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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数据技术的社群

谈谈报表工具支持的数据源

29 期

面对繁杂的数据源，报表工具如何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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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乾营数据源

关系型QL

常见案例

数据源，顾名思义数据的来源，数据源中存储各类信息。

提到数据源，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数据库了。->

NewSql

关系型

NoSql



友乾营数据源

恶意的SQL 常见案例

除了常规的数据库，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来源

后台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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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支持哪些



友乾营报表数据源

报表作为数据呈现的载体，核心的还是有数据来源，作为报表工具（该讨论针对

Java报表工具）就要更广泛的支持各类数据源。原则上来说都应该支持！！！

状态式计算 图形

报表工具

布局格式

DB/DW FileSystem HDFS 其他数据源

SQL

参数查询 报表呈现 导出 打印

数据源

存储过程 API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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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关于数据源）

union
1、关系型数据库的支持怎么验证？

2、非关系数据库如何访问？

3、文件类数据源支持情况如何？

4、服务类数据源能否方便搞定？

5、报表能否同时从多源取数？



注意 – 小结

union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都提供标准JDBC或ODBC，

不支持才怪，列再长没意思，不需验证！！！

前面这一堆才是选型时验证的重点！！！，各厂商直连？还是基于接口

二次开发？ API太麻烦，直连才是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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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数据源报表工具怎么去连

union1、非关系型

mongodb、redis等

2、文件类数据源（txt、csv、excel、xml等）

3、服务类数据源（前后台分离，只提供数据接口）



Nosql

union

非关系型数据库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非关系型数据库用的越来越多，Mongodb、Hbase、es、

hive等。

有的提供JDBC，有的不提供。比如MongoDB，早前也在研究jdbc，但一直没能

完善起来，后来不了了之，估计这东西确实不是那么好整的。

对于报表工具，支持取数肯定没啥问题，api二开，执行各家的脚本。

Jdbc本身性能不好，还不一定有，写脚本又麻烦，怎么破？ →



文件数据源

union

常用的数据文件格式如excel、csv、txt、xml等，报表工具读取该类数据作为来源也是常见需求。

常用方式：

1、将文件数据提前导入到数据库

2、通过api，大多带有自定义数据集功能，通过接口程序读取数据文件。 →

3、报表工具封装好对这些常用文件的支持，只需要按照步骤配置即可。

问题：如果数据文件比较大，一次将数据全部读出，性能上很大问题，或许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

行。

怎么解决？ 有没有流式读？能不能支持分批读？ →



文件数据源 →

union

报表工具直连方式

第22期，《在报表中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 多篇幅介绍了文件类数据源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73042681112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73042681112


服务接口类

union
Web 报表的项目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成前后端分离，后端做成微服务提供数据接口，这也是一类数

据源。

针对这种数据源，基本都是采用api二次开发形式解决。跟文件数据源一样，借助报表工具提供的

自定义数据集（程序数据集）功能，通过调用封装的接口获取数据，再把数据处理成各家产品认

识的数据集对象。

API方式弊端：应用耦合性太高、不支持热加载、专门的开发人员。 →

有没有专门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目录 CONTENTS

专注数据技术的社群

更高级的中台



高级中台

1、文件类

2、Nosql类对比

3、服务接口类

4、多源处理



文本流式读

Java流式读取自然可以解决，但需开发人员且很麻烦。 要技术能力、开发维护成本高、

高耦合、还不支持热加载！！！

简单方式：如从文件emplyee.csv中查询1981年1月1日（含）之后出生的女员工



文本流式读

Java流式读取自然可以解决，但需开发人员且很麻烦。 要技术能力、开发维护成本高、

高耦合、还不支持热加载！！！



Nosql数据处理

MongoDB为例

filter将income，

output 部分信息存

放到数组中，用

unwind 拆解成记录，

再累计各项值求和，

按 _id 分组合并数据

简单方法

A1：连接数据库
A2：获取 computer 表中的数据
A3：将 income、output 字段中的数据分别转换成序列求

和，再与 ID 组合生成新序表
A4：关闭数据库连接。



服务接口类

Webservice（WSDL取数）

简单方法

A1：ws_client，创建webservice客户端
A2：向ws服务器发出请求，返回请求数据



服务接口类

Webservice（WSDL取数）

简单方法 →



多源处理

以查询某发货时间段内所有订单的客户信息为例，业务系统中，订单信息存储于 JSON 格式的文件，
报表查询时需要读取 JSON 格式文件，并与数据库表（维表）进行联合查询

orders.json 部分内容如下：

{"orders":

[{"订单ID": "10248",

"订单编号":

[{"订单ID": "10248",

"产品ID": "5", 

"单价": 12, 

"折扣": 0, 

"数量":1}], 

"客户ID": "VINET",

"发货日期": "2000-07-16", 

"到货日期": "1996-08-01",

"运货费": 32.38 },……

{"订单ID": "10400",

"客户ID": "EASTC", 

"发货日期": "1997-01-16",

"到货日期": "1997-01-29",

"运货费": 83.93

}]}

DataSet ds1 = new DataSet("ds1");

String[] filds = { "订单ID", "发货日期", "客户ID" };

for (int i = 0; i < filds.length; i++) {

ds1.addCol(filds[i]);// 设置数据集的字段}String 

JsonContext = new JSONDataSet().ReadFile("D:\\orders.json");

try {

JSONObject jo = new JSONObject(JsonContext);

JSONArray ja = jo.getJSONArray("orders");

for (int i = 0; i < ja.length(); i++) {

String tdate =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发货日期");

if (tdate.compareTo(begin) >= 0 && end.compareTo(tdate) >= 0) {

Row rr = ds1.addRow();

String id =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订单ID");

String cusid =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客户ID");

rr.setData(1, id);

rr.setData(2, tdate);

rr.setData(3, cusid);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API



多源处理

D3：通过数据集ds2内的客户ID字段和ds1关联，每次都根据当前行C3的值从ds2过滤出符合条件的值。

报表设计，在报表内多数据集通过函数关联json数据与维表

关联只能在报表内完成（api内更麻烦）

报表计算量增加，内存易溢出、性能低！！！



多源处理

脚本数据集内完成json数据读取，并完成于维表的关联

多源混算脚本完成，报表只需呈现结果，代码量少、极易维护、效果高！！！

A1：读取json文件
A2：过滤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A3：数据库内读取客户表（维表）
A4：json数据与维表关联，完成混算
A5：组织出结果集给报表展现

报表做法：



新源数据处理 – 总结

状态式计算 图形

数据计算层

报表工具 布局格式

DB/DW FileSystem HDFS 其他数据源

过程式计算

参数查询 报表呈现 导出 打印

数据源

多样性数据源 性能优化

浏览器



新源数据处理 – 扩展知识

报表的数据计算层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33865607332

报表应用的三层结构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33865570616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33865607332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33865607332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33865570616


好多乾 – 润乾互联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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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乾线上直销系统

玩转好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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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