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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乾报表 –数据准备

润乾软件出品



什么是报表数据准备？

报表开发有两个过程：

1是将原始数据（数据源）加工成报表可用的结果集，通常使用SQL/存储过程/JAVA实现

2是将准备好的结果集通过某种显示样式展现出来，比如常见的表格、图形、颜色等

报表数据呈现

报表数据准备

数据源

典型报表应用三层结构

多使用报表工具实现，也可硬编码完成

多使用SQL、存储过程或JAVA编码实现

多使用关系数据库

实现手段



报表数据准备存在的问题

报表呈现通过报表工具已经做得较好，但使用SQL/存储过程/JAVA准备数据会有一些问题

SQL的问题

• 复杂计算难写难维护，想想那

些上千行、嵌套N层的SQL

• 强依赖关系数据库，NoSQL和

文件系统用不了

• 不支持跨库查询，数据库无法

横向扩容

• 移植性差，换库要大量修改

SQL

存储过程的问题

• 复杂计算难写难维护，虽然存

储过程支持分步，但几百KB的

存储过程仍然很难写

• 没有移植性，现在很多企业都

禁用存储过程了

• 数据库存在安全隐患，存储过

程创建修改需要较高数据库权

限，开放这些权限存在数据库

安全隐患

JAVA的问题

• 计算实现难度高，比如分组汇

总用JAVA要上百行代码

• 与主应用强耦合，报表模块无

法剥离。报表查询强度大、并

发高，与主应用耦合过高会导

致整个系统不稳定

• 需要专业程序员，成本高



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

报表数据准备是报表开发（运行）的必要过程，也是报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然存在这

些问题为什么一直没解决？

难 习惯了• 报表数据准备的本质是数据计算，报表工

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内部增加一个

强计算机制，不仅要所有计算都能做，还

要保证性能，最好写法要比SQL写法更简

单（至少不能太难）

• 这个事情无异于开发一门专用计算语言，

难度比做报表工具还要高很多，所以报表

工具很难具备数据准备的能力

• 报表工具不具备数据准备能力，自然要由

开发人员写复杂SQL、存储过程和JAVA代

码

• 数据准备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以至于大

家都习惯用那些比较笨拙的方式，甚至认

为报表开发就应该这样



润乾报表如何解决？

润乾报表增加了一个数据计算模块（脚本数据集） ，专门用于解决报表数据准备过程中的这

些问题

报表数据呈现

报表数据准备

数据源

润乾报表三层结构

脚本数据集

这个脚本实现了Excel和数据库表混合计算



特性速览

• 计算实现简单 • 可控缓存

• 多数据源支持 • 低耦合

• 异构数据源混算 • 易移植易扩展

• 并行计算 • 梳理应用结构

• 大报表 • 低成本



select max(continuousDays)-1

from (select count(*) continuousDays

from (select sum(changeSign) over(order by tradeDate) unRiseDays

from (select tradeDate,

case when closePrice>lag(closePrice) over(order by tradeDate)

then 0 else 1 end changeSign

from stock) )

group by unRiseDays)

SQL解法

A

1 =stock.sort(tradeDate)

2 =0

3 =A1.max(A2=if(closePrice>closePrice[-1],A2+1,0))

计算实现简单-比SQL/存储过程的优势

计算目标：某支股票最长连续涨了多少交易日

• SQL在使用窗口函数的情况下嵌

套三层完成；

• 你不妨试试能不能读懂！

润乾报表（脚本数据集）解法

其实这个计算很简单，按照自然思

维：先按交易日排序（行1）,然后

比较当天收盘价比前一天高就+1，

否则就清零，最后求个最大值（行3）



计算实现简单-比JAVA的优势

相对使用JAVA实现数据准备，润乾报表的数据准备（脚本）采用集合化语法，代码要比没有

直接提供结构化计算的JAVA更加短小

• 基于Java提供了更高层的类库和方法 • 伪实代码的比例大约是只有1:1.5，大

多数报表数据准备算法可以在一个屏幕

内显示出来

• 一个页面内能看到更多代码，能更完整

地理解代码的含义与排错

写的更快更短 容易理解和排错

*想想JAVA实现一个通用的分组汇总要写多少行代码？



脚本分组举例

每组Top N

获取每个月、每个人、头三
天的加班记录

常规分组

汇总每个人的值班天数

对位分组

按顺序分别列出使用
Chinese、English、
French 作为官方语言的国
家数量

A

1 =file(“/Users/test/duty.xlsx”).importxls@tx()

2 =A1.groups(name;count(name):count)

A

1 =file(“/Users/test/duty.xlsx”).importxls@tx()

2 =A1.groups(month(workday):mon,name;~.top(3):top3)

A

1 =connect(“mysql”)

2 =A1.query@x(“select * from world.countrylanguage where isofficial=‘T’”)

3 [Chinese,English,French]

4 =A2.align@a(A3,Language)

5 =A4.new(A3(#):name,~.len():cnt)

*实际上，润乾报表数据准备脚本的计算能力是完备的，所有计算都能完成



多数据源支持

• 商用 RDBMS：Oracle、MS SQL Server、DB2、Informix

• 开源 RDBMS：MySQL、PostgreSQL

• 开源 NOSQL：MongoDB、Redis、Cassandra、

ElasticSearch

• Hadoop家族：HDFS、HIVE、HBase

• 应用软件：SAP ECC、BW

• 文件：Excel、Json、XML、TXT

• 其他：Http Restful、Web Services、OLAP4j 、... SQLDB NoSQLDB File/HDFS

润乾报表

润乾报表在脚本的支持下，可以对接更多数据源



异构数据源混算

报表数据呈现

数据源

报表数据准备 脚本数据集

表格 图形

mySQLORACLE 非RDBRDB

脚本支持同构或异构数据源之间混合计算，有了这个能力，做报表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将异构

源数据都灌倒一个关系库查询了



并行计算

脚本支持多线程并行取数，可以基于多个同构或异构数据源并行取数、计算

润乾报表

多数据库

线程1 线程2 线程3

SQL 结果 SQL 结果 SQL 结果

汇总结果

报表呈现



大报表

支持海量数据异步呈现，秒级响应，大数据下保证呈现速度，同时降低服务器压力

传统报表模式

全部取出后再呈现，用户体验恶劣

全内存计算的报表可能溢出

由数据库实现分页取出，翻页性能差并且可
能导致数据不一致

润乾报表实现异步分页取出

异步线程边取数边呈现，快速响应

本地缓存，按页随机取数

不依赖于数据库的分页取出能力，适用于非关

系数据库的数据源

HTML

分块二进制文件

集算引擎

请求处理

批量读取

异步写入

调用 分页读取

批量返回



可控缓存

… …

缓存1 缓存2 缓存n

Part1Part2

报表A 报表B 报表C 报表D

超时时间
1小时

超时时间
2小时

超时时间
12小时

可实现报表的部分缓存、多个报表之间缓存复用、以及不同缓存的不同生存周期



相对于使用JAVA实现报表数据准备，计算模块与应用的耦合性更低

JAVA

模块化困难

Java程序必须和主应用一起编译打包，耦合

度高

难以热切换

Java编写的报表数据准备算法有修改后会导

致整个应用重新编译部署，很难做到热切换

类库少

JAVA程序在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计算方面的类

库较少

润乾报表计算模块

模块化简单

计算脚本和报表模板一起管理维护，从而使报

表功能模块化

容易热切换

计算脚本是解释执行的语言，很容易做到热切

换

类库多

更丰富的语法和类库，让结构化数据的计算更

有效率

低耦合



易移植易扩展

计算模块具备不依赖数据源的计算能力，数据源变化无需更改计算算法，利于移植和扩展

报表数据呈现

报表数据准备

数据源变化只更改相应取数逻辑即可，无需更改

计算逻辑，平滑移植

取数1 取数2

报表数据呈现

报表数据准备

数据库扩容，更改取数逻辑，归并数据后，延用

原有计算逻辑，快速扩容

取数 取数&归并



采用存储过程实现数据准备算法，会造成报表与数据库的耦合问题

• 存储过程和报表的存放位置不同，导致模块化难度大

• 存储过程修改需要分配相应的数据库权限，存在安全隐患

• 存储过程容易被其他应用使用，造成多个应用间的耦合

梳理应用结构 - 减少存储过程

使用计算脚本替代存储过程完成报表数据准备，会极大减少存储过程，算法外置后与报表模

板一起存放管理，完全归属于应用本身，降低报表与应用其他部分或其他应用的耦合



由于数据量或计算复杂度原因，经常需要在数据库中创建中间表，中间表会带来很多问题。

通过计算模块可以有效减少中间表数量，梳理应用结构

梳理应用结构 - 减少中间表

数据库管理混乱

各个应用的累积大量中间表

存储在线性结构的数据库中

造成数据库管理混乱

数据库资源浪费

不用的中间表，仍然需要相应

ETL过程向其更新数据，浪费

数据库资源

计算模块提供高性能私有数据存储格式，可以将中间表数据外置存放到文件系统，便于管理，

通过计算脚本获得计算能力，同时获得更高效的IO性能和计算能力，充分减少数据库中间表，

梳理数据库结构



低成本

有了专门的数据准备工具，报表开发可以不再依赖专业程序员，从而进一步降低报表开发成本

低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润乾报表提供的计算模块（脚本数据集）并非必选，您仍然可以使用SQL/存

储过程/JAVA来准备数据。只不过，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

不要锦上添花，只有雪中送炭



没完没了的报表

• 报表业务天生具有稳定性差的特点，报表经常要新增、修改。

• 因为报表需求是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逐渐催生的，没完没了是常态，没法消除，只能适应

• 需要低成本的适应手段来面对没完没了的报表

• 以往报表工具只能解决呈现阶段的问题，而无法搞定数据准备，仍会面临开发人员要求高、

应用耦合性高、运维成本高等问题。这就会让人感到没完没了是个棘手的问题。

• 润乾报表的计算模块专门用做数据准备，可以进一步降低报表开发成本，从而更低成本地

适应没完没了的报表开发

报表没完没了
是常态

需要低成本高效
率的适应方案

润乾报表有效
降低适应成本



报表开发成本如何再降低？

• 使用润乾报表解决了1.报表呈现和2.数据准备两个阶段的问题，这样报表开发已经全面工具

化，有效解放了人力，降低了成本

• 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报表开发成本？如何解决？

• 报表与业务系统耦合在一起，报表频繁修改会影响业务系统，导致运维困难，增加成本

3.运维困难

• 因为要面对业务系统复杂的技术环境，又涉及编写复杂SQL和JAVA，报表开发工作往往需要专业

程序员参与，无疑又增加了成本

4.报表开发人员成本高

• 技术部门面对业务部门的需求往往需要多次往复沟通，有时还会因为误解导致报表开发不对，进一

步增加了成本

5.沟通成本高



五步降低报表开发成本

1.引入报表工具

报表呈现工具化-解放报表呈现阶段人力

2.引入计算模块

报表数据准备工具化-解放数据准备阶段人力

3.独立报表模块

调整应用结构，梳理报表数据源，实现
报表模块与数据库及应用解耦

4.建设报表团队

模块独立后可建设培训独立于应用开发团队外
的低成本报表队伍应对多变需求

5.完善沟通机制

建设报表知识库论坛。减少沟通中的误解，实
现历史工作的复用五

步
解
决
报
表
没
完
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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