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打印 API 手册
(VER0.99)


目标
使用点点打印 API 可以让你不必部署点点打印服务器，就可以将点点打印模板设计

器，打印功能快速地集成到你的web应用中。



实现
点点打印模板设计器就是一个网页，从你项目中的一个网页就可以跳转过来，按理

说，我们告诉你一个url地址，你自己去设置就行了，但问题是，我们还希望设置设计
器中的可用字段，打印测试时动态数据，以及想知道用户点击保存了没有等等。

因此，我们设计了这套 API ，屏蔽点点打印的技术实现细节，你只需要了解这些方
法如何使用就可以了。

点点打印系统使用json 作为默认打印数据格式，而不是传统的数据库方式，这主要
是基于两点考虑：

1. json已经成为前后台数据交换的标准，很多时候，要打印的数据已经存在浏览器
端，这时，你不必绕到后台的数据库，再取一次。

2. json格式与你使用的语言无关，因此有更好的兼容性，扩展性。



API 演示
API 在线演示地址：http://localhost:8099/dddy/api/

安装之。

如果提示你安装 JCP, 请

适用系统：windows xp以上
适用浏览器： ie10+，chrome,firfox,edge,以及其他国产浏览器



使用 API

以下是创建一个打印模板，设置可用字段为 姓名，性别，年龄：
1.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
D/xhtml1-strict.dtd">

2.

<html>

3.

<head>

4.

<title>新建模板</title>

5.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6.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dddy.jatools.com/api/jcp.js"></script>

7.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dddy.jatools.com/api/dddy.js"></script>

8.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9.

function newTemplate() {

10.

DDDY.getToken("55c2e4491648465d8a6e967f905f2269", function(result) {

11.

var datasource = "姓名\n 性别\n 年龄";

12.

DDDY.newTemplate(result.token, datasource, null,function(result) {

13.

if (!result.error_code) {

14.

alert("新建了报表"+ result.tid);

15.

}

16.

});

17.
18.

})
}

19. </script>
20. </head>
21. <body>
22.

<button onclick="newTemplate()">新建一个报表模板</button>

23. </body>
24. </html>

注：该示例可以在线访问：

http://dddy.jatools.com/api/new.htm

如上所示，你需要：
1. 引入 jcp.js, ddddy.js ；
2. 当你引入 dddy.js 时，代码会设置一个 DDDY全局变量，表示点点打印API的一个实
例，所用API调用，是该实例的一个方法；
3. 调用API 的其他方法前，必须先用 DDDD.getToken 方法，取得访问token；
4. 用 DDDD.newTemplate方法，来打开设计器。



API 参考

 function getToken(key, callback)
根据 key 取得访问 token
点点打印的其他所有调用，如设计，打印等，必须使用 token, token 会在没调
用的情况下，30分钟后失效
key: 你申请到的 key
callback(result), 回调， result:
1.

{

2.

"error_code" : 0, // 0 正常，非 0 异常

3.

"error_message" : "ok", // 错误信息，正常恒为 ok

4.

"token" : "81deb34a0891458eb840cdc515552042" // 取到的 token

5.

}

 function newTemplate(token, datasource, dataset, saved, opened)
新建模板,即在浏览器中，打开点点打印设计器面板，来创建一个模板。
token: 你用 getToken得到的token
datasource: 可用字段列表，字段用换行符(\n)分割
dataset: 用json格式指定的打印测试数据，可以为空
saved: 保存回调函数. 当用户每次点击保存按钮，成功后系统会调用这个函数，
并传入已保存的模板 id (tid)
opened: 设计器打开后，回调，可选

datasource 指定的字段会显示在设计器的字段面板上，
设计面板中一个打印测试按钮，打页时，dataset用来结合模板，来生成打印测试
页。典型的数据集如下：
1.

[{

2.

"订单号" : "BD17050911416",

3.

"订单日期" : "2017-05-09 00:00:00",

4.

"客户" : "希望集团杭州分公司",

5.

"运货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 XXX 广场直营店",

6.

"业务员" : "林月琴",

7.

"订单状态" : "确认"

8.

}, {

9.

"订单号" : "BD17050911417",

10.

"订单日期" : "2017-05-11 00:00:00",

11.

"客户" : "米多科技上海分公司",

12.

"运货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 XXX 广场 12-3-201",

13.

"业务员" : "李小龙",

14.

"订单状态" : "已发货"

15.

}, {

16.

"订单号" : "BD17050911418",

17.

"订单日期" : "2017-05-29 00:00:00",

18.

"客户" : "中发联科技术有限公司",

19.

"运货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 XXX 大厦 21-A24",

20.

"业务员" : "陈明",

21.

"订单状态" : "完成"

22.

}]

用这个数据集打印时，生成的测试页面有三页，1,2,3页中的 ${业务员} 依次被替换为
林月琴，李小龙，陈明
当dataset不指定时，系统将默认生成一个打印页面，并将字段名作为字段内
容，如 页中的 ${业务员}将被替换成 业务员，

saved(result) 回调中的result, 类似：
1.

{

2.

"error_code" : 0,

3.

"error_message" : "ok",

4.

"tid" : "8c3bd9f81ca99a1ccfa14361c3c894a6" // 保存后的模板 id

5.

}

opened(result) 回调中的result, 类似：
1.

{

2.

"error_code" : 0,

3.

"error_message" : "ok",

4.

"did" : "2c0471f03f070b9f1158c1ebd5618453", // 系统使用

5.

"pid" : "5a4d3c022ef26669ba693f42600f5c76", // 系统使用

6.

"url" : "http://121.199.48.244/d?did=2c0471f03f070b9f1158c1ebd5618453&pid=5a4d3c022ef26669
ba693f42600f5c76" // 设计器打开 url

}

 function openTemplate(token, tid, dataset, opened, saved)
打开模板，即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个以前的模板，进行再次编辑。
token: 你用 getToken得到的token
tid: 要打开的模板 id，可以从 newTemplate或者本方法 openTemplate中的
saved 回调函数中获得
dataset: 用json格式指定的打印测试数据，可以为空，参照 newTemplate
saved: 保存回调函数. 当用户每次点击保存按钮，成功后系统会调用这个函数，
并传入已保存的模板 id (tid)，参照 newTemplate
opened: 设计器打开后，回调，可选，参照 newTemplate

 function print(token, tid, dataset, prompt, callback)
打印，指定数据和模板来进行打印。
token: 你用 getToken得到的token
tid: 要打印的模板id, 可以从 newTemplate或者openTemplate中的 saved 回
调函数中获得
dataset: 用json格式指定的打印数据
prompt: 是否弹出打印机选择对话框，true为弹出，false,不弹出（打印到系统
的默认打印机）
callback(result): 打印回调函数，result 为空表示打印成功，result不为空，
表示打印失败

dataset用来结合模板，来生成打印页面。典型的数据集如下：
1.

[{

2.

"订单号" : "BD17050911416",

3.

"订单日期" : "2017-05-09 00:00:00",

4.

"客户" : "希望集团杭州分公司",

5.

"运货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 XXX 广场直营店",

6.

"业务员" : "林月琴",

7.

"订单状态" : "确认"

8.

}, {

9.

"订单号" : "BD17050911417",

10.

"订单日期" : "2017-05-11 00:00:00",

11.

"客户" : "米多科技上海分公司",

12.

"运货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 XXX 广场 12-3-201",

13.

"业务员" : "李小龙",

14.

"订单状态" : "已发货"

15.

}, {

16.

"订单号" : "BD17050911418",

17.

"订单日期" : "2017-05-29 00:00:00",

18.

"客户" : "中发联科技术有限公司",

19.

"运货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 XXX 大厦 21-A24",

20.

"业务员" : "陈明",

21.

"订单状态" : "完成"

22.

}]

用这个数据集打印时，生成的测试页面有三页，1,2,3页中的 ${业务员} 依次
被替换为 林月琴，李小龙，陈明
 function printPreview(token, tid, dataset, prompt)
打印预览，指定数据和模板来进行打印预览。
token: 你用 getToken得到的token
tid: 要预览的模板id, 可以从 newTemplate或者openTemplate中的 saved 回
调函数中获得
dataset: 用json格式指定的打印数据
prompt: 是否显示页面生成进度条，true为显示，false,不显示

dataset用来结合模板，来生成打印页面。典型的数据集如下：
1.

[{

2.

"订单号" : "BD17050911416",

3.

"订单日期" : "2017-05-09 00:00:00",

4.

"客户" : "希望集团杭州分公司",

5.

"运货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 XXX 广场直营店",

6.

"业务员" : "林月琴",

7.

"订单状态" : "确认"

8.

}, {

9.

"订单号" : "BD17050911417",

10.

"订单日期" : "2017-05-11 00:00:00",

11.

"客户" : "米多科技上海分公司",

12.

"运货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 XXX 广场 12-3-201",

13.

"业务员" : "李小龙",

14.

"订单状态" : "已发货"

15.

}, {

16.

"订单号" : "BD17050911418",

17.

"订单日期" : "2017-05-29 00:00:00",

18.

"客户" : "中发联科技术有限公司",

19.

"运货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 XXX 大厦 21-A24",

20.

"业务员" : "陈明",

21.

"订单状态" : "完成"

22.

}]

用这个数据集打印时，生成的页面有三页，1,2,3页中的 ${业务员} 依次被替
换为 林月琴，李小龙，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