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2R（V0.4）客户端模块使用手册 

 

2014/4/10  



当前软件版本： 

V0.4 

 

软件版本更新历史： 

版本 版本说明 开发者 文档撰写 

V0.1 初始版本 赵侃侃 卢萍 

V0.2 增加对中文的支持，移植到 jetty应用服务器，优化

用户显示界面，修复 bug 

赵侃侃 卢萍 

V0.3 移植数据库到 h2，增加对 Oracle 及 SQL Servier 数据

库的支持，增加 ip 白名单访问控制，修复中文乱码

的 bug 

赵侃侃 卢萍 

V0.4 优化日志输出，增加异常状态的返回，系统测试，

修复 bug 

赵侃侃 卢萍 

 

  



目录 

第一章 软件功能简介 ........................................................................................................ 4 

1.1 软件功能......................................................................................................... 4 

第二章 安装部署 ................................................................................................................ 4 

2.1.运行环境.......................................................................................................... 4 

2.2 安装和初始化................................................................................................. 5 

第三章 软件使用 ................................................................................................................ 6 

3.1 启动运行.......................................................................................................... 6 

3.2 修改密码.......................................................................................................... 6 

3.3 创建数据源...................................................................................................... 7 

第四章 故障排错 .............................................................................................................. 10 

故障 1：............................................................................................................... 10 

故障 2：............................................................................................................... 10 

故障 3：............................................................................................................... 11 

 

  



第一章 软件功能简介 

1.1 软件功能 

本章节主要介绍软件功能。 

1. 为用户提供web界面，协助生成平台所需的meta.xml信息。当用户提供数据源连接信息后（URL，

用户名密码等），该应用会遍历数据源库表结构，并展示在页面上供用户勾选，选中的部分即视

为用户授权提供平台访问，在勾选信息的同时，用户还可编制相应元数据信息，协助平台理解

数据。该软件目前支持 MySQL，SQL Server 以及 Oracle 三种数据库类型。 

2. 根据 meta.xml 信息，提供 web service 服务，供平台访问。平台对数据源的数据请求都通过

RESTFUL 的 webservice 方式来调用。所有的 web service 都遵循统一的接口规范，该规范详见数

据接口标准及数据服务接口细化等相关文档。 

第二章 安装部署 

2.1.运行环境 

本节主要介绍软件操作系统和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LINUX, WINDOWS； 

 装有 JRE1.7（可参见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VnKiHEGcAb_tWin0xXEsKob1JfMfBFR9VU7maDQG

EiLqwoiKVlT6A4Qev8hoUSbQWw8ONYhmiVluJ5oRU-tB-0Elzy3bCwBAQrBXhU0LIK 

），安装成功如图 2-1 所示： 

 

图 2-1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VnKiHEGcAb_tWin0xXEsKob1JfMfBFR9VU7maDQGEiLqwoiKVlT6A4Qev8hoUSbQWw8ONYhmiVluJ5oRU-tB-0Elzy3bCwBAQrBXhU0LIK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VnKiHEGcAb_tWin0xXEsKob1JfMfBFR9VU7maDQGEiLqwoiKVlT6A4Qev8hoUSbQWw8ONYhmiVluJ5oRU-tB-0Elzy3bCwBAQrBXhU0LIK


 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可参见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96699bb8b38e0894e3c1bef.html ），配置完成如图 2-2 所

示： 

 

图 2-2 

2.2 安装和初始化 

本节主要介绍软件的安装及初始化步骤。 

下载 W2R.ZIP 文件，WINDOWS 环境下，解压文件夹到选定目录，双击 W2R/Startup.bat，

即可启动 Jetty Web 服务器，如图 2-3 所示： 

 

图 2-3 

LINUX 环境下，运行 W2R/startup.sh 启动脚本，即可启动 Jetty Web 服务器，如图 2-4

所示： 

 

图 2-4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96699bb8b38e0894e3c1bef.html


第三章 软件使用 

3.1 启动运行 

本节主要介绍软件安装部署之后的启动运行。 

1. 启动浏览器，跳转至 http://yourIpAddress/8088/w2r/pages/index 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

登陆；默认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a12345。如图 3-1 所示： 

 

图 3-1 

 

2. 页面跳转至数据服务信息页，系统提示用户创建数据源，点击确认，如图 3-2 所示： 

 

3.2 修改密码 

本节主要介绍修改密码功能。 

用户登录之后，点击页面右上方“修改密码”，进行初始密码修改，如图 3-3 所示： 



 

图 3-3 

3.3 创建数据源 

本节主要介绍创建数据源流程。 

1. 进入“创建数据源”页，完善数据服务名称——选择数据库类型——配置数据库地址、

端口、名称——输入数据库用户名、密码，点击下一步，如图 3-4 所示： 

 

图 3-4 

 

2. 进入“选择表和字段”页面，左侧功能框显示已选数据表及未选数据表，系统默认选中

所有数据表内容，用户可在两者目录下自行增删； 



选中某一已选数据表之后，执行勾选本表字段操作，点击保存，系统提示“保存成功”

则该表操作完成，该表在左侧已选数据表栏中显示 。用户未保存勾选的数据表将不

会出现在最终导出的 xml 文件中。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3-5 所示： 

 

图 3-5 

 

3. 跳转至“添加身份验证”页，依次完善数据服务名称——服务访问地址——用户名、密

码——认证方式，点击下一步，如图 3-6 所示： 

 

图 3-6 

 

4. 转至“添加加密信息”页，完善安全密钥信息、选择加密方法，点击提交，如图 3-7 所

示： 



 

图 3-7 

 

5. 出现信息提示框显示“提交成功”，点击查看，跳转至“数据服务信息”页面，用户在

本页面查看所有配置结果，若需要修改则点击页面右上方“编辑服务信息”修改，若无

误则点击“导出 xml”按钮，导出 xml 文件，如图 3-8 所示： 

 

图 3-8 

 

6. 打开应用系统平台页面，注册登录平台、申请成为单位用户（流程详见平台数据接入文

档），点击“个人中心-成为数据源提供者”，在“我的数据源管理”下点击数据源申请

按钮，如图 3-9 所示： 

 



图 3-9 

 

7. 选择 WS 接入方式，进入数据源申请页面，上传步骤 5 生成的 xml 文件，点击提交后，

返回“我的数据源管理”页面，对数据源信息进行编辑审阅后，点击提交审核按钮，提

交平台管理员审核；经平台管理员审核通过的数据源将显示在“已接入数据源”栏，若

用户需更改数据源信息，可点击重新提交进行审核，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第四章 故障排错 

本章主要介绍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及排错思路。 

故障 1： 

$ ./startup.sh 

bash: ./startup.sh: Permission denied 

首次在 linux 环境下运行启动脚本时需要赋予启动脚本权限，在 linux shell 环境下执行

以下命令 

$chmod 744 startup.sh 

 

故障 2： 

$ ./startup.sh 



bash: ./startup.sh: /bin/sh^M: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首次在 linux 环境下运行启动脚本时需要执行 dos2unix 命令以转换格式，在 linux shell

环境下执行以下命令 

$dos2unix startup.sh 

 

故障 3： 

HTTP ERROR: 403 

Problem accessing /w2r/pages/index. Reason: 

    Forbidden 

 

Powered by Jetty:// 

 

这 是 因 为 Jetty Web 服 务 器 设 置 了 ip 访 问 白 名 单 ， 需 要 修 改

WEB-INF/classes/jettyServer.xml 配置文件，增加需要允许访问的 ip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