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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表中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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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乾营多样性数据源给报表开发带来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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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表应用

数据源种类不断增多，给报表开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友乾营常见解决方案

RDB NoSQL HDFS LocalFile HTTP rest微服务 IOT数据

RDB

报表应用

借助RDB中转

将多样性数据源数据统一整理加载到关系库

中，再基于关系库出报表

避免报表直接面向多样性数据源

RDB NoSQL HDFS LocalFile HTTP rest微服务 IOT数据

硬编码

报表应用

应用端硬编码

在应用端通过硬编码处理多样性数据源数据后，

交给报表呈现

数据处理环节也可以建设成独立的数据处理层



友乾营优缺点分析

借助RDB中转 应用端硬编码

• 单库查询，避免多源问题

• 使用SQL查询相对方便

优点

• 应用结构复杂，运维成本高

• 数据实时性差

• 与关系库的耦合度过高

缺点

• 应用结构清晰

• 数据实时性强

优点

• 硬编码太难，没有SQL简单

• 编译型算法无法热切换

• 应用的耦合度过高

缺点



友乾营我们的希望

报表工具具备

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的能力

当开发报表时，我们希望：

实现简单，难度与使用SQL相当

应用结构简单，易于维护

增强数据实时性

有效降低应用耦合性

目标：

RDB+硬编码优点



友乾营润乾报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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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数据源直接计算

参数查询 静态报表 导出 打印

DB/DW FileSystem HDFS 其他数据源

数据源

替代RDB和
硬编码方式

润乾报表通过计算模块完成多样性数据源的直接使用，在报表模板的脚本数据集中完成



文本/Excel数据源1

JSON数据源2

WEB HTTP数据源3

MongoDB数据源4

混合数据源5

举例 EXAMPLE

友乾营
专 注 数 据 技 术 的 社 群



友乾营1-文本/Excel数据源

历史订单数据归档到文本中，现需要查询历史订单信息

【报表需求】基于历史的文本数据，查询2012年各地区、各销售人员销售情况

订单.txt 客户.txt 员工.txt



友乾营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实现文本数据查询

润乾报表实现

【其中】y_date为报表参数，查询年份



友乾营脚本解释

A B

1
=file("订单.txt").cursor@t(雇员ID,客户ID,订购日期,订单
金额;,",")

/由于历史订单数据量较大，这里使用文件
游标流式读取，还可以增加@m选项进行
并行取数

2
=A1.select(year(订购日期)==y_date) /根据报表参数y_date（年份）过滤数据

3
=file("客户.txt").import@t(客户ID,地区;,",").keys(客户ID) /读取客户数据

4
=file("员工.txt").import@t(雇员ID,姓名;,",").keys(雇员ID) /读取员工数据

5
=A2.join(客户ID,A3,地区;雇员ID,A4,姓名) /关联运算，join三个结果集

6
=A5.groups(地区,姓名;sum(订单金额):订单金额) /按照地区和人员分组汇总订单金额，

统计销售情况

7
return A6 /为报表返回计算后的结果集



友乾营

根据已准备的数据集设计报表模板，直接进行

分组呈现

报表模板设计

发布报表，报表呈现效果如下：

报表展现效果报表模板设计



友乾营

润乾报表提供了基于SQL的文本查询方式，前面的脚本数据集可以改成：

还能怎么做？

还能用SQL查文本！！

A B

1
=connect() /连接文件系统，接下来就可以进

行文件的SQL查询了

2

$(A1) select t2.地区 地区,t3.姓名 姓名,sum(t1.订单金额) 

as 订单金额 from 订单2.txt t1 

join 客户2.txt t2 on t1.客户ID=t2.客户ID

join 员工2.txt t3 on t1.雇员ID=t3.雇员ID

where year(t1.订购日期)=2012

group by t2.地区,t3.姓名

/基于A1的连接，使用标准SQL查
询文本，关联三个文本内容并进行
分组汇总
SQL是大家都熟悉的方式，没有学
习成本，可以直接上手

3
return A2

方式二



友乾营

通过配置专用数据源后，可以直接使用SQL数据集，编写SQL查询文件数据

1. 配置esproc数据源

还能怎么做？

还可以用SQL数据集！！！ 方式三



友乾营使用SQL数据集

2. 新建SQL数据集，编写SQL直接查询文本，实现关联、过滤、分组汇总等运算

这种方式更适合熟悉SQL技术人员的习惯，可以直接使用



友乾营GET关键点

润乾报表（计算模块）让文本拥有了计算能力

报表可以直接查询文本，无需入库

写脚本、写SQL都可以查文件

某些情况可以使用文本存储数据，无需建设RDW

更进一步



友乾营2-JSON数据源

基于JSON格式数据进行查询统计

【报表需求】基于JSON文件数据统计，查询每种服装的数量

data.json



友乾营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实现json数据查询

润乾报表实现

仅通过一行脚本即可读取JSON数据，此时为报表返回的是带层次的结果集

A1: =file("data.json":"UTF-8").read().import@j()



友乾营润乾报表层次数据集

脚本数据集中返回的结果集： 报表数据集呈现的结构：



友乾营

使用层次数据集设计报表模板，进行分组汇总

报表模板设计

发布报表，报表呈现效果如下：

报表展现效果报表模板设计

A3: =ds1.select(name)

B3: =ds1.productTypeDtos.select(name)

C3: 

=ds1.productTypeDtos.productTypeDtos.c

ount()



友乾营3-WEB HTTP数据源

有时数据通过WEB方式传递后进行报表呈现，沿用上述例子，json数据通过
web传递过来

【报表需求】基于WEB传递的数据，进行报表查询统计



友乾营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接收web数据进行呈现

润乾报表实现

A1: =httpfile("http://192.168.3.18:6868/demo/data.json":"UTF-8").read().import@j()

使用httpfile函数读取远程HTTP数据源，这里也只用一行脚本实现
模板设计与上例相同，此处省略



友乾营4-MongoDB数据源

读取MongoDB数据，开发查询统计报表

【报表需求】读取MongoDB数据，完成查询统计报表

数据内容与JSON例子一致



友乾营

1. 到【乾学院】下载外部库所需jar包（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69805469486），

其中MongoDB的jar为mongocli.jar

外部库配置

在润乾报报表中，对于没有JDBC或ODBC的数据源可以通过外部库的方式连接、取数、计算，

本例即通过外部库方式连接MongoDB，完成数据查询统计。以下为配置步骤：

可以看到外部库支持的数据源种类很多，这些数据源都可以在润乾报表中直接使用



友乾营

2. 下载MongoDB所需驱动jar，选择相应版本的驱动即可，这里我使用bson-3.11.1.jar、

mongodb-driver-3.11.1.jar、mongodb-driver-core-3.11.1.jar

3. 将前两步的jar拷贝到任意目录（如：

D:\software\raqsoft\report\web\webapps\demo\WEB-INF）

4.在润乾报表IDE中注册外部库，“工具菜单-选项-集算器选项”，选择外部库目录

外部库配置



友乾营外部库配置

选择要加载的外部库，这里选择MongodbCli；注意勾选后要重启IDE才能生效



友乾营外部库配置

5. 报表在WEB端发布，还需要在应用配置外部库

打开报表应用 WEB-INF 下的 raqsoftConfig.xml, 找到<Esporc>节点，在这个节点内增加：

<extLibsPath>D:\software\raqsoft\report\web\webapps\demo\WEB-

INF\extlib</extLibsPath>

<importLibs>

<lib>MongodbCli</lib>

</importLibs>

注：extLibsPath 标签设置外部库的根目录

importLibs 设置外部库中对应数据源的 jar 存放目录

<extLibsPath>D:\software\raqsoft\report\web\webapps\demo\WEB-

INF\extlib</extLibsPath>

<importLibs>

<lib>MongodbCli</lib>

</importLibs>



友乾营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读取MongoDB数据

润乾报表实现

通过封装好的函数连接MongoDB，完成数据读取，后面可以继续进行计算，这里直接返回给

报表。报表模板设计与JSON例子一致，不再赘述

A1: =mongo_open("mongodb://localhost:27017/test")

A2: =mongo_shell(A1,"goods.find()").fetch()



友乾营

再罗列一下除了MongoDB，还支持哪些数据源

• Elasticsearch

• HDFS

• Hbase

• Hive

• Spark

• Kafka

• Redis

• 多维数据库

• SAP

• Ali-OTS

• FTP

还支持哪些数据源

这些数据源都可以直接使用

在润乾报表中



友乾营5-混合数据源

报表经常涉及多源，多种数据源混合的报表该如何开发？这里沿用文本例子的数据，三部分数据
分别来源于文本（历史数据）、RDB（业务系统）和Excel（财务系统导出）

【报表需求】查询2012年各地区、各销售人员销售情况

订单.txt 客户数据库表 员工.xlsx



友乾营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分别读取三个数据源数据，混合计算

润乾报表实现

报表模板设计有文本数据源例子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友乾营

润乾报表处理多样性数据源时的特点：

• 直接使用，无需借助RDB，不需要硬编码，数据实时性强

• 脚本实现简单，甚至比SQL更简单

• 脚本与报表统一管理，应用结构简单清晰，易于维护

• 脚本解释执行，支持热切换

• 降低与数据源的耦合性

• 降低报表与应用的耦合性

总结



润乾线上直销系统

玩转好多乾

http://www.raqsoft.com.cn/wx/hdq-strateg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