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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Pentaho 报表设计向导创建的目的是便于报表制作者使用 JFreeReport 进行报表创作，尽管报表设计

向导在生成报表时非常灵活，它也不可能解决一些特定需求的问题。报表设计向导的意义在于消除生疏和熟练

的报表设计者之间的鸿沟。 
 

首次使用报表设计向导的用户将感受到报表设计向导易于使用和强大的功能，同时，专业用户将感谢

报表设计向导将他们从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 。在某些案例中它对高级用户手工编辑生成的报表以达到特定的

要求也许是必要的。 
 
 Pentaho报表设计向导使用Pentaho BI平台管理报表数据，执行JFreeReport引擎生成报表预览。关于

Pentaho BI平台的更多详细的说明请到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140317上查看其它文

档。可以采用报表设计向导来生成报表和动作序列，并将它们部署到提供了很多益处如调度、bursting 、工作

流和报表的电子邮件转发的一个Pentaho BI解决方案中。 

剖析 JFreeReport 
 
 一个 JFreeReport 由几个主要的从本质上定义了报表的版式和内容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通常按照如

下顺序定义：表头/尾，页头/尾，分组头部/尾，项或者细节以及函数表达式部分。 
 
 报表表头和表尾被打印在每个表的开始和结束处（分别）。一个表头通常显示一些报表自身的信息，

如标题，报表运行的日期，以及当查询中带参数的报表运行时，这些值也将被显示。公司标志也可以显示在表

头。这通常是报表设计向导范围之外的内容。 
 
 页头和页尾被打印在每个表页的开始和结束处。尽管他们可以自由地包含报表参数和其它报表部件，

但通常都包含页码。目前报表设计向导不创建或者操作页头或页尾。 
 
 下一个部分是分组头部和分组尾部。一个典型的分组头部显示组的列名和列的当前值。一个报表按照

组被分成很多部分，对每个组的循环重复分组头部和尾。如果任何列计算曾被执行，就有一个带计算值的分组

尾部。为了给出整个列的所有组的计算值，向导有一个选项用于 Grand Totals。 
 
 项部分定义了属于相同组的列。项部分重复查询中的每一行，这是查询的实际值显示的地方。 
 
 如在分组头部和分组尾部段讨论的计算，一般报表可以有计算值，如小计。这些计算在 Functions 一
节被定义为函数或表达式（术语）。报表设计向导将生成报表需要的函数。 
 
 Penataho 报表设计向导能够产生满足大部分要求的复杂的报表。报表设计向导的目标是使创建报表

没有繁琐和臆测的工作。它能动态调整报表的几乎所有的部分。例如，如果你改变你的项/细节部分的字体的

高度，行高将自动调整，之前这事只能手动管理且常常导致错误和花费很长时间去试验。 

License  
 Penataho报表设计向导是在 Pentaho Public License (PPL) 下的开放源码。license 的副本位于
http://www.mozilla.org/MPL/MPL-1.1.txt。

开始 

下载 
Penataho报表设计向导以ZIP压缩文件包的形式存在于Sourceforge上，URL为：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140317 ，你可以从此地址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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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用你熟悉的解压缩程序解压缩Penataho报表设计向导压缩包到某个路径，你要记得此路径。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上一个好的选择也许是“C:\pentaho-reportwizard”目录。如果你用*NIX系统（如Unix，
Linux等）我们假定你能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路径。从这点出发我们将安装路径称作 {WIZARD-ROOT}。要继

续此文的步骤，你如果下载安装Pentaho示例数据将对你有益（Pentaho示例数据可从Sourceforge 的如下

URL: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140317中下载）。Pentaho数据包压缩文件中包含有

Hypersonic，你可以点击start-hypersonic.bat (Windows操作系统) or start-hypersonic.sh (*NIX操作系统)运行

它。本文档将引用此数据库。 

配置 
   
 报表设计向导以 ZIP 包的形式发布并已经配置好。除了解压缩外不需要安装和配置。 
 
 如果你准备用 JNDI，你必须编辑{WIZARD-ROOT}/ resources/solutions/system/simple-
jndi/jdbc.properties 文件，此文件的示例项如下： 
 
SampleData/type=javax.sql.DataSource 
SampleData/driver=org.hsqldb.jdbcDriver 
SampleData/url=jdbc:hsqldb:hsql://localhost/sampledata 
SampleData/user=pentaho_user 
SampleData/password=password 
（译者注：如果你想快速体验这个报表工具，建议使用 SampleData 作为 JNDI） 
 
 SampleData 是被设置的 JNDI 连接的名字，所有的名值对配置相关的连接信息。*/type 设置告诉

JNDI 要管理的是什么，在本例中，是一个 SQL 数据源，*/driver 设置是我们要访问的数据库的 JDBC 驱动类

名。*/url 是 JDBC 连接字符串，这里显示的实例是本地运行的 Hypersonic 数据库服务器。下两个字符串是登

录数据库所需要的用户认证项（用户名、密码）。 
 
 数据库驱动的设置仅需要驱动被放置到 {WIZARD-ROOT}/lib/jdbc 目录下。Hypersonic 数据库驱动被

包含在报表设计向导内的 {WIZARD-ROOT}/lib/jdbc 目录下。其它的驱动也请放在此路径下，应用程序会自动

获取它们。 
 
 连接的 简单的类型是创建一个 XQuery 连接。使用一个 XML 数据文件和一个查询，我们就可以全

程运行向导并生成一个 report-spec。 在 {WIZARD-ROOT}/resources/data 下有一个名为 Quad_Data.xml 的
XML 数据文件。这个文件和 Hypersonic 数据库中的数据相同。 

手把手指南 
 

在你的本机建立并运行 Hypersonic ‘SampleData’数据库，将非常有利于随后的操作。我们将和你一

起贯彻从建立数据库查询到选择报表模板的报表设计向导的步骤。 

启动 
 
 使用 Ant 的 build.xml 文件的称为 “launch”的目标去启动报表设计向导（即运行：ant launch）。如

果你没有 Ant 或者不熟悉它，你可以在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双击 reportwizard.bat 文件来启动向导。 
 
 开始点允许你从头创建一个报表，或从一个现有报表开始。报表设计向导支持 ‘templates’，其是特

定类型的报表(例如 Customer Invoices)的预定义报表定义(layouts)，需要用户输入 ‘mapp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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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Name 域用于设置 JFreeReport XML 定义中的报表的名字，当生成预览时，作为在临时

Pentaho solution 路径中创建的一个文件名。当输出一个报表时，几个文件被复制进指定的路径。这些文件是

JFreeReport XML 定义，Pentaho Report-Spec 文档，报表(watermark)使用的 images，以及 Pentaho Solution 
engine 运行报表必需的 action sequence 文档。 

 

查询 
 
 这是向导的第一步，选择<Blank>模板，点击 Next。现在你处于 Query step。我们假定你有一个查

询要加入到查询部分。本例中我们用如下查询： 
 
select QUADRANT_ACTUALS.REGION, QUADRANT_ACTUALS.DEPARTMENT, 
QUADRANT_ACTUALS.POSITIONTITLE, QUADRANT_ACTUALS.ACTUAL, 
QUADRANT_ACTUALS.BUDGET, QUADRANT_ACTUALS.VARIANCE  
from QUADRANT_ACTUALS  
order by QUADRANT_ACTUALS.REGION,QUADRANT_ACTUALS.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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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服务(JNDI) 

 
 
 你可以选择 JNDI 或者 XQuery 项来使用‘SampleData’数据库。要选择的 JNDI 名是‘SampleData’。 

添加一个新的 JNDI 连接 
 如果你将创建一个新的 JNDI 连接，点击 “Add” 按钮，为 JNDI 连接输入 JDBC 信息。一定要给连接

赋予一个名字。在 lib/jdbc 找到的 drivers 的列表自动组装在 drivers 的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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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一个新的 JNDI 连接。 
 

 
 在 JNDI 连接的列表中，现在新的连接可用了。 

Mondrian/MDX 
 如果你愿意使用 MDX，而不是 SQL，选择 “Use Mondrian/MDX”，然后浏览至你的 Mondrian Cube 
Definition 文件。我们已经在 samples 文件夹中包含了几个 sample MDX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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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表设计向导中使用 Mondrian。 

XQuery 
 为在我们的 sample 数据上使用 Xquery，浏览至 {WIZARD_ROO 送 T}/samples/data 目录下的

Quad_Data.xml 文件。在这种类型的连接上使用的查询是/result-set/*。一个更有趣的查询可能是仅仅选

择 Central region 的数据。那种查询可能如下：/descendant::row[REGION='Central']。 

Map Template 
 这一步仅仅对于从一个模板创建的报表有效。当使用一个模板报表时，你必须为向导提供可能出现在

报表中的某一 labels 的值。模板也有定制 headers/footers，其引用了查询中的某些列。因为模板不知道在这

一步中你必须提供什么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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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将 ‘Actual’ mapping 到 ‘ACTUAL’ 列。 

Layout 
 
 在定义了查询后，我们的下一步是选择 Item Details & Groups。默认的，来自连接的元数据的所有

列都会被放进 Item Details 中。没有约定必须把所有 items 都分组。对于这个实例，我们打算选取 2 组：

REGION 和 DEPARTMENT。当报表生成时，Item Details 将会依据 REGION 和 DEPARTMENT 分组。这张报表

将有 4 个列的数据 (details) 和 2 个分组。 
 
 注意到这个向导步骤允许 Item Details 和 Groups 被排序。你分配的 Item Details 的顺序将指定列出

现在报表中的顺序。如果你将组看作嵌套的， 外的组将是组列表里 高级别的组，而 里面的分组则是 低

级别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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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截图显示了如上描述的 Layout wizard step 设置。 

Format Setup（格式设置） 
格式设置步骤不是必须的，但这是你可以设置报表格式的地方。对每个字段，都会有一行可设置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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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Formatting – Detail 
 
“Display Name”文本域允许你为一列输入人们易于理解的名称。名“POSITIONTITLE”可能不是在所有的

报表里都合适，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改成“Position’”。任何时候报表里的名为“POSITIONTITLE”的列将会被

“Position”替换。在下面的例子里，所有的字段都有一个 display name。 
 
表达式被用来为分组在页脚上创建一行汇总数据。如果没有表达式被选择，那么分组页脚将会是空，并且不占

用报表的如何地方。表达式类型将会基于列的元数据进行过滤。我们并不清楚对于一组字符串进行 “average”
运算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例子中，我们正在创建的报表，给 ACTUAL, BUDGET 和 VARIANCE 这三个

字段一个表达式 sum。 对每个分组，我们将在包含这些表达式的组的底部看到一行。 
 
由于我们知道数据使用美元做单位，所以我们增加一个格式符“$#,###”。这个格式将会在数据的前面附加

一个美元的符号，并且强迫数字通过“,”分组。数据库中的数字 235832，在报表中就是$235,832。如果想

了解合法的格式字符串的详细解释，请浏览http://java.sun.com/j2se/1.5.0/docs/guide/intl/overview.html。
以便了解每个格式类型的解释。 
 
列的“widths”部分可能刚开始会让人有些疑惑，特别是当试图改变它们，在生成的报表里看效果的时候。列

的“widths”仅仅对于“details”有限，而对分组无效。“widths”是一个百分比（ 大为 100％），你不需

要担心这个页面类型或边界。默认值根据“details”的数量均匀地换算成百分比来创建。在这个报表里，我们

有 4 个“detail”，所以每个“detail”将获得报表宽度的 25％。“POSITIONTITLE”列包含比我们的数据字

段（例如 ACTUAL 和 BUDGET）要长的数据。因为这个，我们将打算给“POSITIONTITLE”40％的可用页面

宽度，并且均匀地分割剩余的空间。ACTUAL、BUDGET 和 VARIANCE 将每个占用 20％的宽度。我们确信使用

了 100％空间，尽管这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有意使用更少的空间。 
 
对于将被用来分组的字段，在组的每套数据后进行分页可能比较好。这个分页的行为可以使用“Group Page 
Break”的复选框来打开或关闭。你还可以在分组跨越的每一页重复显示分组头部。这个也可以使用在分页复

选框上的“Repeat Group Header”来打开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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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字段默认都是左边水平对齐的。数字字段如果右对齐可以更容易读和比较，所以调整 ACTUAL，BUDGET 
和 VARIANCE 右对齐。 Alignment on groups 设置 group header 中的 group 的位置。REGION 是 外部的

组，并且如果它在中间的话，它可能看起来更吸引人。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给“POSITION”标题和右对齐。

垂直对齐也可以指定，并且默认是垂直方向上的中间对齐。  
 

 
 
Report Formatting – Group 
 
“Master Detail”选项为 内部的组（组列表中的 后一组）创建了一个特殊的 Group Header（组头），在

列头部之下，items（选项）之上，显示组的信息。由于组里的这些值是针对所有行， 我们就可以不产生冗余

并且创建一个更干净外观的报表。由于“master detai”是组头部的一部分，除非设置关闭，否则组的背景色

将会被使用。“master detail”将获得自己的列头，因此我们也不得不相应地调整这些列。这个将被报表设计

向导自动根据在字段设置上的宽度来处理。记住“master detail”的宽度必须定义好，否则，将会出现 0 宽

度，并且将不会显示在报表上， 尽管我可以确认它会出现。 
 
这个设置使用这个数据集工作的很好，一旦我们完成这个报表，我们可以随意改变这些设置。在点击完成后，

你将会回到这一步。做完变更，然后再次点击完成来查看在报表上的变化。查看上面这个截屏，了解格式化设

置向导所需要填充的内容。 

Page Setup（页面设置） 
报表设置向导步骤允许你设置一些高层报表细节，例如页面设置、页边的空白和水印等等。 

Paper 
Paper 设置包含 3 部分：orientation（方向），page size 和 mar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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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orientation（方向）被设置成 portrait（垂直）或 landscape（水平）。当产生报表输出时，它将根据 
orientation（方向）生成页面。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选择 portrait。  
 
将 page size 看作使用的纸的类型。这里的默认选择是“LETTER”。其他一般选择是 LEGAL 和 A4。支持很多页

面类型。 
 
Margins 创建报表四周的保留空白区。选择页边空白很容易，不需要讨论太多。 我们这里选择 Margins 为
12。 

Watermark（水印） 
水印是一个页面元素，它被画在所有其它元素的后面。它是一个不明显的图片，因为它不能影响报表的外观。

在 {WIZARD-ROOT}/resources/images 目录下有一个叫 “watermark.jpg”的水印文件。通过 browse（浏览）

按钮选择这个图片。宽度、 高度、 x 和 y 的设置都是基于百分比的。对于这个水印，宽度为 75%, 高度为

75%, x 座标为 0 ，y 座标为 y 轴的 30%.  这个“scale” 复选框说明我们是否让图片扩展到我们所设置的宽度

和高度。“ Keep aspect ratio”（保持纵横比）意味着如果图片被扩大，依旧保持原始的长宽比例。对于想避

免一个长方形变成正方形或 vice-versa（其它形状）的情况，这个设置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已经选择了一个

image ，但是不想再使用它时，就不要选中 image 复选框。 
 

 
截图显示了 Page Setup。 

高级选项 
Advanced Options step 允许你设置一些高层 report details，如 row banding，grid lines 和 f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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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为改善你的报表的可读性，一个方便的特征是 row banding。这将使用所选的背景色来改变数据的每一行。 
为了可调整 row banding，选择“Use Row Banding” 复选框。点击 “Color..” 按钮启动颜色选择对话框来选择

row banding 的颜色。这个例子没有使用 row banding，你如果喜欢可以自己试一试。 
 
可添加进某一报表的另一个好用的东西是 gridlines。你可创建 horizontal 和 vertical gridlines，并指定他们的

颜色。 
 
水平偏移量根据整个空间的指定比例将报表右移。这将移动所有的报表元素，包括 group headers，column 
headers 和 details section。 

Expression Setup（符号设置） 
“expression setup”部分是用来设置其它的报表特性的。这里你可以选择生成“Grand Totals”（高阶汇

总，对所有的组进行计算）。对某些财务报表，被计算的值会有下划线或者双下划线。这些效果可以根据需要

勾上复选框或去掉复选框来配置。 

Column Headers（列头部） 
列头部被技术性地创建在 里面的组，所以它们默认值来自组的设置。这是不合需要的。为了处理这个，你可

以手工调整列的头部高度和列的背景色。 

Font Setup（字体设置） 
可以为一个报表的所有主要部分设置字体，并且字体是可以预览的。 

Include 
有时，你有一组相关报表，其共享一个共同的 report 或 page header (例如)，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定义(XML)存
在。这个文件可能被包含进报表中，以向导不可能的方式来定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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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显示了 Advanced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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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预览） 
所有从向导搜集到的信息被用来创建报表说明的 XML 文档。为了产生一个报表的预览，报表说明文档和一个

模板被融合在一起，以便创建一个 JfreeReport XML 文件.  这个 JfreeReport 的 XML 文件然后被一个 Pentaho 
Action Sequence 引用生成输出。输出可以是 PDF、HTML 或者 Excel，它将会被显示在一个 SWT 浏览器组件

里，允许用户直接在向导里预览 PDF, HTML 或者 Excel.   
 
“preview” tab 可以通过双击它与应用分离。这将允许你变更、点击完成，然后立即看到预览效果。你可通

过如此操作在 report tweaking 上进行很多次迭代。一旦你关闭这个分离的 “preview”，将返回到向导应用

程序。 

PDF 

 
通过使用 SWT，我们可以在向导内部使用一个包含 Adobe Reader 插件的内嵌浏览器。 
 
在这里你如果对报表感到满意，你可以保存这个报表说明的定义，然后在以后编辑它。大部分的用户将结束他

们的报表，使用先前被生成的 JFreeReport XML 文件，或使用在一个 Pentaho BI solution 里被导出的资源输

出报表。 这些将在下一节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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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报表到 Pentaho BI 平台 

Publish（发布） 
输出特性允许你发布你的报表到 Pentaho Solution 路径里或一个你指定的目录里。这些被导出的文件是  
JFreeReport 的 XML 定义文件，一个 action sequence 文件，一个报表说明的文件，以及一个数据源文件（如

果数据库被使用）。 如果你导出到 Pentaho Samples 例子，当 PCI 重启或重新发布的情况下，你的报表可以

被做为一个 solution 而显示。 
 

 
把一个来自报表设计向导的报表导出到 Pentaho BI 平台的 Sample Solutions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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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action sequence)在 sample solutions 里可以找到。 

 
在选择报表后，查询被运行，并且报表被产生。 终报表以 HTML 形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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