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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hong Z-Suite 产品快速入门手册

此教程将介绍查询的创建流程，报表的制作来帮助用户快速掌握本产品的主要功能。

讲解要点 :

• 创建查询

• 制作图表

• 数据联动

• 参数介绍

• 脚本

• 动态计算

• 常用操作

首先介绍如何登录产品。

1) 点击 Yonghong Z-Suite 产品的启动快捷方式。

2) 打开浏览器， 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hostname:8080/bi/Viewer, 登陆到客户端。这里的 hostname

是你的机器名，如果是本机访问，可以用 localhost。 8080 是默认端口号，如果在安装产品时修改了默

认的端口号，请采用正确的端口号。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登陆到首页。

创建查询

用户通过查询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接口。下面主要介绍 SQL 查询、数据集市

查询、 Script 查询的创建方法。其它查询，请参考 Z-Data Modeler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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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查询

• 数据集市查询

• Script 查询

SQL 查询

SQL 查询主要是与主流数据库相联系。像 MYSQL 数据库主要通过驱动， URL 还有用户名和密码创建

数据库，支持 SQL 语句的执行，同时也是 Yonghong Z-Suite 与数据源之间的主要接口。在产品首页，

点击 “ 连接数据 ” 进入连接数据模块。

创建 SQL 查询，用户可以在编辑器中选择已建好的数据源，也可在编辑器中自定义数据源。下面介绍

创建 SQL 查询的过程，以 MYSQL 数据库为例。

1. 首先打开创建数据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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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数据源所需的数据库名称，驱动，URL，用户名以及密码。URL 的前半部分是协议，点开下拉列

表可进行选择，后半部分是服务器和端口号，如图所示：

3. 点击工具栏的 “ 测试连接 ”，如图所示：

4.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5. 将该数据源保存为 “MYSQL” ；

6. 打开 SQL 查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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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源输入步骤 6 保存的 MYSQL，如图所示：

8. 在表文本框根据提示右击选择刷新，如图所示：
永洪科技 www.yonghongtech.com 4



9. 编写 SQL 语句，点击 “ 刷新元数据 ” 按钮。根据字段的数据类型将字段分别放置在维度和度量目录

下，一般情况下将字符串、字符等适合作为维度的字段放在维度目录下，其他字段放在度量目录下。用

户可通过鼠标拖拽来实现字段位置的改变。

 

10. 给字段添加层次

1）在元数据区右键选择新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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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新建层次对话框中输入层次名称。

3）点击确定按钮则在维度目录下创建层次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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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鼠标拖拽，把与市场相关的字段放置到市场信息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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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则创建了关于市场信息的层次，在市场信息目录下存放着所有关于市场的字段，即 market_size 和

market 字段。

11. 创建日期型列。  

1）在日期类型字段 ( 日期 / 时间戳 / 时间 ) 上右键选择新建日期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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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需要创建的日期型列。

3）选择 “ 年季度 ” 和 “ 年月 ” 点击确定按钮后，在维度目录下将会创建日期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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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击元数据区的 “ 细节数据 ” 图标，即可预览查询中的数据。
永洪科技 www.yonghongtech.com 10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创建查询 SQL 查询

数据集市查询

数据集市查询作为 Yonghong Z-Suite 云计算的接口为用户提供云数据查询服务。 云计算所需要的查询

数据都会被单独存放在指定的文件目录下，创建数据集市查询，用户在编辑器中指定到该目录下选择已

经部署好的文件创建数据集市表。一般情况下查询数据会在创建查询之前被定义，并定时与云端数据互

动更新，保证在文件夹数据是最新的，这也是 Yonghong Z-Suite 相对于同类软件的独有的功能。

1. 在创建数据集市查询时需要首先配置本地云环境，在产品的安装路径的 bi.properties 中配置些参数，

来支持本地云。配置参数如下：

dc.node.types=nmrc

dc.fs.naming.paths=D\:\\YH\\Yonghong\\bihome\\cloud\\qry_naming.m

dc.fs.sub.path=D\:\\YH\\Yonghong\\bihome\\cloud\\qry_sub.m

dc.fs.physical.path=D\:\\YH\\Yonghong\\bihome\\cloud

dc.io.ip=192.168.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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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c.fs.physical.path=D\:\\YH\\Yonghong\\bihome\\cloud 可以更改成任意绝对路径，但要确认该路

径有读写的访问权限。在更改路径时，用户需要注意路径的格式，例如 D\:/bihome/cloud 不能写成

d\:bihome/cloud，也不能写成 d:\:/bihome\cloud。其中 IP 需要更改成客户自己主机的 IP。

注意配置好云环境后，需要重新重启 Yonghong Z-Suite 产品的启动快捷方式。

2. 通过定时任务模块的增量导入数据在 cloud 文件夹中生成云文件夹以及云文件。

1）在产品的首页点击定时任务。

2）进入定时任务界面后，点击 “ 新建作业 ” 的图标，进入作业的编辑界面，输入任务名称，假设为

CloudTask ；触发器类型为 “ 运行一次 ” ；任务类型为 “ 增量导入数据 ” ；查询选择任一个查询，假设

为 ” 咖啡 sql.sqry“ ；文件夹名称为 ”COFFEE C“ ；文件名称为 ”COFFEE“，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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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回到作业界面，在当前作业状态下查看 CloudTask 作业是否执行成功。

4）倘若作业执行成功则在 bi.properties 中配置的

（dc.fs.physical.path=D\:\\YH\\Yonghong\\bihome\\cloud）cloud 文件夹里边生成相应的云文件夹和云文

件。 CloudTask 的任务是在 cloud 文件夹里生成 COFFEE C 文件夹和 COFFEE.6f68c701.zb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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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定时任务界面右上角的 “ 首页 ”，返回到产品首页。

4. 在产品首页点击 “ 连接数据 “ 进入连接数据模块。

5. 创建数据集市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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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云连接数据界面，在文件夹的下拉菜单中列出了 ”Cloud“ 文件夹中的云文件夹，选择 ”COFFEE 

C“ 文件夹。

7. 点击刷新元数据按钮，则可刷出云文件中的数据来。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创建查询数据集市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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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查询

Script 查询提供了 SQL 查询不支持的联合查询功能。其类似于 SQL 中的联合查询，根据客户需求，将

来自不同数据表单上的数据，通过脚本 JOIN 查询方法展现在一张表单上。但 Script 查询提供了比 SQL

的联合查询更为强大的功能。 SQL 联合查询的前提是所有的数据表单都来自于同一个数据库，而 Script

查询可以连接不同数据库的数据表单，例如某个公司的经营数据保存在 DB2，而其管理数据保存在

ORACLE，客户通过 Script 查询可以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并组成一张新的查询表用来分析，实现了不同数

据源之间的合并。

在产品首页点击 “ 连接数据 ” 进入连接数据模块。

1. 创建 Script 查询

2. 数据库中的任意两张表可通过键将彼此联系起来。主键 （Primary Key）是一个列，在这个列中的每

一行的值都是唯一的。在表中，每个主键的值都是唯一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不重复每个表中的所有数

据的情况下，把表间的数据交叉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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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查询列表中存在两个 SQL 查询，一个是 Persons, 一个是 Orders。

1）请看 Persons 查询中的数据：

请注意， "Id_P" 列是 Persons 查询中的的主键。这意味着没有两行能够拥有相同的 Id_P。即使两个人

的姓名完全相同， Id_P 也可以区分他们。

2）接下来请看 Orders 查询中的数据：

请注意， "Id_O" 列是 Orders 查询中的的主键，同时， "Orders" 表中的 "Id_P" 列用于引用 "Persons" 查

询中的人，而无需使用他们的确切姓名。

"Id_P" 列把上面的两个查询联系了起来。

3. 编写脚本查询语句，实现以上两个查询的连接。

var lt = execute(this, SQL, "Persons");

var rt = execute(this, SQL, "Orders");

var lkeys = [0];

var rkeys = [2];

var lcols = [0, 1,2];

var rcols = [1];

join(this, FINAL_JOIN | LEFT_MAIN, LEFT_JOIN, lt, rt, lkeys, rkeys, lcols, rcols);  

以上语句通过 Id_P 实现了 Persons 查询与 Orders 查询的连接，以 Persons 查询为主，并保留

Persons 查询的第 0， 1,2 列， Orders 查询的第 1 列。

Id_P LastName FirstName Address City

1 Adams John Oxford Street  London

2 Bush George Fifth Avenue New York

3 Carter Thomas Changan Street Beijing

Id_O OrderNo Id_P

1 77895 3

2 44678 3

3 22456 1

4 24562 1

5 347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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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连接结果如下表所示。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创建查询 Script 查询

制作图表

图表组件是以图表的形式来展现数据，图表可以绑定任意一查询的多个字段。类似于表格组件，图表同

样可以使用细节数据和汇总数据。图表组件除了有表格组件支持的功能外， 还有自身特有的、更丰富的

功能。下面详细介绍如何创建图表以及几类常见的图表类型。

Id_P LastName FirstName OrderNo

1 Adams John 22456

1 Adams John 24562

3 Carter Thomas 77895

3 Carter Thomas 44678

2 Bush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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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图表

• 柱状图

• 趋势图

• 散点图

创建图表

产品首页，点击 ” 编辑报告 ” 进入编辑器界面。

1. 点击新建按钮，打开仪表盘编辑区，拖拽工具条上的图表标识到编辑区。

2. 在编辑区中生成图表的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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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图表或者在图表上右键选择绑定，则打开图表的绑定界面，在查询列表中选择需要统计信息的查

询。

4. 通过鼠标拖拽来给图表的 X 轴和 Y 轴绑定数据。 X 轴绑定 “ 市场 ” 字段， Y 轴绑定 “ 销售额 ”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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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 销售额 ” 字段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标记类型为柱状图 （在下拉菜单可以设置各种类型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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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柱状图如下图所示，统计各个区域内的销售情况。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制作图表 创建图表

柱状图

1. 统计各个市场的各个季度的销售情况。在美化界面的标签行绑定 “ 销售额 ” 字段，则在图表中将显示

关于销售额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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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 轴继续绑定 “ 销售额 ”，则图表的标记类型变成线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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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 销售额 ” 字段的下拉菜单中的标记类型选项将标记类型改成柱状图，统计各个市场的季度销售

情况。

4. 再在 X 轴绑定市场规模 “ 市场大小 ” 字段，可统计市场规模、市场、季度的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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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添加 “ 净利润 ” 字段到美化界面的颜色行，则可在图表中添加图例，蓝色的柱状图表示利润较高的

市场。可以发现在中东部地区的一级市场利润很高，而南部市场利润和销售额普遍偏低。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柱状图

趋势图

1.X 轴绑定 “ 年季度 ” 字段， Y 轴绑定 “ 销售额 ” 字段，趋势起伏较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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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 “ 产品大类别 ” 字段拖拽到美化界面的颜色行中，则在图表中生成相应的图例，从趋势图可以看出

茶的销售情况偏低，其他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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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X 轴再绑定 “ 市场 ” 字段，在 Y 轴再绑定 “ 市场大小 ” 字段，可看出各个市场以及市场大小的趋

势。

4. 发现上图的产品 “ 茶 ” 有峰值，其他产品趋势平缓。选中图例中的 “ 茶 ” 项，然后点击缩放按钮，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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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制作图表 趋势图

散点图

1. 图表的 X 轴绑定 “ 销售额 ” 字段， Y 轴绑定 “ 净利润 ” 字段，标记类型为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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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 “ 产品 ” 和 “ 州 ” 进行分组，在美化界面的分组中绑定 “ 产品 ” 和 “ 州 ” 字段。则在图表上显示分

组后的产品和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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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想统计各个 “ 产品大类别 ” 和 “ 市场 ” 的盈利销售情况，则在 X 轴和 Y 轴分别绑定 “ 产品大类别 ”

和 “ 市场 ”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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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入成本信息，在颜色行绑定 “ 成本 ” 字段，则图表中点的颜色为蓝色的表明成本越高。可通过美化

界面的大小来调整点的大小。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制作图表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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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联动

可供选择数据项，并自动过滤数据的组件被称作过滤器组件。此类组件包括列表过滤组件，日期过滤组

件和范围过滤组件。当修改了过滤器组件上的选项，所有与该组件同一数据源的输出型组件 （例如图

表，表格，交叉表，文本和仪表）都会自动过滤出数据。把此种行为称作数据联动。数据联动是

Yonghong Z-Suite 的一个重要特点 , 是提供一种从数据库提取信息的方法，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 , 使基

于任意数据的任意分析都能得到响应。当用户选择了该组件上得某些记录， 这些记录被送到其他同数据

源的数据组件上作为查询条件，更新查询数据。

产品首页，点击 ” 编辑报告 ” 进入编辑器界面。

1. 点击新建按钮，打开仪表盘编辑区。拖拽工具条的表组件标识到编辑区。

2. 在表区域右键选择绑定，则打开表的绑定界面，在查询列表中选择需要统计信息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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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鼠标拖拽选择需要在表组件上展示的数据段。

4. 拖拽日期过滤组件的标识到编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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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期过滤组件接收日期层次中的 “ 年季度 ”,“ 年月 ”,“ 年周 ”,“ 天 ” 字段。

6. 在日期过滤组件上选择 2010 年 5 月，则表组件中的数据将只显示 2010 年 5 月的所有信息，如下图

所示。

7. 在日期过滤组件上右键选择转换为范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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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期过滤组件可筛选一定日期范围内的数据，选定两个日期后点击应用按钮执行筛选，如下图所示筛

选出来各个产品从 2009 年 5 月到 2010 年 5 月间的数据。

9. 新建一个范围过滤组件，把范围过滤组件的标识拖拽到编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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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范围过滤组件接收数值类型的字段，如下图所示，在范围过滤组件上右键选择绑定，给范围过滤组

件绑定 “ 净利润 ” 字段。

11. 当范围过滤组件的状态变成下图所示的状态时，可在范围过滤组件上选择范围。筛选出净利润为 -

800~-400 之间的数据。注意此时的日期组件上的范围被清空，因为 2009 年 1 月到 2009 年 2 月间的产

品的净利润不在 -800~-400 范围内，当前筛选组件的优先级最高，否则将会取日期过滤组件与范围过滤

组件筛选结果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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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建一个列表过滤组件，把列表过滤组件的标识拖拽到编辑区。

13. 在列表过滤组件上右键选择绑定，给列表过滤组件绑定 “ 产品 ” 字段。给范围过滤组件也绑定 “ 产品

”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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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列表过滤上勾选 “ 绿茶 ”，过滤组件筛选的结果中再次筛选出产品为 “ 绿茶 ” 的数据，即与范围过

滤组件筛选结果取交集，倘若没有交集则范围过滤组件中的数据将被清空，当前筛选组件的优先级最

高。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数据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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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介绍

Yonghong Z-Suite 产品支持参数，通过参数来实时调整需要展现的数据。本产品提供多个参数组件，方

便用户对参数值的更改。参数组件是输入型对象，其作用是给参数灌值，参数组件包括列表参数组件，

下拉参数组件，文本参数组件。

1. 在查询界面中，打开查询列表中的任一查询。假设查询名称为 “ 咖啡销售统计 ”，在 SQL 语句中编写

带有参数的语句，在 Yonghong Z-Suite 产品中设定参数的格式为 “?{Pram}”。

2. 在工具条中的参数对话框中将收集所有的参数，凡是收集到的参数都不能在本对话框中删除，或者收

集到的参数在被收集的地方被删掉了，则在参数对话框中才能够删除。通过本参数对话框添加的参数可

以删除。

在此参数对话框中用户可以设定参数的数据类型，以及弹出状态等。当用户勾选弹出时，则在点击刷新

元数据按钮和点击工具条中的预览查询按钮时用户可手动输入参数值，来进行数据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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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查询列表中 “ 咖啡销售统计 ” 的预览查询图标，在参数栏中输入参数值 （Green Tea），然后点

击运行按钮，预览所有 PRODUCT 为 Green Tea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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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编辑器界面，新建立一个表组件，对该表组件绑定 “ 咖啡销售统计 ” 查询中的数据，由于 “ 咖啡

销售统计 ” 查询在查询界面中定义了参数，并且该参数处于弹出状态，故表组件在绑定 “ 咖啡销售统计 ”

查询时会弹出参数输入对话框，用户需要在此参数对话框中输入参数值，来对 “ 咖啡销售统计 ” 查询中

的数据进行筛选。

假设在参数输入对话框中输入参数值 Green Tea，则查询中的数据将是关于 PRODUCT 为 Green Tea

的信息。

注意参数输入对话框在当前工作区中只能完成一次输入，当用户再次打开该查询时将不会再次弹出参数

输入对话框。
永洪科技 www.yonghongtech.com 41



5. 对表组件绑定查询中的字段。

6. 给表组件设定过滤器。

1） 在表组件上右键选择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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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打开的过滤器对话框中点击添加过滤条件或右键选择添加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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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定过滤条件，假设过滤条件 MARKET 是 等于 Central，点击应用按钮，则表中的数据被筛

选，显示的是 MARKET 是 Central 的所有数据信息。

4) 设定过滤条件，假设过滤条件为 MARKET 是 等于 ?{MARKET},MARKET 为过滤参数 , 点击确定按

钮。
永洪科技 www.yonghongtech.com 44



5) 点击工具条上的参数按钮，打开参数对话框，此参数对话框收集与当前报表有关的所有参数，包括在

查询中定义的参数。凡是收集到的参数都不能在本对话框中删除，或者收集到的参数在被收集的地方被

删掉了，则在参数对话框中才能够删除。通过本参数对话框添加的参数可以删除。

在此参数对话框中用户可以设定参数的数据类型，以及弹出状态等。

6) 点击工具条上的刷新参数按钮，可重新输入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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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设 MARKET 参数输入 Central，点击应用按钮，则表中的数据将是关于 MARKET 为 Central 的数

据。

倘若重新设定从查询中收集的参数 PRODUCT 的值时，用户在点击工具条上的预览按钮或者保存当前

报表再次打开时才能看到筛选结果。

7. 文本参数的使用。文本参数通过展示组件 ( 表、交叉表、图表、仪表、文本 ) 上的过滤器来实现对组

件中数据的筛选。

1) 创建文本参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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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该文本参数，右键选择属性。

3) 打开属性对话框。由于文本参数本身就是作为参数组件来使用的，故该组件名称就是参数名，用户可

以对该参数名称进行修改，不同参数组件的名称不能重复，该参数名称将会被工具条上的参数对话框收

集。切换到编辑器窗口，用户根据需要设定该参数组件的参数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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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文本参数的名称与表组件的过滤器参数名称相同时，即过滤器条件为：MARKET 是等于 [?{ 文本参

数 1}]，可实现通过文本参数来对参数值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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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文本参数中输入 East，敲回车或者在编辑区的空白处点击，则实现对 MARKET 中数据的筛选。

8. 列表参数组件的使用。

1) 创建列表参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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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表组件上右键选择过滤器，打开过滤器对话框，点击增加过滤条件或右键中插入过滤条件。

3) 添加过滤条件 STATE 是 等于 ?{ 列表参数 1}, 两个过滤条件是相与的关系， “ 列表参数 1” 是列表参数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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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可以点击过滤器对话框上的图标或在右键菜单中更改条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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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列表参数绑定 “STATE” 字段。

6) 勾选列表参数中的 “New York” 选项，则表组件中的数据将会被筛选，由于文本参数的筛选条件与复

选框的筛选条件是相与的关系，故在 “MARKET” 为 “East” 的基础上再次筛选出 “STATE” 为 “New York”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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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筛选组件下拉参数组件与列表参数组件的筛选规则相同。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参数介绍

脚本

许多仪表盘环境需要动态定制仪表盘和实现自定义业务逻辑。这些需求从创建查询字段，到建立脚本查

询；从修改文本颜色，到控制用户交互行为；从添加表达式，到控制表格渲染，等等。 Yonghong Z-

Suite 有一套完整的脚本环境体系，以支持用户的各种动态的需求。脚本体系是 Yonghong Z-Suite 产品

中使用面较广的功能 , 让用户可以自己定制化一些高级需求 , 是决定产品是否强大的一个重要模块。

•  创建用户字段

•  创建维度表达式

•  创建细节表达式

•  创建聚合表达式

•  应用举例

创建用户字段

打开任何一个组件，假设表组件的绑定界面，打开查询列表，在查询列表中右键即可选择需要创建的数

据段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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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维度表达式

当用户需要创建作为维度来进行统计的数据段时，可选择创建维度表达式。维度表达式默认存放在维度

目录下，不能被拖拽到度量目录下。用户可在打开的维度表达式对话框中设定该数据段的名称、该数据

段的数据类型、编写脚本，来实现维度数据段的创建。数据类型最好是字符串或字符等适合作为维度的

类型，脚本中不能使用聚合函数。

如想要给 “MARKET” 字段中添加 “market”，则需要编写脚本 col['MARKET']+' market'; 字段名称为

MARKET1，数据类型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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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用表组件绑定 MARKET 字段和 MARKET1 字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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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脚本

创建细节表达式

当用户需要对某个数据段中的数据进行修改，则可创建细节表达式。细节表达式默认存放在度量目录

下，不能被拖拽到维度目录下。用户可在打开的细节表达式对话框中设定该数据段的名称、该数据段的

数据类型、编写脚本，来实现度量数据段的创建。数据类型最好是数值类型，适合进行度量，脚本中不

能使用聚合函数。

如果查询中存在两个字段 “PROFIT” 和 “SALES” 字段，则用户可计算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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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询列表中右键选择创建细节表达式，名称为 ” 成本 ”，数据类型为整数，脚本内容为：col['SALES']-

col['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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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则在查询列表中创建 “ 成本 ” 字段，用表组件绑定，如下图所示。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创建细节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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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聚合表达式

当用户需要对某个数据段中的数据进行汇总时，则可创建聚合表达式。聚合表达式默认存放在度量目录

下，不能被拖拽到维度目录下。用户可在打开的聚合表达式对话框中设定该数据段的名称、该数据段的

数据类型、编写脚本，来实现度量数据段的创建。数据类型最好是数值类型，适合进行度量，脚本中可

使用聚合函数。

聚合表达式只有在输出类型的组件 （文本、表、交叉表、图表、仪表）中才能被绑定，并且组件处于聚

合状态。

例如计算各个 MARKET 的总销售与总成本的比例，在查询列表中右键选择创建聚合表达式，名称为 ”

比例 ”，数据类型为 ” 双精度浮点数 ”，脚本内容为：sum(col['SALES'])/sum(col[' 成本 ']);

点击表的绑定窗口中的聚合按钮，使表处于聚合状态，然后绑定 “ 比例 ” 字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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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创建聚合表达式

排序

1. 假设存在一张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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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实现对 “ 总和 _COGS” 的排名统计，需要使用高级排序。使用高级排序的前提是表组件处于聚合

状态。

高级排序适用于聚合状态的表、交叉表以及处于聚合状态的图表。只有维度数据段才具有高级排序属

性，度量类型的数据段不具有此属性，高级排序可实现对聚合的度量字段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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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下图实现了表组件中的数据按照 COGS 字段的总和信息进行降序排列，即按照 “ 总和 _COGS” 字

段降序排列。

4. 排序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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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在高级排序对话框中的 Top_N 选项选择 4 时，则表中的数据将被过滤，只保留 “ 总和 _COGS” 的

前 4 个数据。
永洪科技 www.yonghongtech.com 63



6. 保留结果如下图所示。

7. 当用户需要实时更改保留个数时，可通过脚本来实现。

1) 首先创建一个列表过滤，绑定任一查询中的数字类型数据，如下图所示。

2) 在编辑区的空白处右键选择脚本。

3) 在脚本对话框中的变化时运行选项卡中输入脚本， FilterList1 是列表过滤的名称。

 if(!isNaN(param['FilterList1'])) {

   var col = 表 1.binding.getCo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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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sortRank=parseInt(param['FilterList1']);

   表 1.binding.setCol(0, col);

 }

 实现将 FilterList1 中的参数传递给高级排序对话框中的保留选项。

4) 在列表过滤中选择任一选项实现对表组件的动态筛选，即按照 “ 总和 _COGS” 字段的降序顺序进行筛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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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脚本

动态计算

动态计算器是表、交叉表和图表组件特有的，用来计算格子之间的数值变化。例如求同比，环比，年度

百分比，总计百分比等等。此类计算器只能保持在单个组件里，不能被其他组件重复使用。

•  环比增长率

•  同比增长率

环比增长率

计算 2009 年各个月份的产品销售增长情况。

1. 假设存在一个交叉统计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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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汇总字段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动态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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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打开的动态计算对话框中选择计算为百分比，计算方向为表格纵向，计算基数为当前数据的前一个

数据。

4. 点击确定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计算方法为数据 1 减去数据 2 得出的值再除以数据 2。如下图中， 2009 年 2 月份的环比增长率的计算

方式为 2009 年 2 月份的销售额减去 2009 年 1 月份的销售额得出的数据再除以 2009 年 1 月份的销售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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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环比增长率

同比增长率

计算 2010 年相对 2009 年各个季度的销售增长情况。

1. 假设存在一个交叉统计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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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汇总字段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动态计算器。

3. 在打开的动态计算对话框中计算为百分比，计算依据选择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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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的高级对话框中把 “ 年 ” 字段从可用的列中拖拽到计算依据列表中，点击确定按钮。

排序的 “ 空 ” 选项：不排序，消除升序或降序排序。

5. 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Amaretto 产品 2010 年第一季度相对 2009 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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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同比增长率

常用操作

各个组件根据各自特性，可以提供不同语义的数据展现。为满足普通的用户对商业智能系统提供服务的

实时性需求，不同特点的组件都提供了各自相符的数据分析的功能操作。下面主要介绍表组件和交叉表

组件特有的一些功能。

•  合计与分组合计

•  合并单元格

合计与分组合计

表和交叉表才有此功能。分组合计是基于组来对表或交叉表进行合计统计，而合计是基于整体来进行合

计，如对各个省份的分别合计是分组合计，而对各个省份的整体统计则是合计。

分组合计与合计适用于聚合表，对非聚合表没有此属性。而分组合计适用于至少含有两个维度的表或交

叉表。

1. 新建一个表，对其绑定三个维度数据段和一个度量数据段 , 并使表处于汇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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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第一个维度数据段 ” 年 ” 进行合计前置。

3. 第二个维度数据段 “PRODUCT_TYPE” 进行分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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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计前置 ” 和 ” 分组合计前置 ” 结果，如下图所示。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合计与分组合计

合并单元格

该功能在表、交叉表中才能使用，可实现相同数据的合并。用户可对不同组件的不同区域分别进行合并

单元格处理，互不影响。

1. 新建一个交叉表，绑定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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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对交叉表中红色区域内的相同数据进行合并。

3. 在编辑区右键选择元数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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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则交叉表变成其元数据模式，其中 XXXXXX 代表此数据段类型为字符串类型数据， 999 代表此数据

段类型为整型， 999.99 代表此数据段类型为浮点数。

5. 用 Ctrl 键选中需要合并的单元格，然后右键选择合并单元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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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在编辑区的空白处右键选择退出元数据模式。

7. 合并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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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讲解要点 :

                                                                                                                          < 返回 合并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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