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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减少
报表开发中对存储过程的依赖

润乾报表库外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在报表开发中的利与弊

存储过程之利

支持多步运算

在存储过程中可以通过多步运算，实现复杂

数据处理逻辑

利于界面与逻辑分离

计算逻辑放在数据库中完成利于计算存储层

和前端应用层的分离

计算性能高

存储过程采用预编译机制运算性能更高

存储过程之弊

对数据库影响过大

存储过程过多会带来数据库管理问题，同时

库内运行对数据库造成过大压力，创建和修

改存储过程需要很高权限存在安全问题

开发调试困难（不解释）

难以扩展和移植

分库后无法跨库查询；更换数据库无法移植

共享调用引起高耦合

存储过程可能被共享后，难以确定被哪些应

用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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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外存储过程（SPL脚本）

参数查询 静态报表 导出 打印

替代数据库
存储过程

润乾报表通过计算模块可以将原来在库内的存储过程移到库外，解决库内存储过程带来的难题

DB/DW FileSystem HDFS 其他数据源

数据源



库外存储过程如何使用？

【例子】根据游戏账户表和状态表查询前后十名用户的本期在线时长、上期在线时长和上上期
在线时长，及汇总结果

表样

数据来自于两个数据表：
create table T_DW_ZX_ACCOUNT_STATUS_DAY

(

LOGTIME    DATE,--日志时间
USERID     NUMBER(12),--用户号
ACCOUNT    VARCHAR2(50),--账号
ONLINETIME NUMBER(8),--在线时间
PAY        NUMBER(11),

EXPEND     NUMBER(11),

TOP_LEVEL  NUMBER(4)

);

create table T_DW_ZX_VALID_ACCOUNT

(

USERID            NUMBER,--用户编号
FIRST_LOGOUT_TIME DATE,--第一次登出时间
STANDARD_7D_TIME  DATE,

STANDARD_14D_TIME DATE,

ACCOUNT           VARCHAR2(50)

);



原数据库存储过程准备数据



润乾报表实现

1. 新建报表，使用脚本数据集准备数据

脚本解释请见下一页

这里使用了脚本数据集

同时注意数据集名称为

ds1,ds2,ds3，用于接收脚本返

回的三个结果集

在润乾报表中，支持返回并使

用多个结果集



SPL脚本解释

A B
1 =connect("ora") /连接数据库

2
=A1.query("select userid,first_logout_time,standard_7d_time from t_dw_zx_valid_account

where standard_7d_time is not null") /这5行根据参数分别执行SQL到数据库中取数，
为节约数据库JDBC的取数成本，需要在数据库中
先进行一部分运算（如：过滤、分组汇总等）

【注意】润乾报表的“库外存储过程”并不是把
原始数据全部从数据库取数后再运算（虽然也可
以），而是让数据库执行一些基本运算，这样可
以减少数据传输的IO成本，提升性能。
此外，必要时候仍然可以由DB去执行复杂SQL，
脚本用于控制逻辑过程

3
=A1.query("select userid, sum(onlinetime) onlinetime, max(account) account from

t_dw_zx_account_status_day where to_char(logtime,'yyyy-MM-dd')="+" '"+string(data_date)+"'

"+" group by userid having max(account) is not null")

4

=A1.query("select userid, sum(onlinetime) onlinetime, max(account) account from

t_dw_zx_account_status_day where to_char(logtime,'yyyy-MM-dd')="+" '"+string(data_date-

1)+"' "+" group by userid having max(account) is not null")

5

=A1.query("select userid, sum(onlinetime) onlinetime, max(account) account from

t_dw_zx_account_status_day where to_char(logtime,'yyyy-MM-dd')="+" '"+string(data_date-

2)+"' "+" group by userid having max(account) is not null")

6
=A1.query("select userid,onlinetime,account,logtime from t_dw_zx_account_status_day where

to_char(logtime,'yyyy-MM-dd')="+"'"+string(data_date-2)+"'")

7 =join@1(A2:a,USERID;A3:b,USERID;A4:c,USERID;A5:d,USERID) /关联A2-A5四部分结果

8
=A7.new(#:no,a.USERID:userid,a.FIRST_LOGOUT_TIME:first_logout_time,b.ONLINETIME:c

urrent_time,c.ONLINETIME:last_time,c.ONLINETIME:last_last_time)
/根据A7建立新序表，用于读取前后十名记录

9 =A8.to(10) /通过序号取前10名

10 =A8.to(A7.len()-10+1,) /后十名

11 =A6.count@b(d!=null && c!=null) /A11-A17计算汇总值

12 =A6.count@b(b==null && c!=null && d!=null)

13
=A6.count@b(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1 &&

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

14
=A6.count@b(b==null && 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1 &&

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

15 =A6.count@b(d==null && c!=null && 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1)

16 =A6.count@b(b==null && c!=null && d==null && a.FIRST_LOGOUT_TIME<data_date-1)

17 =new(A11:num1,A12:num2,A13:num3,A14:num4,A15:num5,A16:num6)

18 >A1.close()

19 return A9,A10,A17 将前十名、后十名以及汇总值以多个结果集返回报表



润乾报表实现

2. 报表模板设计

在报表中直接使用ds1、ds2、ds3呈现数据



如何被其他报表调用？

原来的存储过程可以被多个报表调用，润乾报表通过SPL脚本实现的“库外存储过程”，如何

被其他报表使用呢？

通过“润乾报表IDE-工具-脚本编辑“将其保存成独立的dfx文件，供其他报表调用

myProc.dfx

SPL脚本既可以内嵌在报表（应用）

中，跟随报表存储，也可以形成独立

的脚本文件（DFX）存储在应用中供

多个报表调用；

这样，报表应用在使用时就获得了相

当的灵活性，同时也解决了原来由于

高耦合带来的诸多问题



如何被其他报表调用？

其他报表在脚本数据集中调用myProc.dfx获得需要的结果集

在脚本数据集中使用call函数调用“库外存储过程”myProc.dfx

对于dfx中返回的多个结果集可以按需取用，方法是通过序号取得各个结果集

如本例中使用A1(1)和A1(2)获得了myProc.dfx中返回的前两个结果集



能否延续存储过程的优点，改正缺点？

前面我们罗列了存储过程的优缺点，那“库外存储过程”的方式是否能延续优点，改正缺点呢？

支持多步运算

在上述的例子中可以发现，润乾报表提供的脚本方

式天然支持多步计算

利于界面与逻辑分离

润乾报表提供的计算模块（脚本数据集）将报表

（前端应用）和数据库（后端存储）进行了有效隔

离，分层设计更利于解耦

计算性能高

SPL脚本可以优化原计算的执行路径（如中间结果

不落地），从而可以获得更高性能。如果再结合数

据外置则性能更高，请参考：《有效减少数据库中

间表的报表开发方法》

对数据库影响过大（解决）

由于是库外运算，对数据库影响很小，管理、性能

和安全都不会再对数据库产生影响

开发调试困难（解决）

提供了带有可视化编辑调试功能的独立工具；同时

SPL脚本更适合做复杂运算（详见下两页）

难以扩展和移植（解决）

由于计算都是在脚本中完成，数据库更改或分库，

只需要改变或增加数据库连接即可，算法几乎不用

更改，详见：《在报表中直接使用多样性数据源》

共享带来的耦合与管理问题（解决）

脚本随应用（报表/DFX）存储，随需存放和取用

延续优点 改正缺点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74510929328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73042681112


如何更方便地调试？

润乾提供了单独的脚本编辑工具（集算器），可以从润乾官网（下载地址）下载使用

注意：集算器是单独的商业产品，正式使用需要购买，对于只编辑脚本来说使用开发授权就够了，开发授

权同样通过上面的链接处下载

http://www.raqsoft.com.cn/download/download-jsq
http://www.raqsoft.com.cn/download/download-jsq


脚本计算的简捷性举例

1 select max(连续日数)

2 from (select count(*) 连续日数

3 from (select sum(涨跌标志) over(order by 交易日) 不涨日数

4 from (select 交易日,

5 case when 收盘价>lag(收盘价) over(order by 交易日)

6 then 0 else 1 end 涨跌标志

7 from 股价表) )

8 group by 不涨日数) SQL

A

1 =股价表.sort(交易日)

2 =0

3 =A1.max(A2=if(收盘价>收盘价[-1],A2+1,0))

SPL脚本

在比较与上一天的股价中，SPL脚本直接使

用了[-1]代表上一天的价格，从而通过3步

就轻松写出这样的运算

某支股票最长连续涨了多少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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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内容请移步 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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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价购买请加入好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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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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