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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开发T+0实时报表

润乾报表



为什么经常不能T+0？

冷热数据分离后，报表通常就无法完成T+0实时查询，只能进行T+1或T+n查询

原因是SQL无法跨库（尤其是异构源）查询；使用JAVA硬编码复杂度又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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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乾报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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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库可能采用同构数据库、异构数据库或文件系统 存储历史数据，这里将分别给出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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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库



举例

数据分布：超过3个月的订单数据会被归档到历史库中，历史库和业务库均采用MySQL

【报表需求】 查询今年每个月，各地区的销售情况

历史冷数据 当期热数据

【用于比较】单库时SQL写法（MySQL）：
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 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date('2019-01-01')  and 订购日期 <= date('2019-12-31')  group by year(订购日
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主地区



润乾报表实现-同构库

1. 新建报表，设置参数

使用润乾报表新建报表，并设置查询日期起止参数dbegin和dend

2. 设置脚本数据集，实现冷热数据查询



脚本说明

A B

1 =[connect(“curr_db”),connect(“his_db”)]
/创建2个数据库连接，分别是当前实时库
和历史库（数据源配置此处省略，请查看
相关文档）

2

=A1.(~.query@x("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
日期) 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
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 and 订购日
期 <= ? group by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
主地区",dbegin,dend))

/根据A1中的2个连接和报表参数执行SQL
分别查询冷热数据（按时间和地区分组汇
总）
其中，dbegin和dend为报表参数

3 =A2.conj() /合并查询结果

4
=A3.groups(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订单金
额,sum(运货费):运货费) 

/针对合并结果再次按照月份和地区进行分
组汇总

5 return A4
/为报表返回结果集



报表模板设计与呈现效果

根据已准备的数据集设计报表模板 发布报表，报表呈现效果如下：

报表展现效果报表模板设计



并行方式更高效

润乾报表还可以通过多线程并行执行SQL加快取数速度

△ 设置并行数

使用并行方式执行SQL查询需要事先设置并行数，然后在脚本中通过fork启动多线程

更改raqsoftConfig.xml配置：

<parallelNum>6</parallelNum>

A B

1 =[connect(“curr_db”),connect(“his_db”)]

2 fork A1

=A2.query@x("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 订购年月,货主地
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 and 

订购日期 <= ? group by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主地区",dbegin,dend)

3 … /其他部分与前例一致

4 …

5 …



异构库



举例

数据分布：超过3个月的订单数据会被归档到历史库MySQL中，业务库仍然使用Oracle

【报表需求】 查询今年每个月销售额最多的前三个地区

【用于比较】单库时SQL写法（Oracle）：
SELECT TB.*

FROM (SELECT o.*,

ROW_NUMBER() OVER(PARTITION BY o.订购年月 ORDER BY o.订单金额 DESC) RN

FROM (select to_number(to_char(订购日期, 'YYYY')) * 100 +

to_number(to_char(订购日期, 'MM')) 订购年月,

货主地区,

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

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 >= to_date(‘2019-01-01', 'yyyy-MM-dd')

and 订购日期 <= to_date(‘2019-12-31', 'yyyy-MM-dd')

group by to_number(to_char(订购日期, 'YYYY')) * 100 +

to_number(to_char(订购日期, 'MM')),

货主地区) o) TB

WHERE TB.RN <= 3



润乾报表实现-异构库

这里仅展示脚本数据集部分，报表呈现部分与前例类似，不再赘述

A B

1
=[[connect(“curr_db"),“ORCLE"],[connect(“his_d

b"),"MYSQL"]]
/实时库是oracle，历史库是mysql

2

=SQL="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
日期) 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
额,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
日期>=? and 订购日期 <= ? group by year(订购
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主地区"

/SQL语句，不同的数据库函数不同，
下面会根据数据库类型转换成对应的
SQL

3 fork A1 =SQL.sqltranslate(A3(2))
/根据数据库类型翻译对
应数据库的SQL

4 =A3(1).query@x(B3,dbegin,dend)

5 =A3.conj()

6
=A5.groups(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货费):运货费)
=A6.sort(订购年月,订单金额:-1)

7 =B6.group@o(订购年月).(~.to(1,3)) /取每个月份的前三名

8 =A7.conj() return A8



文件源



举例

数据分布：超过3个月的订单数据会被归档到文件系统中，业务库仍然采用MySQL

【报表需求】 查询今年每个月销售额超过200万的地区

【用于比较】单库时SQL写法（MySQL）：

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 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date('2019-01-01')  and 订购日期 <= date('2019-12-31’)  

group by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主地区

having 订单金额>=2000000



润乾报表实现-文件源

当历史数据被归档到文件系统中，如使用文本存储冷数据，热数据仍然在数据库中，脚本数据
集如下：

A B

1 =connect(“curr_db") /连接当前实时库

2

=A1.query@x("select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 订购
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sum(运货费) 运货费
from orders where 订购日期>=? and 订购日期 <=? group by 

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货主地区",dbegin,dend)

/根据参数汇总实时数据

3 =file("orders.txt").cursor@t(订购日期,货主地区,订单金额,运货费) /建立历史冷数据文件游标

4 =A3.select(订购日期>=dbegin && 订购日期<=dend) /根据参数过滤冷数据

5
=A4.groups(year(订购日期)*100+month(订购日期):订购年月,货主
地区;sum(订单金额):订单金额,sum(运货费):运货费)

/汇总冷数据

6 =[A2,A5].conj() /合并冷热汇总结果

7
=A6.groups(订购年月,货主地区;sum(订单金额):订单金额,sum(运
货费):运货费)

/汇总合并后结果

8 =A7.select(订单金额>=2000000) /筛选订单额大于200万的地区

9 return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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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历史冷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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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表的使用

简表的使用与文本基本一致（红色部分不同）：

A B

1 … /省略部分与上述文本部分代码完全一致

2 …

3 =file("orders.btx").cursor@b(订购日期,货主地区,订单金额,运货费) /读取简表历史冷数据

4 …

5 …

6 …

7 …

8 …

9 …

处理使用脚本查询文件，润乾报表还提供了SQL查文件的方式，详情参考：《有效减少数据库

中间表的报表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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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乾报表都能实施哪些计算

前面通过脚本实现了group by，where，having等计算，还能做更多：

1. 分库的概念

2. where

3. order by

4. limit Y offset X

5. sum/count/avg/max/min

6. group by

7. group by having

8. distinct

9. count(distinct)

10. count(distinct) group by

11. 带join on的查询

同步分库

维表冗余

维表内存化

12. 集合运算

13. 集合运算的简单情况

14. join on转为集合运算

15. 异构数据库分库



参考内容

《分库后的查询统计》

关于分库查询和T+0实时查询更多内容请参考：

分库

T+0 《高性能不停机 T+0 的实现》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67657792653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73834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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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内容请移步 乾学院

http://c.raqsoft.com.cn

优惠价购买请加入 好多乾

http://sys.misdiy.com/hd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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