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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有生工作流主要由流程管理器、服务事项管理器组成。

流程管理器主要提供流程的部署、设计、监控、变量管理等服务，引入

flowable 引擎为服务事项管理器和业务系统提供流程处理的相应接口。

服务事项器是基于流程管理器接口实现的事项管理系统，主要提供事项配

置、动态角色、正文模板、套红模板、意见框配置等服务，为业务系统提供事

项处理的相应接口。

自由流工程是基于流程管理器和服务事项管理接口开发的示例工程，通过

接口实现流程运转和办件处理，主要包括新建、草稿箱、待办件、在办件、办

结件等主要模块，为用户提供办件服务的模板系统，可以参照自由流工程开发

相应的业务系统。

二、流程定义

1、配置流程定义环境

打开 Eclipse，点击打开工具栏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打开如 1 图 1

所示界面：

图 1�0

安装 flowable 设计器插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点击上图中的 Add 按钮，

弹出如 1 图 1 所示界面：



图 1�1�

在其中的 name 栏输入 Flowable BPMN 2.0 designer，在 Location 栏输入

http://flowable.org/designer/update/，

效果如 1 图 1 所示，点击 OK 按钮，进行安装即可。

   

图 1�2

第 二 种 为 点 击 Archive 按 钮 ， 访 问 本 地 文 件 ， 找 到 flowable-designer-

5.22.0.zip 文件，点击打开，即可将文件地址加到 Location 栏上，在 Name 栏输

入 Flowable BPMN 2.0 designer。效果如图 13 所示，点击 OK，进行安装。

图 1�3

点 击 打 开 工 具 栏 window ->Preferences ， 然 后 选 择 Flowable 中 的 Save

Actions，勾选 Create process default definition image when saving the diagram，这

样当保存时会自动生成流程图，界面如 1 图 1 所示：

http://flowable.org/designer/update/


     

图 1�4

2、流程定义

新建流程图

新建流程，首先选择“Flowable Diagram”，如 1 图 1 所示。

图 1�5

点击 next 按钮，进入如图 1 1 所示界面，在“File name”中输入流程文件的名

称,文件名默认为 MyProcess，选择文件保存的项目。



图 1�1�

点击“next”按钮，进入如图 1 2 所示界面，在这里选择创建空白 Dialog，然

后点击“完成”按钮。

图 1�2

点击“Finish”按钮，完成新建流程定义界面，流程定义界面如图 1 3 所示：



图 1�3

配置流程属性

点击编辑区域的空白部分，在 Properties 区域设置流程的基本属性，如图 1

4 所示，在下图中红框中的 Id 和 name 需要设置，其中 Id 是必须的，对应着

Flowable ProcessDefinition 对象的 key 属性，不同的流程定义 Id 必须不同，如果

相同则会更新已有的流程定义，如下图中的“banwen”；name 属性是可选的，对

应 ProcessDefinition 的 name 属性，如下图中的“办文”，在工作流程用来显示流

程的标识名称。

图 1�4



3、开始事件

开始事件是流程的入口，用来指明流程在哪里开始。流程图中必须要有一

个开始事件，在右侧 Palette 区域的 Event 中选择“StartEvent”，然在编辑区域空

白处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添加出流程开始节点，如图 1 5 所示。

图 1�5

4、用户任务

在 flowable 中，任务包括很多种，例如用户任务、脚本任务、Web Service

任务、邮件任务等，最常用的是用户任务节点，所以这里主要说明用户任务的

使用。

用户任务用来设置必须由人员完成的工作。在工作流中常用的有三种用户

任务，分别是普通用户任务、串行用户任务和并行用户任务。

当在流程的某一任务只需要一个人办理的时候，在流程图中将其设置为普

通用户任务；当在流程的某一任务需要多个人办理，且需要前一个人办理完成，

后一个人才能办理的时候，在流程图中将其设置为串行用户任务当在流程的某

一任务，需要多个人同时办理的时候，在流程图中将其设置为并行用户任务。



4.1、普通用户任务

添加用户任务

添加用户任务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

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Task 中选取 UserTask，然在编辑区域空白处点击鼠标左

键即可添加用户任务到编辑界面，如图 1 6 所示：

图 1�6

然后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Connection 中选取 SequenceFlow，将两个节点连接

起来即可，效果如图 1 7 所示：



图 1�7

另一种方式是，将鼠标放到某一个节点上，例如下图中的开始事件节点，

这时会在该节点周围显示出多个选项（如图 1 8 所示），选择红框部分的用户

任务图标即可添加。

图 1�8

设置属性

下面是设置用户任务的常用属性，点击编辑区域中的用户任务节点，下面

的 Properties 区域显示的是当前用户任务的属性，对于普通的用户任务，需要设

置 General 标签页和 Main config 标签页中的内容。

General 标签页

首先是 General 标签页，界面如图 1 9 所示：



图 1�9

其中 id属性是必须的，用来唯一标识当前节点，在当前流程图中必须是唯

一的；name属性用来表示当前任务的名称；Asynchronous表示当前节点是否异

步执行，如果异步执行则勾选；Exclusive表示当前任务节点是否排他执行，默

认勾选。这里在 Id 处填写 draft，在 name 处填写起草，并保存，效果如图 1 10

所示，从编辑界面红框部分可以看出，用户任务显示由“User Task”改为“起草”：

图 1�1�0

Main config 标签页

Main config 标签页界面如图 1 11 所示：



图 1�1�1�

其中需要配置 Assignee 和 Candidate users(comma separated)两项。

Assignee 用来指定一个人员，此时用户任务直接分配给该人员。在工作流

中，这里必须填写固定值${user}，user 是在流程中用到的变量，表示指定的人

员。

Candidate users(comma separated)用来指定一个候选人员组，该候选人员组

中的人员都可以看到该任务。在工作流中，这里必须填写固定值${users}，users

是在流程中用到的变量，表示指定的候选人员组。

填写后界面如图 1 12 所示：

图 1�1�2

4.2、串行用户任务

添加用户任务

参考添加用户任务添加用户任务。

设置常用属性

General 标签页



参考General 标签页General 标签页。

Main config 标签页

串行用户任务的 Main config 标签页只需要设置 Assignee 即可，在工作流中，

这里必须填写固定值${elementUser}，与后面 Multi instance 标签页中的 Element

variable 相对应。
Multi instance

这 里 用 来 设 置 是 否 是 串 行 或 并 行 任 务 ， 需 要 设 置

Sequential、Collection、Element variable三个属性，如图 1 13。

图 1�1�3

Sequential 属性用来设置当前任务节点是串行还是并行，由于这里是串行，

所以将其设置为 true。

Collection 用来设置并行处理的人员组，在工作流中，使用变量 users，所

以这里必须设置为固定值${users}。

Element variable表示 Collection 中的每一个人员，在工作流中，必须设置为

固定值 elementUser。

设置效果如下图 1 14 所示：



图 1�1�4

4.3、并行用户任务

添加用户任务

参考添加用户任务添加用户任务。

设置常用属性

General 标签页

参考General 标签页General 标签页。

Main config 标签页

并行用户任务的 Main config 标签页只需要设置 Assignee 即可，在工作流中，

这里必须填写固定值${elementUser}，与后面 Multi instance 标签页中的 Element

variable 相对应。
Multi instance

这 里 用 来 设 置 是 否 是 串 行 或 并 行 任 务 ， 需 要 设 置

Sequential、Collection、Element variable三个属性，如图 1 15。



图 1�1�5

Sequential 属性用来设置当前任务节点是串行还是并行，由于这里是并行，

所以将其设置为 false。

Collection 用来设置并行处理的人员组，在工作流中，使用变量 users，所

以这里必须设置为固定值${users}。

Element variable表示 Collection 中的每一个人员，在工作流中，必须设置为

固定值 elementUser。

设置效果如图 1 16 所示：

图 1�1�6



5、排他网关

在 flowable 中，网关用来控制流程的流向，网关显示成菱形图形（如图 1

17 所示），内部有一个小图标。 图标表示网关的类型。包括排他网关、并行网

关、包含网关、基于事件网关四种，最常用的是排他网关，所以这里主要说明

排他网关的使用。

图 1�1�7

5.1、添加排他网关

排他网关的作用是当其后面有多个外出顺序流（如下图所示），从其中选

择一个（条件为 true 的被选中）使流程继续运行。

图 1�1�8

添加排他网关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

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Gateway 中选取 ExclusiveGateway，然在编辑区域空白

处点击鼠标左键将排他网关添加到编辑界面，效果如图 1 19 所示：



图 1�1�9

然后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Connection 中选取 SequenceFlow，将两个节点连接

起来即可，效果如图 1 20 所示：

图 1�20

另一种方式是，将鼠标放到某一个节点上，例如图 1 21 中的“单位内办理-

并行”节点，这时会在该节点周围显示出多个选项，选择红框部分的排他网关图

标即可添加。

图 1�21�

5.2、设置常用属性

排他网关通常只需要设置 Properties 区域的 General 标签页中的 Id 和 Name

即可，具体设置参考General 标签页General 标签页。



图 1�22

5.3、顺序流设置

在工作流中，经过排他网关时决定下一步究竟是走那一个节点的条件是在

SequenceFlow（如图 1 23 所示红框中的连接线）中设置的。

图 1�23

关于顺序流的 Properties 区域的 General 标签页设置参考普通用户任务中的

General 标签页设置。

这里主要说明在排他网关中如何设置外出顺序流条件，是在图 1 23 中

Properties 区域的 Main config 标签页中的 Condition 中设置的。其必须是固定格



式${routeToTaskId=="节点 Id"}，其中 routeToTaskId 是工作流中的变量，表示下

一个节点的 Id，而双等号后面的节点 Id 则是当前顺序流后面节点的 Id，如图 1

24 中区领导-串行的 Properties 区域的 General 标签页中 Id 设置为 leader1，

图 1�24

那么在 其 对 应 的顺序 流 中 Properties 区 域 的 Main config 标签页中 的

Condition 中设置为${routeToTaskId=="leader1"}。

图 1�25

同样的，如图 1 26 中区领导-并行的 Properties 区域的 General 标签页中 Id

设置为 leader2，



图 1�26

那么在 其 对 应 的顺序 流 中 Properties 区 域 的 Main config 标签页中 的

Condition 中设置为${routeToTaskId=="leader2"}。

图 1�27

6、结束事件

结束事件表示（子）流程（分支）的结束。



6.1、添加结束事件

添加用户任务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

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Event 中选取 EndEvent，然在编辑区域空白处点击鼠标

左键即可添加用户任务到编辑界面，如图 1 28 所示：

图 1�28

然后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Connection 中选取 SequenceFlow，将两个节点连接

起来即可，效果如图 1 29 所示：

图 1�29

另一种方式是，将鼠标放到某一个节点上，例如图 1 30 中的开始事件节点，

这时会在该节点周围显示出多个选项，选择红框部分的用户任务图标即可添加。



图 1�30

6.2、设置属性

参考普通用户任务的 General 标签页设置。设置效果如错误：引用源未找到

所示。

7、子流程

在当前的工作流中间件中子流程分为两种，一种是父流程调用子流程后，

父流程需要等待所有的子流程运行结束，才能继续运行；另一种是父流程调用

子流程后，父子流程间互相不影响。

7.1、父子流程相关类型

添加节点



该类型的子流程是通过添加 flowable 中的 CallActivity 来实现的，添加方法

是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Event 中选取 CallActivity，然在编辑区域空白处点击鼠标

左键即将其添加到编辑界面，如图 1 31 所示：

图 1�31�

然后从 Palette 区域中的 Connection 中选取 SequenceFlow，将两个节点连接

起来即可，效果如图 1 32 所示：

图 1�32

设置属性

下面是设置调用活动（CallActivity）的常用属性，点击编辑区域中的调用

活动节点，下面的 Properties 区域显示的是当前调用活动的属性。

General 标签页

首先是 General 标签页，界面如图 1 33 所示：



图 1�33

参考普通用户任务的 General 标签页设置。设置后效果如图 1 34 所示：

图 1�34

Main config 标签页

Main config 标签页由由三部分组成，如图 1 35 所示，其中 Call element内

需 要填写要调用 的子流 程 Id（例 如 本 手 册 中 配 置 流 程 属 性章节的 Id 值

banwen）， Input parameters 中配置由父流程向子流程传递的参数； Output

parameters 中配置由子流程向父流程传递的参数。



图 1�35

这里以调用发文流程为例进行说明，由办文流程调用发文流程，那么 Call

element内需要填写要发文流程的 Id，即 luohufawen，效果如图 1 36 所示：

图 1�36

Input parameters 中配置由父流程向子流程传递的参数，界面如图 1 37 所示：



图 1�37

上面的参数都是必须配置的，其中 user表示子流程第一步的由谁处理，

users表示子流程第一步的候选人组， taskSenderId表示启动子流程的人员的

GUID，taskSender表示启动子流程的人员的中文名称，documentTitle表示公文

标题，initDataList 则存储子流程启动时需要的一些变量的信息，parentFlowData

则设置父子流程中父流程信息。

7.2、父子流程无关类型

父子流程无关类型则是通过在普通的用户任务中增加监听器实现的，如图 

1 38 中的转发文，就是按照上面的方法增加一个普通任务节点：

图 1�38

增加监听器的方法如下：

在 Properties 区域中选择 Listener 标签页，界面如图 1 39 所示：



图 1�39

在上图中点击 Task listeners列表框右侧的 new 按钮，弹出如图 1 40 所示编

辑界面：

图 1�40

其中 event 选取 create ，表示创建的时候执行该监听器；Type 选取 java

class ， 表 示 监 听 器 使 用 class 类 ， 然 后 点 击 Select  class 选 取

net.risesoft.fileflow.activiti.servicetask.Transmit，这个是监听器类，是一个固定的

类； 然 后 在 Fields 中增加 监听器类需 要 的 参数， 有 fieldMapping 和

targetPorcessDefKey 两个，其中 fieldMapping表示调用子流程时需要复制的表单



字段，如果全部复制则直接设置为 null 即可，如果复制指定字段，源字段和目

标字段间以冒号分隔（前面为源字段，后面为目标字段），多个对应字段间以

逗号分隔，targetPorcessDefKey表示子流程的流程定义 Id（例如本手册中配置

流程属性章节的 Id值 banwen）。

8、流程部署与绑定

文档前面介绍流程图的设计，在流程图设计完成后，需要将流程图压缩成

压缩文件。

例如下图设计完成的请假流程图： 



将流程文件 qingjialiucheng.bpmn复制到桌面或者其他本地空间，使用压缩

软件如 360压缩，将文件压缩成 zip 文件 。压缩成功后在流程管理器

中点击流程部署，点击部署流程按钮  ，弹出部署流程窗口。

在部署流程窗口中点击浏览按钮，将显示文件上传窗口，选择已压缩好的

qingjialiucheng.zip 文件，如下图所示：



选择好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即可在部署流程窗口中显示改文件名称，如

下图所示：

点击部署按钮，即可将请假流程部署，流程列表中显示新部署的请假流程。

流程部署成功，即可在服务事项管理器中显示该流程，如在服务事项管理

器中选择新建事项，在绑定流程下拉框中即可选择已部署的请假流程



三、流程管理器

1、流程管理器登录界面

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10.169.17.1/processAdmin  回车后，

就可以看到系统的主页面。在登录框里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系统。

2、首页介绍

流程管理器首页默认展示状态如图所示：

导航菜单默认显示流程部署页面

http://10.169.17.1/processAdmin


点击右上角房子形状的按钮，返回流程管理器首页。

点击右上角最右边的按钮，退出流程管理器。



3、菜单操作

3.1、流程部署

点击导航菜单树中的流程部署 ，右侧将显示流程部署 Tab,功能栏显示部署

流程按钮 ，分页列表显示已部署的流程信息及操作按钮。

3.1.1、部署流程

点击部署流程按钮 ，弹出部署流程窗口，点击浏览访问本地文



件，部署的流程定义文件为 .zip 文件，将流程定义中生成的 bpmn 文件压缩成

zip 文件，部署该文件。点击部署按钮 部署流程，点击关闭按钮

关闭流程部署窗口。流程部署成功后，流程列表中新增新部署的流程，在服务

事项管理器的事项信息中，绑定流程下拉框即可显示新增的流程，具体参考流

程定义中的流程部署与绑定。

3.1.2、流程部署操作

流程部署操作分为删除、挂起、流程图，点击删除将删除对应的流程，点

击挂起则挂起对应的流程，点击流程图则弹出对应流程的流程图窗口。



3.2、流程设计

点击导航菜单树中的流程设计 ，右侧将显示流程设计 Tab,功能栏显示创建

按钮 ，分页列表显示创建的流程信息。

3.2.1、创建流程

点击创建按钮，浏览器弹出 flowable 流程设计页面编辑流程，分页列表添

加新创建的流程。

3.2.2、流程设计操作

流程设计操作分为删除、导出、部署、编辑。点击删除将删除创建的流程，

点击导出则导出对应的流程文件，点击部署弹出部署流程窗口部署流程，点击

编辑弹出 flowable 流程设计页面编辑流程

3.3、流程监控

点击导航菜单树中的流程监控 ，右侧将显示流程监控 Tab,分页列表显示已

运行的流程实例信息。



3.3.1、流程监控操作

流程监控操作分为删除、挂起、任务历程、流程图，点击任务历程显示历

程列表Tab,如下图所示：

    在任务历程列表中点击任务变量显示该任务的任务变量列表，如下图所示：

在任务历程列表中点击流程变量显示流程变量列表，如下图所示：



3.4、流程变量

点击导航菜单树中的流程变量 ，右侧将显示流程变量 Tab,分页列表显示未

办结的流程实例的流程变量信息。

3.4.1、添加变量

在点击添加按钮之前需在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变量的流程实例，点击流程

变量 Tab功能栏中的添加按钮 ， 弹出流程变量操作窗口，点击提交。



3.4.2、删除变量

在流程变量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变量（可多选），点击功能栏中的删除

按钮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确认删除后将删除选中的变量。

3.4.3、编辑变量

在流程变量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变量（单选），点击功能栏中的编辑按

钮 ，弹出流程变量操作窗口，修改对应变量名和变量值，点击提交。

3.5、历史变量

点击导航菜单树中的历史变量 ，右侧将显示历史变量 Tab,分页列表显示所

有流程实例的历史变量信息。



四、服务事项管理器

1、登录界面

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10.169.17.1/itemAdmin  回车后，就可

以看到系统的登录页面。在登录框里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系统。

2、首页介绍

服务事项管理器首页默认展示状态如图所示：

导航菜单默认点击事项配置，右侧显示事项配置 Tab页，若左侧菜单树没

有事项配置选项，则默认不显示 Tab页面。

http://10.169.17.1/itemAdmin


点击右上角房子形状的按钮，返回服务事项管理器首页。

点击右上角最右边的按钮，退出服务事项管理器。

3、菜单操作

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导航菜单树根据登录人员的系统资源权限显示相应的

资源配置。



服务事项管理器的默认资源配置为事项配置、动态角色、正文模板、套红

模板、意见框管理、编号管理。

管理员可以登录一级平台后台管理系统，进入开发商管理，选择事项管理

系统，右侧资源树上可以对资源进行管理。

在开发商管理中配置好资源树后，登录租户管理，选择资源管理 Tab,点击

需要配置权限的资源，例如事项配置，在右侧选择角色关联 Tab,点击授权按钮

，弹出事项管理系统的系统角色，选择角色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对

该角色下的人员授予资源权限，当该角色下的人员登录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后，

导航菜单即可显示该资源，授权如所示下图。

3.1、事项配置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事项配置，右侧显示事项配置 Tab页。

事项配置 Tab页功能栏显示事项相关功能操作，列表显示事项信息和系统



应用发布操作。

3.1.1、新增事项

点击事项配置 Tab页功能栏上的新增按钮 ，弹出事项新增窗口，填

写事项信息点击提交，则保存新事项，并且事项信息列表添加新事项信息。新

增事项后，事项列表增添新新事项记录，点击 “发布为系统应用”操作，如果事

项的应用 Url 不为空，即可发布。

事项发布成功后在系统资源树下创建事项列表，添加新发布的事项，管理

员可为事项列表下的事项添加角色授权，授权的角色人员即可新建对应事项的

流程实例。例如上图发布自由流程事项，经过授权配置后将在事项列表中显示

该事项，如下图所示：



3.1.2、修改事项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页功

能栏上的修改按钮 ，弹出事项编辑窗口，修改事项信息点击提交，则更

新该事项信息。

3.1.3、删除事项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事项（多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页功

能栏上的删除按钮 ，弹出事项删除确认窗口，点击确定，则删除选择的

事项。

3.1.4、表单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表单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



页功能栏上的表单配置按钮 ，弹出表单配置窗口，窗口页面为表单

配置列表页面。 

     表单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的绑定电子表单管理，窗口页面更换为表单配置页面。若对应名称

为流程则对所有任务节点统一绑定表单，否则在对应的流程任务节点下绑定表

单。

     点击绑定电子表单管理后的表单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窗口上的电子表单绑定按钮 或者列表中修改操作，弹

出电子表单绑定窗口。点击返回按钮  ，则返回表单配置列表页面。

电子表单绑定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选择按钮  ，弹出电子表单窗口，在电子表单窗口选择表单，

点击确定按钮 则在电子表单绑定窗口上添加已选择的表单，点击保存

则绑定表单。

电子表单窗口如下图所示

3.1.5、权限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权限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

页功能栏上的权限配置按钮 ，弹出权限配置窗口，窗口页面为权限

配置列表页面。 

    权限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的权限管理操作，窗口页面更换为权限配置页面。若对应名称

为流程则对所有任务节点统一配置权限，否则在对应的流程任务节点下配置权

限。点击清空授权按钮 则清空所有授权。

     点击权限管理后的权限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窗口上的新增角色按钮 ，弹出系统角色选取窗口，选择系

统创建的角色，点击确定即可添加系统角色。

点击窗口上的新增角色按钮 ，弹出动态角色选取窗口，选

择动态角色，点击确定即可添加动态角色。动态角色的创建参考动态角色 3.2.1

节。

点击返回按钮  ，则返回表单配置列表页面。

系统角色选取窗口如下图所示：

动态角色选取窗口如下图所示：



3.1.6、意见框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意见框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

页功能栏上的意见框配置按钮 ，弹出意见框配置窗口，窗口页面

为意见框配置列表页面。 

    意见框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的绑定意见框操作，窗口页面更换为意见框绑定页面。

     点击绑定意见框后的意见框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窗口上的新增意见框按钮 ，弹出意见框选取窗口，选择

意见框，点击保存即可绑定意见框。意见框的创建参考意见框管理 3.5.1节。

点击窗口上的编辑绑定按钮 ，编辑已绑定的意见框。

已绑定的意见框列表下选择需要删除的意见框，点击窗口上的删除绑定按

钮 ，删除已绑定的意见框。

已绑定的意见框列表下选择需要绑定角色的意见框，点击窗口上的绑定角

色按钮 ，弹出系统角色选取页面，选择系统角色点击确定即可绑定



角色。只有绑定角色的人员才可以签署意见。

点击返回按钮  ，则返回意见框配置列表页面。

意见框选取窗口如下图所示：

3.1.7、编号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编号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

页功能栏上的编号配置按钮 ，弹出编号配置窗口，窗口页面为编号

配置列表页面。 

     编号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的绑定编号操作，窗口页面更换为编号绑定页面。 

点击绑定编号后的编号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窗口上的新增编号按钮 ，弹出编号选取窗口，选择编号，

点击保存即可绑定编号。编号的创建参考编号管理 3.6.1节。

点击窗口上的编辑绑定按钮 ，编辑已绑定的编号。

已绑定的编号列表下选择需要删除的编号，点击窗口上的删除绑定按钮

，删除已绑定的编号。

已绑定的编号列表下选择需要绑定角色的编号，点击窗口上的绑定角色按

钮 ，弹出系统角色选取页面，选择系统角色点击确定即可绑定角色。

只有绑定角色的人员才可以使用编号。

点击返回按钮  ，则返回表单配置列表页面。

编号选取窗口如下图所示：

3.1.8、正文模板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正文模板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页功能栏上的正文模板配置按钮 ，弹出正文模板绑定窗口。



     编号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正文模板下拉框选择需要绑定的正文模板，点击提交即可绑定正文模

板。正文模板的创建参考正文模板 3.3.1节。

3.1.9、任务配置

在事项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任务配置的事项（单选），点击事项配置 Tab

页功能栏上的任务配置按钮 ，弹出任务配置列表窗口。

     任务配置列表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的新增操作，弹出任务基本配置窗口，添加配置点击确定即可

添加任务配置。在添加任务配置后，任务配置列表操作改为修改和删除。

点击列表上的修改操作，弹出任务基本配置窗口，修改配置。点击删除操

作则弹出任务配置删除确认窗口，点击确定删除任务配置。

任务基本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选择窗口上的“是否必签意见”单选按钮，默认选择是。如果任务配置的节

点为并行则显示“是否主协办”单选按钮，默认选择是。在待选框中选择功能按

钮，点击添加按钮  则将选择的按钮添加到已选框中，在已选框中选择功能

按钮，点击删除按钮 则将选择的按钮从已选框中删除。点击确认按钮，则

将已选框的功能按钮和单选按钮选择添加到任务节点中，当流程实例运行到对

应的任务节点时则显示对应配置的按钮。

3.2、动态角色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动态角色，右侧显示动态角色 Tab页。

动态角色 Tab页功能栏显示动态角色相关功能操作，列表显示动态角色列表。

3.2.1、新增动态角色

点击动态角色 Tab页功能栏中新增按钮 ，弹出动态角色添加窗口，



填写动态角色信息，下拉窗口到底部，点击提交按钮即可新增动态角色。

动态角色添加窗口如下图所示：

3.2.2、编辑动态角色

在动态角色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动态角色，点击功能栏中的编辑按钮

，弹出动态角色编辑窗口，修改动态角色信息，下拉窗口到底部，点击

提交按钮即可修改动态角色。

动态角色编辑窗口如下图所示：

3.2.3、删除动态角色

在动态角色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动态角色，点击功能栏中的删除按钮

，弹出删除动态角色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删除对应的动态角色。



3.3、正文模板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正文模板，右侧显示正文模板 Tab页。

正文模板 Tab页功能栏显示正文模板上传操作，列表显示正文模板列表。

3.3.1、上传正文模板

点击功能栏中的上传模板按钮 ，将会访问用户本地文件，选择

正文模板点击打开即可上传正文模板。注意！模板文件格式仅限于 .doc

和.docx，否则上传失败。

3.3.2、下载和删除正文模板

点击正文模板列表中的名称，即可下载对应的正文模板。

点击正文模板列表中的删除操作，即可删除对应的模板 

3.4、套红模板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套红模板，右侧显示套红模板 Tab页。

套红模板 Tab页功能栏显示套红模板相关功能操作，列表显示套红模板列表。



3.4.1、新增套红模板

点击功能栏中的新增按钮 ，弹出套红模板新增窗口，下拉框中选择

委办局和模板类型，模板类型的添加参照 3.4.2节模板类型管理。点击浏览则访

问本地文件，选择套红模板，点击提交即可新增套红模板。

3.4.2、编辑和删除套红模板

在套红模板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模板，点击功能栏中的编辑按钮 ，

弹出套红模板编辑窗口，修改模板信息，点击保存即可修改模板信息。

在套红模板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模板，点击功能栏中的删除按钮

，弹出套红模板删除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即可删除对应的模板。

3.4.3、模板类型管理

点击功能栏中的模板类型管理按钮 ，弹出模板类型管理窗

口。



模板类型管理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模板类型管理窗口的新增按钮，弹出模板类型添加窗口，填写模板类

型点击提交即可新增模板类型。点击窗口的编辑按钮弹出模板类型编辑窗口，

修改模板类型信息，点击保存即可修改模板类型。选择需要删除的模板类型，

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对应的模板类型。

模板类型添加窗口如下图所示：

3.5、意见框管理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意见框管理，右侧显示意见框管理 Tab

页。意见框管理 Tab页功能栏显示意见框管理相关功能操作，列表显示意见框

管理列表。



3.5.1、新增意见框

点击意见框管理 Tab页功能栏中新增按钮 ，弹出意见框添加窗口，

填写意见框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即可新增意见框。

新增意见框窗口如下图所示：

3.5.2、编辑意见框

在意见框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意见框，点击功能栏中的编辑按钮 ，

弹出意见框编辑窗口，修改意见框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修改动态角色。

意见框编辑窗口如下图所示：



3.5.3、删除意见框

在意见框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意见框，点击功能栏中的删除按钮 ，

弹出删除意见框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删除对应的意见框。

3.6、编号管理

点击服务事项管理器左侧菜单树的编号管理，右侧显示编号管理 Tab页。

编号管理 Tab页功能栏显示编号管理相关功能操作，列表显示编号管理列表。

3.6.1、新增编号

点击编号管理 Tab页功能栏中新增按钮 ，弹出编号添加窗口，填写

编号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即可新增编号。

新增编号窗口如下图所示：



3.6.2、编辑编号

在编号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编号，点击功能栏中的编辑按钮 ，弹

出编号编辑窗口，修改编号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修改编号。

编号编辑窗口如下图所示：

3.6.3、删除编号

在编号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编号，点击功能栏中的删除按钮 ，弹

出删除编号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删除对应的编号。

五、自由流系统

1、登录界面

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10.169.17.1/freeflow  回车后，就可以

看到系统的登录页面。在登录框里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系统。

http://10.169.17.1/freeflow


2、首页介绍

自由流系统首页默认展示状态如图所示：

页面左上角显示租户名称加上“工作流”，导航菜单默认打开待办件页面

2.1、导航栏系统退出

点击右上角最右边的安全退出按钮，退出自由流系统。



2.2、更换系统皮肤颜色

点选右上角的颜色，图中所示区域颜色跟随变化。

2.3、刷新当前页

点击 刷新当前页面到最新状态。

2.4、关闭当前页

点击 关闭当前 Tab页面，如下图，点击则关闭待办件页面。



2.5、缩放窗口

在默认页面布局下点击 显示如下，将左侧菜单收起来；在如下界面点击 则

恢复默认布局。

3、菜单操作

自由流系统左侧导航菜单为新建、草稿箱、待办件、在办件、办结件、抄

送未阅件、抄送已阅件，菜单节点动态显示办件数。

3.1、新建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新建，弹出事项列表窗口，选择需要新建事项，点击确



定，右侧将显示对应事项的文档编辑 Tab页面。

事项列表的显示是由登录人员事项权限控制，管理员可以在一级平台租户

管理系统中配置事项列表人员，配置的角色人员登录自由流系统在事项列表窗

口中即可显示该事项。

事项列表角色人员授权如下图所示：

事项列表窗口如图所示：

3.1.1、文档编辑页面

在事项列表窗口选择事项，将打开对应事项的文档编辑页面。

文档编辑 Tab页面如图所示：



在文档编辑 Tab页面中，默认选择第一个表单 Tab，打开表单编辑页面，填

写表单信息，意见框和编号只有服务事项管理器中绑定的人员才可以使用。点

击意见框填写按钮 ，弹出填写意见窗口。填写意见窗口显示目前只能在 IE浏

览器上显示，在窗口意见输入框可以输入意见，双击系统意见和用户意见可以

添加到意见输入框中，点击“确定”按钮则在表单中添加意见，点击“删除”按钮则

删除已添加的意见，点击“存为常用语”按钮则将输入框中的内容添加到用户意

见中。

点击正文，打开文档编辑正文 Tab页面。

文档编辑正文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附件，打开文档编辑附件 Tab页面，点击上传附件弹出附件上传文件

窗口，点击浏览将访问本地文件，点击确认将上传文件，附件列表添加记录。

文档编辑附件页面如下图所示：

上传文件窗口如下图所示：

点击历程，打开文档编辑历程 Tab页面，如果导航菜单点击的是新建时，

历程信息为空，如果点击待办、在办、办结件时将显示该件的历程信息。

文档编辑历程页面如下图所示：



3.1.2、打印按钮

在文件编辑页面功能框右侧，点击打印按钮，下拉框选择需要打印的表单，

浏览器打开打印表单新窗口，表单显示为图片格式，点击打印即可打印表单。

打印表单窗口如下图所示：

3.1.3、发送按钮

在文件编辑页面功能框右侧，点击发送按钮 ，下拉框选择路由节点，

点击路由节点将弹出人员选择窗口。

人员选择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窗口左侧组织架构中选择需要发送的人员，点击 按钮或双击该节点，

将人员或部门添加到收件人列表中，在收件人列表中选择人员或部门点击 或

双击按钮，将人员或部门从收件人列表中删除，点击确定按钮 则将新建

的办件发送给收件人列表中的所有人员和部门下的所有人员。

3.1.3、保存按钮

在文件编辑页面功能框右侧，点击保存按钮 ，则将新建的办件保存

至草稿箱中。

3.2、草稿箱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草稿箱，右侧将显示草稿箱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

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则在草稿箱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在

草稿箱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点击删除按钮 即可删除文件。点击草

稿箱列表中的文件标题，即可进入对应文件的文件编辑页面。

草稿箱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从草稿箱列表进入的文件编辑页面与新建文件的编辑页面大致相同，在右

上方功能栏的最右边添加了返回按钮，点击返回按钮，即可返回草稿箱列表

Tab页面。

3.3、待办件

待办件为该人员接收并处理的办件，文件状态为待办。点击左侧导航菜单

待办件，右侧将显示待办件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

按钮 ，则在待办件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点击导出待办列表则将待

办列表以 Excel 文件形式下载到用户本地空间。点击待办件列表中的文件标题，

即可进入对应文件的文件编辑页面。点击待办件列表中的当前任务名称，即可

查看对应的流程图。点击待办件列表中的历程，弹出历程信息窗口，查看历程

信息。

待办件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历程信息窗口如下图所示：

3.3.1、文件编辑页面

点击待办列表的文件标题进入的文件编辑页面，显示相应的 Tab，默认打

开第一个表单，功能操作参考 3.1.1节，其中历程界面显示历程信息。功能栏中

的打印、发送、保存和返回等按钮与新建文件的按钮功能一样，其他功能按钮

将根据任务配置和任务节点属性对应显示。当办件发送出去后，该人员中显示

文件状态为在办，待办件中删除该办件，在办件中添加该办件。



3.3.2、抄送

抄送是指把办件发送给收件人查阅的功能，收件人只能查看文件内容和办

件信息，不能进行操作。抄送按钮为常用按钮，进入待办件的文件编辑页面即

可显示抄送按钮。抄送是指将办件发送给收件人查阅的操作，收件人收到抄送

件可查看文件信息，但是并不能对抄送件进行文件操作。点击抄送按钮 ，

弹出抄送选人窗口。

抄送选人窗口如下图所示：

如果右侧选择收件人 Tab,双击左侧部门、人员节点或点击 按钮，则将该

部门或人员添加到收件人列表，双击收件人列表中的人员、部门或点击 按钮，

则移除收件人列表。如果右侧选择排除人员 Tab,则添加到排除人员列表中，排

除列表只能添加收件人中的人员或部门人员，不能添加部门节点。点击确定按

钮即可将办件抄送给除去排除人员的所有收件人，在历程是否抄送中显示已抄

送的图标 ，当鼠标移动到图标上时，显示抄送信息窗口。



3.3.4、重定位

重定向是指将办件流程强制重新定位对应任务节点上。重定向按钮为特殊

按钮，需要在任务配置中添加重定向功能按钮，在系统重定向角色中添加人员，

则拥有重定向角 色 的人员在 对 应 的任务节点 上就可 以显示重定向按 钮

。

点击重定向按钮，下拉框显示流程路由节点，选择节点弹出人员选择窗口，

选择收件人，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流程重定向到特定节点，指定办理人，相当

于特殊发送。

3.3.5、办结

办结按钮为常用按钮，在任务节点可以指向流程办结时，显示办结按钮，



点击办结按钮 ，即可办结该流程实例，文件状态为办结。

3.3.6、协商

协商是指将办件发送给协商收件人修改，协商人员可以查看文件信息并修

改，文档里编辑页面显示打印、抄送、完成、保存、返回等按钮，当任务节点

包含退回、特殊办结将显示特殊按钮。

协商按钮为特殊按钮，需要在任务配置中添加协商功能按钮，在对应的任

务节点上就可以显示协商按钮。

点击协商按钮弹出人员选择窗口，选择收件人，点击确定即可发送给收件

人进行协商，收件人待办件中将显示该办件，发送后，当前登录人员将不会显

示协商和委托按钮，直到协商收件人完成协商后才重新显示。注意发送文件后

该办件的任务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3.3.7、完成

完成是指在协商办理时，完成文件编辑和修改后，通知发送人协商完成。

点击完成按钮 ，则将该办件完成，从待办列表中删除，发送人重新显示

协商和委托按钮。

完成按钮为常用按钮，只有在协商办理时才能显示完成按钮。

3.3.8、委托

委托是指将办件发送给委托收件人办理和修改，委托人员可以查看和修改

文件信息，文档里编辑页面显示打印、抄送、送下一人、保存、返回等按钮，

当任务节点包含协商、委托、退回、特殊办结将显示特殊按钮。

委托按钮 为特殊按钮，需要在任务配置中添加协商功能按钮，在对

应的任务节点上就可以显示协商按钮。

点击委托按钮弹出人员选择窗口，选择收件人，点击确定即可发送给收件

人进行委托，收件人待办件中将显示该办件，点击发送后，当前登录人员的文

件状态变为在办。委托办理相当于新建串行办理，当所有委托人员点击送下一

人按钮完成委托，最终办件返回到当前登录人员，历程中显示委托办理信息。



3.3.9、送下一人

送下一人是指在委托办理和串行多人处理时，办件处理完成后按照办理顺

序发送给下一个办理人，委托办理最后一个人点击送下一人是把办件发回给委

托发送人完成委托办理，串行多人处理最后一人显示发送按钮把办件发送至下

一个路由节点。

送下一人按钮 为常用按钮，但是只有在接收委托办理和串行多

人办理的情况下才会显示该按钮。

3.3.9、退回

退回是指在文件由于格式或内容不符合要求时将办件发回给上一个处理人。

退回按钮 为特殊按钮，在服务事项管理器任务配置中添加退回功能

按钮。点击退回按钮将弹出退回原因填写窗口。

原因填写窗口如下图所示：

    窗口列表显示当前节点的办件信息，输入框中输入退回原因，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将文件发回上一个办理人。
     历程描述中将显示退回原因，如下图所示：



3.3.10、特殊办结

特殊办结是在办件过程中需要强制办结时使用的特殊按钮，点击特殊办结

按钮将强制办结流程实例。

特殊办结按钮 为特殊按钮，在服务事项管理器任务配置中添加

特殊办结功能按钮。点击特殊办结按钮将强制办结流程实例。

3.3.11、签收

签收是指在普通任务节点多人办理的情况下进行抢占式处理，即人所有办

理人中都显示签收按钮，当有人签收文件后将该件办理人设置为签收人员，其

他办理人将不显示该文件，抢占式办理结束。

签收按钮 为常用按钮，但是只有在接收普通节点多人办理的情况下

才会显示该按钮。

3.3.12、撤销签收

撤销签收是指在普通节点多人办理的情况下对已签收的办件进行撤销签收

操作，该文件状态重新成为抢占式处理，显示签收和拒签按钮。

撤销签收按钮 为常用按钮，但是只有在普通节点多人办理且已

签收的情况下才会显示该按钮。



3.3.12、拒签

拒签是指在普通任务节点多人办理的情况下进行抢占式处理，即人所有办

理人中都显示拒签按钮，点击拒签后将退出普通节点多人办理，退出抢占式处

理。

拒签按钮 为常用按钮，但是只有在接收普通节点多人办理的情况下

才会显示该按钮。

3.3.13、办理完成

办理完成是指在并行多人处理情况下完成办理的情况。如果并行节点区分

主协办，则协办人员完成协办处理后点击办理完成的情况。如果并行节点不区

分协办，则所有办理人都显示办理完成按钮，最后一个办理人员将不显示办理

完成按钮而是显示发送按钮。

办理完成按钮 为常用按钮，但是只有并行多人处理情况下才会

显示该按钮。

3.4、在办件

在办件为该人员已发送的办件，文件状态为在办。点击左侧导航菜单在办

件，右侧将显示在办件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则在“在办”件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点击在办件列表中的文件标题，

即可进入对应文件的文件编辑页面。点击在办件列表中的历程，弹出历程信息

窗口，查看历程信息。

在办件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3.4.1、催办

催办即催促下一个办理人尽快办理文件。在“在办件”列表中选择需要催办

的办件，点击查询栏中的催办按钮 ，弹出催办信息窗口，填写催办信

息，点击保存即可催办。

催办信息窗口如下图所示：

如果办件添加了催办信息，则在办列表中催办状态显示为已催办，点

击“已催办”则弹出催办信息窗口可再次编辑催办信息。下一个人任务办理人

的待办列表催办信息显示“查看”，点击查看显示催办信息列表，如下图所示：



3.4.2、文件编辑

在办件中的文件编辑页面显示的 Tab页面无法编辑，附件上传页面只能查

看已上传的文件信息，功能按钮显示打印和返回，如果在服务事项管理器中添

加了收回按钮，则显示收回按钮。

在办件文件编辑页面如下图所示：

3.4.3、收回

收回功能是当办件已发送到下一个任务节点，但是需要收回文件继续处理

时，将办件收回，流程节点返回上一节点。

点击收回按钮 ，弹出收回原因填写页面。

收回原因填写页面如下图所示：



页面上方显示下一个任务的节点信息，输入框中输入原因，点击确定即可

收回文件，办件收回时在历程中显示收回原因，如下图所示：

3.5、办结件

办结件为该人员已办结的办件，文件状态为办结。点击左侧导航菜单办结

件，右侧将显示办结件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则在办结件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点击办结件列表中的文件标题，

即可进入对应文件的文件编辑页面。点击办结件列表中的历程，弹出历程信息

窗口，查看历程信息。办结件的文件编辑页面也是不可编辑，显示打印和返回

按钮。

办结件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3.6、抄送待阅件

抄送待阅件为该人员接收的抄送件，且抄送件是待阅状态，文件状态为抄

送待阅。点击左侧导航菜单抄送件，展开子菜单，点击待阅件，右侧将显示待

阅件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则在待

阅件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点击待阅件列表中的文件标题，即可进入对应文

件的文件编辑页面。点击待阅件列表中的历程，弹出历程信息窗口，查看历程

信息。待阅件的文件编辑页面也是不可编辑，只显示表单和历程 Tab，显示已

阅、打印和返回按钮。

待阅件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在待阅件中选择已阅的文件，点击已阅按钮 ，则将该件设为已阅

件。



3.7、抄送已阅件

抄送待阅件为该人员接收的抄送件，且抄送件是已阅状态，文件状态为抄

送已阅。点击左侧导航菜单抄送件，展开子菜单，点击已阅件，右侧将显示已

阅件列表 Tab页面。在查询栏中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则在已

阅件列表中查询对应的文件。点击已阅件列表中的文件标题，即可进入对应文

件的文件编辑页面。点击已阅件列表中的历程，弹出历程信息窗口，查看历程

信息。已阅件的文件编辑页面也是不可编辑，只显示表单和历程 Tab，显示打

印和返回按钮。

已阅件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六、示例

示例将展示在有生工作流 3.0 中从流程部署和开始运行的过程，示例流程

为报销流程。

首先在流程管理器中设计流程或者使用其他流程图制作工具，生成对应流

程文件，并压缩成压缩文件（.zip 文件）存入本地。



设计流程完成后开始部署流程，在流程设计创建的流程可以点击流程列中

的部署操作进行部署，也可以点击流程部署中的部署流程按钮访问本地已设计

好的流程文件。

登入服务事项管理器，在绑定流程下拉框中选择已部署的流程，完成绑定

已部署的流程。

为新建的报销流程事项配置表单，点击选择按钮显示表单列表，选择需要



绑定的表单，点击提交即可绑定表单，示例中以审批办理单为例。

服务事项管理器中的表单列表是电子表单系统中保存和生成的电子表单模

板。登录电子表单系统，点击模板定义，点击右侧的表单则显示已保存的表单

模板。

在模板列表中点击新增弹出新增模板窗口，填写模板信息（*为必填信息），

点击保存即可新增模板，具体细节参考《有生电子表单系统操作手册》。



点击模板列表中的模板定义操作，进入模板编辑页面，以审批办理单为例，

业务表与表单绑定参考《有生电子表单系统操作手册》，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模板和系统生成按钮，完成表单模板编辑，。

点击源码按钮，即可进入模板源码编辑页面，再次点击源码按钮返回编辑

首页，审批办理单的模板源码查看附件。

在表单列表窗口中选择审批办理单，绑定报销流程

表单绑定完成之后，为新建的报销流程事项配置权限，添加系统角色或动



态角色，实例中添加动态角色。

为新建的报销流程事项配置意见框。

进行新建的报销流程事项的任务配置。



把配置好的报销事项发布为系统事项。

发布完成后，登录一级平台后台管理系统的租户管理，选择资源管理中的

事项管理系统，点击事项列表展开角色关联Tab，点击授权按钮授权管理员角

色。这样管理员角色在自由流系统中新建办件时可以显示报销流程，即可以新

建报销流程。

选择角色管理中的事项管理系统，点击重定向角色，打开角色成员 Tab，

点击添加按钮添加重定向人员，当重定向人员登录自由流系统打开待办件，如

果任务节点添加了重定向按钮，则可以重定向。



登入自由流系统，点击新建，在事项列表中选择新建的报销流程，新建办

件。

进入文件编辑页面，显示审批办理表单，填写表单，点击发送按钮即可发

送给下一个办理人，启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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