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raqsoft.com.cn

创 新 技 术  推 动 应 用 进 步



为什么会有中间表？

报表开发中，经常会使用预先加工好的数据库中间表直接做报表，为什么？

1. 实时计算等待时间过长
因为数据量大或者计算复杂，报表用户等待时间太长，所以定期跑批量任务，把数据计算好之

后存入中间表，再基于中间表查询就会快很多

2. 一步算不出来
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表要经过复杂计算，才能在报表上展现出来。一个SQL很难实现这样的复

杂计算，要连续多个SQL实现，前面的生成中间表给后面的SQL使用

3. 多样性数据源参加计算
来自于文件、NOSQL、Web service 等的外部数据，需要与数据库内数据进行混合计算时，

传统办法也只能导入数据库形成中间表



中间表的缺点

管理

中间表过多导致管理混乱。

数据库线状结构很难控制

应用对中间表的使用，中

间表清理非常困难

容量

中间表越积越多，其占用

空间会成倍增长，因此带

来严重的数据库容量问题，

数据库扩容压力很大

性能

中间表需要消耗数据库资

源，占用ETL时间，随着表

数量骤增，数据库性能不

断下降，影响正常业务

如何有效减少数据库中间表的数量？



润乾报表方案

呈现模块 动态并发控制 日志服务展现模板
编辑器 缓存同步

计算模块计算脚本
脚本数据集

库外中间数据文件

参数查询 静态报表 导出 打印

替代数据库
中间表

润乾报表通过计算模块可以直接访问多样性数据源，中间数据也可以库外存储，替代数据库中间表

DB/DW FileSystem HDFS 其他数据源

数据源

SPL接口（复杂计算）SQL接口（标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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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外置减少中间表

报表业务中经常要事先跑出一些汇总数据，方便查询使用，怎么减少这部分的数据库中间表呢？

 【举例】查询2012年销售总额超过800万的地区及销售金额

订单明细表 订单汇总表
（文件存储）订单明细表

预汇总

汇总数据不再存储于数据库，而是用文件存储（如txt），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数据库中间表

但文件没有计算能力，如何基于文件实现分组、过滤等计算，从而完成报表开发呢？

order_year_area_person.txt按年、地区、人员



方式一：使用润乾报表内置的计算脚本（SPL）

1. 新建报表，设置参数

使用润乾报表新建报表，并设置查询年份参数y_date

2. 设置脚本数据集，编写脚本完成数据准备

使用脚本数据集

读取文件数据（以文本为例）
根据年份参数过滤数据
按照地区分组汇总人数和销售额
选出销售额大于8000的记录



方式一：使用润乾报表内置的计算脚本（SPL）

3. 编辑报表表达式

4. 报表呈现效果

还能怎么做？



方式二：SQL查文件出报表

除了使用SPL脚本查询文本，润乾报表还提供了基于SQL的文件访问方式

上例的脚本数据集可以写成SQL的形式：

连接文件系统

执行标准SQL查询文本

使用SQL查询文本更适应大家的使用习惯，可以作为SPL脚本的友好补充

还能怎么做？



在润乾报表中封装了用于文件系统的

本地JDBC接口，通过该接口可以更方

便地使用SQL访问文件数据

方式三：SQL数据集查文件出报表

除了在脚本数据集中执行SQL查询文件，还可以使用SQL数据集直接查询文件

首先，配置专用数据源

用于访问文件
系统的数据源



方式三：SQL数据集查文件出报表

使用SQL数据集查询文件

使用SQL查文件
跟查数据库一模一样

使用SQL数据集

执行SQL查询数据



如何获得更高性能？

文本性能较差，润乾报表还提供了更高效的二进制数据格式：简表（也称集文件），使用简表

可以获得更高的查询性能，润乾报表提供了从文本转化简表的功能

文本转简表

打开润乾报表IDE-工具-脚本编辑，编写转换脚本。点击执行，即可将文本转换为简表



查询简表出报表

简表的使用与文本基本一致，前述例子中SPL和SQL查询简表的写法如下：

我们在《Oracle 的 JDBC 写入有多慢》第6部分生成SPL集文件对比中比较了文本和简表的性能，

后者会快2倍以上，因此强烈建议使用简表存储中间数据

　 A

1 =file("order_year_area_person.btx").import@b()

2 …（与查询文本的写法一样）

3 …

4 …

SPL脚本

select area,count(name) pnum,sum(amount) 

amount 

from order_year_area_person.btx 

where dyear=? 

group by area 

having sum(amount)>8000

SQL脚本



简表的更多使用

不管使用SQL还是脚本，基于简表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查询性能

我们在《敏捷数据计算中间件》的第6部分应用数据缓存中详细介绍了简表的使用，包括：

• 简表生成（如从数据库业务表生成简表）

• 增量追加

• 使用（SQL方式、脚本方式）

• 优化存储（根据数据特点优化存储，以获得更高性能）

• 生命周期管理（可根据应用场景控制简表的生命周期）

• …

详情访问：《敏捷数据计算中间件》



涉及库内库外混合计算怎么办？

当中间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储在库外后，可能还要跟库内数据关联计算，润乾报表提供了文件与

数据库的混合计算功能，下面试举一例

 【举例】查询本年销售额大于500万的销售人员的订单记录

数据来源两部分：

1.按年份和人员汇总的订单汇总表，以库外文本文件存储，用于获得符合条件的销售人员

2.业务订单表，存储在数据库中，可以获得对应的订单记录

混合计算

文本
（中间汇总数据）

DB
（业务明细数据）



润乾报表实现混合计算

使用脚本数据集，编写SPL查询数据

　 A B

1 =file("order_year_sales.txt").import@t(年份,销售,销售金
额).keys(销售).select(年份==y_date && 销售金额>500) /根据条件，查询文本汇总数据

2 =connect("demo") /连接数据库

3 =A2.cursor@x("select 订单ID,客户ID,雇员ID,订购日期,运货费,
订单金额 from 订单 where year(订购日期)=?",y_date)

/使用数据库游标查询数据量较大的销
售明细数据

4 =A3.join@i(雇员ID,A1) /内关联文本与数据库，此时结果仍为
游标

5 =A4.fetch() /取结果集，为报表返回

除了可以在SPL里实现文件与数据库的混算，也可以使用SQL完成，下面来看一下



润乾报表实现混合计算

SQL方式（脚本数据集）

　 A B

1 =connect() /连接文件系统

2 =A1.query("select * from order_year_sales.txt where 年份=? 
and 销售金额>500 ",y_date ) /执行SQL查询文件汇总数据

3 =connect("demo") /连接数据库

4 =A3.cursor@x("select 订单ID,客户ID,雇员ID,订购日期,运货费,
订单金额 from 订单 where year(订购日期)=?",y_date)

/使用数据库游标查询数据量较大的销
售明细数据

5

=A1.query("select  t1.订单ID as 订单ID,t1.客户ID as 客户ID,t1.
雇员ID as 雇员ID,t1.订购日期 as 订购日期,t1.运货费 as 运货
费,t1.订单金额 as 订单金额 from A4 t1 join A2 t2 on t1.雇员
ID=t2.销售 ")

/根据A2和A4已查询结果，执行SQL实
现两部分的关联



报表查询效果

报表模板设计

报表呈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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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数据集支持互相引用

有时为了复用，将中间结果以数据表的形式在数据库中存储，由于SQL之间无法相互调用（使

用存储过程则又会引发管理和安全问题，另再撰文解释），只能存成中间表再使用

润乾报表提供了SPL计算脚本间的相互调用机制，可以在复用时调用脚本实时完成计算，减少因

复用而产生的中间表数量

SQL SQL
调用

数据库中间表

SPL SPL
调用

实时计算无需中间表



分步计算减少中间表举例

 【举例】查询本年各地区和销售人员的销售情况，并比较与第一名的差距

由于经常以地区和人员的汇总数据为基础进行再次汇总，因此首先使用单独的脚本准备基础汇

总数据；使用润乾报表IDE-工具-脚本编辑，编写被调用的脚本 orders_area_sales.dfx，替代

数据库中间表

为了说明问题使用相

对简单的脚本，实际

中可以任意复杂



　 A B C D

1 =call("orders_area_sale
s.dfx",y_date) /调用公共脚本

=create(地区,地区销售额,
与地区第一名的差距,人员,
人员销售额,与人员第一名
的差距)

/创建空结果集

2 =A1.group(货主地区) /按地区分组 =A2.max(~.sum(订单金
额)) /最大地区销售额

3 for A2 =A3.sum(订单金额) =C2-B3 /与地区第一名的差距
4 =A3.max(订单金额) /最大人员销售额

5
>A3.(C1.insert(0,A3.货主地
区,B3,C3,A3.姓名,A3.订单金
额,B4-A3.订单金额))

/插入计算结果

6 =C1.sort(地区销售额:-1,
人员销售额:-1)

脚本数据集调用共用脚本

使用脚本数据集，调用上述公共脚本，继续实施计算准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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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数据源支持

润乾报表可以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

Oracle

DB2

MySQL

RDB

PG

……

文本

JSON

Excel

FILE

XML

……

MongoDB

HBase

Cassandra

NoSQL

Redis

……

HDFS

Spark

Hive

HADOOP

Kafka

……

Ali-OTS

SAP

ES

OTHER

FTP

……

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就可以解决原来报表遇到外部数据（文本、NoSQL等）需要先导入数
据库形成中间表的问题，通过这个特性有效减少中间表的数量

《在报表中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基于多样性数据源做报表，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