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ge 300 2016
财务报表器 用户指南



这是Sage Software, Inc.的出版物。

版权所有 © 2015。Sage Softwa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Sage，Sage标志，以及在此提及的Sage产品和服务名称均为Sage Software, Inc.，或其关联实体的注册

商标或商标。所有其它商标的产权则属于其各自公司。

Microsoft ®SQL Server®，Windows Vista® 和Windows标志为微软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的注册商

标或商标。

所有其它产品和服务的名称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您对这一文档和此处描述的Sage产品的使用受Sage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的条款和条件或Sage产
品提供或包含的其它协议的管制。本文档并不对这些条款和条件作任何补充，修改，或修订。除非在这些

条款和条件中明确表示，本文档中的信息由Sage”按其所示“提供，而且Sage公司明确否认所有明示，默

示或任何种类的法定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适用于某一特定目的，或不侵权的保证。没有授予您

任何在Sage的知识产权或商贸秘密权利之下的隐含许可。Sage保留随时修改，补充或移除本文档中的信

息而无需通知您或其他人的权利。

Sage最终用户许可：http://na.sage.com/sage-na/eula

上一更新日期：August 31, 2015

http://na.sage.com/sage-na/eula


目录

介绍 1

第 1 章：财务报表器概述 3
关键财务报告器概念 4

制作财务报告 5

设计科目表 5

创建一个财务报告规格 5

打印财务报告 5

第 2 章：财务报表器教程 7
关于报告设计器 7

关于报表规范文件 7

第1课：1使用公式来提取总帐数据 8

练习1：添加基本科目信息 8

练习2：添加列合计和格式化列 10

第2课：使用FR粘贴来插入公式 11

练习1：应用FRACCT函数 11

练习2：应用FRAMT函数 13

第3课：创建一个财务报表规格 14

练习1：添加一个批注 14

练习2：创建一个默认规范行 15

练习3：添加列标题 16

练习4：添加科目参照行到报告 17

练习5：为报告设置规范范围 18

练习6：生成报告 19

更多建议的练习 20

现在往何处去？ 21

用户指南 iii



目录

第 3 章：设计财务报告 23
财务报告中包括的信息 23

数据选择标准 24

合并科目 24

关于财务报告规格 24

一个报表规范的布局 25

定义规格范围，报表范围，和定义范围的规则 25

关于从规格生成报表 26

总帐报告设计器 27

关于合计和小计 30

关于资产负债表上的四舍五入 30

关于核实科目数据 33

关于财务报表中的可选字段 34

关于报表规格中的列 34

样本报表规格 35

列A 35

列B，C和D 35

列E 37

关于计算的列 38

关于默认列规格 39

样本默认列规范 42

使用公式来提取总帐科目信息 44

关于财务报告中的科目顺序 45

关于合并科目范围 48

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51

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54

关于科目编号中的通配符 57

关于格式化财务报告 59

添加标题行 59

添加解释性备注 (..) 59

网格行和其它报表格式 60

隐藏列和行 60

iv Sage 300 财务报表器



目录

关于页面布局 61

关于规格范围 62

关于报表范围和打印范围 63

在Microsoft Excel中合并多个公司的财务报告 64

第 4 章：打印财务报告 67
打印有和没有规范范围的报表 67

准备打印报表 68

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68

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 70

概述 70

财务报告的打印屏幕 74

附录 A：样本财务报告 75
资产负债表 75

损益表 76

财务分析报告 78

财务预测 79

附录 B：FR菜单指令 81
FR菜单指令 81

关于FR下钻 82

FR下钻示例 82

支持FR下钻的公式 83

关于FR粘贴 83

粘贴单一值和默认列规范 84

粘贴列公式 84

关于财务指示符 84

使用FR粘贴在财务报表中插入信息 85

用户指南 v



目录

附录 C：科目参考句法和示例 87
标准科目参考 87

附录 D：FR函数参考 89
财务报表器函数符号 89

财务报表器函数 89

财务报表 91

FRACCT 94

FRAMT 98

FRAMTA 104

FRCREDIT 110

FRDEBIT 116

FRFISCAL 122

FRPOST 124

FRRATE 127

FRSDESC 129

FRTRN 130

FRTRNA 135

FRTRNCR 140

FRTRNDR 145

附录 E：FR字段参考 151
科目主字段 151

交易字段 152

附录 F：常见问题和排错 155
我如何…… 155

排错 156

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 157

打印在财务报告上的错误讯息 158

起动总帐表格设计器或运行打印财务报告时的错误讯息 158

vi Sage 300 财务报表器



目录

起动财务报表器时的错误讯息 159

索引 161

用户指南 vii





介绍

总帐包括财务报表器—一个强大的工具，使用Microsoft Excel来读取，操控，格式

化，作图，和打印总帐数据。

财务报表器用户指南包含所有为您的业务设计和打印财务报告所需的信息。它包

含下列章节：

l 第1章：财务报表器概述

这一章提供了一个财务报表器的概述，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并解释了财务报表

器如何与Microsoft Excel一道提取并打印您的总帐数据。

l 第2章：财务报表器教程

这一章将指引您使用总帐报告设计器设计一个基本的财务报告。课程将帮助您

在开始处理规范文件之前熟悉产品。

l 第3章：设计财务报告

这一章包括有关使用总帐报表设计器来创建自定义财务报告的详细信息。

l 第4章：打印财务报告

这一章包括有关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来打印财务报告的信息。

l 附录A：样本财务报告

这一附录提供有关Sage 300包括的样本规范文件，以及有关它们产生的财务报

告的信息。

l 附录B：FR菜单指令

这一附录列出了出现在总帐报告设计器中FR菜单上的菜单指令。

l 附录C：科目参考句法和示例

这一附录列出您可以在总帐报告设计器中用来从总帐提取信息的科目参考句

法和示例。

l 附录D：FR函数参考

这一附录列出您可以在电子表格中用来从总帐中提取数据，包括交易和可选字

段信息的财务报表器函数。

l 附录E：FR字段参考

这一附录列出您可以使用FR函数从中提取数据的科目主字段和交易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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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l 附录F：常见问题和排错

使用这一附录查找有关您使用财务报表器时可能遇到的错误讯息的信息，以

及一些解决最常见问题类型的建议。

2 Sage 300 财务报表器



第 1 章：财务报表器概述

财务报表器是一个您可以用来操控，格式化，作图，和打印总帐数据的强大的报

表工具。您可以使用财务报表器在显示来自Sage 300总帐数据的Microsoft Excel
中创建财务报告和报告规范。

财务报表器包括下列工作于财务报告的屏幕：

l 总帐打印财务报告。您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来打印财务报告。

注释：所有Sage 300财务报告都是Excel电子表格文件，包含读取总帐数据所

需的函数。

您可以使用总帐自带的样本报告之一，或者使用一个您用总帐报告设计器创建

的自定义报表规格来打印。

有关总帐包括的样本报告的更多信息，参见"样本财务报告" (第 75 页)。

关于打印财务报告的指示，参见"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 (第 70 页)。

l 总帐报告设计器。总帐报告设计器是一个工作于Microsoft Excel的加载程序。

您使用它来创建自定义的报告规格，而且您可以使用它来生成报告。

当您从财务报表器文件夹中打开报告设计器，然后点击开始时，Excel打开并自

动加载财务报表器函数。这些函数让您提取并处理来自您的Sage 300公司数据

库的数据。

注释：

电子表格加载项只有当您从Sage 300中的报告设计器屏幕中启动Excel时才

可用。

Sage 300总帐并不包括Microsoft Excel。如果您要使用Excel来创建财务报

告，您另外购买它。(您可以在安装总帐之前或之后安装Excel。)

更多信息，参见"总帐报告设计器" (第 27 页)。

在您使用报告设计器创建了一个报表之后，您可以随时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或

使用Excel的FR菜单中的查看指令来打印它。

注释：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和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印一个报告之间会有一些差

别。更多信息，参见"打印财务报告" (第 67 页)。

重要！ 您必须另外购买并安装Microsoft Excel之后才可以使用报告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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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财务报表器概述

关键财务报告器概念

财务报告器基于几个简单的概念：

l 带财务报告器函数的Excel电子表格。财务报告是使用特殊函数从Sage 300
公司数据库撷取数据的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

您可以在一个电子表格中任何地方放置财务报告器函数。电子表格程序在它

重新计算电子表格时查找总帐值。财务报表器函数的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

表器函数" (第 89 页)。

您还可以使用任何其它电子表格函数来进一步操纵数据。

l 财务报告规格。财务报告规格是一个您要产生的报告的结构化的描述。财务报

表器基于报告规格和您打印或查看财务报告时选择的选项来创建一个报表。

报告规格允许您分派默认函数和公式到电子表格的列，并指定一个范围的科

目是否将延伸到一个最终报告上的许多行。

报告规格使报告更容易创建而且更具弹性，但您不必非得使用它们不可。您可

以通过在一个单一单元中插入一个公式来查看一个科目余额，然后重新计算

电子表格。

我们假设您创建的大部分报告将从报告规格中生成。

有关财务报告规格的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财务报告规格" (第 24 页)。

l 导出数据选择。财务报表器让您在打印时按科目节段范围，科目群组，财务期

间，以及按财务集(实际或暂时金额)选择并限制数据。

注释：

当设计报告时，记住一个广义的财务报告可以打印任何特定部门或分部的

实际或暂时过帐金额。不过，交易相关的指令，FRTRN，FRTRNA，
FRTRNDR，和FRTRNCR，不处理暂时金额。如果您使用这些指令，报表中

仅包括实际金额。

如果您包括上卷科目，确保您设计上卷群组的方式不会导致您在报表中有

双倍金额。

当创建一个财务报表时，您可以输入公式允许您下钻到结果报表中的关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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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财务报告

制作财务报告

从总帐数据制作财务报告涉及三个大的过程：

1. 设计科目表。

2. 创建一个财务报表规格。

3. 打印财务报告。

设计科目表

当您设置分类帐时，决定一个科目编号和分类方案以满足您的财务报告需要。一个

设计良好的科目表将简化设计和维护财务报告规格的工作。

重要！ 确保科目节段是您创建的科目结构中的第一个节段。当科目节段是第一

个时财务报表器可以更容易地选择科目。

设计科目表的更多信息，参见总帐用户指南第1章中的“设计一个科目表”。

创建一个财务报告规格

一个财务报告规格定义一个财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财务报表器包括若干您可以用来打印标准财务报告的样本报表规格。

如果您要为您的公司创建特殊报告，我们建议您自定义这些标准报告之一。

创建财务报告的一个概述和一些短课程，参见"财务报表器教程" (第 7 页)。

创建规格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设计财务报告" (第 23 页)。

打印财务报告

创建规格之后，使用打印财务财务报告屏幕来选择您要打印的规格。

要打印一个报告，您选择您要打印的报表，从不同打印选项中进行选择，然后点击

打印。Excel获取数据，打印它，并返回公司桌面。

有关打印财务报告的更多信息，参见"打印财务报告"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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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财务报表器教程

在这一教程中，您将学到：

1. 如何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来建构财务报告。

2. 规范文件如何生成财务报告。

3. 如何使用工具如FR粘贴和FR查看。

在您创建新报告或修改现有规范文件(如总帐包括的那些)之前，阅读并进行这一

教程中的练习以便让自己熟悉产品。

注释：

l 这一教程中的课程使用系统管理程序包括的样本数据。有关如何安装和刷新

样本数据的信息，参见系统管理程序帮助和文档。

l 这一教程中的课程假定您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7或更新版本。

关于报告设计器

您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来创建，编辑，和测试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规范。它提供

您在Microsoft Excel中用来提取和操纵Sage 300数据的加载项程序。

注释：财务报表器使用Sage 300数据创建财务报告时有赖于Microsoft Excel的
能力。有关使用Excel的更多信息，参考Excel帮助或文档。

财务报告设计器可以解释一个“报表规范”(一组创建报表的说明)，并生成一个财

务报表。当您打开财务报告设计器时，Sage 300打开一个Excel电子表格，它使用

一个添加财务报表器指令和函数的宏。

更多信息，参见"总帐报告设计器" (第 27 页)。

关于报表规范文件

报表规范文件是一个有财务报表器用来制作一个财务报告的特定指令和函数的

电子表格。例如，它可以指定下列信息：

l 要包括在一个财务报告的各个列中的数据。

l 哪些科目将在各个行或行组中报告。

l 报告的打印布局。

用户指南 7



第 2 章：财务报表器教程

报告规范是广义的，所以相同的规范格文件可以反复使用为不同部门和时间段制

作财务报告。例如，一个单一规范文件可以打印您公司任何部门截止于您财务年

度中任何财务期间最后一天的资产负债表。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表器概述"
(第 3 页)。

第1课：1使用公式来提取总帐数据

这一课介绍报表设计器功能并演示如何建构从总帐抽取财务数据的基本报告。

开始之前：

1. 登录到一个样本公司数据库。

Sage 300包括两个您可以使用的样本数据库：SAMINC和SAMLTD。SAMINC有
一个单币种总帐与一个美元功能币种。SAMLTD有一个多币种总帐与一个加

元功能币种。

a. 打开Sage 300。

b. 选择SAMINC或SAMLTD。

c. 在用户标识和密码字段中输入ADMIN，然后点击打开。

2. 打开报告设计器。

a. 开放 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财务报告设计器。

b. 在出现的屏幕上，点击开始打开一个新的Excel电子表格。

3. 在Excel中关闭电子表格重新计算。

如果电子表格重新计算是开启的，每次您在工作表中输入公式或导航离开FR
视图屏幕时Excel都将查询Sage 300数据库。

a. 点击文件 > 选项。

b. 在公式选项卡上，在计算选项中，选择手动。

c. 点击确定。

注释：要用来自Sage 300的信息更新工作表，按F9键。

练习1：添加基本科目信息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在一个电子表格中手动输入公式来创建一个有科目编号，描

述，和余额的基本财务报告。

8 Sage 300 财务报表器



第1课：1使用公式来提取总帐数据

提示：为避免失去您的工作，点击文件 > 另存为，输入一个文件名称，并保存文

件。记住当您走过这一教程中的课程时经常保存您的工作。

1. 在单元格F1中，键入=FR("Coname")。

当您按Enter或选择另一个单元格时，公司名称出现在F1.

2. 在单元格E3中，键入Account。

注释：如果单元格的内容以一个字母开头，报告设计器将内容解释为文本。不

过，如果您想输入一个数字(如1999)，您必须键入="1999"，以便程序可以正

确解释它。

3. 在单元格F3中，键入Description。

4. 在单元格G3中，键入Balance。

5. 选择单元格E3，F3，和G3。

6. 在Excel工具栏的开始选项卡上，在字体组中，点击边框 按钮来添加一个底边

框。

7. 在单元格E5中，键入="1000"。

注释：这是一个科目编号，所以您必须输入它作为一个文本字符串以便单元

格内容可以被插入其它公式并被财务报表器正确解释。

8. 在单元格F5中，键入=FRACCT("ACCTDESC",E5)。

该单元格显示列在单元格E5中的科目的科目描述。

9. 在单元格G5中，键入=FRAMT("BALP",E5)。

该单元格显示列在单元格E5中的科目的当前余额。

10. 按F9更新工作表。

您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报告的开头，有三个列的标题和来自一个总帐科目的信

息。您输入的每个公式从总帐数据库中撷取一个信息。您可以保存电子表格，

然后查看下次您打开它时更新的信息。

11. 在单元格E6中，键入="1100"。

12. 选择单元格F5和G5，然后点击并拖动选择边框的右下角把F5和G5的内容复制

到F6和G6。

用户指南 9



第 2 章：财务报表器教程

报告设计器更新复制的公式以便它们使用科目1100(单元格E6)而不是科目

1000(单元格E5)。

13. 按F9更新复制的公式中的信息。

14. 保存您的工作。

报告选择出现如下：

练习2：添加列合计和格式化列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添加列合计并格式化列来为查看和打印准备您的财务报告。

1. 选择单元格G7。

2. 在开始选项卡上，在编辑组中，点击自动求和 按钮。

Excel选择单元格G5和G6。

3. 按输入。

单元格G7显示单元格G5和G6的总和。

4. 再次选择单元格G7。

5. 在Excel工具栏的开始选项卡上，在字体组中，点击边框 按钮旁的箭头，然

后点击顶边框。

6. 在电子表格的顶部，单击列G选择那一列中的所有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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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使用FR粘贴来插入公式

7. 右击列G的列标头，然后点击设置单元格格式。

a. 在分类清单中，点击会计。

b. 接受默认小数位和货币符号的选择，或指定不同的设置，如果您喜欢。

c. 点击确定。

G列中的金额被格式化为货币，使用您指定的小数位和货币符号。

8. 按需要点击并拖动列标头的边缘来调整列宽以便显示信息。

9. 保存您的工作。

该报告现在显示两行和这些行的合计余额，其余额已格式化为币种。

创建您的财务报告之后

l 继续通过格式化和对齐列标签来试验格式化指令。

l 点击文件 > 打印来查看一个打印的报告的预览。

第2课：使用FR粘贴来插入公式

这一课介绍FR粘贴，一个非常有用的指令，您可以用来快速创建公式，查看科目编

号，或定义科目选择标准。

练习1：应用FRACCT函数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使用FR粘贴函数屏幕和FRACCT函数为出现在科目描述中的词

语搜索一个科目范围。

1. 选择单元格F10。

2. 在Excel工具栏的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旁的箭头，然后点击FR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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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指定一个要搜索的科目描述范围。

a. 在函数清单中，点击FRACCT。

FRACCT的语法(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格式化)出现在函数清单

的右边。

b. 在字段名称清单中，选择ACCTDESC(描述)。

c. 在科目参照组中，选择科目范围选项。

d. 指定一个科目的范围。

i. 在科目参照组中的第一个字段中，输入1000。

ii. 在科目参照组中的第二个字段中，输入1023。

e. 保持格式化选项未选。

您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公式，指示财务报表器来扫描您指定的范围中的每一

个科目的描述，并返回那一范围中任何对所有科目描述共同的词语。(在这一

示例中，显示在每个科目描述中的词语是“Sales”。)

要粘贴到电子表格的公式出现在函数清单的下面。

4. 点击粘贴按钮来粘贴公式到单元格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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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使用FR粘贴来插入公式

5. 点击关闭关闭FR粘贴函数屏幕。

在电子表格中，“Sales”出现在单元格F10中。

6. 保存您的工作。

练习2：应用FRAMT函数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使用FR粘贴函数屏幕创建一个公式，它使用FRAMT函数来计

算当前年度第二季度的净变动以便您可以查看该季度的销售。

1. 选择单元格F10。

2. 在Excel工具栏的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旁的箭头，然后点击FR粘贴。

3. 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点击下一列按钮。

单元格参照(在函数清单的下面)变为$G$10。

4. 指定要搜索的金额范围。

a. 在函数清单中，点击FRAMT。

b. 在字段名称字段中，选择NET#QTD(Net Quarter # to Date)。

c. 在财务标识符清单中，选择A(作为实际货币数字)。

d. 在科目参照组中，选择科目范围选项。

e. 指定一个科目的范围。

i. 在科目参照组中的第一个字段中，输入1000。

ii. 在科目参照组中的第二个字段中，输入1023。

f. 如果范围内任何科目是一个上卷群组的成员而且您要查看上卷金额，选择

使用上卷金额选项。

要粘贴到电子表格的公式出现在函数清单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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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粘贴按钮来粘贴公式到单元格G10。

6. 点击关闭关闭FR粘贴函数屏幕。

在电子表格中，季度至今净金额出现在单元格G10中。(您可能需要按F9来重

新计算。)

7. 保存您的工作，然后关闭Excel。

第3课：创建一个财务报表规格

这一课介绍FR粘贴函数屏幕，并演示如何使用它来创建一个财务报表规范，然后

生成一个报表，比较样本总帐中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练习1：添加一个批注

输入一个批注来解释报表的目的。

1. 在您为前两课使用的Excel电子表格中，点击文件 > 新建 > 空白工作簿。

2. 选择单元格A1。

3. 键入 ..这是一个短财务报表，然后按输入。

注释：列A中前面有两个小数点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批注而不出现在财务报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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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2：创建一个默认规范行

大多数财务报表在报表的没一行中包含同类信息。为了更容易在财务报表器中定

义报告，您可以定义一个将用于整个报表的默认行规范。默认行规范保持有效，直

到您定义另一个默认行规范。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创建一个默认行规范，它将产生一个有两列的报表：一个包含

科目描述，另一个包含当前科目余额。

1. 在公式选项卡上，在公式审核组中，点击显示公式按钮。

取代计算的值，电子表格现在显示您输入的公式。

提示：要在显示公式和计算的值之间切换，按Ctrl+`(重音符号键，位于键盘

左上角数字键1左边)。

2. 在单元格A2中，键入\\.

两个反斜线表示，电子表格行包含要在后续行中使用的默认列函数。

3. 在单元格D2中，键入D，然后按Enter。

D指示财务报表器在电子表格的另一行上打印每个科目的明细。

4. 选择单元格E2。

5. 在Excel工具栏的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旁的箭头，然后点击FR粘贴。

6. 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选择科目描述。

a. 在函数清单中，选择FRACCT。

b. 在字段名称字段中，选择ACCTDESC(描述)。

c. 点击粘贴，然后点击关闭。

单元格E2显示这一公式：

=FRACCT("ACCTDESC")

注释：这一公式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科目编号。财务报表器在它使用这一默认

规范来查看报表时将添加科目参照。

7. 选择单元格F2。

8. 在Excel工具栏的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旁的箭头，然后点击FR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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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选择当前期间余额。

a. 在函数清单中，选择FRAMT。

b. 在字段名称字段中，选择BALP(当前期间余额)。

c. 点击粘贴，然后点击关闭。

单元格F2显示这一公式：

=FRAMT("BALP")

您已经创建了默认规范行。

练习3：添加列标题

要创建列标题(或任何您要用在最终报表中的文本)，只要保持该行包含标题的的

单元格空白即可。这一行会“照原样”出现在报表上。

1. 在单元格E3中，键入科目描述。

2. 在单元格F3中，键入余额。

3. 选择单元格E3和F3。

4. 在Excel工具栏上，在开始选项卡上，在字体组中，点击下划线按钮。

5. 点击列F的列标题来选择该列。

6. 在Excel工具栏上，在开始选项卡上，设置所选单元格的格式。

a. 在对齐组中，点击下划线按钮。

b. 在数字组中，在分类清单中，选择会计。

注释：如果您正在查看公式，所选单元格的内容不会右对齐出现。您可以按

Ctrl+`在查看公式和计算的值(右对齐出现)之间切换。

您的报表规范现在包括默认行公式和列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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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4：添加科目参照行到报告

在这一练习中，您将添加五个参照行在报告中显示以下信息：

l 流动资产科目

l 合计流动资产

l 流动债务科目

l 合计流动债务

l 净资产和债务

要添加参照行：

1. 在单元格A5中，键入%%。

%%是一个“通配符”科目参照，指示财务报表器查询所有科目。

2. 在单元格B5中，键入(ACCTGRPCOD=1)。

这一表达式限制科目到流动资产的科目组。

注释：流动资产的科目组代码在样本数据中是1，但对您的公司可能会不同。

3. 在单元格E5中，键入\。

一个反斜杠指示财务报表器为这一列以在列A中指定的科目编号(按列B中指定

的标准)使用当前默认公式。

4. 在单元格F5中，键入\。

5. 在单元格E6中，键人合计流动资产。

6. 在单元格F6中，键入=SUM(F5)。

这指示财务报表器延伸报表上的单元格F5，包括像在流动资产科目中那样多的

行。

这一单元格参照(F5)将指向所有生成的行。

7. 在单元格A8中，键入%%。

8. 在单元格B8中，键入(ACCTGRPCOD=5)。

这一表达式限制科目到流动债务的科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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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流动资产的科目组代码在样本数据中是5，但对您的公司可能会不

同。

9. 在单元格E8和F8中，键入\。

10. 在单元格E9中，键人合计流动债务。

11. 在单元格F9中，键入=SUM(F8)。

12. 在单元格E11中，键人资产减债务。

13. 在单元格F11中，键入=F6-F9。

您的报表规范行现在包括五个参照行。

练习5：为报告设置规范范围

财务报表器处理您指定的一个范围，称为“规格范围”内一个电子表格的所有列和

行。在您可以打印一个财务报表之前，您必须为报表定义规格范围。

要定义规格范围：

1. 选择单元格A1至单元格F12。

您创建的规范的整个区域被选中。

2. 在公式选项卡上，在定义名称组中，点击定义名称。

新建名称屏幕出现。

3.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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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确定。

5. 保存报表。

您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简单的报告规范，并准备好生成报表。

练习6：生成报告

使用FR视图指令从您创建的规范生成一个财务报告。

您可以使用FR视图来生成两种最终报表：一个含值另一个含公式。

l 值。如果您生成了值，财务报表器使用规范中的公式从总帐撷取合适的数据，并

在最终报表上的单元格中插入数据。

l 公式。如果您生成公式(通过选择公式复选框)，财务报表器创建报告需要的所

有行，但在电子表格中为每个来自总帐的所需数据放置一个公式。

这为您提供了一个报表，动态链接到您的总帐。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通过重新

计算电子表格看到一个公式报表的更新版本。

要生成一个报告：

1. 在Excel工具栏上，在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旁的箭头，然后点击FR视图。

总帐财务报告设计器屏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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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确定接受默认打印选项。

报表生成并出现在工作表中。

3. 要在工作表中显示值而非公式，在公式选项卡，在公式审核组中，点击显示公

式按钮。

4. 要预览文档，点击文件 > 打印。

5. 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报告。

更多建议的练习

既然您已经产生了一个简单的财务报表，这里是一些探索财务报表器功能的其它

方法：

l 限制科目范围。

使用FR视图屏幕在报告中限制科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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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往何处去？

l 指定一个科目的范围。

在您报表的一行上，输入一个科目的范围"1000:3000"。

l 使用通配符为科目指定条件。

使用%通配符来替换科目编号中的一个或多个字符，或者使用%%来取代一个

或多个节段。

(记住您先前使用过%%来指定所有科目，并使用报表规范的列B来限制科目范

围到一个单一群组)。t

示例：试试输入4000%%来指定所有以4000开始的科目(不管它们有多少节

段)，试着试试4000-100-%。

l 添加一个新列。

添加一个额外的列G到报表。要这样做，使用FR粘贴在默认行规范中插入一个公

式。选择FRAMT，并在单元格G2中粘贴公式之后移除除第一个以外的所有参数

(包括引号)。

注释：记住在您报表规范的行(例如，G5，G8，和任何其它您添加的行)中键入

\。

l 探索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上的选项。

选择不同选项的实验。例如，您可以：

更改报表的财务年度和期间。

指定是打印实际还是暂时过帐的数字(除非已在规范中特意选择了一个)。

指定在报表上按其排列记录的顺序。

指定是创建一个合并的报表还是按科目节段的单独报表。

选择审计信息选项以便您可以看到财务报表器选择了哪些科目编号。

基于科目群组，科目节段，或科目编号限制报表到科目的范围。

现在往何处去？

既然您现在熟悉了报告设计器和财务报表规范，阅读“第3章：编写报表规范“获取

有关使用财务报表器创建财务报表规范的更多信息。

用户指南 21





第 3 章：设计财务报告

您使用一个报表规格来定义一个财务报告。该规格告诉财务报表器在报告上包括

什么数据，以及应该如何格式化它。

因为规格是一个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您可以使用标准的工作表公式，格式

化指令，和图形能力来修改报表，并且可以创建多维模型来实施数据的进一步分

析。

注释：财务报表器包括一组标准的报表规格，它们兼容任何使用标准科目群组

分类和用户定义科目群组的会计科目表。您可以使用这些标准报表来打印财务

报告，也可以自定义它们。

财务报告中包括的信息

财务报告可以包括您需要的任意多的数据列，而且可以包含以下科目和其它信

息：

l 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当前或历史余额。

l 一个财务期间，季度，半年，或一年的净变动。

l 以功能币种或任何在多币种分类帐中定义的来源币种表示的余额或净变动。

l 以报告币种表示的余额或净变动(如果指定了欧元作为您的功能币种并在公司

概览中选择了一个报告币种)。

l 来自完整或至今时段的比较数字。

l 来自财务集的预算数字。

l 数量。

l 公司信息，如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公司联系人。

l 一个给定会计期间的起始和截止日期。

l 给出一个特定币种时的汇率，利率类型，功能币种，和日期。

注释：零余额科目不包括在报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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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多种选项来打印一个财务报告，包括：

l 财务年度和期间。

l 是为每个节段或科目群组打印不同的报表，还是打印一个单一的综合报表。

l 是否包括暂过帐的交易和上卷金额。

数据选择标准

财务报表器不仅给您一个对数据的访问权，它还允许您使用了一些强大的特性在

打印时选择数据。

您可以使用的第一组标准就在报表规格本身中。

l 您可以通过使用选择标准来限制在一个财务报表上指定的科目。

例如，您可以只选择那些在一个指定范围内有ACCTTYPE="收入"以及

ACTIVESW="是"的科目。

或者，您可以只选择那些有一个借项或贷项余额的科目。

l 您可以基于这些内容排除报告行。

例如，您可以从您的报表中移除一行，如果行上每一列中的值是零，或者您可

以排除一行，如果它代表了少于列G合计的5％。

l 您可以使用FRPOST，FRTRN，FRTRNA，FRTRNDR，FRTRNCR指令按已过帐字

段选择。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表器函数" (第 89 页)。

合并科目

财务报表器让您指定每当特定科目节段的值变动时是分别列出，合并，还是小计

特定科目或科目群组。

关于财务报告规格

财务报告规格是一个您要产生的报告的结构化的描述。财务报表器基于报告规格

和您打印或查看财务报告时选择的选项来创建一个报表。

报告规格允许您分派默认函数和公式到电子表格的列，并指定一个范围的科目将

延伸到一个最终报告上的许多行。

注释：

您无需创建一个报告规格来提取和打印信息。您可以通过在一个电子表格中放

入一个 i新公式，重新计算电子表格，然后从Excel打印来提取和打印总帐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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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保存电子表格，然后在将来使用总帐的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来打印值。如

果工作表不包含一个报告规格，财务报表器仅重新计算电子表格，然后把它打印

出来。

一个报表规范的布局

包含报告规格的电子报告有两个独立的区域：

l 规格范围是包含报表规格的区域。

l 报表范围是包含根据报表规格产生的财务报告的区域。

报表范围包含一个称为打印范围的第三范围，它排除了所有可以在报表范围第

一个列中生成的审计信息。

提示：不是根据规格生成的报告没有规格范围，但您可以设置一个打印范围为

打印限制工作表的大小。

报告规格和它创建的报表都在一个单一的工作表中。

当您从一个规格生成一个财务报告时，财务报表器处理规格范围中的所有规格信

息，并创建报表范围中的最终报表。

当您生成报表时如果您选择为各个科目节段创建一个单独的报表，财务报表器为

每个节段插入一个单独的工作表到一个新的工作簿。

定义规格范围，报表范围，和定义范围的规则

下列原则适用于一个财务报告规格的范围：

l 规格范围可以占用任何列。一个规格可以开始于一个电子表格的任何列。唯一

要求是规格范围的第一个列必须是规格的第一个列。

有关规格范围的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规格范围" (第 62 页)和"设置规格范围"
(第 63 页)。

l 报表范围在生成报表时创建。报表范围在您打印财务报表时从规格范围中生

成。它包含报表生成的数据，以及从总帐提取的数据。

l 报表范围开始于列E。规格范围的头四个列(A至D)为财务报表器的控制信息保

留。所有其它列形成一个模板，决定报表的外观和将要出现的数据的种类。

l 打印范围开始于列E。当您使用FR查看指令时规格的头四个列中的控制信息被

报表范围中的审计信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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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打印一个比报表范围小些的工作表区域，因为它排除了A到D列。

l 打印范围有规格范围设定。

关于从规格生成报表

如果您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一个财务报告，您看不到报表规格。相

反，财务报表器在Microsoft Excel中打开财务规格，在电子表格的规格范围中处

理规格指令，然后打印报表。

相反，如果电子表格包含规格范围，财务报表器为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上指

定的科目范围，帐户群组，或节段重新计算电子表格，然后打印整个电子表格，或

在电子表格中定义的打印区域。

取决于您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上指定的打印目的地，您可以：

l 在您打印之前预览报表。

l 通过电邮向一个接收者发送报表。

l 直接打印到一个打印机，或打印到一个文件。

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生成报告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编辑一个报表规格时，您还可以测试您正在编辑的报告规

格。

要生成最终报表，使用FR查看。有关使用FR查看的详情，参见"FR菜单指令" (第
81 页)。

FR查看使用您用来从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一个报表的相同打印选项生成报

表。不过，它提供两个额外的包括选项：

l 审计信息。如果您选择这一选项，财务报表器在电子表格报表范围的列A中列

出科目编号参考。这一信息允许您检查包括在您报告中的所有科目编号(只要

您在报表的列D中输入D)。

l 公式。如果您选择这一选项，财务报表器在最终报表中您需要插入总帐信息的

各个单元格中插入一个公式。您然后可以随时重新计算电子表格来更新报表。

重要！ 带公式的电子表格远大于标准报表规格。生成包括公式的报表还需

要更长时间，因为Excel在生成它们时计算每个公式的值。

在您生成一个报表之后，您可以通过在Excel中点击文件 > 打印来预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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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选择标准

您可以在一个默认规格行中，在个别规格行上，以及在公式中指定选择标准。有了

所有这些科目选择的可能性，您必须非常清楚哪些标准在实际生效。

重要！ 科目必须符合在FR查看屏幕上指定的限制和标准。

您放置于科目选择上的第一个限制是用FR查看屏幕(或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

幕)。报表层级科目范围筛选为任何指定一个科目范围的科目参考生效。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撤换科目范围

您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撤换FR查看屏幕范围：

l 通过指定在FR查看屏幕上定义的范围之外的节段代码。

l 通过在个别科目编号参考中使用$前缀。

除非您撤换FR查看屏幕，科目必须即落在指定的范围内又符合在FR查看屏幕上指

定的其它标准。

如果您在一个默认规格行的列B中指定任何选择标准，那一标准即生效，除非您撤

换它。

您可以通过在列B中放置一个新标准表达式来撤换一个单一行上的标准。该标准表

达式只在您定义它的那一行上生效。如果您为行中的一个单一公式指定一个标准，

行标准被忽略。

总帐报告设计器

要打开这一屏幕：

1. 开放 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财务报告设计器。

2. 点击开始。

相关任务：

l "设置规格范围" (第 63 页)

l "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第 68 页)。

概述

使用报告设计器为生成财务报告创建或编辑一个报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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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打开报告设计器屏幕并点击开始按钮时，Sage 300启动Microsoft Excel与财

务报表器加载项。

重要！ 这一加载项只有当您从中的报告设计器中启动Excel时才可用。

财务报表器加载项是一个您从Microsoft Excel工具栏FR菜单中选择的指令集。更

多信息，参见"FR菜单指令" (第 81 页)。

提示：在Excel中开启手动计算以便不自动更新公式。。您可以随时通过按F9键
来重新计算FR指令。

使用报告设计器来设计财务报告

使用报告设计器来创建自定义财务报告的信息，参见"设计财务报告" (第 23
页)。

有关使用报告设计器的一系列短课程，参见"财务报表器教程" (第 7 页)。

有关您可以在财务报告中使用的字段的信息，参见：

l "科目主字段" (第 151 页)

l "交易字段" (第 152 页)

在打印的财务报告中包括信息

您可以通过点击菜单栏上的FR > FR视图在从总帐财务报告设计器打印财务报

告时包括下列选项：

l 报表选项

l 审计信息

l 公式

l 下钻信息

报表选项

当您选择报表选项时，财务报告的第一页显示下列信息：

l 报告名称

l 财务年度和期间

l 报表类型(实际或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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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科目处理和排列顺序

l 科目选择范围

包括下钻信息

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和报告设计器屏幕上，您可以选择下钻信息选项来添加下钻

链接到生成的报表上。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下钻" (第 82 页)。

包括审计信息

审计信息选项只有当使用报告设计器中的FR视图时才可用—它不在总帐打印财务

报告屏幕上可用。

当您选择审计信息时，报告包括来自电子表格控制信息列(列A至D)的信息，以及

通常打印的报表列。

包括公式

公式选项只有当使用报告设计器中的FR视图时才可用—它不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

屏幕上可用。

通常，当您从一个财务报表规范中生成一个报表时，财务报表器从数据库插入余额

和净金额到生成的财务报表。不过，如果您选择公式，财务报表器为各个出现在最

终报表中的总帐余额或净金额从规范创建一个有一个公式的财务报表。然后您可

以通过重新计算电子表格(按F9)用当前数据库值更新那一财务报表。

最常见的仅由公式组成的报表的类型是那种保留财务比率的。

注释：带公式的电子表格远大于标准报表规范—而且它们比较不灵活。

财务报表器在下一次您在报表设计器中加载链接的电子表格时自动刷新总帐数

据。您还可以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来重新计算和打印报表。

如果您要更改报表(例如，通过在表中添加新科目)，您必须重新生成报表来结合报

告中的更改。

提示：

l 要保存链接的电子表格，用另一个名称保存文件，然后在重命名的电子表格中

移除报表规范。

l 在一个公式工作表中保留财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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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计和小计

财务报告根据科目类型包含小计的和合计的数字列。

最常见的算术运算涉及总计科目群组在某个时刻的余额或净变动，如在下例中所

示：

当前余额 上一年度余额

小额现金 274.57 358.00

银行帐户，美元 8,437.54 5,932.90

银行帐户，加元 4,372.96 3,665.39

合计： 13,085.07 9,956.29

如果这是一个电子表格，您将在每个“合计”单元格中放置一个如=SUM(B3:B5)的
公式。这一公式将单元格B3，B4，和B5中的值加在一起，并在B6中显示合计。

在财务报表中总计一列的数字一样容易。所有您要做的是引用规格中的单元格或

单元格范围，而财务报表器会在最终报表中转换单元格引用。您可以引用一个单

一单元格，一个单元格清单，或一个单元格范围。

在下面的例子中，公式=SUM(F3)当您生成报表时将被转换为报表范围中适当的

单元格范围来添加范围1100到1300中所有科目的余额。

注释：

Excel不允许您指定一个负的单元格范围作为SUM的参数。例如，下列SUM公式

将无法在Excel中正常工作：=SUM(-G10:G14)。

您可以通过像这样移动减号来修复公式：=-SUM(G10:G14)。

综上所述，要在财务报表内实施任何数学运算，使用标准的电子表格公式和函

数。

关于资产负债表上的四舍五入

如果您已经在财务报告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您就知道当您对科目合计四舍五入时

资产负债表便不再平衡。您总是必须添加一个四舍五入差额到您的科目或科目部

分之一来强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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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个电子表格示例显示了两种方法来确保您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平衡：

l 示例1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在报表上舍入所有余额的机制，然后强制舍入后资产的

合计平衡舍入后债务。

l 示例2产生一个理论上更正确的平衡，即总计所有未舍入的科目余额，然后强制

报告对这一总计平衡。

示例2利用了一个隐藏的未舍入科目数据列，并因此而需要一个更大的电子表格和

更多的内存来运行。

示例1：强制一个舍入的资产负债表平衡

这一样本报告四舍五入并合计资产负债表每一侧的所有打印的数字，然后强制债

务和业主权益与资产平衡。任何四舍五入差异都与所有者权益集总。

该报告的规格包括几个必须在生成最终报表之前隐藏的行(行11和行14)。

这一规格实施下列操作：

1. 使用=ROUND(FRAMT("BALP"),-3)打印它从总帐提取的所有资产科目的四舍五

入余额。

-3表示值向其四舍五入的小数点左边的数字位数(在这个例子中，千位)。

因为D在列D中指定，每个科目打印在一个单独的行上。(这是在行5。)

2. 合计所有资产科目的四舍五入余额。(行6。)

3. 使用相同的公式打印它从总帐提取的所有债务科目的四舍五入余额。同样，每

个科目打印在一个单独的行上。(行9。)

4. 合计所有债务科目的四舍五入余额。(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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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取一个权益的单一余额。这一金额在一个隐藏的行上计算，因为四舍五入

资产和四舍五入债务之间的差额加权益将被添加到权益部分。(行11。)

6. 计算余额之间的差额。(行14。)

7. 总计余额和股东权益金额之间的差额。(行12。)

8. 显示合计债务和权益的余额。因为这一余额必须匹配资产，规格使用相同的

合计。(行13。)

注释：如果这个报告中缺少任何科目，它仍然会平衡(因为我们已经强制了资产

和负债加权益之间的平衡)。

示例2：强制未舍入科目余额的舍入合计的平衡

下列报告示例显示了另一种方式来设立一个在资产负债表中处理四舍五入差额

的舍入机制。

这一方法相比前面的例子有两个主要优点：

1. 它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未四舍五入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最终的平衡通过总计未

四舍五入的余额，而非通过总计四舍五入的余额得出。

2. 它是自我审计。

在示例1中，您强制资产与负债和权益平衡，所以即使您在报告中遗漏了科目，报

表也将平衡。在示例2中，如果您遗漏了一个科目舍入的报告将会不平衡。

在生成最终报表之前，您必须隐藏列F，以及行6，9，和10。(见最终报表示例，在

下)。有关隐藏列和行的信息，参见"关于格式化财务报告" (第 59 页)。

这一规格实施下列操作：

1. 在电子表格的列F中插入所有科目的未四舍五入余额，并在列G中插入所有科

目的四舍五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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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电子表格的列F(在G8中)和列G(在G9中)的一个四舍五入总计。

注释：我们要向其平衡的四舍五入合计是G8中的合计。G9中的合计包含了所

有舍入差额的累积效应。

3. 在电子表格的G10中计四舍五入合计(G8和G9)之间的差额。

4. 把合计之间的差额添加到科目的最后一个范围(在电子表格的行7中)。

通过把四舍五入差额添加到数字的最后一组，我们就强制列G中的数字等于G8中
的合计。

您使用类似方法处理资产负债表的贷项一侧，总计所有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然后决

定在哪里放置舍入和未舍入余额的总和。

生成的报告包括将在最终报表中隐藏的行和列(以粗体显示)：

描述 当前余额

现金 37,657.35 38,000

应收款 89,576.73 90,000

356,526.85 357,000

固定资产 356,000

合计资产： 484,000

485,000

(1,000)

在报表上隐藏的行和列

关于核实科目数据

您可以在财务报表器中用两种方法测试科目信息以决定它是否应该出现在一个报

表中。

l 在列C中使用一个公式来测试一行的内容。您可以指定条件基于该行的内容从

一个报表中排除生成的行。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报表规格中的列" (第 34 页)。

l 在电子表格函数中使用FR函数。财务报表器函数可以取代电子表格函数的参

数，这样您就可以在打印报表之前测试字段的内容，或者按您所愿操纵它们。

用户指南 33



第 3 章：设计财务报告

示例：

要指定只有当一个余额超过了6000时才打印它，使用=IF(FRAMT
("BALP","1000")>6000,FRAMT("BALP","1000"),0)。

要打印两个科目的平均值，使用=AVERAGE(FRAMT("BALP","1000"),FRAMT
("BALP","2000"))。

关于财务报表中的可选字段

您可以使用财务报表器打印科目可选字段和交易可选字段明细。

l 您可以使用FRACCT或FRPOST提取科目可选字段。

注释：一个科目可选字段的字段名称是原来的可选字段名称加前缀A。您必

须在字母A后包括小数点。

l 您使用FRPOST提取交易可选字段。

注释：一个交易可选字段的字段名称是原来的可选字段名称加前缀T。您必

须在字母T后包括小数点。

如果一个FR指令从一个以上的交易中提取数据，您可以用下列方式合并金额，整

数，和数字可选字段类型的可选字段数据。

l 您可以打印第一个提取的有可选字段值的记录的可选字段值。

如果在FRACCT或FRPOST指令的第一个参数中指定的字段是一个金额，整数，

或数字字段，而且附加了U，仅有第一个可选字段被报告。

l 您可以打印一个合并的合计，它汇总来自提取的可选字段的所有值。

如果指定的字段名称没有附加任何东西或者附加了C，一个合并的合计被打

印。

关于报表规格中的列

一个财务报表规格的大部分是一个它所产生报表的模板。例如，所有报表格式

(如列宽，字体，突出和强调)出现在财务报表规格上。

报表规格的前四列(列A至D)包含重要的控制信息。

注释：您可以在任何列中开始一个规范，只要以规范范围以相同的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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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报表规格

在这一例子中，行1是一个默认行。在在随后的行上使用默认公式，在相应的电子

表格单元格中放置一个反斜杠。

列A

每一行列A(规格范围内的第一列)中的内容决定该行中所有列的目的。一个报表规

格中有五个可能的行类型：

l 备注行。如果列A以..(两个小数点)开始，该行是一个备注行。

l “照原样"行。如果列A是空白，该行是报告的一部分并将在最终报表中“照原样”
出现。

l 默认行。如果列A以\\开始，该行用来为报表上余下的行设置默认值。

您可以有一个以上的默认规格行；每个应用到它与下一个默认行之间的行。

l 标题行。如果列A以\T开始，该行用来定义最终报表上的行。您可以有最多五个

标题行，它们将出现在报表的每个选项卡的顶部(紧邻标题行下方)。

l 正文规格行。以科目编号参考开始的行被称为“正文规格行”。

注释：

l 如果列A中包含任何其它数据，财务报表器假定数据是一个或多个科目编号的

参考。

l 如果一个科目编号出现在列A中，它通常表示行中所有打印的都将包含来自那

一科目的数据。

列B，C和D

列B，C和D筛选在列A(规格范围的列2至4)中指定的科目来微调科目选择。例如：

l 列A可以指定一个科目的范围。

l 列B可以包含一个筛选器来限制列A中的科目范围到一个特定的科目群组(或者

到一个科目类型或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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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B还可以指称一个已过帐交易的筛选器，如果列D指称按已过帐交易明细或

按已过帐交易合并明细的列表。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l 列C可以从报表中移除任何有零余额(使用Z来省略零余额行)或符合一个条件

如“少于$1,000的余额”的行。

l 列D可以合并科目范围内的余额，按科目节段合并，分别列出每个科目，合并

所有来自提取的可选字段的值，或打印首个提取记录的可选字段值。这还可以

按交易日期和过帐序列合并。

使用T为一个科目范围生成一个单一合计行。如果您保持列D空白，或指定一个

D，财务报表器将列出范围中每个科目的明细。

为用于规格区域的列D常数是按交易明细，按交易合并合计，和按交易合计列表

的指示器。值必须以P开始。

列出按 列D的单元格值

以过帐的交易顺序排列的交易明细 PD

交易合并合计 PT

按科目合并的交易 P(POSTTRAN)

按日志日期合并的交易 P(POSTDATE)

按过帐日志合并的交易 P(POSTSEQ)

列 D常数

交易还可以像按科目列表那样按合并的科目节段和科目群组列出。当在按交易列

表中按一个特定科目顺序合并时，列D值必须以P而不是以D开始。

示例：P(ACSEGVAL02)是交易与从一个交易提取记录的科目节段2的合并，而D
(ACSEGVAL02)是科目历史与从一个科目提取记录的科目节段2的合并。

要按交易列出详细，规格必须提供一个正确的分类顺序，如下表所示：

排他的分类顺序 表示

POSTTRAN 按过帐的交易，以科目顺序

POSTDATE 按日期顺序

POSTSEQ 按过帐序列顺序

POSTACCT 按科目过帐序列

分类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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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 如果科目参考在从一个规格行的列A上用专用分类顺序指定而且顺序是一个

科目顺序(例如，1000:9000|ACCT)，财务报表器不生成规格行的交易明细。)

l 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P(POSTTRAN)，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TRAN。

l 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P(POSTDATE)，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DATE。

l 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P(POSTSEQ)，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SEQ。

l 如果合并合计按任何定义的科目开关提取，像P(ACSEGVAL02)，它可以按任何

定义的科目顺序分类，类似于按科目列表。

l 按交易列表只限于从查询期间交易记录的查询。

l 使用T为一个科目范围生成一个单一合计行。如果您保持列D空白，或指定一个

D，财务报表器列出范围中每个科目的明细。

列E

报告模板实际上开始于列E，规格范围的第五列。放在报告模板区域的任何值或公

式都是最终报表的一部分。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在公式视图中展现的一个报表规格。

在这个例子中，出现在报表上的列F的首三行是：

l =FR("CONAME")，一个财务报表器函数，在报告上显示公司名称。

l 文本“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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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本和函数“"截止于 "&FR("END")的期间。”函数插入来自数据库的期间截止

日期。

规格集的行9设置报表列的默认内容。这一行的列A以两个反斜杠开始。

带文本的下一行包含列G，H，和I的标题。这些标题都“照原样”打印。

注释：您使用Excel中的格式指令来强调这些列标题。

带文本的下一行将在打印的报表上扩展到包括范围中6000和6999之间的符合其

它在单元格B，C，和D中指定的，或打印时在打印报告屏幕上输入的选择标准的

所有科目。在电子表格的公式视图中，该行看起来像这样：

右边三列中的反斜杠(\)表明每个单元格值将从列的默认公式集中生成。(财务报

表器把列A中的科目参考插入到任何需要科目参考参数的默认公式。例如，列G的

默认公式是=FRAMTA("NETP")。FRAMTA是一个财务报表器函数，打印来自科目

财务集的科目期间余额或净金额。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式为当前期间指定净金

额)。

当财务报表器处理报告模板的这一单元格时，它用来自列A的科目参考扩大公

式。(例如，=FRAMTA("NETP", "6000")。)

余下的两列也使用一个默认公式；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季度至今和年度至今的净

变动。

在我们的例子中最后一行是合计行：

注释：您使用Excel中的格式指令来格式化有顶边和底边的单元格。

还要注意，每个列的合计公式指称规格范围中的一个单一单元格(或单元格清

单)。在我们的例子中，规格范围公式中的单一单元格将在报表范围公式中被一

个包含尽可能多的行的范围参照替换，因为科目范围中有在行12上指定的科目。

关于计算的列

计算的列包含产生自报告的其它列中数据计算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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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义一个计算的列，使用默认列规格行中的标准电子表格公式。例如：

当前

余额

上一年度余额 当前/ 上一年

度

小额现金 274.57 358.00 77

银行帐户，美元 8,437.54 5,932.90 1.42

银行帐户，加元 4,372.96 3,665.39 1.19

合计： 13,085.07 9,956.29 1.31

在这一报告中，上一列(一个报表规格上的列H)的默认公式是=(F1/G1)。这一公式

指出这一列包含列F除以列G的值。

生成报告时，财务报表器在每一行上调整相对的单元格参考。

使用列计算中的币种汇率

财务报表器可以使用在Sage 300中维护的的汇兑率，所以您可以用您维护的任何

币种创建财务报表，使用来自任何财务期间的汇率。

要提取汇兑率信息，您使用FRRATE函数。更多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一函数的示

例，参见"FRRATE" (第 127 页).。

注释：由FRRATE函数返回的汇率总是用作一个乘数来转换来源币种到功能币

种，即使您定义了作为除数的汇率。如果汇率在在系统管理程序中被定义为除

数，财务报表器返回汇率的倒数。

关于默认列规格

在一个财务报告规格中，默认列规格在在第一个行中定义，然后在最后一行中用于

一个科目范围。

下面的例子说明适用于一个科目范围的默认列规范和规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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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A中以两个反斜杠\\开始的行包含默认列规范。这些默认列规范一直有效直到

您定义一组新的默认值。

要使用当前定义的默认列规范，您只需键入反斜杠(\)到单元格，就像在上例中的

最后一行那样。

注释：

l 您可以在\后跟-或+打印公式结果的逆或绝对值。

l 记住，实际的报告区域从列E开始。

使用默认列规范的好处

以下两个例子打印完全相同的信息。第一个示例使用一个完整的公式得到每个

值；第二个例子使用默认的列规范和一个到一个科目范围的科目参考。

为每个下面的示例，假定科目1100，1200，和1400在总帐中是连续编号的科目。

示例1：使用公式来放置值

在这个例子中，您需要一个公式来打印每一条信息：

要打印200个科目的当前余额，连同他们的描述，您将需要400个公式—而且每次

您添加会计科目表时您都不得不更改规范。

示例2：使用默认列规范来放置值

在这个例子中，您使用一个默认的列规范来放置值：

这一示例演示了财务报表器如何让您定义一个应用到一个科目范围的报表行。在

打印时(或使用财务报表设计器中的FR查看时)，单一行将扩展到像范围中科目

数目那样多的行。

换句话说，一个打印总帐中所有科目当前余额的报表可以通过一个指定所有科目

范围的单一行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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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 默认列规范行以两个反斜线(\\)开始。

l 默认列规范分派一个特定公式到反斜线(\)。在我们的例子中，该公式仅使用

了财务报表器函数。

或者，您可以分派一个值到\，或在您的公式中利用电子表格函数。您可以在\
后跟-或+打印公式结果的逆或绝对值。

l 默认列规范与第一个例子中的公式完全一样，只是它们不包括科目参考。

当您生成报告时，财务报表器为行插入科目参考到默认公式。

l 该科目参考是针对一个科目的范围。这个例子中的单一行将被扩展到像范围

中科目数目那样多的行。

l 您可以使用%%来指定范围中的所有科目。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l 列B，C，和D可能包含影响科目范围和是否打印最终值的选择标准。

添加列B，C，和D的默认信息

下面的示例说明了列B，C，和D，以及用于报表的打印列的默认值：

注意您不是必须在列B，C，或D上指定一个反斜线(\)才可以继承默认值。如果您想

要默认值意外的任何东西，您必须指定您要显示的信息。

财务报表器计算上述规范的最后一行并实施下列操作：

1. 评估在行3中指定的科目编号范围中的所有科目看它们是否为类型“B”科目。

2. 获取范围中是资产负债表科目的每个科目的科目余额。

3. 合计余额—因为列D中的T指定将从科目范围中产生一个单一合计行，而非为各

个科目产生一行来列出明细。

注释：如果您保持列D空白，或指定一个D，财务报表器列出所有明细。

4. 检查列F中的金额是否为零(因为列C中的Z)。如果是的话，财务报表器不打印

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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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只查看一行上的数字来决定是否抑制零。在这一示例中，列E中的描

述不影响是否打印该行。

如果您不想在一个单一行上抑制零，在您要打印的行上的列C中输入N。

指定选择标准和抑制行的详细信息，参见"关于合并科目范围" (第 48 页)，"关于

从报表中排除行" (第 55 页)，和"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有关财务报表器函数的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表器函数" (第 89 页)。

样本默认列规范

下面的例子演示您用来生成这些报表的标准财务报表格式和列规范。

示例1：平衡这一期间和上一期间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比较资产负债表。

l 列E列出当前余额。

l 列F列出先前期间的余额。

示例2：这一年度 / 上一年度含合计列百分比的余额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有四列数据的比较资产负债表。

l 列G列出当前余额。

l 列I列出先前年度相应期间的余额。

l 列H和J把各个科目作为相应年度的一个合计百分比来比较。

注释：列H和J中的公式说明科目范围在报表规范的行3中定义，而合计计算是

在行4。财务报表器为生成的报表重新计算这些单元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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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期间和年度至今费用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有两列数据的比较费用表。

l 列E列出这一期间的费用。

l 列F列出年度至今的费用。

示例4：作为一个销售百分比的当前期间和年度至今费用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比较费用表，有各个当前期间和年度至今费用作为一个销售百

分比列出。

l 费用科目范围在行13中定义，并使用在报表规范的行11中定义的默认公式。

l 合计销售计算是在行9。

注释：财务报表器为生成的报表重新计算所有公式单元格参考。

示例5：与上一年度比较的当前期间和年度至今费用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有六列数据的比较费用表。

l 列G列出当前期间费用。

l 列H列出先前年度相应期间的费用。

l 列J和K列出年度至今费用。

l 列I和L把各个金额作为相应年度的一个金额百分比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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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费用科目的范围在报表规范行21中定义，但I18和L18中的公式参照到在

行21中使用的默认公式单元格。财务报表器为生成的报表重新计算这些单元格

参考。

示例6：并排的部门报告

这个例子产生一个有三列数据的并排的部门比较资产负债表。

l 处理顺序在列A中设为科目顺序。

l 列D指明每次科目编号更改时，财务报表器应该创建一个新行。

l 列E列出各个科目的名称。

l 列F提供符合部门A标准的科目的当前余额。

l 列G提供符合部门B标准的科目的余额。

使用公式来提取总帐科目信息

在财务报告设计器中，您使用Excel公式在一个财务报告中的任何地方插入科目

记录信息或财务集值。

示例：

FRACCT("ACCTDESC","1000-333")插入了来自科目1000-333的科目描述(例
如，“销货成本”)。

FRAMT("ABALP.2019","1000-333")为年度2019的当前财务期间插入科目

1000-333的实际余额。

您也可以在财务报告中插入公司信息。例如，FR("Coname")插入当前打开公司

的名称。

插入Sage 300财务信息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FR粘贴功能，您可以用它来快速创

建一个公式。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

要指定余额和数量，您使用下列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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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Sage 300
财务信息

注释

PBALP 科目余额 如果BALP在定义时没有一个实际或暂时金额的A或P前缀，它将

会默认到打印时选择的报表设置。

PBALP 暂时余额

QABALP 实际数量

QPBALP 暂时数量 您可以根据您使用的Sage 300版本指定预算集：

l Sage 300 Standard包括预算集1和2

l Sage 300 Advanced包括预算集1，2，和3

l Sage 300 Premium包括预算集的数字1到5(例如，1BALP
或2BALP)。

财务信息句法

提示：您可以通过在每一个您要在那里打印财务信息的点放置一个财务报表器

函数来构建您的财务报告。不过，单独标识每一个项目可能是创建报告的一个耗

时和不必要的僵化方式。用各个列的默认公式开发一个报告，指明列公式将应用

于其的科目群组，是一个更加灵活和有效的创建报告的方式。

关于财务报告中的科目顺序

在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器以在财务报表规格中设置的顺序，或者(如果未在规格

中设置)以您在打印时指定的顺序列出科目范围。

您可以按任何科目节段排序科目，而且您可以为您按其排序的各个节段指定一个

值的范围。您还可以使用公式\\acctgroup按科目群组或使用公式

\\acctgroupsort按科目排序群组排序。

示例：

如果您的科目有两个节段，科目参考100~120-A~B生成两个可能的科目列表，取

决于您指定的排序顺序：

l 如果科目按节段1排序，它们像这样列出：

100-A

1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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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A

120-B

l 如果科目按节段2排序，它们像这样列出：

100-A

120-A

100-B

120-B

在打印时或在默认行规格上指定顺序

处理科目的默认顺序是在打印时在财务报告屏幕上(或者编辑规格时在FR查看屏

幕上)指定的顺序。

您还可以通过在默认行规格第一列中指定顺序(紧跟反斜杠“\ \”)为报表的所有

或部分强制范围中处理科目的顺序。

您可以以下列任何顺序处理科目编号：

l \\ACCTID(科目编号顺序)

l \\ACCT(科目节段顺序)

l \\ACCTGROUP(科目群组顺序)

l \\ACCT(科目节段#n顺序)

l \\Segment_desc(列出科目，按节段与描述。例如，\\REGION)

您指定的节段决定：

l 科目在扩展的科目参考中以其打印的顺序。

l 科目可以被财务报表器提取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得到的速度)。

在下面的例子中，科目编号有两个节段：一个部门节段和一个科目节段。部门节

段是第一个(不推荐)，而且在分类帐中只有两个部门代码，但大量科目。分类帐

中的第一个科目节段是1000。

如果财务报表器按科目节段的顺序处理科目，它将只需要处理科目1000至1100
(像这样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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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CCT

%-1000~1100

科目将以下列顺序出现在报告上(按帐户节段，然后按部门)：

l A-1000

l B-1000

l A-1100

l B-1100

另一方面，如果财务报表器以科目编号顺序处理科目(首先列出部门节段)，它将必

须扫描分类帐中的各个科目来看它是否符合范围。

A B C D

\\ACCTID

%-1000~1100

最终报表也将以科目编号顺序排列，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为指示的范围以部门顺序

排列。

l A-1000

l A-1100

l B-1000

l B-1100

一个科目编号中的节段顺序由科目结构代码定义—不由显示在总帐选项屏幕上的

节段顺序定义。因此，如果您有不同的有不同第一节段的结构，ACCTID顺序将产

生奇怪的结果，而您应当按一个特定节段或按科目群组来排列科目。

如果您选择按科目节段打印，处理的顺序首先按那一科目节段，然后按完整的科目

编号(按其结构定义)。

如果您科目群组代码打印，顺序首先按科目群组，然后按科目节段代码，第三按科

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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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分类序顺序仍然有效直到您指定另一个分类顺序，或者除非它在一个特定的

科目参考中被撤换(见下一节)。

为一个科目参考指定科目顺序

您可以选择以不同于一个默认行规格或财务报告屏幕上的报表选项指明的顺序

来处理一个单一科目参考。

您为一个科目参考指定处理顺序，方法是把它紧跟着放在科目参考之后Account
reference | Order。

示例：

l 1000-% |ACCT使用科目顺序，因此只处理科目1000。节段2将以任何顺序出

现。

l 1000-% |ACSEGVAL2使用节段2顺序，因此将扫描所有科目编号。不过，节段

2将按顺序。

l 1000:3000[REGION] |ACCTID为使用REGION科目结构的科目使用科目编号

顺序。将只处理范围中的特定科目。

注释：如果科目参考使用一个冒号:来指定范围，这个参考将以科目编号顺序处

理，除非您使用|字符为该参考设置一个顺序(无论在打印对话框中或在默认行

规格中以何种顺序设置)。

就像您可以从这些例子中看到的，您引用科目的方式可以对性能有实质性的影

响。

指定科目参考的信息，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关于合并科目范围

您可以在一组科目上实施两个极其有用的运算符。您可以：

l 合并一个科目范围中的所有行而非打印出明细。

l 根据特定科目节段中的变化为科目群组打印小计。

分组的，分列的，或总计的数据

您可以为科目范围中的每个科目生成单独的行，在一个单一行中合并科目参考，

按科目群组合并科目数据，或者您可以按科目节段代码合并科目数据。

您在一个报表规格的列D中指定这一选择。此外，您可以在逐行基础上使用列D设

置来撤换科目处理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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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描述

D 为一个明细。为各个科目编号打印一行。

RD 为一个上卷科目明细。打印所有顶层的上卷明细，以及不在上卷组中的

科目。

T 为一个合计。合并数据。

D(ACCT) 按科目节段代码合并，为这个单一科目参考设置科目编号分类顺序。

D
(ACCTGROUP)

按科目群组合并。

D
(ACSEGVALn)

按科目节段编号n合并。

D(AcctSegID) 按命名的科目节段—例如，D(REGION)合并。

PD 以过帐的交易顺序按交易明细合并。

PT 按交易已合并合计合并。

P(POSTTRAN) 按按科目合并的交易合并。

P(POSTDATE) 按按日志日期合并的交易合并。

P(POSTSEQ) 按按过帐日志合并的交易合并。

列D有效值

在每个合并是基于科目编号的一个属性而实施的情况下，财务报表器以合并所需

的顺序处理科目编号。例如，如果合并是按科目群组，科目编号就以科目群组顺序

处理。

交易在按科目列出时还可以按科目的科目节段和科目群组列出。如果您要按一个

交易清单中的特定科目顺序合并，列D中的值必须以一个“P”开始。例如：

l P(ACSEGVAL02)返回按科目节段2合并的交易记录。

l D(ACSEGVAL02)返回按科目节段2合并的科目历史记录。

FR需要D列中一个正确的分类顺序才可以按交易至字段合并列出明细，如下所示：

排他的分类顺序 表示

POSTTRAN 按过帐的交易以科目顺序

POSTDATE 按日期顺序

合并交易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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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的分类顺序 表示

POSTSEQ 按过帐序列顺序

POSTACCT 按科目过帐序列

重要！

l 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TRAN，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按P(POSTTRAN)。

l 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DATE，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按P(POSTDATE)。

l 分类顺序必须是POSTSEQ，如果列D中的合并值是按P(POSTSEQ)。

l 凡是出现在一个默认规格行D列中的都将用于所有后续行除非您特意撤换

它。

“T”和“D”合并设置的示例

下面的例子显示一个报表规格的列D中T和D设置的效果。

在单独的行中显示科目余额

在列D中指定D在单独的行上列出1100和1200之间的各个科目。

当前余额

小额现金 274.57

银行帐户 8,437.54

银行帐户，加元 4,372.96

合计： 13,085.07

在一个单行上显示科目合计

在列D中指定T表明合并范围中的所有科目。

产生的报告合计1100和1200之间所有科目的余额，并在一个单行上报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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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余额

流动资产 13,085.07

以节段顺序显示科目，按节段合并

在列D中指定D(ACCT)表明范围中的所有科目都将以科目节段顺序列出而且按科

目节段合并。

当前余额

小额现金 274.57

银行帐户 12,810.50

合计： 13,085.07

在上面的例子中打印了两行，因为两个科目编号有一个在1100和1200之间的科目

节段代码。

第一个科目节段代码(1100)是小额现金，第二个科目节段代码(1200)银行帐户。

两个单独的科目编号有一个科目节段代码为1200，但这两个科目已合并(前例所

示)。

D(ACCT)按科目节段代码总计所有其它正好在打印报表时指定的范围内的节段。

顺序将为随后的行恢复在到这一规格行之前生效的状态。

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一个科目编号参考指定您要从其提取总帐数据的科目。

提示：在报告设计器中，使用FR粘贴来指定科目和科目范围，而无需手动输入公

式。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

指定科目和科目范围

您可以以合并(单一行)或详细(每科目一行)格式指定一个单一的科目编号，或一

个科目编号的范围。

示例：

公式=FRAMT("BALP","1200:1500")从一个科目范围中提取数据插入到一个单

用户指南 51



第 3 章：设计财务报告

一电子表格单元格中。

指定科目群组时，您可以使用这些公式：

l \\acctgroup(按科目群组排序)

l \\acctgroupsort(科目排序群组)

指定一个科目编号参考的规则是相同的，无论引用是在一个函数中还是在规格行

中的列A中。

示例：

一个规格行的列A指定要为该行使用的科目数据。

A B C D

%-1000~1100

在这一示例中，%是一个取代一个或更多字符的通配符。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科

目编号中的通配符" (第 57 页)。

在列D中，您可以输入D来指定分别列出各个科目，或者T来指定在一个单一行

上总计各个科目。

更多信息，参见"科目参考句法和示例" (第 87 页)。

科目参考和性能

当不必查找一个相当数量的额外科目的信息时财务报表器可以更快地生成报表。

出于这一原因，检查报表中的科目处理顺序是否匹配您指定科目参考的方法。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财务报告中的科目顺序" (第 45 页)。

限制科目选择

财务报表器通过评估三个独立的科目编号筛选器来选择哪些科目数据出现在一

个财务报表中：

l 报表行列A中的科目编号参考。

l 列B中的科目筛选表达式(如果有)。

l 整个报表的打印范围选项。

通常，一个科目必须满足所有三个筛选器的要求才可以被包括在报表中。不过，

财务报表器也提供了一个机制来指定一个报表范围，以及包括位于该范围以外的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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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科目编号到一个财务报告的最简单方式是使用FR粘贴。更多信息，参见"关于

FR粘贴" (第 83 页)。

指定科目结构

要限制科目编号选择于某个特定科目结构，使用一个公式如aaaa[ACCT],
bbbb~cccc-A[MANU]，它指定个别科目编号和一个科目编号的范围。方括号表示

科目编号使用的科目结构代码。

指定一个节段来撤换一个节段范围

您可以通过把您要显示在行上的节段值包括在列A科目编号参考中来覆盖一个在

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上指定的节段范围。

示例：如果您要将各部门的业绩与机构的合计销售进行比较，您可以在一个行上

指定合计的机构销售，如下所示：4000~4999-A, 4000~4999-B, 4000~4999-C,
4000~4999-D。在这一示例中，您将打印指定一个节段范围A，B，等等的报表。

关闭报表层级的科目范围筛选

一个$前缀为特定科目编号参考关闭报表层级的科目范围筛选。如果您使用一个

$前缀，任何匹配您指定的科目参考而且匹配列B中选择标准的的科目编号将出现

在报表上，无论财务报表器打印设置施加的限制为何。

您也可以使用$前缀与%%通配符在此行列B中的标准允许的分类帐中包括任何科

目。(%%是一个科目编号参考，它包括所有科目，无论它们的科目结构如何。)

当科目节段不是科目结构中的第一个时指定科目范围

当科目节段是您科目编号的第一个节段时科目参考效果最佳。不仅指定科目范围

更容易，而且财务报表器也能更快速处理它们。

如果您的科目节段不是第一个，您仍然可以指定一个科目节段代码的范围并以科

目节段的顺序打印科目。

例如：

l 4000~8000用一个从4000到8000的科目节段代码指定所有科目，不管编号中有

多少节段，也不管科目节段在科目结构中的哪里。

l A~C-400~600|ACCT用一个在400和600之间的科目节段值，和一个从A到C的部

门节段值来指定所有科目。|ACCT表明科目按科目节段排列。

l %-400~600-%|ACCT指定从400到600的科目节段值，不管其它节段的值是什么。

同样，科目按科目节段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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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CCT指定按科目节段排列的所有科目编号。要指定一个范围或科目节段，

在列B中添加一个标准，如ACCTSEGVAL >= "4000" AND ACCTSEGVAL >=
"6000"。

最后一个例子是最灵活的，因为它指定一个科目节段值范围，无论科目节段在科

目结构中的哪里。如果您有一个以上的科目结构这特别有用。

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您可以在财务报表器中使用选择标准特性基于总帐科目主字段中的设置在报表

中包括科目数字。

例如，您可以使用选择标准表达式ACCTTYPE = "B" AND ACTIVESW =
"ACTIVE"来选择有一个科目类型“B”(资产负债表)和一个活动开关设为当前活动

的所有科目。

当您在一个公式中或者在一个报告行上放置一个选择标准表达式时，财务报表

器：

1. 查看由该行列Ａ中的科目编号(或者由一个公式)标识的科目。

2. 检查看科目主信息是否符合您指定的选择标准。

您可以在一个规范的列B中包括选择标准(来限制从在列Ａ中指定的科目代码参

考中选择的科目)，或者在从已过帐交易提取科目余额，净金额，和数量，或者从

总帐中提取净金额的公式中包括选择标准。

提示：

l 定义选择标准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FR粘贴。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

l 一般而言，如果您能用一个更有选择性的科目参考达成同样结果时，您不应

该使用选择标准。

l 您可以通过用更精确的科目参考限制初始科目查询数目来提高报表的性能。

l 您可以选择当您在一个工作表中时从预览财务报表器屏幕选择的报表标准

变量。财务报表器根据您保存的标准重新计算FR指令。(例如，如果您已经为

不同年度创建了两个工作簿，您可以在工作簿之间切换而不会在运行FR视图

指令后丢失FR指令的值。)

在列B中使用选择标准

您可以在一个规范的列B中使用选择标准来来限制从在列Ａ中指定的科目代码参

考中选择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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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列Ｂ定义一个默认表达类似于定义其它默认报表列：您在一个默认规范行的列B
中放置默认选择标准表达式。

如果您在一个默认行上输入标准，它被用于所有没有一个定义的标准的后续行。换

句话说，如果您不要默认表达式应用到某个行，您必须在该行上覆盖它。

注释：您不需要在您要为其使用默认选择标准的行上键入\。

在公式中使用选择标准

您还可以在使用FRAMT, FRAMTA, FRCREDIT, FRDEBIT, FRTRN, FRTRNA,
FRTRNCR, 和FRTRNDR函数的公式中使用选择标准从已过帐交易提取科目余额，

净金额，和数量，或从总帐提取净金额。

如果您粘贴一个表达式到一个公式，选择标准只作用于公式。如果您粘贴表达式到

一个报告行的列B，选择标准进一步细化为当前行指定的科目参考。

关于从报表中排除行

您可以指定条件基于该行的内容从一个报表中排除生成的行。您添加一个公式到

该行的列C来定义排除一个报表行的标准。

l 抑制有零值的行。要指定零行抑制，在列C中键入Z。财务报表器抑制所有含一个

零值的行。

如果您不想抑制个别行上的零，但您在默认规范中指定了Z，在您要打印的行的

列C中键入N。

l 使用逻辑值公式来包括和排除行。您可以在列C中放置一个逻辑值公式

(TRUE/FALSE)。如果列C中的公式返回TRUE，财务报表器不打印该行。如果公

式返回FALSE，便打印该行。

例如，=G12 < F12 * 10%将检查列F中的值是否少于列G中的值的10%。如果语

句为真，该行将从报表中略去。

注释：凡是出现在一个默认规格行列C中的都将用于所有后续行除非您特意撤换

它。

关于选择标准的表达式句法

创建一个选择标准表达式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FR粘贴。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
贴" (第 83 页)。

您也可以直接输入表达式到电子表格单元格中。

一个简单的条件表达式看起来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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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TTYPE = "I"

一个更复杂的看起来像这样：

ACCTTYPE = "I" AND QTYSW = "Yes" OR ACCTDESC LIKE "%sale%"

ACCTTYPE和QTYSW(数量开关)是总帐科目主文件中的字段。这一文件中的所有

其它字段在下一节中列出。

选择标准仅使用科目主字段。更多信息，参见"科目主字段" (第 151 页)。

左到右判定

选择标准表达式严格地由左到右判定，除非添加了括号。换句话说，上面的例子

将被判定为：

(ACCTTYPE = "I" AND QTYSW = "Yes") OR ACCTDESC LIKE "%sale%

这一表达式将选择所有在它们的描述中含有“sale”字样的科目；而且它将选择所

有还储存了数量的损益表科目。

注释：标准是大小写敏感的，所以一个有“Sale”的描述将被排除在外。

括号

您可以使用括号来改变判定的顺序。例如：

ACCTTYPE = "I" AND (QTYSW = "Yes" OR ACCTDESC LIKE "%sale%")

将选择储存数量或在它们的描述中含有“sale”字样的损益表科目。

所有关系运算符对所有字段类型有效，开关(像QTYSW)除外，只有=和!=(不等

于)适用于它们。

空格

您使用空格将表达式中的字段名称、运算符和常数等分隔开来。因为这一原因，

如果您准备比较一个包括空格的字符串，您必须将整个字符串放在引号之间。

引号

记住，标准是文本参数。如果您在公式中放置标准，您必须把文本标准放在引号

中。

如果您在列B中粘贴标准，您会注意到FR粘贴将它们作为包含文本的公式插入。

例如：

="(ACCTTYPE = ""I"" AND QTYSW =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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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粘贴在文本值两边添加一对额外的引号来适应文本字符串内的空格。

如果您粘贴一个有标准的公式，它看上去像这样：

=FRACCT("ACCTDESC","","(ACCTTYPE = ""I"")")

如果这是一个默认行的列规范，公式中的中间参数将采取在列A中指定的科目参

考。

LIKE

LIKE运算符类似于=运算符，区别在于第二个运算数可以包含通配符%和_。

l %匹配任何字符组。

l _匹配任何单一字符。

因此ACCTDESC LIKE "%sale%"对任何其描述包括“sale”字样的科目都为真。这将

包括“Product B sales”，以及“Cost of sales”。

可选字段

选择标准还可以包括可选字段。例如，下面的表达式限制结果为有科目可选字段

ACCTCLASS = Sales的科目：

A.ACCTCLASS = "Sales"

而且，下面的表达式限制结果为有交易可选字段QUANTITY<= 0的交易：

T.QUANTITY <= 0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财务报表中的可选字段" (第 34 页)。

关于科目编号中的通配符

在指定科目编号时您可以使用两个通配符。

l 下划线字符，_，是一个字符的占位符。

l 百分比字符，%，是一个或更多字符的占位符。

示例：

科目编

号规格

描述

A123%
[sc]

指定所有以字符“A123”开始的单一节段科目编号。

使用通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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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

号规格

描述

D_6834 指定所有共享相同的第一个字符(D)，跟着是任何值的一个字符，并以相同的

4个字符(6834)结束的单一节段科目。

注释：您不能使用查找器与FR粘贴来插入通配符。您必须自己键入通配符。

“%%”不是一个通配符。

尽管%%很像一个通配符，它仅用于两个非常具体的方式：

l %%指定分类帐中的所有科目编号。(参见总帐自带的QUIKINC和QUIKBAL报
告。)

l 6000%%指定所有以6000开始的科目编号—无论它们有多少节段。(这一规格有

与6000:6000相同的效果。)

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科目编号选择完全基于在列B中指定的科目群组。

A B

%% ACCTGRPCOD=1

%% ACCTGRPCOD=2

%% ACCTGRPCOD=3

财务报表器会列出所有流动资产，然后是固定资产，并且，最后，所有其它资

产。

除非您按ACCTGROUP处理科目，财务报表器必须扫描分类帐中每一个科目看

它是否符合列B中的标准。

提示：要从财务报表器中得到最好的性能，您应该使用特定的科目参考，并指

定补充参考的科目处理顺序。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财务报告中的科目顺序" (第
45 页)。

还要注意，您不能结合科目参考范围和通配符。例如，A123%:B567%不被允许。

不过，您可以在一个清单中结合科目参考，如1000:1099，1100~1199-B，12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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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式化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所有格式由财务报告设计器的格式化指令控制。有关控制选项卡大小，

选项卡标题，字体大小，和样式的更多信息，参看Microsoft Excel的帮助和文档。

格式化区域和一个单元格内文本的最有效方法是创建一个样式，其中包括各种属

性(如粗体文本，币种格式，右对齐，等等)，然后把样式应用到电子表格单元格。

添加标题行

报表规格的前五行是标题行，它们在报表的每个选项卡的顶部重复。

您可以指定最多五行将出现在一个财务报告各个选项卡顶部。

您仅可以在一个规格中定义一组标题行。所有标题行必须在一起(连续)。

如果您已经定义了一组以上的标题行，财务报表使用规格中的最后一组。

示例：

环球公司

至1999年10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当前余额

小额现金 274.57

银行帐户 8,437.54

银行帐户，加元 4,372.96

合计： 13,085.07

如果您要标题仅出现在报表的第一个选项卡上，保持这些行的第一列空白。这些行

被“按原样”转移到报表范围的开头。

注释：如果您使用财务报表器\T行，您不能单独标记一组单元格为标题行。标题

行必须是连续的，不能被一个选项卡分页拆分。

添加解释性备注 (..)

我们建议您用一些描述它的注释行开始每一个规格，并在整个规格中添加注释来

解释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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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两个点开始列A，让一个报表规格的任何行成为一个备注行。例如，下列

四行在一个报表规格中的A1至A4单元格中。

网格行和其它报表格式

您在财务报表设计器中使用Microsoft Excel格式指令指定所有财务报表的格式。

例如：

l 要选择字符字体，黑体，左对齐或右对齐，数字外观，单元格边框和图案，您使

用字体和对齐组(在Excel工具栏的开始选项卡上)。

l 要为打印打开或关闭的电子表格网格，以及打开或关闭行和列标签，您选择显

示组中的选项(在Excel工具栏的视图选项卡上)。

l 要在打印的报表上强制一个选项卡分页，用报表规格相应位置中的设置选项

卡分页符指令。在电子表格的列A中设置选项卡断开。(注意，包含选项卡断行

的单元格会创建一个垂直的和一个水平的选项卡断行。)

一个报表规格中所有应用到行或列的格式也应用到所生成报表中的行或列。

要在财务报告设计器中看到所有选项卡格式的效果，点击文件 > 打印在您已经

使用FR查看来生成报表之后看到一个预览。

隐藏列和行

在您的最终报表中有您不希望打印的报告列和行往往非常有用。例如，您可能有

报告行包含某些中间的四舍五入计算。

要隐藏一个列，您可以做下列之一：

l 右击该列，选择列宽，然后设置宽度为0。

l 点击并拖动列的边缘直到它的宽度变为0。

要隐藏一个行，您可以做下列之一：

l 右击该行，选择行高，然后设置高度为0。

l 点击并拖动行的顶部边缘或底部边缘直到它的高度变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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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页面布局

文件 > 页面布局指令控制页面布局并允许您设置一个电子表格中的页眉，页脚，

和页边距。

打印列标题选项/设置打印标题

要打印每页顶部的重复性列标题，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的设置打印标题功能。

设置分页符

如果您在报表模板中设置一个分页符，财务报表器把分页符作为一个“照原样”行
来处理，并把它插入最终报表中的对应点。

分页符的主要用途是在一页的顶部开始一个报告的新部分，或者确保分页符右边

的所有列出现在另一页上。分页符在一个电子表格中您插入它们的地方创建一个

水平和一个垂直的分界。

上面的图标显示设置两个分页符的效果：一个在单元格A11，它创建一个水平的分

页，一个在单元格H23，它创建一个垂直的分页。

分页符对包含扩展到许多行的科目参考的报告不是非常有用。它们最适合在一个

新页上开始一个报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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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对多页报表，您可以让财务报告设计器来做分页，或者您可以多页报

表到一个文件(或复制它到一个文字处理器)，然后在打印一个最终报表之前在报

表文件中添加任何您想要的修饰。

关于规格范围

规格范围是以报表规范的第一行和列开始的电子表格单元格的命名范围，并包括

所有作为规范一部分的单元格。

在您可以从一个报表规格生成报表之前，您必须为您的电子表格定义规格范围。

注释：规格范围已在所有财务报表器自带的财务报表规格中定义。

要检查一个规格范围：

1. 在Excel'的工具栏上，点击公式 > 名称管理器。

2. 如果“规格”未在名称管理器窗口列出，点击新建，然后定义规格范围。

规格范围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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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范围的头四个列(A至D)为财务报表器的控制信息保留。

其它列形成一个模板，决定报表的外观和它提取的数据的类型。

注释：一个规格就可以开始于一个工作表的任何列，但规格范围内的第一列必须

是规格的第一列。我们总是指规格的第一列为列A(没有理由您应该在其它任何

地方开始一个规格。)

重新定义规格范围

如果您要在生成一个报表后重新定义您工作表中的规格范围，使用FR清除指令来

清除报表区域，然后对规格范围进行更改。

设置规格范围

规格范围是以报表规范的第一行和列开始的电子表格单元格的命名范围，并包括

所有作为规范一部分的单元格。

在您可以从一个报表规格生成报表之前，您必须为您的电子表格定义规格范围。

要定义一个财务报表器电子表格中的规格范围：

1. 在Excel中打开报告电子表格，选择完成的报表规格，从第一行和列到最后的行

和列。

2. 在Excel工具栏上，点击公式 > 定义名称。

3. 键入Spec作为范围名称，然后点击确定。

重要！ 您必须准确键入这些字母，虽然大小写无所谓。

注释：您不为电子表格定义一个报表范围。财务报表器从一个规格生成报表时定

义报表范围。

关于报表范围和打印范围

报表范围在您打印财务报表时从规格范围中生成。它包含报表生成的数据，以及从

总帐提取的数据。

规格的模板部分在最终报表中延伸以便显示实际的总帐实际。

规格的头四个列中的控制信息被报表范围中的审计信息—信息自其取得的科目的

编号代替。

当您打印报表时，财务报表器打印除报表范围中的头四列外的所有(省略审计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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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打印的区域称为打印范围。

在Microsoft Excel中合并多个公司的财务报告

这些指示假定您要合并的报告由Excel中一个单一的工作表组成。

要合并财务报告：

1. 在Sage 300中，打开最大的公司。

2. 打开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报表设计器，然后点击开始。

3. 打开您要合并的财务报告，把它保存为一个新的工作簿。

提示：用一个把它标识为合并的报告的名称来保存工作簿。

4. 复查财务报告规格的列C来确保它没有抑制空行。(您使用一个Z来抑制空

行。)

5. 在Excel中开启手动计算。

a. 点击文件 > 选项。

b. 在公式选项卡上，在计算选项组中，选择手动。

c. 点击确定。

您可以随时通过按F9键来重新计算值。

6. 为各个您要合并的公司，复制公司的工作表到您要在其中合并报告的工作

簿。

a. 点击工作表选项卡选择它。

b. 在开始选项卡上，在单元格组中，点击格式，然后在组织工作表中，点击移

动或复制工作表。

移动或复制窗口出现。

c. 从到工作簿清单中，选择您要在其中合并报告的工作簿。

d. 从工作表之前清单中，选择(移至最后)。

e. 选择建立副本选项。

f. 点击确定。

7. 为它代表的公司重新命名每个工作表，经常保存工作簿。(要重命名工作表，

右击工作表选项卡，然后点击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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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您为各个公司创建了一个工作表时，为您在Sage 300中打开的公司点击工作

表，然后使用FR查看来生成财务报告。

有关FR查看的更多信息，参见"FR菜单指令" (第 81 页)。

9. 右击工作簿中第一个工作表的选项卡，点击插入，然后点击工作表插入一个空

白工作表，您将用它来创建合并的报告。

10. 右击新的工作表，点击重命名，然后为工作表键入一个名称。

注释：这些指示使用合并作为这一工作表的名称。

11. 为各个您要合并的额外公司生成并保存报告。

a. 在Sage 300中，打开公司。

b. 打开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报表设计器，然后点击开始。

c. 使用FR查看来生成报告，使用您为这一公司指定的相同选项。

d. 保存工作簿并关闭报告设计器。

12. 打开您创建的合并工作表，然后为各个工作表打开一个新窗口，重新安排位置

让它们都在视野中以及内容对齐。

a. 在视图选项卡上，在窗口组中，点击新建窗口。

b. 在视图选项卡上，在窗口组中，点击全部重排，然后选择垂直并排。

c. 在各个窗口中，选择一个不同的选项卡，并滚动对齐各个窗口的内容以便各

个生成的报表中的第一个描述与窗口中的顶端单元格并列。

13. 在包含最多科目的工作表中，选择并复制打印区域。

14. 在合并工作表中，右击单元格A1，然后选择选择性粘贴 > 值。

15. 不删除任何空白行，使用Excel按需要格式化报告。

注释：您可能必须插入出现在一个但却不出现在其它分类帐中的科目的行。

16. 从报表中清除所有金额。

17. 为所有工作表中有类似科目的科目求和，以便所有公司的合计代替您在前一步

中抹去的金额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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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印与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不一样。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印时：

l 您可以在报表的第一列中生成一个审计信息选项卡以及科目审计信息。

审计信息选项卡列出如打印范围和任何指定的处理顺序之类的信息。

l 您可以为各个出现在报表范围中的值创建公式而非值本身。

这意味着您可以只需重新计算电子表格来更新报表。

注释：电子表格公式使得电子表格大了很多。

l 如果您为一个部门组生成了一系列报告，会在一个Excel工作簿中连续的工作

表中生成单独的报告。

当您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一组报告时，财务报表器：

l 为每个科目节段重复报告生成处理。

l 打印一系列单独的报告。

指示参见"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第 68 页)。

提示：在一个公式工作表中保留财务比例和图表。(最常见的“仅限公式”报表类

型是保持财务比率。)

一个只由公式组成的报表有两个主要的优点：

1. 每次您使用它时报表都有相同的单元格参考。

2. 当您重新计算报表时报表区域保持不变。(如果您从规范生成一份报表，旧的

报表在新报表产生之前被清除。)

因为每次您使用时电子表格仍然相同，您可以在您的报表中包括图形并确保您所

引用的数据。

打印有和没有规范范围的报表

如果一个电子表格仅有公式(没有规范范围)，您不能使用FR视图来计算和打印报

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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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您按F9来计算公式的值。

l 财务报表器当您打印报表时重新计算电子表格。

l 如果您不想打印整个电子表格，您可以使用Excel的设置打印区域指令来定义

您要打印的区域。

如果电子表格中有一个定义的规格范围，财务报表器会打印之前自动重新生成财

务报告。所有列规格范围包含的列都包括在打印的报告中，除列A，B，C，和D之

外。

准备打印报表

如果报表信息延伸到电子表格打印区域的右边缘之外，它可能会被切掉。

您可以修改一个报表规范来确保报告信息不会被截断，方法是：

l 加宽包含特宽结果的电子表格列。

l 重新定义规格范围来包括信息延伸至其的列。

这一方法有效，因为生成自一个规范的财务报告的正确打印区域边界与规范

范围边界相同。

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要在财务报表器中打印一个财务报告，您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l 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来指定打印选项并打印财务报告。

l 在报告设计器中打开一个财务报告规范，使用FR视图生成报告，然后打印。

下列过程描述如何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有关使用报告设计器来打印财务

报告的信息，参见"关于从规格生成报表" (第 26 页)和"总帐报告设计器" (第 27
页)。

要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1. 开放 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打印财务报告。

2. 点击浏览，然后选择一个财务报告文件。

一个Sage 300包括的样本财务报告的清单，参见"样本财务报告" (第 75 页)。

3. 在财务选项之下，指定要为其创建报告的年度和期间。

4. 在报表类型之下，指定要在报表中包括实际还是暂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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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实际。仅包括已永久过帐到总帐科目的金额。

暂过帐。包括已暂过帐到总帐科目的金额，以及永久过帐的金额。

5. 在报表作为之下，指定是要为不同科目编号节段打印一个单一，合并的报表，

还是要打印单独的报表。

注释：分列选项仅当您选择节段(在屏幕的排序按区域中)，然后输入节段范

围之后才可用。(如果您选择科目节段这一选项不可用。)

6. 在包括之下，按需要选择报表选项和/或下钻信息选项。

当您选择报表选项时，财务报告的第一页显示下列信息：

报告名称

财务年度和期间

报表类型(实际或暂时)

科目处理和排列顺序

科目选择范围

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和报告设计器屏幕上，您可以选择下钻信息选项来添加下

钻链接到生成的报表上。下钻信息选项只有当您在打印目的地之下选择文件

或电邮时才可用。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下钻" (第 82 页)。

关于审计信息和公式选项的信息，参见"总帐报告设计器" (第 27 页)。

7. 在排序按中，指定要在打印的报告中以其排列记录的顺序。

如果您选择科目编号，您可以选择从和到字段指定一个要包括的科目编号范

围或保留这些字段中的默认值包括所有科目编号。

如果您选择节段，在出现的清单中选择一个节段。您可以选择从和到字段指

定一个要包括的科目编号范围或保留这些字段中的默认值包括所有节段。

8. 指定要包括的科目群组或排序代码组。

如果您要按排序代码范围选择科目群组，选择按排序代码选择科目群组范围

选项。您可以选择从排序代码 - 科目群组和到排序代码 - 科目群组字段指

定一个要包括的排序代码范围或保留这些字段中的默认值包括所有排序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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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选择按排序代码范围选择科目群组选项，您可以使用从科目群组

和到科目群组字段指定一个要包括的排序代码范围，或保留这些字段中的

默认值包括所有排序代码。

9. 在表中，指定可选的节段范围。如果您选择了步骤5中的报表作为之下的节

段，您可以双击报表作为列来选择分列或合并。

10. 选择一个打印目的地。

11. 点击打印。

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

要打开这一屏幕：

开放 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打印财务报告。

第二个屏幕：

l "财务报告的打印屏幕" (第 74 页)

相关任务：

l "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第 68 页)。

概述

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为您的总帐数据打印标准或自定义财务报告。

您可以选择总帐包括的若干报告规范之一来打印一个标准的财务报告。

您也可以选择您已经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创建和保存的一个报告规范。

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显示您可以用来打印一个报表的各种选项。

重要！ 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印与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不一样。

更多信息，参见"打印财务报告" (第 67 页)。

字段和控制

按钮

关闭

点击关闭来关闭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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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点击这一按钮打开打印财务报告屏幕，在那里您：

l 指定在其上打印报告的打印机。

l 选择能最好展示报告的纸张大小。

l 指定报告的打印方向(纵向或横向)。

l 指定要打印的份数。

财务选项(年度/期间)
为报表指定年度和财务期间。

您可以打印截止于任何您在总帐中有其数据的过去期间的财务报表。

包括

当您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报告时，您可以选择包括以下信息：

l 报表选项

当您选择报表选项时，财务报告的第一页显示下列信息：

报告名称

财务年度和期间

报表类型(实际或暂时)

科目处理和排列顺序

科目选择范围

l 下钻信息

注释：下钻信息选项仅当您在屏幕的打印目的地区域中选择文件或电邮之

后才可用。

一封电邮报告的收件人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库，安装了总帐，才可以下钻到

报表中的相关交易。

打印目的地

为财务报表器报告，您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上的打印目的地设置。(这些报表

不使用为其它Sage 300报表从桌面的文件 > 打印目的地菜单中选择的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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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印时，您选择下列目的地之一：

l 打印机。打印到一个物理打印机。

l 预览。在您的电脑屏幕上显示报表。

l 文件。保存报表作为一个文件。

l 电邮。发送报表作为一封邮件讯息中的附件。

如果您选择文件作为打印目的地：

l 您指定是将文件保存为Excel格式还是文本格式。财务报表器然后以那一文

件格式保存报表的打印范围中的所有值。

l 当您打印时，财务报表器基于原始财务报表电子表格名称分派新的文件名

称，后面跟一个序列编号。例如，如果电子表格名为BALANCE.XLS，打印文

件电子表格将被命名为BALANCE.001或BALANCE.001.xls，取决于您选择

的格式。

如果报告打印生成了一系列报表(例如，一个部门化的报表)，单独的报表

将被命名为BALANCE.001 BALANCE.002 BALANCE.003，等等。

报告为

您可以打印一个单一的，合并的报表，或者也可以为不同科目编号节段打印单

独的报表。例如，如果您的科目编号节段之一是一个部门代码，您可以为各个

部门打印一个单独的报表。

注释：在您可以选择分列之前，您必须选择节段并指定一个不是科目节段的

节段。

要打印分列的报表，您必须按任何除科目节段以外的节段打印。换句话说，如

果您在科目编号中有三个节段，地区，部门，和科目，您必须按地区节段或部

门节段排序。

提示：要按地区和部门打印单独的报表，您为排序按选项选择地区或部门节

段，然后，在节段表中，为其它节段选择分列。

当使用打印财务报告屏幕打印财务报告时，报表是为每个科目节段代码生成，

依次打印各个单独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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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类型

财务报表器允许您打印两组数据之一：

l 实际。仅包括已永久过帐到总帐科目的金额。

l 暂过帐。包括已暂过帐到总帐科目的金额，以及永久过帐的金额。

这一选项仅影响在报告规范中没有明确设为实际或暂时的公式。

报表规范也可以在打印时有以下影响：

l 为NET和BAL使用的前缀决定财务集。NET和BAL可以有一个前缀A，P，Q，

QA，QP，1，2，3，4,或5表明实际，暂时，数量，实际数量，暂时数量，或五个

预算集中的任何一个。例如：

A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

1BALP提供来自当前财务期间的预算集1的余额。

BALP提供实际余额或暂时余额，取决于您在打印时选择的报表类型。

l 如果您不指定一个缀，或如果您选择Q，默认是实际或暂时，取决于报表类

型。

排序按

您可以在财务报告上按科目编号，按科目编号的某个特定节段，按科目群组，或

者按科目群组排序代码来排列科目。

您然后可以为您要按其排列报表的货品指定一个范围。

您选择的排序顺序不会覆盖在报表中指定的科目排序顺序。如果排序顺序对报

表内容至关重要，您应该把它建立在报表规范中。

注释：要打印分列的报表，您必须按任何除科目节段以外的节段打印。换句话

说，如果您在科目编号中有三个节段，地区，部门，和科目，您必须按地区节段

或部门节段排序之后才可以为报表为选项选择分列。

排序顺序影响一个范围内的科目将以其出现在一个财务报告上的顺序，而且它

影响报表处理效率。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财务报告中的科目顺序"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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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目字段和表

使用从和到字段来限制包括在一个财务报告上的科目为：

l 一个科目群组的范围(除非报表按科目群组排列)。

l 科目节段代码的范围(如一个部门的范围和/或地区范围)。

您还可以按科目编号节段打印单独的报表。例如，要为您公司的各个地区中各

个部门打印单独的报表，您选择按地区排序，然后在选择表中的科目时，选择

报表为分列(双击合并).

财务报告的打印屏幕

要打开这一屏幕：

1. 开放 总帐 > 财务报表器 > 打印财务报告。

2. 指定报告名称

3. 选择打印选项。

4. 点击打印。

相关任务：

"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第 68 页)。

概述

在财务报表器中打印报告时为财务报告屏幕使用总帐打印来：

l 指定在其上打印报告的打印机。

l 选择能最好展示报告的纸张大小。

l 指定报告的打印方向(纵向或横向)。

l 指定要打印的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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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样本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是使用特殊函数从Sage 300公司数据库撷取数据的Microsoft Excel电子

表格。

总帐包括下列标准财务报告。英文的报告位于总帐程序目录中的ENG子目录。如

果您正使用其它支持语言版本的Sage 300，您将在特定语言的文件夹中找到您的

报表。例如，法文报告位于FRA子目录中而且可用于法语的Excel。

重要！

样本报告是为Sage 300样本数据而设计，并使用标准科目群组来提取数据。

要在报告中使用您自己的数据，您必须：

l 分派相同的标准科目群组到您的科目。

l 自定义样本报告来匹配您已经为您公司设置的科目群组。

要修改一个样本报告，首先复制文件然后用一个新的名称保存它。

资产负债表

总帐包括标准的资产负债表报告和摘要。

样本摘要包括：

l 一个常规比资产负债表，总结了某个特定时间点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权益。

l 一个共同比资产负债表，包括了一个常规比资产负债表，和单独的把资产行条

目列为一个合计资产的百分比，以及债务行条目列为一个合计债务的百分比的

报表。

l 共同比资产负债表，其中包括图形摘要，特定期间的报告，当前和先前年度金

额的比较，以及当前年度和预算金额的比较。

注释：所有样本资产负债表包括期间的利润和损失。

资产负债表报告

总帐包括下列样本报告：

l QuikBal1.xls。标准资产负债表(单列)

l QuikBal2.xls。比较资产负债表(当前年度 / 先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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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QuikBal3.xls。比较资产负债表(当前期间 / 先前期间)

资产负债表摘要

总帐包括下列样本报告：

l Balsum01.xls。共同比资产负债表摘要

合计资产和债务的一个作为金额和作为百分比的摘要，打印在另外的页面上。

l Balsum02.xls。含图形的资产负债表摘要

合计资产和债务的一个作为金额的摘要和一个作为百分比的图形。资产摘要

和债务摘要打印在不同的页面上。

重要！ 财务报表器不生成这一报表。相反，该报表使用来自Excel电子表格

固定单元格中的数据，并可能无法打印正确信息，如果报表是用[包括]报表

选项设置生成。如果您要从Sage 300中的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中打印报

表，确保[包括]报表选项未被选中。

注释：对于Excel基础的图表，数据标签的默认位置依Excel版本而异。要添加

或删除数据标签或修改它们的位置，参照您安装的Excel版本提供的帮助或

文档。

l Balsum03.xls。特定期间的资产负债表摘要

一个特定期间的资产负债表的摘要。

l Balsum04.xls。比较资产负债表摘要(当前年度 / 先前年度)

一个当前和先前年度金额的比较，和按金额和百分比的差异。

l Balsum05.xls，比较资产负债表摘要(当前年度 / 预算)

一个当前年度的实际和预算金额的比较，和按金额和百分比的差异。

损益表

总帐包括标准的损益表和损益表摘要。

样本摘要包括：

l 一个常规比损益表，总结公司某个特定期间的利润或损失。

l 一个共同比损益表，它包括一个常规比损益表，以及另外的把行条目列为销售

营收的一个百分比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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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l 共同比损益表，其中包括图形摘要，特定期间的报告，当前和先前年度金额的比

较，以及当前年度和预算金额的比较。

提示：您可以使用Excel公式和函数把金额作为百分比或比例显示。

标准损益表

总帐包括下列样本报告：

l QuikInc1.xls。标准损益表(单列)

l QuikInc2.xls。比较损益表(当前年度至今 / 上一年度至今)

l QuikInc3.xls。比较损益表(当前年度到预算)

l QuikInc4.xls。比较损益表(当前年度与下钻)

使用这一报告来下钻到一个始发交易。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下钻" (第 82
页)。

损益表摘要

损益表摘要显示各个科目作为销售营收的一个百分比，允许财务经理们看到公司

的利润如何受到损益表各个部分的影响。

总帐包括下列样本报告：

l Incsum01.xls。共同比损益表

销售营收的一个作为金额和作为百分比的摘要，打印在另外的页面上。

l Incsum02.xls。含图形的损益表摘要

合计营收的一个作为金额的摘要和作为百分比的图形。

重要！ 财务报表器不生成这一报表。相反，该报表使用来自Excel电子表格固

定单元格中的数据，并可能无法打印正确信息，如果报表是用[包括]报表选项

设置生成。如果您要从Sage 300中的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中打印报表，确保

[包括]报表选项未被选中。

注释：对于Excel基础的图表，数据标签的默认位置依Excel版本而异。要添加

或删除数据标签或修改它们的位置，参照您安装的Excel版本提供的帮助或文

档。

l Incsum03.xls。特定期间的损益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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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期间的损益表的摘要。

l Incsum04.xls。比较损益表摘要(当前年度 / 先前年度)

一个当前和先前年度金额的比较，和按金额和百分比的差异。

l Incsum05.xls。比较损益表摘要(当前年度 / 预算)

一个当前年度的实际和预算金额的比较，和按金额和百分比的差异。

财务分析报告

分析报告显示财务经理们用来评估一个公司业绩的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对下列某些样本报告，您必须输入一个基准公司—一个业界平均公司的财务比率

—在基准工作表上。

总帐包括下列样本报告：

l Finratio01.xls。财务比率

分组为下列类别的当前期间的财务比率的一个摘要：盈利能力，资产利用，流

动资金，债务利用，和增长。

l Finratio02.xls。财务比率和基准

一个公司财务比率与基准的比较，以及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

l Finratio03.xls。含图形的财务比率和基准

一个公司财务比率与基准的图形比较。

重要！ 财务报表器不生成这一报表。相反，该报表使用来自Excel电子表格

固定单元格中的数据，并可能无法打印正确信息，如果报表是用[包括]报表

选项设置生成。如果您要从Sage 300中的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中打印报

表，确保[包括]报表选项未被选中。

注释：对于Excel基础的图表，数据标签的默认位置依Excel版本而异。要添加

或删除数据标签或修改它们的位置，参照您安装的Excel版本提供的帮助或

文档。

l Finratio04.xls。比较财务比率(当前年度 / 先前年度)

一个公司财务比率当前和先前年度的比较，以及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

l Finratio05.xls。含图形的比较财务比率和基准(当前年度 / 先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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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预测

一个比较公司财务比率当前和先前年度与基准的图形。

重要！ 财务报表器不生成这一报表。相反，该报表使用来自Excel电子表格固

定单元格中的数据，并可能无法打印正确信息，如果报表是用[包括]报表选项

设置生成。如果您要从Sage 300中的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屏幕中打印报表，确保

[包括]报表选项未被选中。

注释：对于Excel基础的图表，数据标签的默认位置依Excel版本而异。要添加

或删除数据标签或修改它们的位置，参照您安装的Excel版本提供的帮助或文

档。

财务预测

使用财务预测来评估您当前的经营业绩，并预计您的业务将如何在未来实施。

Forecast.xls创建一个预测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报告包括当前和先前期间的

实际，和基于销售营收增长百分比的下三个年度的预计金额。

注释：预测方法假定某些费用，资产，和债务与销售水平保持一个恒定的关系。

要实施假设分析，在报告规格的调整区域中输入营收增长的预计百分比和其它行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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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FR菜单指令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开一个Microsoft Excel工作表时，一个加载项选项卡会出

现在Excel工具栏上。在这一选项卡上，FR菜单显示您可以用来创建和编辑财务报

表和规范的指令。

FR菜单指令

指

令

描述 注释

FR
清

除

从一个先前生成的财务

报告中清除报表范围。

l 您通常在开发和测试之后保存一个规范的最终版本之前

使用FR清除。

l 您不需要在使用FR视图生成一个报表之前使用FR清除。

不过，通过先清除报表范围，您可以保存一个较小的和一

个在您打印财务报表时花更少时间加载的电子表格。

FR
下

钻

生成一个包含交易公式

的财务报告之后下钻到

交易。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下钻" (第 82 页)。

FR
帮

助

查看财务报告设计器的

帮助。

FR
选

项

指定财务报告上一个科

目的期初预算或期初数

量是否应从上年结转。

l 使用预算期初余额。选择这一选项来显示从上年结转的

预算金额。

注释：如果有当前年度的预算信息，这一选项被忽略而

显示当前年度的信息。

l 使用数量期初余额。选择这一选项为一个使用维护数量

选项的科目显示数量。

注释：如果有当前年度的数量信息，这一选项被忽略而

显示当前年度的信息。

提示：如果您更改一个选择，运行FR视图来恭喜您的报表。

FR
粘

贴

插入财务报表系统功

能、科目编号和选择标

准。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和"使用FR粘贴在

财务报表中插入信息" (第 85 页)。

FR 打开您用来从报表规范 更多信息，参见"总帐报告设计器" (第 27 页)。

FR菜单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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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令

描述 注释

视

图

生成财务报告的总帐财

务报表设计器屏幕。

关于FR下钻

在总帐打印财务报告和报告设计器屏幕上，您可以选择下钻信息选项来添加下钻

链接到生成的报表上。

下钻指令存储在一个单元格的注释对象中。生成一个报告后，您可以右击一个结

果单元格，然后点击FR下钻来查看交易明细。

注释：一封电邮报表的收件人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有激活的总帐，如果他

们要下钻到报表中的相关交易。

警告！ 一个包含大量下钻链接的电子表格可能在报告设计器和在Microsoft
Excel中很慢打开，或打开失败。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开一个Microsoft Excel工作表时，一个加载项选项卡会出

现在Excel工具栏上。在这一选项卡上，FR菜单显示您可以用来创建和编辑财务

报表和规范的指令。FR下钻指令出现在菜单上。您可以在财务报告设计器中生成

一个报表之后用它来查看原始交易。

注释：您必须使用FR视图指令来生成一个报表之后才可以使用FR下钻。

FR下钻示例

样本电子表格quickinc4.xls使用交易函数FRTRNA来演示下钻。在样本电子表

格中，公式FRTRNA("NETYTD)"产生一个收益报告，有一个显示当前年度至今结

果的数字列。显示的备注解释如何下钻到交易。

要看到FR下钻如何工作，在样本电子表格quickinc4.xls中实施下列步骤：

1. 在Excel工具栏上，在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 > FR视图。

2. 点击确定运行FR视图。

报表生成。FR下钻在其中可用的结果单元格出现，在单元格的右上角有一个

红色的标记。

3. 右击一个报表单元格，然后点击FR下钻。

原始交易明细出现在一个新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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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R粘贴

支持FR下钻的公式

FR下钻仅适用于包含以下交易函数的公式：

l FRTRN

l FRTRNA

l FRTRNCR

l FRTRNDR

FR下钻对包含以下交易函数的编辑版本的公式不可用：

l FRTRN

l FRTRNA

l FRTRNCR

l FRTRNDR

下面是编辑过的指令的几个例子：

l =FRTRN("NETP")+100

l =ROUND(FRTRN("NETP"),0)

有关财务报表设计器中其它菜单指令的信息，参见"FR菜单指令" (第 81 页)。

关于FR粘贴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开一个Microsoft Excel工作表时，一个加载项选项卡会出现

在Excel工具栏上。在这一选项卡上，FR菜单显示您可以用来创建和编辑财务报表

和规范的指令。

FR粘贴指令出现在菜单上。您使用它来粘贴公式到电子表格单元格提取和显示以

下总帐数据：

l 科目编号。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l 科目选择标准(实例查询表达式)。更多信息，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l 财务报表器函数。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表器函数" (第 89 页)。

l 上卷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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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使用上卷的金额选项来指定是否粘贴上卷的余额

或数量到上卷科目的报表。这一选项只对FRAMT，FRAMTA，FRCREDIT，和

FRDEBIT可用。

创建上卷群组时要小心，避免最后在最终报表中出现双倍金额。

选择上卷成员科目选项，将其余额和数量正被上卷到它们的上卷科目的上

卷成员科目余额或数量包括在报表的相同粘贴功能中。

有关财务报表设计器中其它菜单指令的信息，参见"FR菜单指令" (第 81 页)。

粘贴单一值和默认列规范

以下是您将要粘贴在一个财务报表中的典型的单一值：

l 公司名称

l 期间截止日期(或今天的日期)

l 要为其打印报表的分部或部门

l 一个单一科目余额

为上述条目中的每一个，您将粘贴一个完整的公式，而且您将可能不必编辑结

果。

粘贴列公式

如果您要粘贴一个要用作默认列规范的公式，不输入科目参考(因为您将要在使

用默认列规范的每一行的列A中提供)。

例如，一个单一单元格的公式可能是=FRAMT("BALP","1000")，而一个默认列公

式会是=FRAMT("BALP")。

使用FR粘贴的指示，参见"使用FR粘贴在财务报表中插入信息" (第 85 页)。

关于财务指示符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开一个Microsoft Excel工作表时，一个加载项选项卡会出

现在Excel工具栏上。在这一选项卡上，FR菜单显示您可以用来创建和编辑财务

报表和规范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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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R粘贴

FR粘贴指令出现在菜单上。在FR粘贴函数屏幕上，财务指示符是一个为FRAMT,
FRAMTA, FRDEBIT, FRCREDIT, FRTRN, FRTRNA, FRTRNCR, 和FRTRNDR函数出现

的下拉清单。该清单显示您可以选择的财务集选项：

l 预算集1，2，3，4，和5

l A.实际货币数字

l P.暂过帐的货币数字

l Q.数量(实际或暂时)

l QA.实际数量

l QP.暂过帐数量

注释：

FRTRN, FRTRNA, FRTRNCR, 和FRTRNDR函数仅包括下拉选项：

l A.实际货币数字

l Q.数量(实际或暂时)

l QA.实际数量

出现实际或临时数字或数量取决于您在打印一个报表时在预览财务报告屏幕上选

择的默认值。

使用FR粘贴在财务报表中插入信息

当您使用报告设计器打开一个Microsoft Excel工作表时，一个加载项选项卡会出现

在Excel工具栏上。在这一选项卡上，FR菜单显示您可以用来创建和编辑财务报表

和规范的指令。

FR粘贴指令出现在菜单上。您使用它来粘贴公式到电子表格单元格提取和显示总

帐数据。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

要使用FR粘贴来插入信息：

1. 在报告设计器中，选择您要在其中插入总帐数据的单元格。

2. 在Excel工具栏上，在加载项选项卡上，点击FR > FR粘贴。

FR粘贴函数窗口出现。在函数清单和可用选择的下方，一个单元格参考(如
Cell $A$1:)和公式(如FRACCT(""))出现。随着您选择选项，这一区域更新以

显示当前的公式。

在屏幕的左下角，函数随着您选择选项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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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函数清单中，选择一个函数，科目参考，或选择标准表达式。

当您选择一个函数时，对该函数可用的选项和参数出现在清单的右侧。根据

您的选择，这些可能包括科目编号，科目范围，选择标准，币种类型，和其它

他选项。

4. 为函数，科目参考，或表达式指定选项。更多信息，参见"财务报表器函数" (第
89 页)。

如果您正在指定科目编号，您可以指定个别科目编号或一个科目范围。

5. 如果您要按具体标准筛选一个科目或科目范围，点击按钮选择标准按钮，然

后指定要使用的标准。

6. 当您完成创建公式后，将其粘贴到您的报表或规范中。

a. 要粘贴公式到选定的单元格(列在屏幕的左下方)，点击粘贴。

b. 要选择一个不同的单元格，点击下一行，前一行，下一列，或前一列导航到

想要的单元格，然后点击粘贴。

您创建的公式粘贴到财务报表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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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科目参考句法和示例

科目编号参考可以使用下列句法：

符号 描述

连字符
-

在总帐中的总帐选项屏幕上定义的一个科目节段分隔符。(连字符是默认分隔

符。)

冒号: 分隔一个范围中的科目编号。

波浪号
~

分隔一个节段范围中的节段代码。

科目参考符号

注释：所有的例子都假设节段1是科目节段而节段2是部门节段。

标准科目参考

格式 描述 示例

aaaaaaaa
或者
aaaa-aaaa

一个由一个或两个节段组成的

特定总帐科目编号。

输入科目编号可以带或不带节

段分隔符-。不过，如果您要指

定科目的范围，我们建议您包

括分隔符以便消除规格中的歧

义。

100-C
科目100，部门C。

aaaa-
A:bbbb-B

一个总帐科目和部门的范围。

当从您输入的信息中创建一个

搜索语句时，财务报表器添加

一串Z到范围中的最后一个编

号。换句话说，它搜索“aaaa-
A”和“bbbb-
BZZZZZZZZZZZZZZZ”之间

的科目编号。

l 100:200

100和200之间的科目(来自任何部

门)

l 100-A:200-F 

有一个在100和200之间的科目节段

值和一个在A和F之间的部门节段值的

科目(任何非ACCTID的顺序)。

如果顺序是ACCTID，科目150-H将被

包括，因为它落在100-A和200-F之
间。不过，对非ACCTID顺序，财务报

表器只采取那些落在两个范围(科目

标准科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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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描述 示例

范围和部门范围)中的科目，因此

100-A:200-F与100~200-A~F一样

(如下所示)。

如果顺序是ACCTID，约束是ACCTID
=> 100-A 以及 ACCTID <= 200-F。

aaaa%%
或者

aaaa:aaaa

一个总帐科目编号的范围。

(通配符符号%%是一个简单

的指定所有有相同节段的科目

的方法。)

100%%或者100:100

所有以100开始的科目，无论科目结构如

何。

aaaa~bbbb-
A

一个有固定第二节段的总帐科

目编号的范围。

财务报表器从包括第二节段代

码的范围内的每个科目中提取

信息。

l 100-A:200-F

部门F中有一个在100和200之间的科

目节段值并有一个部门节段代码F的
科目。

l 100-A:200-F 

有一个在100和200之间的科目节段

代码并有一个从A到F的部门节段代码

的科目。

aaaa~bbbb 一个总帐科目节段代码的范

围。

财务报表器提取所有符合您指

定的科目节段的科目，不管编

号中有多少节段，也不管科目

节段在科目结构中的哪里。

这允许您为一个节段指定一个

范围，(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帐

户编号范围)，而且当科目节

段不是科目编号中的第一个节

段时特别有用。

4000:8000

有一个从4000到8000的科目节段代码

的科目，不管编号中有多少节段，也不管

科目节段在科目结构中的哪里。例如，结

果将包括10-4000，20-5000，和10-
6000，如果这些科目存在于总帐中。

aaaa
[ACCT],
bbbb~cccc-
A[MANU]

一个个别科目编号和一个科目

编号的范围。方括号表示科目

编号使用的科目结构代码。

aaaa-%,
bbbb~cccc-
A~B, gggg-
D

一组范围和个别科目，用一个

逗号分隔每个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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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财务报表器函数从总帐中提取数据，包括交易和可选字段信息。

财务报表器函数符号

财务报表器函数使用下列印刷字体公约：

公约 描述

UPPERCASE 函数名称用大写字母。

( ) 函数自变量在括号中列出。

, 所有自变量用一个逗号分隔。

大多数自变量数是文本，所以要么：

l 在引号中

l 一个对包含一个文本值的电子表格单元格，或一个返回一个文本值的

公式的参照。

注释：如果您指定一个不存在的自变量，Excel将返回一个“#VALUE!”错
误。

示例：
FRACT(字段名称，科目编号)

FRACCT(字段名称，科目编号，选择标准，格式)

财务报表器函数

总帐中的科目包含两个主要的数据类型：

l 主信息：科目名称，科目类型，和有关科目的其它信息。

l 财务集值：每个总帐科目的余额和净金额。

您可以使用财务报表器中下列的函数从总帐中提取数据，包括交易和可选字段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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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提取的数据

"财务报表" (第 91 页) 总帐选项数据，公司数据，和报告打

印选项

"FRACCT" (第 94 页) 科目数据，包括科目可选字段

"FRAMT" (第 98 页)，"FRAMTA" (第 104 页)，
"FRCREDIT" (第 110 页)，"FRDEBIT" (第 116
页)

财务集数据

"FRFISCAL" (第 122 页) 会计日历日期

"FRPOST" (第 124 页) 科目和交易明细数据，以及来自已过

帐交易的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数据。

"FRRATE" (第 127 页) 汇兑率

"FRSDESC" (第 129 页) 节段代码描述

"FRTRN" (第 130 页)，"FRTRNA" (第 135 页)，
"FRTRNCR" (第 140 页)，"FRTRNDR" (第 145
页)

包括净合计，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

(但没有暂定金额)的交易明细数据

提示：在Excel中，使用FR粘贴(在财务报告设计器的FR菜单中)来插入一个财

务报表器函数到一个财务报告中。从FR粘贴屏幕，您可以选择函数，它的自变

量，和额外报表选项。更多信息，参见"关于FR粘贴" (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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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这一函数可以提取总帐选项，公司，和财务日历数据；运行时参数值；和报告打印选

项。

句法

FR(选项，格式化的)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选项 来自公司概览的一个字段的名称，财务日历，或者总帐选项屏幕；或者一个指

定的运行时参数或打印选项。

格式化

(可选)
指明返回值是否应该根据在视图中定义的演示格式化。如果省略，默认是”格
式化“。使用下列结构之一：

l "FORMATTED", "F", 或 "FMT"

l "UNFORMATTED", "U", 或 "UNFMT"

选项可以是下列之一：

总帐选项字段

字段名称 描述

Orgid 6字符的公司的数据库标识(例如，SAMINC)

Coname 公司名称

地址1 第一个地址行

地址2 第二个地址行

地址3 第三个地址行

地址4 第四个地址行

市/县 市/县

省 省

省/市/区 省/市/区

邮编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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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邮政 邮政编码

国家 国家

电话 电话号码

传真 传真号码

联系人 分类帐联系人姓名

FuncCurr 分类帐功能币种

RPCurr 报告币种代码，当欧元是功能币种时

RPACCT 在总帐选项中为报告币种打印的舍入科目，当欧元是功能币种时

运行时参数和打印选项

名称 字段的内容

SessionDate 登录时输入的日期

年度 财务年度

期间 财务期间编号

起始 期间起始日期

截止 期间截止日期

QStart 季度起始日期

QEnd 季度截止日期

ReportType l 如果未格式化，返回“1”作为实际，“2”作为暂时报表

l 如果格式化，返回“实际”或“暂时”

ReportAs l 如果未格式化，返回“1”作为合并，“2”作为分列

l 如果格式化，返回“合并”或“分列”

SortBy l 如果未格式化，返回“1”作为科目标识，“2”作为节段标识，“3”作为

科目排序群组

l 如果格式化，返回AccountID“，”SegmentID“，或”Account Sorted
Group“。

SortByAcSeg l 如果未格式化，返回您要按其分类的节段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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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字段的内容

l 如果格式化，返回您要按其分类的节段的名称

从AcctID 打印范围中的起始科目标识

到AcctID 打印范围中的截止科目标识

从AcctGroup 打印范围中的起始科目群组

到AcctGroup 打印范围中的截止科目群组

AcSegNamen 第n个科目节段的名称(例如，分部或部门)

AcSegReportAs
n

如果ReportAs = 2(分列)，这是第n个节段的合并设置

FromAcSegn 打印范围中第n个节段的起始值

ToAcSegn 打印范围中第n个节段的截止值

CurAcSegValn 当前报表的节段的当前值这一值只有当"ReportAs" = 2(分列)时才合

适

Acctgroupsort 按科目排序群组排序

Acctgroup 按科目群组排序

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Coname") The Garden Inc.

=FR("End") 4/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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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CT

这一函数从总帐科目记录中提取数据，包括科目可选字段。它不能从交易可选字

段中提取数据。

句法

FRACCT(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格式化)

注释：如果缺少科目参考，科目不存在，或者如果没有科目存在于指定范围中，

这一函数返回一个空值。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字段名

称

来自总帐科目记录的字段名称，包括科目可选字段。

提示：科目可选字段有一个前缀“A.”。

科目参

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注释：
l 为一个科目的范围，该函数仅返回对所有科目共同的数据。

l 如果科目不存在，FRACCT返回一个连字符(-)。

标准 一个在科目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

计算中的科目。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格式化

(可选)
指明返回值是否应该根据在视图中定义的演示格式化。如果省略，默认是”格式

化“。使用下列结构之一：

l "FORMATTED", "F", 或 "FMT"

l "UNFORMATTED", "U", 或 "UNFMT"

总帐科目数据的字段名称

您可以使用下列总帐科目字段名称。要提取可选字段，在字段名称之前添加前缀

A.(包括小数点)。

字段名称 描述

ACCTID 科目编号，包括所有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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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CREATEDATE 创建科目的日期

ACCTDESC 科目描述

ACCTTYPE 科目类型

l 如果未格式化，I，B，或R

l 如果格式化，“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或者“留存收益”

ACCTBAL 正常余额

l 如果未格式化，1作为借项或者2作为正常贷项

l 如果格式化，“借项”或“贷项”

ACTIVESW 科目状态(活动或闲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作为活动或者0作为闲置

l 如果格式化，“活动”或“闲置”

CONSLDSW 合并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交易在过帐时合并，0如果它们不

合并

l 如果格式化，“合并日志”或者“不合并日志”

QTYSW 数量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数量用于科目，0如果不是。

l 如果格式化，“是”或“否”。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如果使用数量

ALLOCSW 分配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科目可以重新分配，0如果不

l 如果格式化，“是”或“否”。

ACCTOFSET 重新分配的科目编号

ACCTSRTY 分配交易来源代码

ROLLUPSW 上卷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科目是一个上卷科目，0如果不是

l 如果格式化，“是”或“否”。

MCSW 多币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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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是多币种，0如果不是

l 如果格式化，“是”或“否”。

SPECSW 特定来源币种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0如果是所有币种，1如果是特定币种

l 如果格式化，“所有币种”或“特定币种”

ACCTGRPCOD 科目群组代码

CTRLACCTSW 控制科目设置

l 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科目是一个控制科目，0如果不是

l 如果格式化，“控制科目”或“非控制科目”

SRCELDGID(保留的字段) 来源分类帐，如果科目是一个控制科目(例如，AR或AP)。

ALLOCTOT 不同分配比例的百分比合计

ABRKID 科目结构代码

YRACCTCLOS 上一结转年度

ACCTFMTTD 格式化科目编号

ACSEGVALn (n= 01 到

10)
01到10的科目节段代码

ACCTSEGVAL 在总帐选项中作为科目节段定义的节段

ACCTGRPSCD 科目群组排序代码

POSTOSEGID 用于科目过帐的节段的代码

DEFCURNCOD 默认币种代码

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ACCT("ACCTDESC","1000-
333")

“销货成本”

=FRACCT("QTYSW","1000-
333","F')

“是”

=FRACCT("ACCTTYPE",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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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返回值

"1000-333","FMT")

=FRACCT("A.ACCTCLASS","4000") “销售”

=FRACCT("ACCTDESC","1000-
333:1000-400")

打印一个仅包括这些对科目范围中每个科目共

同的字词的描述。

例如，如果范围内的科目有下列描述，“应收”应
该是返回的值。

l 应收帐款：客户

l 应收帐款：雇员

l 应收：超过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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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T

这一数从总帐帐中为一个指定期间提取实际，预算，以及数量余额和净金额。

被FRAMT返回的所有与科目类型有关的金额。借项科目中的借项余额和贷项科目

中的贷项余额作为正数返回；借项科目中的贷项余额和贷项科目中的借项余额作

为负数返回。

虽然FRAMT类似于"FRAMTA" (第 104 页)，如果科目是一个借项或贷项类型，

FRAMTA返回所有借项余额作为正数以及所有贷项余额作为负数。

FRAMT也类似于"FRTRN" (第 130 页)，但FRAMT从科目历史中提取合计，而

FRTRN从交易历史中提取合计。

句法

FRAMT(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币种)

注释：如果缺少科目参考，科目不存在，或者如果没有科目存在于指定范围中，

这一函数返回0。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

个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R。上卷金额R必须是第一个字符而且可以用于其它前缀

提示：在Excel中，如果您使用FR粘贴屏幕来添加FRAMT函数到一个报告，

选择使用上卷的金额复选框。

l P。暂计金额

l Q。数量(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型)

l QA。实际数量

l QP。暂计数量

l 1到5。预算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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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可用的预算集数目依产品的版本而异。

在Sage 300 Standard中2个

在Sage 300 Advanced中3个

在Sage 300 Premium中5个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默认报表设置被使用(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

型)。类似地，如果财务前缀是“Q”或“RQ”，返回实际或暂计数量，取决于报表的

类型。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示例：对于字段名称自变量ABALP.2008，ABALP是财务集前缀和参照当前期间

实际余额的字段名称的组合，而2008是财务年度后缀。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

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 (第 54 页)。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也被称

为币种代码限定符)。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注释：这一选项只有当您选择欧元作为您的功能币种并在公司概览中指定

了一个不同的报告币种时才可用。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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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余额和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BALP1 NETP2

上一期间 LP BAL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BAL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BALnPA NETnPA

期间余额和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BAL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BAL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BAL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BAL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BAL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3 nQTD BAL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BALnQA NETnQA

季度余额和净变动

1BALP，BALnP，BALYTD，等等只有当余额是为了年度的最后期间时才包括来自

期间14的调整。BALY包括期间14。期末分录未包括。要包括期末分录，使用

BALCLOSE。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额，使用FRAMT("BALP")
-FRAMT("NETADJ")。
2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3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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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n个季度前至今1 nQATD BAL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2 PQ BALPQ NETPQ3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BALPQnPA NETPQ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BAL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BAL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BAL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BAL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BALnS NETnS

第n个半年至今4 nSTD BAL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BAL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5 nSATD BAL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6 PS BAL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BALPSnPA NETPSnPA

半年余额和净变动

1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2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3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4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5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6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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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BALY NETY

年度至今 YTD BAL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BAL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BAL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BALOPEN

年度结尾1 CLOSE BAL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ADJ NETADJ2

合计年度余额和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BALOPEN，

NETADJ，和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BALOPEN是该年度的科目的期初余额。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和BAL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或为支持的函数提供暂计余额)。

A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

1BALP提供来自当前财务期间预算集1的余额(为可以参照预算集的函

数)。

1BALCLOSE在每个期间中都与BALP一样，除了在年度的最后期间中它包括调整

和期末分录。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2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

额，使用FRAMT("BALP")-FRAMT("NET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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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AMT("PBALP.L1","1000-
33-248"; "DEM.S")

去年当前期间到科目1000-33-248的暂过帐德国马

克(来源币种)余额。

=FRAMT("QBALP","2000") 科目2000的当前期间的数量余额。

=FRAMT
("ABAL.2010","1000%%",
"(ACCTTYPE="B")")

年度2010有以“1000”开始的科目编号的所有资产

负债表科目的合计实际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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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TA

这一函数类似于"FRAMT" (第 98 页)。它有与FRAMT相同的自变量，并返回相同

的数据。不同的是，返回值的符号依赖于FRAMT，但不是FRAMTA的科目类型。

FRAMTA返回所有借项余额为正数，以及所有贷项余额为负数，因此很容易总计

一个科目范围而不考虑科目类型。相比之下，FRAMT返回贷项科目中的借项余额

为负数以及贷项科目中的贷项余额为正数。

句法

FRAMTA(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币种)

注释：如果缺少科目参考，科目不存在，或者如果没有科目存在于指定范围中，

这一函数返回0。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

个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R。上卷金额R必须是第一个字符而且可以用于其它前缀

提示：在Excel中，如果您使用FR粘贴屏幕来添加FRAMT函数到一个报告，

选择使用上卷的金额复选框。

l P。暂计金额

l Q。数量(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型)

l QA。实际数量

l QP。暂计数量

l 1到5。预算集编号

可用的预算集数目依产品的版本而异。

在Sage 300 Standard中2个

在Sage 300 Advanced中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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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在Sage 300 Premium中5个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默认报表设置被使用(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

型)。类似地，如果财务前缀是“Q”或“RQ”，返回实际或暂计数量，取决于报表的

类型。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示例：对于字段名称自变量ABALP.2008，ABALP是财务集前缀和参照当前期间

实际余额的字段名称的组合，而2008是财务年度后缀。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

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 (第 54 页)。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也被称

为币种代码限定符)。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注释：这一选项只有当您选择欧元作为您的功能币种并在公司概览中指定

了一个不同的报告币种时才可用。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余额和净变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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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BALP1 NETP2

上一期间 LP BAL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BAL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BALnPA NETnPA

期间余额和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BAL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BAL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BAL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BAL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BAL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3 nQTD BAL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BALnQA NETnQA

n个季度前至今4 nQATD BALnQATD NETnQATD

季度余额和净变动

1BALP，BALnP，BALYTD，等等只有当余额是为了年度的最后期间时才包括来自

期间14的调整。BALY包括期间14。期末分录未包括。要包括期末分录，使用

BALCLOSE。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额，使用FRAMT("BALP")
-FRAMT("NETADJ")。
2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3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4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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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上季度(3个期间)1 PQ BALPQ NETPQ2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BALPQnPA NETPQ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BAL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BAL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BAL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BAL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BALnS NETnS

第n个半年至今3 nSTD BAL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BAL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4 nSATD BAL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5 PS BAL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BALPSnPA NETPSnPA

半年余额和净变动

1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2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3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4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5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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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BALY NETY

年度至今 YTD BAL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BAL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BAL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BALOPEN

年度结尾1 CLOSE BAL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ADJ NETADJ2

合计年度余额和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BALOPEN，

NETADJ，和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BALOPEN是该年度的科目的期初余额。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和BAL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或为支持的函数提供暂计余额)。

A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

1BALP提供来自当前财务期间预算集1的余额(为可以参照预算集的函

数)。

1BALCLOSE在每个期间中都与BALP一样，除了在年度的最后期间中它包括调整

和期末分录。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2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

额，使用FRAMT("BALP")-FRAMT("NET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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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下面的例子显示FRAMT和FRAMTA函数返回值之间的差异。

AccountType 值 FRAMT
返回值

FRAMTA
返回值

借项 100 DR 100 100

借项 100 CR -100 -100

贷项 100 CR 100 -100

贷项 100 DR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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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REDIT

这一函数与"FRAMT" (第 98 页)相同，只不过它只返回那些有贷项金额的科目(余
额或净变动)—而不管该科目是一个借项或贷项科目。

注释：这一函数可以提取预算和暂计金额，计算结余，并包括上卷金额和上卷

成员科目。

句法
FRCREDIT(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币种)

提示：使用标准自变量来限制这一函数到贷项(CR)科目类型。

FRCREDIT返回科目的贷项值，有下列例外：

l 如果一个借项科目的值零或一个借项金额，返回空白

l 如果一个贷项科目的值是零，返回0

l 如果缺少科目参考或者如果无法找到一个指定科目，返回“0”。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

个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R。上卷金额R必须是第一个字符而且可以用于其它前缀

提示：在Excel中，如果您使用FR粘贴屏幕来添加FRAMT函数到一个报告，

选择使用上卷的金额复选框。

l P。暂计金额

l Q。数量(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型)

l QA。实际数量

l QP。暂计数量

l 1到5。预算集编号

可用的预算集数目依产品的版本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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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在Sage 300 Standard中2个

在Sage 300 Advanced中3个

在Sage 300 Premium中5个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默认报表设置被使用(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

型)。类似地，如果财务前缀是“Q”或“RQ”，返回实际或暂计数量，取决于报表的

类型。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示例：对于字段名称自变量ABALP.2008，ABALP是财务集前缀和参照当前期间

实际余额的字段名称的组合，而2008是财务年度后缀。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

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 (第 54 页)。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也被称

为币种代码限定符)。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注释：这一选项只有当您选择欧元作为您的功能币种并在公司概览中指定

了一个不同的报告币种时才可用。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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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余额和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BALP1 NETP2

上一期间 LP BAL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BAL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BALnPA NETnPA

期间余额和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BAL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BAL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BAL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BAL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BAL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3 nQTD BAL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BALnQA NETnQA

季度余额和净变动

1BALP，BALnP，BALYTD，等等只有当余额是为了年度的最后期间时才包括来自

期间14的调整。BALY包括期间14。期末分录未包括。要包括期末分录，使用

BALCLOSE。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额，使用FRAMT("BALP")
-FRAMT("NETADJ")。
2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3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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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n个季度前至今1 nQATD BAL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2 PQ BALPQ NETPQ3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BALPQnPA NETPQ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BAL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BAL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BAL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BAL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BALnS NETnS

第n个半年至今4 nSTD BAL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BAL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5 nSATD BAL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6 PS BAL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BALPSnPA NETPSnPA

半年余额和净变动

1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2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3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4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5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6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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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BALY NETY

年度至今 YTD BAL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BAL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BAL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BALOPEN

年度结尾1 CLOSE BAL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ADJ NETADJ2

合计年度余额和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BALOPEN，

NETADJ，和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BALOPEN是该年度的科目的期初余额。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和BAL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或为支持的函数提供暂计余额)。

A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

1BALP提供来自当前财务期间预算集1的余额(为可以参照预算集的函

数)。

1BALCLOSE在每个期间中都与BALP一样，除了在年度的最后期间中它包括调整

和期末分录。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2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

额，使用FRAMT("BALP")-FRAMT("NET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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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下面的例子显示FRAMT和FRCREDIT函数返回值之间的差异。

科目类型 值 FRAMT
返回值

FRCREDIT
返回值

贷项 100 CR 100 100

贷项 0 0 0

借项 0 0 空白

借项 100 CR -100 100

借项 100 DR 100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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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DEBIT

这一函数与"FRAMT" (第 98 页)相同，只不过它只返回那些有借项金额的科目(余
额或净变动)—而不管该科目是一个借项或贷项科目。

注释：这一函数可以提取预算和暂计金额，计算结余，并包括上卷金额和上卷

成员科目。

句法

FRDEBIT(字段名称、科目参照、选择标准、币种)

提示：使用标准自变量来限制这一函数到借项(DR)科目类型。

FRDEBIT返回科目的借项值，有下列例外：

l 如果一个贷项科目的值零或一个贷项金额，返回空白

l 如果一个借项科目的值是零，返回0

l 如果缺少科目参考或者如果无法找到一个指定科目，返回“0”。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

个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R。上卷金额R必须是第一个字符而且可以用于其它前缀

提示：在Excel中，如果您使用FR粘贴屏幕来添加FRAMT函数到一个报告，

选择使用上卷的金额复选框。

l P。暂计金额

l Q。数量(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型)

l QA。实际数量

l QP。暂计数量

l 1到5。预算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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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可用的预算集数目依产品的版本而异。

在Sage 300 Standard中2个

在Sage 300 Advanced中3个

在Sage 300 Premium中5个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默认报表设置被使用(实际或暂计，取决于报表类

型)。类似地，如果财务前缀是“Q”或“RQ”，返回实际或暂计数量，取决于报表的

类型。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示例：对于字段名称自变量ABALP.2008，ABALP是财务集前缀和参照当前期间

实际余额的字段名称的组合，而2008是财务年度后缀。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

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科目可选字段。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 (第 54 页)。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也被称

为币种代码限定符)。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注释：这一选项只有当您选择欧元作为您的功能币种并在公司概览中指定

了一个不同的报告币种时才可用。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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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余额和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BALP1 NETP2

上一期间 LP BAL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BAL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BALnPA NETnPA

期间余额和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BAL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BAL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BAL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BAL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BAL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3 nQTD BAL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BALnQA NETnQA

季度余额和净变动

1BALP，BALnP，BALYTD，等等只有当余额是为了年度的最后期间时才包括来自

期间14的调整。BALY包括期间14。期末分录未包括。要包括期末分录，使用

BALCLOSE。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额，使用FRAMT("BALP")
-FRAMT("NETADJ")。
2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3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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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n个季度前至今1 nQATD BAL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2 PQ BALPQ NETPQ3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BALPQnPA NETPQ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BAL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BAL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BAL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BAL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BALnS NETnS

第n个半年至今4 nSTD BAL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BAL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5 nSATD BAL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6 PS BAL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BALPSnPA NETPSnPA

半年余额和净变动

1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2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3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4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5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6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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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BAL

(余额)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BALY NETY

年度至今 YTD BAL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BAL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BAL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BALOPEN

年度结尾1 CLOSE BAL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ADJ NETADJ2

合计年度余额和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BALOPEN，

NETADJ，和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BALOPEN是该年度的科目的期初余额。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和BAL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或为支持的函数提供暂计余额)。

ABAL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余额。

1BALP提供来自当前财务期间预算集1的余额(为可以参照预算集的函

数)。

1BALCLOSE在每个期间中都与BALP一样，除了在年度的最后期间中它包括调整

和期末分录。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2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要打印来自最终财务期间没有调整金额的余

额，使用FRAMT("BALP")-FRAMT("NET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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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下面的例子显示FRAMT和FRDEBIT函数返回值之间的差异。

科目类型 值 FRAMT
返回值

FRDEBIT
返回值

借项 100 DR 100 100

借项 0 0 0

贷项 0 0

贷项 100 DR -100 100

贷项 100 CR 100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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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FISCAL

这一函数从公共服务的财务日历中返回一个日期(作为一个字符串)。

句法

FRFISCAL(选项、财务年度、财务期间、格式化)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选项 期间或季度日期。

有效参数是：

l Start：期间的开始日期

l End：期间的截止日期

l QStart：季度的开始日期

l QEnd：季度的截止日期

fiscal year
(可选)

有效参数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4位数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

年

如果未指定，则假定为当前年度。

fiscal period
(可选)

从1到12的财务期间编号。如果未指定，使用当前期间。

注释：这一字段是一个整数，因此不放在引号中。

格式化(可
选)

指明返回值是否应该根据在视图中定义的演示格式化。如果省略，默认

是”格式化“。使用下列结构之一：

l "FORMATTED", "F", 或 "FMT"

l "UNFORMATTED", "U", 或 "UNF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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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FISCAL("Start") 11/01/2009

=FRFISCAL("Start","","O","U") 20081101

=FRFISCAL("Start","L1", VALUE(FR
("Period")),"F")

11/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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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OST

这一函数从已过帐总帐交易中提取科目和交易明细信息。它还可以为在交易记录

中指定的科目提取交易可选字段和科目可选字段数据。

明细可以合并或不合并。也就是说，如果FRPOST(或"FRACCT" (第 94 页))的结果

来自一个以上的交易，而且如果结果是一个整数，数字，或金额类型的可选字段，

您可以打印一个总计所有来自提取可选字段值的合并合计，或打印第一个有可选

字段值的提取记录的值。

l 如果一个可选字段名称已被指定，或[C]被附加到字段名称，一个合并的合计

被打印。

l 如果[U]被附加到指定的可选字段名称，仅仅第一个可选字段值被打印。

句法

FRPOST(字段名称，科目参考，选择标准，格式化)

该函数可以从所有为"FRACCT" (第 94 页)定义的总帐科目字段和科目可选字段

提取数据，它也可以参照在总帐设置，和下列总帐交易字段中定义的交易可选字

段：

交易字段名称 描述

DEFCURNCOD 默认币种代码

FISCALYR 财务年度

FISCALPERD 财务期间

SRCECURN 来源币种代码

SRCELEDGER 来源分类帐代码

SRCETYPE 来源类型代码

POSTINGSEQ 过帐序列号

CNTDETAIL 明细计数

JRNLDATE 日志日期

BATCHNBR 批次编号

ENTRYNBR 日志分录编号

TRANSNBR 日志交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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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字段名称 描述

CONSOLIDAT 过帐时发生合并

JNLDTLDESC 日志明细描述

JNLDTLREF 日志明细参考

TRANSAMT 日志交易金额(功能币金额)

TRANSQTY 日志交易数量

SCURNAMT 日志来源币种金额

RATETYPE 币种汇率表类型

RATEDATE 所选汇率日期

CONVRATE 用于转换的汇率

RATEOPER 汇率运算符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字段名

称

来自总帐科目记录的字段名称，包括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

注释：
l 科目可选字段有一个前缀A.。

l 交易可选字段有一个前缀T.。

科目参

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标准 一个在科目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

计算中的科目。参见"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格式化

(可选)
指明返回值是否应该根据在视图中定义的演示格式化。如果省略，默认是”格式

化“。使用下列结构之一：

l "FORMATTED", "F", 或 "FMT"

l "UNFORMATTED", "U", 或 "UNFMT"

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POST("TRANSAMT", 为有一个过帐序列编号100的科目1000提取未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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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返回值

"1000","(POSTINGSEQ = 100)
","U")

化交易金额。

=FRPOST("TRANSAMT",
"1000","(JRNLDATE =
20100110)","U")

从科目1000中提取自2010年1月10日以来的未格

式化交易金额。

=FRPOST
("ACCTDESC","1000")

从科目1000提取科目描述。

=FRPOST("T.QTY","4000") 提取科目4000查询期间QTY的交易可选字段值。

注释：科目编号和交易日期显示在示例中；然而，这一信息可以在报表规范中设

置—列A中的科目编号，和以其它标准，如列B中的交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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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RATE

这一函数返回汇兑率，作为一个乘数，为从来源币种转换金额到功能币种。如果汇

兑率被定义为一个除数，Sage 300提供它的倒数。

句法

FRRATE(功能币种、来源币种、汇率类型、汇率日期、选项)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功能币

种

功能(本国)币种代码

来源币

种

来源币种代码

汇率类

型

汇率类型代码

汇率日

期(可
选)

如果未指定期间截止日期，财务报表器将使用：

l 在报表规范中定义的期间截止日期

l 会话日期，如果报表不是从一个报表规范生成

日期被指定为DATE(YYYY,MM,DD)。注意DATE()电子表格函数返回日期的系列

编号。

选项

(可选)
这一自变量只在处理使用欧元兑换率表的欧元成员币种，如法郎或先令时需

要。

使用以下参数之一来选择您要函数提供币种汇兑率的哪一部分(从欧元区成员

国币种到非欧元区成员国币种)：

l RF返回汇兑率的浮动部分—欧元和非欧元区成员国币种之间未固定部分的

值。RF返回一个“1”，如果币种是欧元区成员，而且年度大于或等于1999。

l RC返回复合汇兑率—非欧元币种和欧元成员国币种之间的有效汇率。如果

没有指定任何值，这是默认值。

注释：
l 对于非欧元币种，RC将在币种汇率表中查找汇率。

l 如果来源和功能币种都是欧元区成员币种，RC将返回来自欧元转换率表的

汇率。

l 如果功能币种是欧元，而来源币种不是欧元区成员国币种，RC将返回两个

币种之间生效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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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下列示例中的有些使用电子表格函数DATEVALUE。这一函数将文本表示的日期

(如FRFISCA返回的日期字符串)转换成FRRATE接受的系列号。

报告 返回值

=FRRATE("USD","CAD","AV") 75

=FRRATE("USD","CAD","SP",
DATE(2009,10,31))

75

=FRRATE("USD","CAD","SP",
DATEVALUE(FRFISCAL("Start")))

75

=FRRATE("ATS","EUR","AV", DATEVALUE(FRFISCAL("Start")),"RC") 13.760300

=FRRATE("USD","ATS","AV", DATEVALUE(FRFISCAL("Start")),"RF")

注释：这一函数返回奥地利先令和美元之间的浮动汇率成分。在这种情况

下，这是欧元兑美元的汇率。

8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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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DESC

这个函数返回来自总帐节段代码表的科目节段名称，在给出一个节段编号和代码

时。

句法
FRSDESC(节段编号，节段代码)

自变量

自变量 描述

节段编号 从1到10的总帐节段编号

节段代码 总帐节段代码

示例

在下列示例中，节段1是部门节段。第三个示例显示如何使用FR函数为当前报表返

回节段代码。

报告 返回值

=FRSDESC(1,"USEAST") 美国东部

=FRSDESC(1,"SALES") 销售部门

=FRSDESC(1,FR("CurAcSegVal1")) 销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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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TRN

这一函数从已过帐交易中为某个指定期间提取净金额和净数量。它提取实际值和

摘要合计(按科目和交易字段)，并允许下钻到关联交易。

FRTRN类似于"FRAMT" (第 98 页)，FRTRN从交易历史中提取合计，而FRAMT从科

目历史中提取合计。

注释：这一函数不能提取预算或暂计金额，计算结余，或包括上卷金额或合计。

句法

FRTRN(字段名称，科目参考，选择标准，币种)

注释：FRTRN返回0，如果没有从交易历史中提取任何交易。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个

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Q。数量

l QA。实际数量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使用默认报表设置(实际)。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一个在科目和交易字段，包括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

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额外数据。参见"关于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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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可
选)

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以功能币种表示的等值来源金额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

如果币种代码是功能，R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如果币种代码不是功能，R提供以报告币种表示的等值金额。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从
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NETP1

上一期间 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NETnPA

期间净变动

1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期

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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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1 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NETnQA

n个季度前至今2 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3 PQ NETPQ4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NETPQnPA

季度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NETnS

半年净变动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2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3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4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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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第n个半年至今1 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2 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3 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NETPS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NETY

年度至今 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年度结尾4 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调整 NETADJ5

合计年度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NETADJ和
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2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3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4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5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

用户指南 133



附录 D：FR函数参考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净金额。

A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净变动。

示例

报告 返回值

=FRTRN("NETLQ","1000") 科目1000上一季度的净交易

=FRTRN("NET#P","1000") 科目1000查询期间的净交易

=FRTRN("NETQTD","1000") 科目1000季度至今的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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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TRNA

这一函数从已过帐交易中为您指定的期间提取净金额和净数量。它提取实际值和

摘要合计(按科目和交易字段)，并允许下钻到关联交易。

像"FRAMTA" (第 104 页)一样，它显示借项金额为正数以及贷项金额为负数。

注释：FRTRNA不计算余额，而且不包括暂过帐交易。

句法

FRTRNA(字段名称，科目参考，选择标准，币种)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个

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Q。数量

l QA。实际数量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使用默认报表设置(实际)。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交易字段，包括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

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额外数据。参见"关于筛选

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币种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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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可
选)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以功能币种表示的等值来源金额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

如果币种代码是功能，R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如果币种代码不是功能，R提供以报告币种表示的等值金额。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NETP1

上一期间 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NETnPA

期间净变动

1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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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1 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NETnQA

n个季度前至今2 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3 PQ NETPQ4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NETPQnPA

季度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NETnS

半年净变动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2
个期间。
2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3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4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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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第n个半年至今1 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2 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3 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NETPS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NETY

年度至今 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年度结尾4 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调整 NETADJ5

合计年度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NETADJ和
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

个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

何半年的头2个期间。
2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3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

先前的。
4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5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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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净金额。

A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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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TRNCR

这一函数类似于"FRCREDIT" (第 110 页)，从交易中提取净合计(仅限贷项金

额)。它提取实际值和摘要合计(按科目和交易字段)，并允许下钻到关联交易。

注释：这一函数不能提取预算或暂计金额，计算结余，或包括上卷金额或合计。

句法

FRTRNCR(字段名称，科目参考，选择标准，币种)

提示：使用标准自变量来限制这一函数到贷项(CR)交易。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个

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Q。数量

l QA。实际数量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使用默认报表设置(实际)。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交易字段，包括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

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额外数据。参见"关于筛选

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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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以功能币种表示的等值来源金额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

如果币种代码是功能，R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如果币种代码不是功能，R提供以报告币种表示的等值金额。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从
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NETP1

上一期间 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NETnPA

期间净变动

1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期

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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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1 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NETnQA

n个季度前至今2 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3 PQ NETPQ4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NETPQnPA

季度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NETnS

半年净变动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

2个期间。
2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3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4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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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第n个半年至今1 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2 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3 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NETPS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NETY

年度至今 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年度结尾4 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调整 NETADJ5

合计年度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NETADJ和
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个

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何半

年的头2个期间。
2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3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先

前的。
4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5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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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净金额。

A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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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TRNDR

这一函数类似于"FRDEBIT" (第 116 页)，从交易中提取净合计(仅限借项金额)。它

提取实际值和摘要合计(按科目和交易字段)，并允许下钻到关联交易。

注释：这一函数不能提取预算或暂计金额，计算结余，或包括上卷金额或合计。

句法

FRTRNDR(字段名称，科目参考，选择标准，币种)

提示：使用标准自变量来限制这一函数到借项(DR)交易。

自变量

自变

量

描述

字段

名称

一个来自总帐财务集含有一个可选财务标识符前缀和可选财务年度后缀(用一个

小数点从字段名称分开)的字段名称。

财务标识符前缀可以是：

l A。实际金额

l Q。数量

l QA。实际数量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前缀，使用默认报表设置(实际)。

财务年度前缀可以是：

l YYYY。一个具体的财务年度，如2010

l Ln。n年前，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L1是上一年度，L2是2年前

l Nn。n未来n年，相对于当前财务年度；例如，N1是下一年度，N2是后年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后缀，则使用当前财务年度。

科目

参考

一个指定一个单一科目或科目范围的字符串。参见"关于科目编号参考" (第 51
页)。

选择

标准

(可
选)

一个在科目和交易字段，包括科目和交易可选字段上施加选择标准的表达式。科

目参考和表达式一起决定将被包括在计算中的科目和额外数据。参见"关于筛选

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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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

量

描述

币种

(可
选)

一个包含币种参照的字符串。一个币种参照有形式”CCC.T“，其中CCC是一个3字
符的币种代码(例如，CAD代表加元，或USD代表美元)，而T是币种类型。

币种类型可以是：

l S。来源币种

l E。以功能币种表示的等值来源金额

l F。功能币种合计(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功能等值)

l R。报告币种合计

如果币种代码是功能，R包括所有来源金额的报告等值。

如果币种代码不是功能，R提供以报告币种表示的等值金额。

注释：如果没有提供币种，使用功能(本位)币种。

财务集字段名称

财务报表器可以提取下列净变动字段。

注释：在报表器代码后缀中，nn是一个可以指称财务期间(从1到13)，或季度

(从1到4)的数字。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期间 P NETP1

上一期间 LP NETLP

第n个期间 nP NETnP

n个期间之前 nPA NETnPA

期间净变动

1NETP，NETnP，NET4Q，NETPQ也将包括来自期间14的调整，如果为年度的最终

期间重新调整了净额。(NET的功用像BAL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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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函数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季度(到结尾) Q NETQ

当前季度至今 QTD NETQTD

上一季度 LQ NETLQ

上一季度至今 LQTD NETLQTD

第n个季度 nQ NETnQ

第n个季度至今1 nQTD NETnQTD

n个季度之前 nQA NETnQA

n个季度前至今2 nQATD NETnQATD

上季度(3个期间)3 PQ NETPQ4

上季度(n个期间之前) PQnPA NETPQnPA

季度净变动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当前半年(到结尾) S NETS

当前半年至今 STD NETSTD

上一半年 LS NETLS

上一半年至今 LSTD NETLSTD

第n个半年 nS NETnS

半年净变动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季度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QTD与一个先

前季度的Q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季度的期间2，QTD将给您以往任何季度的头2
个期间。
2nQATD让您去到最多四个季度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QATD.L1。
3PQ处理任何三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季度。前3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两个先

前的。
4为一组跨越年终边界的期间的NET也将包括期间14中的调整，但不包括期末分

录；否则，净额将包括收入和支出科目中的归零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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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FR函数参考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第n个半年至今1 nSTD NETnSTD

n个半年之前 nSA NETnSA

n个半年前至今2 nSATD NETnSATD

上个半年(6个期间)3 PS NETPS

上个半年(n个期间之前) PSnPA NETPSnPA

字段描述 报表器代码后缀 NET

(净变动)

合计年度 Y NETY

年度至今 YTD NETYTD

上个年度(12或13个期间) PY NETPY

上个年度(n个期间之前) PYnPA NETPYnPA

年度开始 OPEN

年度结尾4 CLOSE NETCLOSE

期间14调整 调整 NETADJ5

合计年度净变动

注释：

l 您可以用NETADJ打印年终调整和交易来结转收入科目到留存收益，并用

NETCLOSE和BALCLOSE打印期末数字。

l 所有财务字段集的值都相对于报表的财务期间集被计算，除了NETADJ和
NETCLOSE，以及参照到某个特定时段的字段。

1这一代码通过向您提供相对于当前半年的至今数字让您比较当前半年TD与一

个先前半年的半年TD。如果您现在是在当前半年的期间2，半年TD将给您以往任

何半年的头2个期间。
2nSATD让您去到2个半年之前。如果您需要指定更多，使用nSATD.L1。
3PS处理任何六个期间，为您提供轮转半年。前六个期间包括当前期间加上五个

先前的。
4NETCLOSE仅提供期末分录。
5NETADJ提供来自期间14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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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函数

NETADJ是过帐到调整期间的金额。

NETADJ是过帐到结转期间的金额。

l 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期间的记录，返回零。

l 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集前缀NET返回特定的值。例如：

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净金额。

ANETP提供当前财务期间的实际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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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FR字段参考

在科目主字段和科目可选字段(在总帐设置中定义)中，以及在交易字段和交易可

选字段(使用FRPOST定义)中使用选择条件表达式。

科目主字段

您可以在总帐主科目(如下所列)中的任何字段中使用一个选择标准表达式。

许多值可以用一个以上的方式来表示。例如，数量开关可以是1或“是”，如果科目

维护数量，或0或“否”，如果它不维护数量。这一字段的一个条件表达式看起来就

像下列之一：

l QTYSW = 1

l QTYSW = "Yes"

FR粘贴总是提供总帐科目主主字段的文本值(上例中的“Yes”)。如果您想看到这

些字段的非文本值和文本值，参见宏编辑器中GLACCOUNT视图的对象信息。

注释：如果一个字段的值是文本，您必须把字段值放在引号中。如果文本包含一

个空格，最好是把值放在第二组引号内：ACCTDESC = ""应收帐款%""。

要提取科目可选字段，在一个字段名称之前添加前缀A.(例如，A.ACCTID)。确保

在前缀之后包括小数点。

下表显示总帐科目数据字段名称：

名称 字段内容

ACCTID 科目编号，包括所有节段

CREATEDATE 创建科目的日期日期指定为“yyyymmdd”。

ACCTDESC 科目描述。

ACCTTYPE 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或留存收益科目的科目类型I，B，或
R。

ACCTBAL 1是正常贷项；2是正常借项。

ACTIVESW “活动”或“闲置”。

CONSLDSW “不合并日志”或0，如果交易未合并；“合并日志”或1，如果

交易在过帐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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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FR字段参考

名称 字段内容

QTYSW “Yes”或1，如果数量用于科目；“No”或0，如果不。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如果使用数量。

ALLOCSW 如果可以重新分配科目：“Yes”或1表示是；“No”或0表示

否。

ACCTOFSET 重新分配的科目编号。

ACCTSRTV 分配交易来源代码。

MCSW 多币种开关：“Yes”或1表示是；“No”或0表示否。

SPECSW 如果过帐是以所有或特定来源币种。“所有币种”或1是全

部；“特定币种”或0是特定。

ACCTGRPCOD 科目群组代码。

CTRLACCTSW 如果科目是一个控制科目。“控制科目”或1表示是；“非控制

科目”或0表示否。

SRCELDGID 来源分类帐，如果控制科目(例如，AR，AP)。(保留的字段)

ALLOCTOT 不同分配率的合计(100)。

ABRKID 科目结构代码。

YRACCTCLOS 上一结转年度。

POSTOSEGID 科目向其结转的科目节段。

DEFCURNCOD 科目的默认币种代码。

ACCTFMTTD 格式化科目编号。

ACSEGVALn 01到10的科目节段值。

ACCTSEGVAL 科目节段代码

ACCTGRPCPY 科目群组COPY。是一个字串而非一个整数的群组代码的一

个副本。

ROLLUPSW 上卷开关。如果未格式化，1如果科目是一个上卷科目，0如
果不是。如果格式化，“Yes”或“No”。

交易字段

交易字段包括在总帐设置中定义的科目主字段和科目可选字段，以及下列在

FRPOST中定义的交易字段和交易可选字段。

152 Sage 300 财务报表器



交易字段

要提取科目可选字段，在一个字段名称之前添加前缀A.(例如，A.ACCTID)。要提取

交易可选字段，在字段名称之前添加前缀T.(例如，T.QTY)。确保在这些前缀之后

包括小数点。

更多信息，参见"科目主字段" (第 151 页)和"FRPOST" (第 124 页)。

名称 字段的内容

FISCALYR 财务年度

FISCALPERD 财务期间

SRCECURN 来源币种代码

SRCELEDGER 来源分类帐代码

SRCETYPE 来源类型

POSTINGSEQ 过帐序列编号

CNTDETAIL 明细计数

JRNLDATE 日志日期

BATCHNBR 批次编号

ENTRYNBR 日志分录编号

TRANSNBR 日志交易编号

CONSOLIDAT 过帐中的合并

JUNLDTLDESC 日志明细描述

JNLDTLREF 日志明细参考

TRANSAMT 日志交易金额

TRANSQTY 日志交易数量

SCURNAMT 日志来源金额

RPTAMT 日志报告金额

RATETYPE 所选币种汇率日期

RATEDATE 币种汇率日期

CONVRATE 转换的币种汇率

RATEOPER 币种汇率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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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常见问题和排错

我如何……

常见一个有下钻不显示FR代码的FR报表。

如果有多个用户查看财务报表，而报表规范不可以编辑，您使用总帐打印财务报

告屏幕打印报表，然后在那一屏幕上选择下钻信息选项在报表中包括下钻信息。

增大规格范围

在一些报表中，您可能会发现信息被从报表中切掉因为它超出电子表格打印区域

的右边缘。您可以通过调整列宽，或通过重新定义规格范围来纠正。

有关处理规范范围的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规格范围" (第 62 页)。

从FR的一个范围中排除科目

您可以在一个默认规格行中，在个别规格行上，以及在公式中指定选择标准。

有了所有这些科目选择的可能性，您必须非常清楚哪些标准在实际生效。

有关指定标准时适用的规则的更多信息，参见"关于从规格生成报表" (第 26 页)
和"关于筛选科目的选择标准" (第 54 页)。

从规格生成报表

有关生成财务报告的信息，参见"关于从规格生成报表" (第 26 页)。

选择下钻时关闭备注

如果您在生成一个报表时选择下钻信息选项，每个有下钻的单元格显示一个注释

“右击并选择FR...”如果电子表格有许多列，这个可以填写电子表格。

要瓦解批注以便只有一个内容标识器出现：

1. 点击文件 > 选项。

2. 在Excel选项窗口中，点击高级选项卡。

3. 在显示组中，选择仅指示标识符，悬停时加显批注选项。

4. 点击确定。

当报表有多个页面时打印每一页顶部的重复性列标题

当一个报表有多个页面时，您可以使用标题行打印每个页面顶部的重复性列标

题。更多信息，参见"打印一个财务报告"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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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格行和选项卡分页

您使用财务报告设计器中的格式指令设置财务报表的所有格式。更多信息，参见

"关于格式化财务报告" (第 59 页)。

设置规格范围

您可以从一个报表规范生成并打印财务报表之前，您必须定义的规格范围，这是

电子表格中一个命名的单元格区域。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规格范围" (第 62 页)
和"设置规格范围" (第 63 页)。

排错

我收到错误讯息

有关一个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和描述的清单，参见"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 (第
157 页)。

当我在财务报告生成器上点击确定时什么也没发生

如果当您运行FR视图时什么也没发生，检查您是否已经定义了一个规范的范围。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规格范围" (第 62 页)和"设置规格范围" (第 63 页)。

我无法看到财务报表中的一些科目描述

如果有些科目描述没有出现在财务报表中，检查看是否个别科目描述有任何为正

在报表中被合并的科目的共用描述。要在一个打印的报表中包括这些科目描述，

您可能需要编辑描述。

示例：

科目编号6200-100和6200-200正被合并到科目6200。

如果描述是这样：

l 6200。“办公室费用合计”

l 6200-100：“列治文办公室费用”

l 6200-200：“多伦多办公室费用”

... 在打印的财务报表上描述将是“办公室费用”，它是所有三个科目帐户的共用

名称。

如果科目6200使用描述“杂项科目”来代替，描述在财务报表中将会是空白(三
个描述没有共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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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

报表日期以短日期格式出现，即使Excel单元格的格式设置为长日期。

如果您已经在Excel中更改了单元格的格式来显示长日期格式，但财务报表器仍然

显示短格式日期，您可以使用下面的Excel DATEVALUE公式来更改格式：

=DATEVALUE(FR("SessionDate"))

打印时报表底部缺失

如果在打印时有些数据从报表的底部丢失，您可能需要更改报表的大小，如下所

示：

1. 在Excel工具栏的公式选项卡上，点击定义名称。

2. 在名称字段中，选择Spec。

3. 在引用位置字段中，键入=Sheet1!$。

4. 点击确定。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规格范围" (第 62 页)和"设置规格范围" (第 63 页)。

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

财务报表器的错误讯息可分为两大类：

l 打印在财务报告上的错误讯息。这些讯息报告公式和报表规范中的问题，例如

一个科目参考有太多科目代码节段。如果财务报表器在生成财务报告时遇到一

个问题，它在报表中插入一个讯息，然后继续生成(和打印)报告余下部分。

l 财务报表器显示的错误讯息。这些讯息当您试图打开财务报表器屏幕，或当报

表生成取消时出现，并可能在下列情况下出现：

如果Sage 300不能起动Microsoft Excel。

如果电脑内存(RAM)用完。

如果财务报表器无法继续生成报表。(例如，如果一个规范单元格中的文字或

公式太长这就可能发生。)

下表描述了这些错误讯息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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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常见问题和排错

打印在财务报告上的错误讯息

讯息 描述

"单元格中的科目参照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您在列A中输入的科目参考不正确，因为它不符合列A
单元格的要求。

"单元格中的选择标准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您在这一单元格中输入了不正确的选择标准。按照列B
中的标准来细化科目选择(例如，一个限制科目范围到

某个特定科目群组，科目类型，或科目名称的筛选

器)。

"单元格中的零抑制公式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您为这一单元格中的零抑制公式输入了一个不正确的

定义。按照列C中的标准决定要排除哪些行。

"单元格中的明细层级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您在这一单元格中输入了一个不正确的合并开关。按

照列D中的标准合并科目范围。

"单元格中的公式或表达式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这是一个一般讯息，表示一个在陈述的单元格地点的

公式或表达式不能被FR在生成中打断。

单元格中的规范行类型无效。

<单元格位置 L> :<单元格值 V>
在单元格位置L有值V的无效的规范行定义(不是一个

注释行，或有效的默认行，或正文行)。

"FR无法为工作表进一步生成任

何行。"
生成的行几乎超出电子表格界限。报表生成已停止。

"行<Row R>中规范上的已过帐

交易合并无效。合并的明细无法

使用明细层级和排序顺序的合并

生成。"

在行R中的规范行上为已过帐交易指定的合并方法必

须符合一个特定的排序顺序。

打印在财务报告上的错误讯息

更多信息，参见"关于报表规格中的列" (第 34 页)。

起动总帐表格设计器或运行打印财务报告时的错误讯息

讯息 描述

"创建Excel对象时的错误。" 确保安装了Microsoft Excel。

"分页预览在打印财务报告(GL9100)中不可用。请去

到报告设计器(GL9200)使用这一功能。"
打印财务报告特性不支持分页预

览。使用总帐报告设计器。

"没有安装打印机。当打印目的地是<打印机>或<预览

>时，需要一个打印机。"
您必须安装一台打印机才可以查

看输出或选择打印目的地。

"FileSystemObject对象模式不能被初始化。请确保在

Windows系统中正确安装了脚本类型库。"
无法找到Microsoft脚本运行时对

象 -起动FR时需要

起动总帐表格设计器或运行打印财务报告时的错误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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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器错误讯息

起动财务报表器时的错误讯息

讯息 描述

"cmdStart :<
错误讯息>"

如果您收到这种格式的错误消息，您可能需要重新安装Microsoft Excel，
或总帐，或系统管理程序。重新安装后，重新启动系统，然后检查看看问题

是否已经解决。

如果问题不能通过重新安装这些程序得到解决，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提示：重新安装Microsoft Excel之前，确认已正确安装了Microsoft Office。
从Windows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中，右击Microsoft Office，然后点击

更改。选择添加或移除功能选项，然后确认安装了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作为Office共享功能的一部分。

"初始化FR错误

(< 错误标识

>J):起动报告

设计器失败。"

起动报告设计器失败。

"初始化FR错误

(< 错误标识

>):起动打印财

务报告失败。"

起动打印财务报告失败。

"内部错误"，"
内存不够"，或"
系统错误"。

记录下讯息，退出应用程序和Windows，重新启动您的电脑，然后再尝试

该任务。

"操作错误。" 大多数与操作错误有关的错误讯息在其它任务已锁定系统或公司数据库时

发生。等待其它任务完成，然后再次尝试。

起动财务报表器时的错误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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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财务报告 70

财务报告

报告设计器 27

从Sage 300中起动 7

打印 68, 70

格式化 59, 61

规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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