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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查询示例

通用查询页面由上部通用查询部件
和下部报表部件组成。通用查询控
件可由程序员做个性化定制，以控
制浏览字段及数据范围权限、字段
分类管理、设置下拉选项的范围、
自定义报表（或统计图）显示样式、
重新设计页面跳转逻辑、保存查询
状态等。

通用查询控件允许让业务人员在界面上
拖拽选取字段、设置查询条件、分组汇
总，之后查询数据和生成报表。



通用查询模块的核心结构

元数据JSON

查询JSON

查询界面

业务人员看到的查询界面中及可进行的操

作和元数据JSON、查询JSON有关。

元数据JSON包含查询界面的各种信息，是

最初始的输入。用户编辑查询细节后，将

输出查询JSON，后续据此执行查询（如拼

出SQL）。

为还原查询界面进行再编辑，查询JSON可

以随元数据JSON一起输入。

查询JSON

通用查询模块，也就是上页面的上半部分



用JSP的taglib方式提供通用查询界面

按照上页中的结构，taglib的属性要输入元数据
JSON和查询JSON。

四种方式提供元数据JSON：
1、直接json字符串；
2、指向服务器上的.json文件；
3、根据页面参数和当前登录用户动态的生成
json字符串；
4、根据页面参数和当前登录用户用dfx脚本生成
json字符串；

两种方式提供查询JSON：
1、直接提供json字符串；
2、根据页面参数和当前登录用户提供json字符
串；

这些方式在左图有演示代码（通过序号对应）

dfx脚本文件是润乾集算器的程序文件，用它能
比较方便、灵活的把数据库表动态生成元数据
JSON。



用frame把通用查询模块和报表组合起来

数

据

库

通用查询frame(cq.jsp)

报表frame(cqReport.jsp)

主frame(cqIndex.jsp) 参数：params={table:”订单”,userId:15}

获得某个元数据JSON（上

页说的几种方法）

报表 (commonQuery.jsp)

查询JSON

根据查询JSON计算出数据集，生成报表

呈现

commonQueryDS.dfx

业务人员设置查询细节

frame可以作为应用
的某个页面集成到应
用中。

通常，还需要一些程
序处理，才会更好的
达到更自动化的效果。

1、需要程序根据数
据库的信息生成元数
据JSON

2、需要程序使用查
询JSON获取数据并
提供报表呈现
3、两段程序都可以
用参数决定被操作数
据以及权限信息

使用润乾集算器dfx

脚本实现这些自动化
处理较为方便，后面
会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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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JSON结构

整体是一个数组，一个元素是一组字段，分组管理字段方便界

面上按组选字段。

每个字段对象中：

name：字段名，和数据库里一致；

title：字段别名，在界面上显示，用户容易理解；

dataType：数据类型，1整数；2实数；3字符串、4日期；

dateFormat：日期格式，设置日期时间字段条件时使用；

timeFormat：时间格式，设置日期时间字段条件时使用；

referData：用选择方式编辑条件时的备选数据，可以是三状态

切换按钮、多选按钮、下拉树等多种编辑风格；

multi：用选择方式编辑条件时，是否可以选多个值。

referData的每一个备选项中：

id及pId：下拉树才需要这两个属性，表示节点的上下级关系，

其它编辑风格时可以省略；

v：真实值；

name：显示值。



表中字段太多，分类管理

元数据JSON中，用分组的

方式把同类字段集中到一起

体现到界面上就能切换分组。

按数据类型分类不一定合适，很可能不同的表有不同的分类方式，甚至
针对同一个表，不同的用户想看不同的分类方式，通过精细控制元数据
JSON细节完成这些个性化需求。



用户看不懂字段名，界面显示中文别名

增加title属性设置别名，不

设置时默认显示name

界面显示



性别字段的值为1、2，代表男、女，用三状态按钮设置条件

只有两个备选项时，编辑条件时会自动采用
三状态切换按钮（全部及两种备选状态）

referData属性用来设置备选项，
name是显示值，v是字段的真实值



多个值选择用多选按钮

点击按钮时，切换选中状态；如果设
置为单选，同时只能有一个被选中

同样用referData设置多个备选项，然后
多了一个multi属性（1/2）控制多选/单选



更多的值选择用下拉列表

自动采用下拉列表，多选时有复选按钮。referData里备选项多于n（如5）个



多级分组数据用下拉树

页面上呈现为树状，同样用multi控制多选

referData里备选项里增加id/pId

表示父子关系，pId为0时为顶级



完整元数据驱动通用查询界面

期待用什么方式在界面上设
置查询细节，就生成相应的
元数据JSON来驱动界面

用户在界面拖拽字段并编辑条件后，会生
成一个查询JSON里保存这些信息，下面了
解查询JSON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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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查询模块结果查询JSON的结构

通用查询界面提供JS方法getCommonQueryJSON()返回查询JSON，
fields为所有要查询出或参与查询的字段，每个字段中：
name：字段名；
alias：在结果集中的列名，为空时只参与查询不显示；
comparison：条件比较符，>、<、in、between、like、not like…；
value：条件值；
aggr：聚合方式，sum求和,max最大,min最小,avg平均,cnt计数,cntd去重
计数,stddev标准差，存在聚合字段时，显示的非聚合字段就是分组字段了
。

还有和查询无关的属性，用于还原查询页面：
currGroup：当前选中的字段组。

查询界面根据用户的操作，生成不同的查询JSON



按照选出字段生成数据，不显示字段的条件也有效

按照选出字段生成数据，alias为结果
集标题。性别设置不显示，alias为空，
但它只选出女性的条件仍然有效。



聚合分组查询

存在聚合时，进行分
组查询，按所有显示
的非聚合字段分组。

如果只有聚合字段，
没有非聚合的，那就
聚合全部数据，相当
于只有一组。

sum求和,max最大,min最
小,avg平均,cnt计数,cntd去
重计数,stddev标准差



聚合后的过滤条件

聚合字段上设置的条件为聚合后的
条件，相当于sql中的having，这里
是要找出员工数少于5个的部门。



同一字段聚合前后都参与过滤

需求变成：找出今年入职（员工编号>100）
员工数小于5的部门，这时把员工编号字
段拖入两次，聚合前的员工编号要设置成
大于100，并且设置不显示；而计数的条
件设置大于5。
也就是说员工编号聚合前后都参与了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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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自动生成元数据JSON

而通用查询的taglib能直接使用dfx脚本
获取元数据JSON。

元数据JSON可以由程序生成，这里使用dfx脚本来举例实现
。

参数params是JSON格式的串，取值 {“table”:”订单”}，指明要
生成哪个表的元数据JSON。

1 从数据库读取表结构中的字段名、字段类型，形成一个序
表结构的脚本对象
2 在这个对象上逐渐增补中文别名、带有显示值的备选数据
；
3 把字段按照数据类型分类管理；
…… 还可以追加更多详细的控制，比如参数中增加当前登录
用户ID，控制展示字段范围。

最后把这个序表对象转换成json字符串返回。

这个dfx脚本灵活地完成了自动生成元数据JSON的任务。



最简单通过表名生成元数据JSON

传入json格式的字符串参数params,

{“table”:”订单”}:

1、连接demo数据库
2、根据表名参数table查询一行数据；
3、得到字段名和字段数据类型；
4、得到元数据JSON

现在只涉及字段名和数据类型，形成最
简单的元数据JSON。



增加元数据JSON中的表现信息（分组管理、中文名、条件值的可选项）

拼元数据JSON时，按照字段类型分组，方便选字段；可以改为其它要求的分组方式。

给字段设置中文标题

增加性别三状态按钮、学历多选按钮、省市下拉树的数据



通过用户ID控制可见字段

参数中传入了用户ID，期望不同的用户看到不同的字段：
用户ID为23时，选用EMPID,EMPNAME,DEPT字段生成的元数据JSON

用户ID为24时，选用DEPT,JOB,BIRTHDAY,GENDER字段生成的元数据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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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查询JSON为报表生成数据集

润乾报表的多种数据类型中，集算器类型，可以
设置一个dfx脚本文件给报表提供数据。

通用查询模块提供的是查询JSON，而报表工具需要的是个数据集，程序员可以用自定
义数据集的方式编写java代码，完成解析查询JSON并查询数据的操作。更方便的方式
是润乾报表的集算器数据集或脚本数据集。



依据查询JSON自动化查得数据

这段dfx脚本给报表自动化的提供数据：
1、解析查询JSON；
2、根据查询JSON的查询细节以及一些
权限参数（如用户ID）拼出最后的查询
语句（可以理解为SQL）。
3、去数据库执行SQL，返回得到符合要
求的数据。

左边展示的脚本不完整，仅做示意。



生成数据过程中的权限控制

同样是查询订单表，界面操作和生成的查询JSON一模一样，但期望：
用户ID为23时，订单城市限定在山东范围内；
用户ID为24时，订单城市限定在河北范围内；

那在dfx脚本中根据参数里的用户ID增加这样的控制就可以了。



中文字段别名、代码值【1/2】显示值【男/女】的处理

这里通过性别字段，计算出一个显示值字段。

查询JSON里有中文别名信息，根据它命名结果集中的字段名

查询到数据后，出于报表界面友好的目的，还要对数据进行再加工

到现在，数据已经正确查询并完成整理，下一步操作是在报表中展示



使用不同的固定报表来呈现不同的结果集

通用查询结果多样：要查询的表、字段范
围、是否有分组聚合都不一样，那如果想
要根据不同的查询展示出一些个性化的报
表，就要预先设计很多的报表模板。

比如设计一个显示订单表的报表，当查询
订单表全表的明细数据时，用这个报表展
示。其它查询情况就要用别的报表。

这种方式做的报表通用性比较差，预先
做出所有可能的报表样式，工作量太大



使用动态列报表呈现不同的结果集

另外一种方式是采用动态列报表：

B2格根据动态列数生成列序号，并向右扩展；
B3格根据B2里的列序号得到字段名；
B4格根据B3里的字段名得到字段值。

动态列报表的更详细设置请参考润乾官方文档。

无论给什么样的数据集，
都能展示了。

这两种方式没有没有优劣，如果想通用，就用动态列报表；如果
想精细控制，根据查询JSON显示成不同的、有特色的报表（甚
至统计图），那就根据查询JSON路由到不同的报表进行展示。



总结

通用查询可以实现由业务人员自行拖拽字段并设置条件后的查询和报表。

数据权限可在json中控制，程序员后台使用dfx脚本可以很方便的处理这些控制。

进一步的用法：
1、元数据JSON不一定对应数据库表，可能是应用中的虚拟表
2、应用系统可以自行管理查询JSON，使查询可在用户间共享
3、根据查询JSON生成的结果集，也可以直接保存或下载，不一定用于展示
4、系统的页面跳转可以由应用自定义，实现通用查询模块的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