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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Workfine 是一款面向最终用户的信息系统设计工具与运行平台，通过可视

化设计，无代码开发，让开发人员快速构建出满足自身业务需求的信息化系统，

并能够随业务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用户只需要通过拖拽式和点选式的操作方式，

就能实现企业业务数字化的建设。同时，Workfine提供强大的数据集成能力，

能够集成现有的业务系统，帮助企业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企业数据流转的活水活

源。 

Workfine 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类 Excel设计器和零代码的开发方式，帮助

企业快速构建出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 web 应用程序。 

 

1.1、产品定位 

Workfine 企业业务数字化开发平台，是主要面向企业内部的信息化管理

工具，适用于企业业务数字化，办公自动化以及数据可视化的业务需求，同时，

支持移动办公、消息提醒、实时预警、邮件等功能，涵盖企业内部信息化管理中

从基层人员的数据采集整理，中层人员的审批查询，高层人员的决策分析等应用

场景。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关系型数据业务中，不同角色不同维度的信息化场景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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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产品组成 

Workfine 企业业务数字化开发平台，由设计器、应用端、服务端和配置管理器

组成，其中应用端又包括 PC端和移动端。 

 

1.2.1、设计器 

高效敏捷的 web 应用开发平台，提供设计应用系统所需要的各项功能，包括业务

系统开发，OA系统开发，决策系统开发等，采用所设计即所得的理念，通过点

选和拖拽的操作方式，轻松设计出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这种零代码的开

发方式，用户只需要了解业务，有一定的逻辑梳理能力就能够很快的开发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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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极高的业务系统。 

 

1.2.2、应用端 

通过设计器设计完成应用系统后，最终的系统使用人员通过应用端访问应用

系统。系统使用人员可以通过电脑浏览器、手机浏览器、企业微信、微信公众号、

钉钉等终端进入应用端。通过访问应用端，用户可以进行业务数据录入，数据查

询分析，流程审批，可视化决策等各项职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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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服务端 

服务端的应用管理程序，提供程序运行所需的各项服务。包括， 

1.2.4、服务控制台 

提供系统服务的管理工具，通过配服务控制台，系统管理员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包

括自动备份，系统设置，服务重启，局域网配置等相关设置。 

1.3、支持数据库 

Workfine 支持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存储，包括 SQLserver，MySQL，Oracle，

PostgreSQL等主流数据库应用。同时，也支持针对个人用户的小型数据库，如

localDB、SQLserver express、Oracle express 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

需要选择相应的数据库类型。Workfine 的官方个人版本，就是内置的小型数据

库 localDB,安装部署方便，用户只需要下载安装，就可以直接使用，免去了复

杂的数据库安装和软件配置过程。 

1.4、部署环境 

Workfine产品属于跨平台应用，不依赖某个特定的操作系统。服务端能够支持

包括在 windows，Linux，iOS等平台下的安装部署。应用端不需要安装部署，只

需要通过主流浏览器访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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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理念  

关于 workfine 产品的设计理念，我们希望通过低门槛(即零代码)的开发方

式，让直接的业务人员能够快速开发出适合自身业务场景的应用系统，同时，在

低门槛使用的基础上还需要兼顾复杂业务的实现，能够越用越畅，让它真正成为

用户信息化管理的一款好产品。 

2.1、面向业务 

传统信息化建设的模式是面向技术，业务人员将业务需求描述给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业务系统开发。由于信息交流的缺失和技术人员对

业务理解的偏差，往往造成了系统流程与实际业务不匹配问题。系统上线的失败

往往就是技术人员只注重功能的实现，而忽略了系统的交互(用户操作习惯)而造

成的。Workfine 面向业务的开发模式，是业务人员自行开发设计，开发者只需要

关注业务的流转逻辑，具体实现通过低门槛的 workfine 设计器。这样就大大增加

了系统的适应性和信息化上线的成功率。 

 

2.2、零代码开发 

不同的开发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开发效率，零代码开发是实现信息化系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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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是为了让开发设计人员以最快的方式实现自己需要的业务系统。 

Workfine 产品将设计应用系统所需要的各项功能进行封装。这样，以前

需要大量代码才能实现的业务只需要通过点选和拖拽的方式就能够实现。从而免

去了繁杂的代码编写过程，让开发人员只需要关注业务层面的问题。这种零代码

的开发方式既大大提高了开发者的开发效率，从而使企业信息化的实现立竿见影；

也方便了系统的后期维护，增强了系统的健壮性和扩展性。 

 

2.3、随需构建 

传统的企业信息化实现历程都会选择套件软件，但在中国式管理现状下，标

准化软件的适用性极低，需要的功能没有，不需要的功能反而一大堆。这样就造

成了企业实际业务流程的堵塞，增加了信息化管理实现的难度和风险。同时，随

着企业的发展，会产生了许多个性化、碎片化应用，这些应用很难通过标准化软

件进行管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企业管理离散的局面。再加上企业信息系统的

定制能力不足，开发周期较长，所以信息化系统永远跟不上业务的发展节奏。 

Workfine 开发平台不提供具体的功能模块，用户只需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

快速构建出适合自身业务场景的信息化系统，并做到因地制宜的适时调整，同时

能够整合多模块业务，形成一个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此时，每家企业只需要

有一个业务经理进行全局的调度和整理，对业务进行归类和梳理，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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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ine工具快速构建，就能够充分的应对企业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2.4、实现复杂业务 

Workfine 产品平台型的属性，能够适应集团型、复杂型业务需求，是市

场上真正能够实现大型、中型信息化系统设计、应用与数据处理的产品。通过使

用 Workfine 产品不仅能够实现大型的 ERP系统，供应链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等

各种业务系统，还能够完成多系统的复杂集成，实现企业业务的高效一体化管理 

中国式管理下，各行各业业务需求复杂多样，不同的企业对信息化的要求不

同。 Workfine 平台的技术原型为关系型数据库与电子表格之间形成对应关系，

即前端表格，后端数据库的模式。企业信息化管理过程中，最复杂的业务就是以

表格形式存储和以数据库数据表形式存储的两种数字化业务类型，workfine平

台的设计思想就是旨在满足以关系型数据为基础的绝大部分数字化业务的实现。

同时，为了应对不同场景的业务需求，平台封装了许多诸如条件格式、操作约束、

标签、条码、定时锁、消息、预警等各种功能，将日常用户提出的场景需求，加

以总结提炼，然后发布成通用解决方案，以解决同类型需求中的更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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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场景 

Workfine 产品的工具属性，可以使开发者充分的发挥自身对业务理解的优势，

在对业务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出具比较好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然后再利用

workfine 工具去实现信息化管理。 

Workfine 主要适用于四个版块的业务场景：业务数字化，办公自动化，数据

可视化以及系统集成。其中，业务数字化是产品的核心功能模块，可以解决绝大

部分企业数字化管理问题，包括业务系统开发，报表开发，电子表格管理等，通

过建立模板的方式能够实现大中型复杂业务系统的开发和运行。 

后续，Workfine 团队会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功能和更优秀的交互体验，满足用

户更加多元化的应用需求。 

 

3.1、业务数字化 

业务数字化是指能够将企业的现行业务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统一、规范的管

理。在企业内，任何以表格形式存储或流转的业务都可以通过 Workfine产品来

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加规范、便捷、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业

务数字化的场景很多，我们也可通过以下三个方向来挖掘企业的数字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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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信息管理系统 

Workfine 产品本身是一个信息化系统开发工具，通过它可以开发各种形式

的企业信息化系统。尤其对企业内部的个性化应用、部门级应用、碎片化应用具

有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通过 Workfine 平台建立起全方

位的企业信息化系统。Workfine平台也能很好的支持大中型信息化系统的开发

和运行。因此，在同一个 Workfine 平台下，可以同时运行多个模块下的不同信

息化业务。目前，Workfine平台的应用非常广泛，已经在不同行业中实现了人

事工资系统、ERP、CRM、财务系统、物业系统、WMS、医疗养老收费系统、薪酬

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供应链系统、生产管理系统、教务系统等。 

3.1.2、台账与报表统计 

Workfine 产品采用关系型数据库与电子表格相结合的技术思想。通过前端

表格可以很方便的将台账式的数据存储和管理起来。通过 Workfine独有的业务

公式又可以很轻易的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各种数据展现到报表当中。因此，企业

内，各种形式的台账和报表数据，都可以通过 Workfine平台实现数据的批量录

入和汇总。这样，不仅节省了基础数据的录入时间，更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

重复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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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电子表格管理 

Workfine 平台本身的类 excel设计和应用方式可以很方便的管理分布在用

户电脑内各个文件夹的表格数据。 因此，用户如果因为管理各个文件夹中的表

格数据而占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不妨使用 Workfine平台来管理这些表格，肯

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办公自动化 

办公自动化指实现企业内部各业务节点的流程审批。Workfine 强大的流程引

擎，能够满足用户多种形式的流程审批需求，在面对集团、企业、部门审批业务

需要抢先、会签、并列审批，或者需要普通、转填流转时。都能够通过 Workfine

平台实现。我们提供完全自定义的审批流，数据模板，处理方式，提交方式，接

收人方式等，为企业定义自己的自动化办公平台提供坚实的产品支撑。 

Workfine 平台提供审批流程的自定义功能，提供企业办公自动化所需要的

各项功能。通过形象拖拽的方式，使用户自定义审批流程。 

⚫ 流程状态：发起、待办、提交未处理、已办 

⚫ 流程操作：提交、暂存、撤销、回退、查看 

⚫ 任务类型：起始、普通、结束 

⚫ 处理方式：抢先、会签、并列 

⚫ 填报人方式：人工指定人、指定角色、指定部门、流程发起人、上一步

填报人 

⚫ 流程提醒：消息提醒、邮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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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实现对业务数据的可视化展现，通过建立驾驶舱，可视化大屏，

业务导航等，满足企业业务决策和分析的需求。Workfine 平台提供丰富的动态图

表、导航、图片、文本等元素。并且独特的结构化搭建方法，能够使用户快速的

建立起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同时，支持可视化数据的联动和钻取。通过对业务数

字化平台与数据可视化平台的结合，用户可以为企业实现多种形式的数据可视化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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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业务系统集成 

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可能会有多套系统并行运转，因为各种现实原因，

信息系统可能无法满足当前的业务需要，而导致了信息孤岛。Workfine 平台提供

外部数据源功能，能够实现企业的业务系统集成，支持包括 SQLserver、orcale、

Mysql、PostgreSQL 等主流数据库的集成功能，帮助实现企业数据的系统集成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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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能 

Workfine 平台定位于集团型，大中型企业信息化管理需求。因此，产品研发

团队在产品性能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和把关，我们主要将目光聚焦在产品的大

数据计算，大并发操作以及复杂业务的处理能力上。通过对实际数据及应用场景

的演练，我们对 Workfine 平台的高效性能有了更加充分的把握。 

4.1、大数据 

Workfine 产品电子表格前端、大型数据库后端的设计结构，使所有数据运

算都在后台运算。能够支持系统 9次方以上的数据运算、日均千万行数据存储及

复杂多样式的数据提取。是市面上真正能支持大中型企业信息化系统设计、运行

和数据处理的平台型产品。  

4.2、大并发 

Workfine 产品独特的三级架构模式，将表现层与应用逻辑层进行分离，在

保证数据安全的同时，也实现了数据的异步处理，使得在满足大数据批处理的同

时，也能满足大并发的使用需求。 

4.3、复杂业务处理 

业务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型数据的处理，能够将各种关联业务串联

起来。workfine 产品功能是对数据库处理能力的一种映射和扩展，只要确定好

业务关联关系，就能够将单项业务的处理扩展到多项业务上；将小型系统业务的

处理扩展到大型业务系统上。从而实现对整个复杂业务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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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集成与协同开发  

Workfine 可视化设计器秉承一体化的设计思想，把应用系统所有的模块，

统一集成到设计器里进行设计和管理，高效快捷。 

Workfine 设计器支持多人协作开发，对于大中型信息化系统，多人同时连

接到应用账套，每个人开发自己的模块，在开发完成后形成一个整体的信息化系

统。 

 

 



WorkFine-企业数据管理平台技术白皮书 

    页 17                      

五、 安全性 

5.1、三级架构模型 

采用优良的三级架构模型，将信息化的整个业务应用划分为表现层，业务逻

辑层和访问层，采用“高内聚低耦合”的思想，使得界面，业务逻辑，数据访问

相互独立。使数据可以在各层之间加密传输。并且，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库访问层

可以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上，甚至业务逻辑也可以分别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这样加上服务器的防火墙使得系统更加安全。 

 

5.2、数据安全性 

随着网络办公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企业要保持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信息安

全是基本的保证之一，Workfine 提供优良的从数据传输、存储、备份以及操作

权限等的多方面数据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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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传输加密控制 

通过 Workfine 平台生成的业务系统，在信息传输过程中，用户访问信息（如

访问痕迹、数据操作日志等）及业务数据信息（如商业机密，内部文件，生产数

据等）都是经过严格加密。从用户登录开始，就对数据的操作、传输过程、传输

节点等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安全性配置，同时，服务器需经过安全性审查，确保

你的数据安全无忧。 

5.2.2、集群存储控制 

Workfine 平台支持集群存储的数据存储方式，可将若干个“通用存储设备”

组成的用于存储的集群聚合成一个能够给应用服务器提供统一访问接口和管理

界面的存储池。从而提供按比例增加的存储资源性能、容量、可靠性及可用性，

突破了单机设备存储的种种限制。 

Workfine 支持集群存储的数据存储方式不仅使系统在数据安全性上得到了保障，

还在系统高性能、高并发、易管理性、负载均衡等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应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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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自动备份机制 

Workfine 平台后台连接大型 SQLserver 数据库，支持数据库层面的自动备份

机制，可按企业需求，按时、按天、按周等实现备份机制，并按照企业业务需求

定时清理历史备份数据。 

5.2.4、集团级权限控制 

Workfine平台不仅在大数据支持、运算、大并发等功能性方面拥有良好的性能，更在

组织架构、权限控制上具有其它应用软件所不及的优势，Workfine可支持集团级的应用权

限配置，支持多并发数据交互、多级别权限划分、字段级权限划分等各种复杂权限的划分形

式。 

 

5.3、授权模式 

Workfine 平台提供了 2种认证模式，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和业务需求，用

户可以选择不同的认证模式。同时，通过官方的正版授权，用户可以享受

Workfine更全面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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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离线验证 

指通过授权密钥的方式进行系统验证，采用了高效的加密方式进行信息的传

输和认证，确保数据安全无忧。 

5.3.2、在线验证 

通过在线网络进行系统登录认证。在线认证以其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在企

业里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