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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算器说明 

1.1 集算器功能简介 

集算器能够完成批量数据计算，它具有以下的一些基本功能： 

 数据分析与结构化计算 

 自由访问数据库，在线数据分析 

1.2 集算器安装与运行 

拿到安装包后执行安装程序，按提示逐步进行： 

1) 运行安装程序 

2) 按照提示，依次点击下一步，接受许可证协议 

3) 选择安装路径，点击安装 

4) 完成安装。 

如果对 Java的运行环境配置比较了解，而且本地已经安装了 JDK1.5以上版本，也可以

选择不自动安装 JDK 的集算器安装包来安装，在安装中需要填写本机 JDK 所在目录。 

1.3 界面布局及网格文件的创建 

运行集算器主程序打开集算器标准版，点击 按钮可以创建网格文件。 

 

左边的网格区是当前活动的网格文件。右边，上部分区域是值显示区，下部分区域是

变量查看区。值显示区和变量查看区可以收起和展开。 

网格区 

值显示区 

变量查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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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算器中的函数编辑辅助功能 

在集算器中，提供了大量函数。在单元格中书写表达式时，可以通过函数编辑辅助功

能，更方便地进行书写。 

在函数编辑辅助界面中，可以看到函数的语法以及函数说明等信息： 

 

按住 Alt+↓可以打开/关闭函数编辑辅助功能。 

2. 集算器基础操作 

2.1 集算器中的数据类型 

2.1.1 数据类型 

在集算器中，有以下几种数据类型： 

 整数 

-2
31

~2
31

-1 之间的整数，即取值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可用类型转换函数 int()

将其它类型数据转换为整数。 

 长整数 

点击这里的小三角，可以

收起或者展开值显示区

和变量查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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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3

~2
63

-1，比整数类型的取值范围更大，可用类型转换函数 long()将其它类型数据转换

为长整数。 

特别的，可以在整数后面添加大写的 L 表示长整数，长整数与整数相比有更大的取值

范围；还可以用 0x 开头的串来表示十六进制的长整数： 

 

由于普通整数的取值范围是-2
31

~2
31

-1，即-2147483648~2147483647，因此 A2 中的结果

超出了整数的取值范围。而A1中，使用了长整数，取值范围增大为-2
63

~2
63

-1，就可以获得

正确结果。可以注意到，在进行某一步运算时，当参与运算的操作数之一为长整数，结果

就是长整数。 

 浮点数 

64 位浮点数，这是集算器中最常用的数据类型，涉及小数的运算基本都是用它来计算

的，可用类型转换函数 float()将其它类型数据转换为浮点数。由于浮点数是用二进制规则存

储数据的，因此在计算中有可能出现误差。 

 长实数 

长实数可以无误差地存储任何实数，但是使用长实数计算时，需要消耗更多的内存，

且计算的效率较低。可用类型转换函数 decimal()将其它类型数据转换为长实数。 

– 54、43.31、-4.45E13、3% 

 实数 

实数包括整数、长整数、浮点数、长实数这四种类型，可用类型转换函数 number()将

其它类型数据转换为实数。 

 布尔型 

包括 true/false 

– true、false 

 字符串 

在使用表达式时，用双引号括起来，其中转义字符用\。而在直接定义字符串常量时，

不用引号，还可以用函数 string()将其它类型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在表达式中计算两个字

符串 x 与 y 合并，可以在之间添加空格 x y。 

– abcd 

– ="中国\t 美国" 

– ="中国" "北京"  将两个字符串合并，结果为：中国北京 

转义规则与 JAVA 相同，可参考使用手册。 

 日期/时间 

写成 yyyy-mm-dd 和 hh:mm:ss 形式。可以用类型转换函数 date()，time()和 datetime()将

字符串或者长整数转换为日期，时间或者日期时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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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3，23:04:23 

可以在菜单栏的工具选项中，点击选项按钮，在环境选项卡中，设定时间/日期数据的

格式，以及字符编码等。 

 
当把数据转换为其它类型时，有可能会丢失精度。 

2.1.2 数据类型的判断 

可以用下面几个函数判断数据的类型： 

 ifnumber(x)  

判断 x 是否是实数 

 ifstring(x) 

判断 x 是否是字符串 

 ifdate(x) 

判断 x 是否是日期类型或日期时间类型 

 iftime(x) 

判断 x 是否是时间类型 

– =ifnumber(3.5)  true 

– =ifstring(now())  false，now()计算当前日期时间 

2.2 单元格类型 

2.2.1 常数格 

格串能被解释为常数的单元格称为常数格，其格值即为该常数。 

常数格有如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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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格的文字缺省会显示成粉色。根据格子中的数据，会解析为各种数据类型，如果

无法理解，会把单元格中的格串解释为字符串。 

– 注意：3%的写法不能在表达式中使用，仅在常数格中有效。 

在单元格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常数保留字，注意大小写是敏感的！ 

 null 

空值，空格子的格值也是 null 

 true 

真 

 false 

假 

2.2.2 字符串常数格 

格串是以英文单引号'开头的单元格，表示是格值为字符串的常数格，格值即为单引号

后字串所构成的字符串。此时，单引号后面的所有字符都会被解析为字符串，不必再添加

引号、转义符等字符。 

– 'abc\d  字符串 abc\d。 

– '1234.5  字符串 1234.5。 

 

2.2.3 计算格 

格串是以=开头的计算表达式的单元格称为计算格，其格值即为该表达式的计算结

被解释为实数 

 
被解释为实数 

 
按照科学计数法的格式被解释为实数 

被解释为字符串 

被解释为日期 

 被解释为时间 

 
解释为字符串 

字符串常数格值为 abc\d 

值为字符串 1234.5 

值为数字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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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达式中可以引用其它单元格的格值。 

– =5*(3+2) 

– =A1*3 

– =A1/B2+B1 

计算格文本缺省显示成黑色。 

点按 执行代码后，会看到计算格底色变成淡黄色，表明该格已经计算出格值。选

中有格值的单元格，值显示区将显示其当前格值，即可查看计算结果。 

 

在表达式中，可以使用各种基本操作符计算格值： 

 a+b a-b a*b a/b 

加、减、乘、除运算。 

– =3*4  12 

– =1+2*3  7 

 a%b 

求 a 除以 b 的余数。 

– =121%11 0，说明 121 是 11 的倍数，可以被 11 整除 

– =100%7  2 

 a\b 

整数除法，保留 a 及 b 的整数部分，相除后返回结果的整数部分。 

– =11\4  2，结果的小数部分舍去 

– =6.1\2.9  3，相当于 6\2，结果为 3 

 s1+s2 

连接字符串 s1 和 s2。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字符串与实数相加，字符串将被忽略。 

– ="Stephen"+" "+"Rolfe"  字符串 Stephen Rolfe 

– ="A"+3      整数 3，字符串"A"被忽略 

– ="A"+string(3)    字符串 A3，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字符串和实数，需要先

将实数转换为字符串。 

1.点此按钮进行计算 

2.选中单元格 
3.查看单元格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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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执行格 

格串以>开头的单元格称为执行格，用于执行某种操作。执行格没有格值。当执行格

以保留字作为开头时，如 if、for 等，>省略不写。 

执行格的代码可以修改其它单元格的值。 

– >A1=5 

– >B1=A1+3 

使用执行格可以将单元格用作变量。 

 

 

2.2.5 注释格 

格串以/开头的单元格称为注释格，其格值为空。 

注释格在执行中将被忽略。 

注释格文本缺省显示成绿色。 

 

2.2.6 各种类型网格的颜色设定 

集算器提供选项由用户设置不同类型单元格的前景色和背景色，以及文字的字体。可

以在菜单栏的工具选项中，点击选项按钮，在外观选项卡中，查看或修改设置。 

A1 和 B2 是执行格，

为其它单元格赋值，

单元格本身无值 

A2 和 B3 被赋值，因此单元格有值 

注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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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格中的变量和参数 

2.3.1 使用单元格值作为变量 

在2.2.3与2.2.4中的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了使用单元格值作为变量使用的情况。在集算

器中，如果一个单元格有值，那么在计算格或者执行格中，就可以直接使用单元格名称引

用单元格值。有值的单元格可以是常数格、计算格，也可以是被执行格赋值的其它单元

格。单元格名称由列号字母和行号整数组成。 

 

2.3.2 定义网格参数 

在网格文件中，还可以定义网格参数。 

在菜单栏的程序菜单项中点击网格参数，可以查看网格参数设置： 

引用 A1 单元格，计算

结果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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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格参数设定窗口中，可以设定网格文件中使用的参数。网格参数的参数名中不能

包含空格或符号，且不能只含数字；参数值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常量，将根据设定值自动

解析为相应的数据类型。需要注意的是，网格参数中无法使用表达式。 

如果勾选在运行前设定参数选项，则会在运算网格之前，弹出网格参数设定窗口。 

 

网格参数在使用时，直接用参数名调用： 

 

2.3.3 网格变量 

除了直接使用单元格名，还可以使用起了名字的变量，称为网格变量。 

 

定义变量 a 

引用变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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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变量无须事先声明，赋值时即自动产生，在整个网格内均有效。但引用尚未赋值

的变量将出错。 

网格变量也没有数据类型，可以随意修改其值。 

 a?=x 

a=a?x 的简写，其中“?”是运算符。除了用表达式 a=x 为变量 a 赋值以外，还可以使

用简化的表达式 a?=x 改变变量的值。 

– a+=5  将变量 a 的值增加 5，相当于表达式 a=a+5。 

 

 -a 

a与-a仅有符号不同，它们互为相反数。特别的，如果 a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时间，计算

相反数时，取 a 关于 1970 年 1 月 1 日相对称的日期时间。 

 (x1,x2,…,xk) 

分别计算表达式 x1,x2,…,xk，并返回 xk的计算结果。 

– =(a=1,b=a+4,b*b)   结果为 25，同时将网格变量 a 的值设为 1，b 的值设为 5 

 

2.3.4 变量的判断及删除 

在集算器中，如果变量已经使用完毕，可以用 rmv 函数删除变量。 

 ifv(v) 

判断 v 是否是变量。 

 rmv(vi,…) 

删除网格变量 vi。删除变量后网格中不能再调用该变量。 

 

2.4 网格的执行次序 

网格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执行。 

删除网格变

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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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计算的格子可以引用前面计算的格子，前面计算的格子可以引用后面的常量格子。

常数数未被执行时格值也有效，但计算格必须执行后才有格值。 

举例： 

 

A2 在 B1 后计算，因此可以引用 B1 单元格； 

A3 是一个常量格子，B3 是表达式，格值为表达式计算的结果，因此 A1 单元格能引用

A3，但 C1 不能正确获得 B3 的格值； 

A1,A2,B1,B3 计算结果都是 3，C1 格值为 null。 

2.5 复制单元格 

与 EXCEL 不同，在集算器中，直接使用 Ctrl+C 和 Ctrl+V，单元格复制粘贴时不会自

动变迁表达式。 

 

 

但使用 Ctrl-Alt-V 粘贴时将会像 EXCEL 一样变迁表达式。 

1.使用相对引用，选中 A3

单元格，Ctrl+C 

2.选中 B3 单元格，Ctrl+V，

表达式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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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CEL 相同，行/列号冠以$的单元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迁。 

 

2.6 类似文本编辑的插入和删除 

在单元格上按 Ctrl-Enter、Ctrl-BackSpace、Ctrl-Delete 会产生类似回车换行、退格和删

除本格的效果，与文本编辑中按 Enter、Backspace、Delete 基本相当。按 Ctrl-Insert 将在本

行中插入单元格。 

1) Ctrl-Enter 类似回车换行 

 

2) Ctrl-BackSpace 向前删除 

 

1.选中 A3 单元

格，Ctrl+C 

2.选中B3单元格，按Ctrl+Alt+V，

粘贴后 A2 自动变为 B2 

$A$2 为绝对引用，即使使用

Ctrl+Alt+V 进行粘贴，表达式也不会变 

非编辑状态时，选中单元格 

按 Ctrl+Enter 键 

回车换行 

非编辑状态时，选中单元格 

删除了值为 4 的单元格，值为 5 和

6 的单元格推过来 

按 Ctrl+BackSpac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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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trl-Delete 删除本格，后面补回 

 

4) Ctrl-Insert 插入本格，后面右退 

 

5) 当复制区域是整行/列时，使用 Ctrl-B 将会自动先插入行/列后再粘贴内容 

 

如果使用 Cltr-Alt-B 则将同时变迁表达式（与 Ctrl-Alt-C 类似） 

2.7 函数与函数选项 

2.7.1 常规函数 

在表达式里，会使用到各种函数。函数的基本格式是 f(…)，其中…是函数的参数。 

 if(a,b,c) 

计算表达式 a，如果为 true 则计算 b 并返回结果，否则计算 c 并返回结果。如果 b 和 c

都省略，则直接返回 true 或 false。 

非编辑状态时，选中单元格 
插入一个空白格，本行

右侧单元格向右退 

按 Ctrl+Inert 键 

非编辑状态时，选中

第一列的单元格 

值为 5 的单元格所在

行移到了上一行 

按 Ctrl+BackSpace 键 

非编辑状态时，选中单元格 
删除了当前单元格，右边

的单元格向左推过来 

按 Ctrl+Delete 键 

整列选中

按 Ctrl-C 

整列选中

按 Ctrl-B 

在B列前插入了

新列，且表达式

没有发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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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0,a,-a)  计算 a 的绝对值。 

 if(x1:y1,x2:y2,…,xk:yk;y) 

计算表达式 x1，如果为 true 则计算 y1并返回结果；否则继续计算 x2，如果为 true 则计

算 y2 并返回结果；……；如果所有 xi 均为 false，则计算 y 返回结果。相当于

if(x1,y1,if(x2,y2,…,if(xk,yk,y)))，在使用时，也可以简单写为 if(x1,y1,x2,y2,…,xk,yk,y)。 

– =if(a>1000:a*0.8,a>500:a*0.9;a)  计算购物金额，500 以上打 9 折，1000 以上打 8

折。 

 

 

 case(x,x1:y1,x2:y2,…,xk:yk;y) 

计算表达式 x，如果值为 x1 则计算 y1 并返回结果；如果值为 x2则计算 y2 并返回结

果；……；如果不等于所有 xi，则计算 y 返回结果。相当于 if(x==x1:y1, x==x2:y2,…, x==xk: 

yk;y)，在使用时，也可以简单写为 case(x,x1,y1,x2,y2,…,xk,yk,y)。 

– =case(a%3,1,"one",2,"two","zero") 输出 a 除以 3 的余数，如 a 为 995 时结果为 two。 

 

在函数的参数中，会使用冒号 : 逗号 , 分号 ; 这三种分隔符，在处理时，它们的优

先级依次降低。 

此外，集算器中还提供了大量面向对象的函数，其格式为 o.f(…)，o 是函数作用的对

象，在集算器中，o 可以是序列、序表、排列、记录等，在后面会一一介绍。 

2.7.2 函数选项 

集算器中，很多函数都可以使用函数选项。通过函数选项，同一个函数可以有不同的

工作方式。函数选项的基本格式是 f@o(…)，o 就是函数 f 的选项。 

– =interval@m("2011-7-1", "2011-8-1") 

这个表达式中，@m 就是 interval 函数的选项，有了这个选项后，函数计算两个时间的

间隔时，将以月为单位。 

 

在需要时，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允许共用的选项，选项之间没有次序。 

 in(x,a:b) 

默认情况下 interval函数计算的时
间间隔单位是天 

使用@m 选项后，interval 函数计
算的时间间隔单位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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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是否在区间[a,b]中，即是否满足 a<=x<=b，根据结果返回 true 或者 false。当 a 省略

时，视为无穷小；当 b 省略时，视为无穷大。 

 @b   根据结果返回整数：在数轴上，当 x 在区间内时返回 0，在区间左侧

返回-1，在区间右侧返回 1。 

 @l       左侧使用开区间，即判断表达式用 a<x<=b。 

 @r   右侧使用开区间，即判断表达式用 a<=x<b。 

 

关于各类函数的具体使用方法，可点击帮助>函数参考，阅读相应文档。 

2.8 用文件对象读写数据 

2.8.1 集算器中的文件对象 

在集算器中，可以使用文件的路径来定义文件对象，并通过对文件对象的操作，来实

现对文件的读写等各种操作。 

 file(fn: cs) 

打开文件名为 fn 的文件对象。fn 为加载的文件名，使用绝对路径。如果使用相对路

径，则相对于当前路径（若无当前路径，则相对于系统当前路径）。cs 为字符集(可省略，

默认为操作系统缺省值) 

 @s   按照指定顺序搜索非绝对路径的文件名，如果当前路径存在则先搜

索当前路径，再搜索路径列表 (集算器选项菜单里配置的寻址路径)，否则先搜索类路

径再搜索寻址路径列表，返回结果为只读文件名称 fn。 

 

2.8.2 使用文件对象存储/读取字串 

使用文件对象，可以读取文件信息或者修改文件，如将集算器中的字串存储到文件，

也可以将文件中的内容读取为字串等。 

 f.exists() 

文件是否存在。 

 f.size() 

文件的字节数。 

 f.date() 

文件最后修改的日期时间。 

 movefile(fn, path) 

将文件 fn 移动到指定的路径 path。path 省略时，删除文件；path 中只有文件名而没有

路径时，修改文件 fn 的名称。 

 @c   复制文件，而不是移动。 

 @y   当目标路径下存在同名文件时，强行覆盖；无@y 则取消移动操作。 

 

 f.w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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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字串 s 写出到文件对象 f 中。s 也可以是 Blob 数据。 

 @a   追加写入。 

 @b   写为二进制文件，使用二进制文件时效率更高，但无法作为文本编

辑。 

 

使用@a 选项，可以追加写入文件。 

 

 f.read() 

将文件对象 f 读为字串。 

 @b   读为二进制数据。 

 @n   返回成串序列，每行作为一个成员。 

 @v   根据相应的数据类型返回串序列，可结合@n 选项使用 

 

3. 序列 

3.1 什么是序列 

一些数据构成的有序集合即称为序列，构成序列的数据称为其成员。序列相当于高级

语言中的数组，但其成员的数据类型不要求一致。 

序

号 
1 2 3 4 5 … 

成

员 
     

… 

序列中的成员是有序的，根据序号，就可以找到某个成员。注意，序列的序号是从 1

开始的。 

3.2 创建序列 

3.2.1 常数序列 

整数 

 

1 

布尔型 

true 

字符型 

“abc” 

浮点数 

1.1234 

日期型 

2010-4-12 

字串写入后的文件如下： 

@a 选项，字串被追加写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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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员用[]括起来即可表示常数序列。 

– [1,3,4] 

– [a,b,c] 

– [s,2011-3-14,54] 

3.2.2 用表达式定义序列 

用表达式直接定义序列，格式与常数序列类似，表达式中可以引用单元格，并可用冒

号表示一片单元格区域，取区域时单元格值先行后列排列。 

– =[1,A4,B1:B4,C1:C3] 

      

3.2.3 空列 

没有成员的序列称作空列，可以直接用[]定义。 

 

3.3 序列与成员 

3.3.1 序列与成员 

 ifa(x) 

x 是否是序列。 

 A.len() 

序列 A 中成员的个数，称为 A 的序列长度。 

 空列、n 序列 

长度为 0 的序列，就是空列；长度为 n 的序列，称为 n 序列。 

 单列、纯序列 

没有重复成员的序列，称为单列；所有成员的数据类型相同的序列称为纯序列。 

 A(i) 

取出序列 A 中的第 i 个成员。注意，在集算器中，获取序列成员用 A(i)而不是 A[i]。 

 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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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序列 A 中的第 i 个成员赋值，i 越界时报错。 

 

 A.p(i) 

i>0 时，返回 A 中的第 i 个成员的序号；i<0 时，返回倒数第 i 个成员的序号。如果越

界，返回的序号为 0。 

 

 A.m(i) 

i>0 时，返回 A 中的第 i 个成员；i<0 时，返回倒数第 i 个成员。如果越界，返回 null。 

 

3.3.2 修改序列 

 A.insert(k,x) 

在序列 A 的第 k 个成员之前，插入新成员，当 x 是序列时插入 x 序列的所有成员作为新

成员；当 x 不是序列时则插入一个成员 x。 

 A.delete(k) 

k 为整数，删除序列 A 的第 k 个成员。 

 A.delete(p) 

在序列 A 中删除序号数列 p 中的所有成员。 

 A.modify(k,x) 

从序列 A 的第 k 个成员起，修改 A 中成员的值，当 x 是序列时依次修改为 x 序列的所

有成员；当 x 不是序列时仅修改第 k 个成员为 x。 

由于 C2 对 A1 中第 2 个元素赋

值，计算后 A1 产生了变化 

i 越界，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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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序列的各个函数中，均可以使用@n 选项： 

 @n 执行时，不修改序列 A，而返回新序列。 

 

3.4 数列 

成员都是整数的序列，称为数列。 

3.4.1 数列相关的概念 

 n 置换 

由 1,2,…,n 这 n 个数所构成，顺序不定的数列，称为 n 置换。 

– [1,4,3,2,5]、[1,2,3,4,5]和[5,4,3,2,1]，这些数列都是 5 置换。 

3.4.2 to 函数 

 to(a,b) 

产生从整数 a 到整数 b 的所有整数构成的数列，包括 a 和 b 本身，a>b 或者 a<b 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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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b 改为指定结果中整数个数，b>0 时数列递增 1，b<0 时数列递减 1。 

– =to@s(10,3)，结果为数列[10,11,12] 

– =to@s(10,-3)，结果为数列[10,9,8] 

 to(n) 

to(1,n)的简写形式，n 小于 1 时返回空列。 

 

 A.to(a,b) 

序列 A 中，从第 a 个起到第 b 个成员所构成的序列，即 A(to(a, b))的简写形式。当 a 省

略时，默认为 1；当 b 省略时，默认为 A.len()，注意此时逗号不能省略。 

 A.to(a) 

序列 A 中，从 1 个起到第 a 个成员所构成的序列，相当于 A.to(1, a)。 

 

3.5 产生列  

由序列 A 的成员构成的序列称为 A 的产生列。 

3.5.1 使用函数生成产生列 

 A(p) 

[A(p(1)),A(p(2)),…]，用位置数列 p 获得 A 的产生列。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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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1)),A.p (p(2)),…]，获得位置数列 p 在 A 中对应的实际位置，p 中可以有负数。 

 A.m(p) 

A(A.p(p))，用位置数列 p 获得 A 的产生列，p 中可以有负数。 

 A.dup() 

A(to(A.len()))，即复制序列 A。 

 A.rvs() 

A(to(A.len(),1))，即反转序列 A。 

 A.step(m,k) 

A([k,k+m,k+2*m,…])，即返回 A 的产生列，其位置数列从 k 开始，步进值为 m。 

 

3.5.2 在 A.p(p)与 A.m(p)中使用选项 

在 A.p(p)与 A.m(p)中，可以使用选项@r 和@0。在使用@r 选项时，对于数列中越界的序

号，在获取成员或者实际序号时，将进行回转操作，循环读取。在使用@0 选项时，数列中

越界的序号将被忽略，0 或者空值不会出现在结果序列中。 

 

3.5.3 产生列相关函数 

 A(p)=X 

将 A 的产生列 A(p)依次用序列 X 的成员赋值，即 A(p(1))=X(1), A(p(2))=X(2),…X 的序列

用数列为

序号生成

序列A1的

产生列 

用数列获

取实际序

号，超限为

0 

用数列获

取排列的

产生列，超

限为空 

复制序列，

生成新序

列 

将序列反

转，生成新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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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要大于或等于 p 的序列长度。 

 A(p)=x 

将 A 的产生列 A(p)中的成员全部赋值为单值 x，即 A(p(1))=x, A(p(2))=x,…。 

 

 A.swap(p,q) 

p 与 q 均为连续的数列区间，且无交集，将 A 中序号在两个区间内的成员交换位置，构

成新序列返回。 

 

swap 函数并不改变原序列。 

3.6 序列与字串 

通过 s.array()和 A.string()两个函数，序列和字串可以很方便地相互转化。 

 s.array(d) 

将字串 s 以分隔符 d 拆分成序列，自动识别数据类型；d 缺省为逗号。 

 A.string(d) 

将序列 A 用分隔符 d 连接，拼接成字串，自动处理数据类型；d 缺省为逗号。 

 

 s.regex(rs) 

用正则表达式 rs 匹配字串 s，返回匹配结果的序列；如果无法匹配，则返回 null。 

 @i  大小写字母不敏感。 

执行后，A2 和 A3 中的

代码修改了 A1 

序列中的成员会自动识

别为适合的数据类型 

序列拼接为字串时，字符

型成员会添加引号 



 

 

24 

 

 

RAQSOFT 
Innovation Makes Progress 

 

http://www.raqsoft.cn 

 @u 使用 unicode 匹配。 

用 regex 函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判定某个字符串与指定正则表达式的匹配结果，下面

先来看一下与数字字符串的匹配用法： 

 

由于 s.regex(rs)作用于字符串 s，因此，第 1 行的数前面都用一个单引号 ' 表示是字符

串常数。正则表达式中，可以用一些符号来与数字匹配，如 A2 中，[0-9]表示 1 个数字，可

以匹配 A1 中的字符串，在外面加小括号()后可以返回匹配结果： 

 

可以看到 regex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匹配结果的序列。B2中，\d同样用来表示 1个数字，

由于在字符串中\是转义符，因此需要写为\\d，匹配结果和 A2 相同。C2 中，[0-3]表示 1 个

0 至 3 之间的数字，无法匹配"4"，因此结果为 null。 

正则表达式中，还可以用+或者*表示多个字符。如 A3 中[0-9][0-9]表示 2 个任意数字，

B3 中[0-9]+表示 1 个或更多的任意数字，C3 中[0-9]*表示 0 个或更多的任意数字。A3、B3

和 C3 都可以和 B1 中的字符串匹配，返回结果如下： 

 

A4 与 B4 中的正则表达式，均表示 0 个或多个任意数字，而 C1 的字符串中间包含小数

点，因此匹配结果只取出了小数点之前的数字，A4 与 B4 中结果如下： 

 

C4的正则表达式中，\\d*.\\d*，表示匹配多个数字，后面跟 1个小数点，后面再跟着多

个数字的模式，匹配结果如下： 

 

用 regex 函数，还可以与普通的字符串做匹配，如： 

 

A2 中，[a-z]表示匹配一个 a 到 z 之间的字符；B2 中[^0-9]表示匹配 1 个不在 0 到 9 之

间的字符，即 1 个非数字字符；C2 中，用 unicode 值\u0078 即 x 匹配。A2,B2 和 C2 中的匹

配结果如下： 

 

file://d
fil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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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中，{2}表示匹配 2 个字符，即试图匹配 2 个 a 到 z 之间的字符，由于 M 是大写字

母不在此范围中，因此匹配结果为 null。 

B3 中，用*表示 0 到多个 a 到 z 之间的字符，即使第一个字符 M 就不满足条件，但是

用*时是允许 0 个匹配字符的，因此还是能获得匹配结果空字符，而并非 null： 

 

C3 中，加了@i 选项，不分大小写匹配 2 个字母，匹配结果如下： 

 

A4 中，匹配多个由 ASadmrtu 这些字母及空格组成的串。B4 中，\S 表示 1 个非空白字

符，即非空格制表符换行符换页符回车符等，整个正则表达式表示多个非空字符，后面跟

一个空格，后面再跟多个非空字符的模式。C4 中，[A|S]表示 A 或 S，整个正则表达式表示

A 或 S 开头的单词，后面跟一个空格，后面再跟 A 或 S 开头的单词的模式。A4,B4 和 C4 的

匹配结果是相同的，结果如下： 

 

 

上面我们已经对正则表达式的匹配用法有了初步的了解，实际上，regex 函数在集算器

中更多地是用来把字符串按指定规则拆分为序列的，如： 

 

A2 将 A1 中的字符串拆分为字母组成的序列，拆分时忽略大小写，结果如下： 

 

A3将B1中的字符串拆分，以空格分隔，拆分为2个由连续的非空白字符组成的部分，

结果如下： 

 

A4 将 C4 中的字符串以逗号分隔，拆分为 4 个单词，忽略大小写，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在使用 regex 函数将字符串拆分为序列时，需要用多个小括号()中的表达式

依次匹配结果序列中的各个成员。其中 A3 和 A4 中的表达式比较常用，可以将一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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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为多个单词组成的序列。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其中某个成员无法匹配，函数返回的结

果即为 null。 

3.7 序列的基本运算 

3.7.1 序列的双目运算 

 A|B 

和列，简单将两个序列连接起来，其中B的成员添加在 A 成员的后面。当 A、B其中之

一或者两者都是单值，而不是序列时，作为单值的序列来处理。 

 A&B 

并列，获得新序列，在 A 的成员之后再加入 B 中成员，加入时去除 B 中已在 A 中出现

的成员。当 A、B 其中之一或者两者都是单值，而不是序列时，作为单值的序列来处理。 

 A^B 

交列，A 与 B 的交集，从 A 中依次获得同时出现在 B 中的成员所组成的序列。 

 A\B 

差列，在 A 中但未在 B 中出现的成员，当 B 不是序列时，作为单值序列处理。 

 k*A 

A|A|…|A，k 个 A 做和列，即将 A 复制 k 遍，表达式中 k 和 A 的位置可以互换。 

 

3.7.2 序列的对位运算 

两个长度相同的，数值构成的序列可按成员进行对位计算，返回序列。 

差列 

并列 

和列 

A1 

B1 

把A1和

B1 的成

员拼在

一起 

交列 

乘列 

A1 

A1 

序列与整数相乘，A1

被重复了 2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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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A(1)+B(1),A(2)+B(2),…] 

 A--B 

[A(1)-B(1),A(2)-B(2),…] 

 A**B 

[A(1)*B(1),A(2)*B(2),…] 

 A//B 

[A(1)/B(1),A(2)/B(2),…] 

 A%%B 

[A(1)%B(1),A(2)%B(2),…]，这里%是求余运算。 

 

3.7.3 序列的比较 

用函数 cmp(x,y)可以比较两个表达式 x 和 y 计算结果的大小，用函数 cmp(A,B)可以比较

两个序列 A 与 B 的大小。 

 cmp(x,y) 

比较表达式 x 和 y 计算值的大小，x>y 时返回 1，x<y 时返回-1，x=y 则返回 0。如果 x

与 y 无法比较，则报错。 

 

在集算器中，用下面的方式表示 a 与 b 之间的大小关系： 

 a>b   a 大于 b，即 cmp(a,b)>0 

 a<b   a 小于 b，即 cmp(a,b)<0 

 a==b   a 等于 b，即 cmp(a,b)==0，为了与赋值区分使用两个等号 

 a!=b   a 不等于 b，即 cmp(a,b)!=0 

 a>=b   a 大于或等于 b，即 cmp(a,b)>=0 

 a<=b   a 小于或等于 b，即 cmp(a,b)<=0 

 

“Alex”<“Allen” 

1.2>1 

6==6 

字符串与整数不能比较，都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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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序列 A 中，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小于前一个成员，即 A(i)>=A(i-1)；或者任何一个成

员都不大于前一个成员，即 A(i)<=A(i-1)，两种情况均称序列 A 为有序列；其中前一种序列

称为递增列。 

 cmp(A,B) 

比较序列大小时，对位比较每个成员的值，遇到第一个不等成员时根据大小分别返回

1 或-1，A 与 B 全等则返回 0。特别的，cmp(A)或者 cmp(A,0)，表示 A 和与之等长且成员均

为 0 的数列比较，即 cmp(A,[0,0,…,0])。 

 

为了与普通数值的比较相区分，两个序列的比较不能简写。 

3.7.4 序列的聚合运算 

在集算器中，对于 n 序列 A，可以使用函数进行各种聚合运算。 

 A.count(x) 

计算A中使得表达式 x的结果中非空且非 false的成员数目。省略 x时对A中成员计数，

和 A.len()不同。 

 A.ifn() 

获取 A 中的第一个非空成员。 

 A.sum(x) 

对 A 中所有成员计算表达式 x，对结果求和。如果 x 省略直接对 A 的成员求和。 

 A.avg(x) 

对 A 中所有成员计算表达式 x，求结果的平均值。如果 x 省略，计算 A 中成员的平均

值，计算时不计空值成员。 

  

 A.min(x) 

对 A 中所有成员计算表达式 x，求结果的最小值。如果 x 省略，求 A 成员的最小值。 

 A.max(x) 

对 A 中所有成员计算表达式 x，求结果的最大值。如果 x 省略，求 A 成员的最大值。 

平均值，计算时

不计空值 

非空成员个数 大于 3的成员个

数 
求和 首个非空成员 

相等 

5<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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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riance() 

求方差。计算方差时，不计空值成员。 

 A.ranki(y) 

求 y 在序列中值的排名，不要求 y 是序列中成员的值。 

 @z  从小到大排 

 A.rank() 

求序列中每个成员的排名。 

 @z  从小到大排 

 

 

 A.conj() 

求序列 A 中所有成员的和列，如果 A 的某个成员不是序列，则作为 1 序列处理。 

 A.union() 

求序列 A 中所有成员的并列，如果 A 的某个成员不是序列，则作为 1 序列处理。(类似

SQL 中的 UNION 运算符的效果，结果序列中不会出现重复成员) 

 A.diff() 

依次将序列A中的成员做差列计算，如果A的某个成员不是序列，则作为1序列处理。 

 A.isect() 

求序列 A 中所有成员的交列，如果 A 的某个成员不是序列，则作为 1 序列处理。 

 

 A.merge(xi,…) 

归并计算。A 是序列的序列，且每个序列 A(i)均对于[xi,…]有序，归并合并所有 A 中的

最小值 最大值 4.5 的排名 方差 

各成员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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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合并后获得的序列对于[xi,…]仍然有序。xi省略时，要求 A(i)中成员有序，合并后获

得成员有序的序列。 

 @u  归并时求并列 

 @i   归并时求交列 

 @d  归并时求差列 

 

注意，merge 函数要求 A 的所有成员均为序列。 

3.8 序列的使用 

3.8.1 名单统计 

运动会中 100 米、200 米、跳远的优胜者（前 8 名）作为参数（名单是用逗号分隔的姓

名字串），计算： 

 有两项及以上获奖的运动员 

 100 米跑得快的优胜者是否 200 米也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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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裁判打分（1） 

体操比赛中裁判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 

 

3.8.3 裁判打分（2） 

裁判级别不同，有不同的加权指数，计算加权平均分。 

 

4. 代码块与流程控制 

4.1 代码块 

网格中一片缩进的单元格称为代码块，其起始格称为代码块的主格。 

如果满足：主格所在行下面的各行中，主格所在列及该列左侧的所有单元格均为空

格，则这些行及主格所在行一起构成主格的代码块；直到在某一行中，主格所在列或其左

侧的任一个单元格非空，则自该行起的各行均不再属于代码块。 

100 米和 200
米均获奖 

100 米和跳远
均获奖 

200 米和跳远
均获奖 

至少两个项
目获奖 

100 米成绩好的学员在 200
米中的成绩是否也好 

分值序列 

加权系数序列 

分值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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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中，如果绿色区域均为空格，则第 2 至第 4 行即为主格 B2 的代码块；而红色区

域中的 A5 或 B5 中的任一个格子为代码格、计算格、执行格、常数格甚至注释格，都意味

着从第 5 行起不再是 B2 的代码块。 

代码块的主格一般都是语句格，即格串是以保留字起头的语句代码。 

与 JAVA等高级语言不同，集算器利用直接的代码块格式决定语句的作用范围，而不使

用符号(如{})或保留字（BEGIN/END）将作用范围括起来。 

4.2 if/else 判断 

分支语句 if/else 有如下几种格式： 

 单行的 if x … else … 

x 成立时执行其后语句，否则执行 else 后的语句，else 部分可省略。else 和 if 必须写在

同一行上。执行后，if 所在格的格值是 x 的计算结果。 

 

 代码块的 if x … else … 

x 成立时执行 if 的代码块，否则执行 else 的代码块，else 部分可省略。else 和 if 必须写

在同一列上。 

 

 多块的 if x … else if y … 

可一直重复写下去，else if 必须写在同一格内。再次强调，没有对应的 end if 语句，集

算器利用代码块范围决定 if 语句何时结束。 

如果满足绿色区

域为空格，则这些

行称为代码块 

输出 A1 与 B1 中较大的数 

if 代码块 

else 代码块 

if 代码块主格，
值为 true，执行
if 代码块 

else 代码块主格 

输出打折后购
买商品总金额 



 

 

33 

 

 

RAQSOFT 
Innovation Makes Progress 

 

http://www.raqsoft.cn 

 

在判断语句中，可以使用下面的一些逻辑连接符： 

 a&&b 

a 与 b，当且仅当条件 a 与 b 同时成立时，结果才为 true。 

 a||b 

a 或 b，当且仅当条件 a 与 b 中至少一个成立时，结果即为 true。 

 !a 

非 a，当且仅当条件 a 不成立时，结果才为 true。 

4.3 for 循环与 next，break 

循环语句 for 将重复执行以其为主格的代码格，有如下几种格式： 

 for 

死循环，格值依次为当前循环计数 

 for n 

循环 n 遍，格值依次为当前循环计数 

 for A 

循环序列 A 的成员，格值依次为当前 A 的成员 

 for x 

当 x 为真时循环，格值为 x 计算值 

 

在循环体内： 

 #C 

当前循环读数，C 是循环体的主格，即 for 所在单元格 

 next 

跳过当前最内层循环体剩下的代码，直接进入下一轮循环 

 next C 

进入下一轮以 C 为主格的循环体 

体重大于等于 80kg，级别为重量级 

体重 68kg~80kg，级别为中量级 

 

体重 58kg~68kg，级别为轻量级 

 

 体重小于 58kg，级别为次轻量级 

 

 

根据 A1 中的体重，

级别为轻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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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跳出当前最内层循环体到代码块后面的单元格去执行 

 break C 

跳出以 C 为主格的循环体 

– 计算从 1 累加到 100： 

 

 

– 统计分数在 90 分以上的人数： 

 

– 计算从 1 累加到多少时刚好大于 10000： 

 

4.4 func C,arg/func/return 子程序 

 func 

定义子程序，子程序代码为 func 为主格的代码块。调用子程序时的参数抄在 func 所在

单元格及其右侧单元格中。 

 return x 

从子程序返回结果 x 并结束子程序执行，当无返回值时则返回 null。 

 func(C, xi,…) 

A2 中最终输出结果为 6 

对序列循环，格值依次为 A1 中的每个成员 

统计 90 分以上的人数 

直接设定循环 100 次 

A1 中最终输出
结果为 5050 

A1 中最终输出
结果为 5050 

无限循环，直到程序控制跳出 

当循环次数到 100时
执行，退出循环 

B4 中最终
输出结果
为 141 

当 A1>0 的结果为 true 时一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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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数 xi,…调用起始于单元格 C 的子程序，返回值填入本格；也可以写为函数模式

func(C, xi,…)。调用子程序时，多个参数会从 C 开始依次向右填充。 

在网格运行时，只有当子程序被调用时，子程序所在的代码块才会被执行： 

 

子程序不一定有返回值，当子程序代码块中没有 return 命令时，调用时会顺次执行到

代码块结束为止。 

 

集算器没有局部变量，所有的变量在整个网格内都是可以调用的，因此原则上无法写

出真正的递归程序，但并未主动禁止递归调用。 

子程序并没有返回
值，而是把 A1 序列
中，参数指定的两
个位置成员互换 

运行后，A1 中的成
员按照降序排序 

The sub routine will not 

return any value. In A1 sequence, 

the two members located by the 

parameters are exchanged.  

After running, the member in A1 

will be sorted descendingly 

调用 A1 中的子
程序求和 

A5调用A1时的
参数抄入 A1 

A3 中的子程序未被调
用，以 A3 为主格的代
码块不会执行 

Invoke the sub routine 

in A1 to sum up 

Parameters will be 

copied to A1 when A5 

is calling the A1 

Sub routine in A3 is not invoked. 

The code block with A3 as the 

master cell will not be executed 



 

 

36 

 

 

RAQSOFT 
Innovation Makes Progress 

 

http://www.raqsoft.cn 

 

4.5 fork 

 fork Ai,… 

用多线程执行本格的代码块，其中 Ai,…为序列参数。各个参数的序列长度应该是相等

的，如果其中包含单值参数，则将被视为成员都相同的序列来使用。执行时，当前的网格

状态将被复制到各个线程中分别执行，参数会被拆分后分别设入各个线程，代码块中用

result 返回的结果将被拼成序列后返回到主线程。 

与一般的 for 循环不同，fork 循环中，各个循环互不相关，互不影响，类似于多线程调

用子程序，如： 

 

A1中的命令，相当于分为 3个线程计算，依次使用 2,2,5；4,2,3；6,2,1作为参数，代码

块中将序列从小到大排序后返回，A1 中结果如下： 

 

4.6 网格程序的执行与调试 

在集算器中，可以使用菜单栏下按钮栏中的按钮，来控制运行以及调试网格程序： 

Compute the factorial of 8 

When calling a sub 

routine recursively with 

A1 as the master cell, you 

need the A5 to store the 

computation result. 

计算 8 的阶乘 

在递归调用A1
为主格的子程
序时，需要在
A5中存储计算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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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执行整个网格中的程序 

 调试执行   执行程序到下一个设定的断点前 

 单步执行   执行到下一个存在表达式的单元格前 

 执行到光标   执行到光标所在的单元格前 

 暂停执行   暂停当前的执行状态，暂停后，单击执行按钮可以继续执行 

 停止执行   停止当前的执行状态，停止后，单击执行按钮会重新执行 

 设置/取消断点  在光标所在的单元格中，设置或者取消断点 

func 语句可以被单步执行进去。 

4.7 判断/循环等函数的使用 

4.7.1 分解质因数 

以自然数为输入参数，分解质因数后写入某个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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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列与序表 

5.1 序表与记录 

集算器继承了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表概念，称为序表。与关系数据库的概念一致，每

个序表也有其自身的数据结构，由若干字段构成。序表的成员也称为记录。 

序表与关系数据表的关键不同点： 

 序表同时是一个序列，因此其成员之间有明确的次序，故称序表 

 序表的字段没有数据类型，不同记录的同一字段取值数据类型可以不同，如果所有记

录的某个字段数据类型均相同，则这个字段称为序表的一个纯字段。 

 序表的字段不必须有名字，可以用序号访问 

与关系数据表有根本的不同，序表的记录可以被提出来作为数据对象引用，而序表可

以看作是由记录构成的序列，可以象普通序列一样单独访问其成员。 

– T(1)   序表 T 的第 1 条记录。 

– T(to(3))   序表 T 的前 3 条记录构成的序列。 

但是，为保证数据结构的一致性，序表成员不能像普通序列那样赋值。 

– T(1)= x   出错，不允许执行。 

序表中的每一条记录，都会存储所在序表的引用，共用这个序表的数据结构。 

序表成员修改需要使用特殊函数，将在 6.3 修改数据中详细讲述。 

5.2 排列 

把序表记录取出后构成的序列称为排列（如前面的 T(to(3))），作为一个序列，排列的

成员可以用前面讲的办法赋值。 

排列的成员不一定来自同一个序表，由同一序表中记录构成的排列称为纯排列。 

排列和序表看起来都是记录构成的序列，但有着根本的不同： 

 序表实际保存了记录的值，任何记录必须属于且仅属于某个序表，记录不可以脱离序

表单独存在 

 排列保存的是记录的引用而非实际值，同一记录可以从属于多个排列，也可以在同一

排列内重复出现 

A1中存储分解质
因数的结果 

判断待分解的数是否是质数 

能被整除，找到一个质因数 

A2 中记录最小的质因数 

 

质因数添加到结果序列 

求得下一个待分解的数 

不是质因数，A2+1，继续判断 

最后一个质因数加入结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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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是个为叙述方便而引入的概念，集算器中并没有专门针对排列的计算，也不检查

排列的合法性，比如，可以将排列的某个成员赋值成不是记录的值。 

5.3 序表的创建 

5.3.1 从文件中读写序表 

在读写序表时，可以使用多种常见的文件格式，如 txt 文件，xml 文件，csv 文件等。 

 f.import(Fi:typei,…;s,b:e)  

从文件 f 中读出序表返回，参数缺省时，import 函数要求文件由换行符（\n）分隔行，

Tab（\t）分隔列，每行对应一条记录，每列对应一个字段。可以用 b:e 来定义读取时的数据

范围，为从第 b 个字节至第 e 个字节。可以用 Fi,…指定需要读出的字段，并可以指定该字

段的数据类型为 typei，没有 Fi,…参数则将读出 A 的所有字段；也可以用 s 定义列分隔符。

当 type 省略时，优先使用第一行的数据类型。 

import 缺省将返回无字段名的序表，可用选项得到有字段名的序表： 

 @t    将文件的第一行作为返回序表的字段名。 

 @b   从导出二进制文件中读取序表，此时@t 选项无效，且忽略 type,s 参

数。 

 @z   分块从文件中读取数据，此时 b,e 分别为分块序号和总块数。 

 @s    不拆分字段，读取为单字段的字符串构成的序表，此时将忽略参数。 

 

 f.write(A) 

将字串序列 A 写入到文件 f 中，每个成员占一行。 

 @a   追加写。 

 

 

不使用@t 选项，序表数据结构中
无字段名 

使用@t 选项，文件的第一行作为
序表数据结构中的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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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读出序表类似，集算器还可以将序表输出到指定文件。 

 f.export(A, x:F,…;s) 

根据 A 计算表达式 x 作为字段 F,…写出到文件 f 中。没有 x,…参数则将写出 A 的所有字

段，格式仍为 Enter 分隔行，Tab 分隔列。f.export 函数缺省导出 txt 文件。s 为列分隔符，缺

省情况下为 Tab。 

 @t    以第一条记录的字段名作为标题写入文件。 

 @a         追加写，如果省略则是覆盖原文件中的内容，与@t 互斥。 

 @b   导出二进制压缩文件，导出二进制文件时效率更高，与@t@a 选项互

斥。 

 @bg   导出二进制文件时，使用按组分段规则。 

和 import函数略有不同，export函数只处理那些可以转化成字串的字段，不能字串化的

字段值（如记录、排列等）将被忽略。 

5.3.2 直接创建序表 

所谓空序表，是指只有数据结构定义而没有记录的序表。可以使用函数直接创建空序

表。 

 create(Fi,…) 

创建一个以 Fi,…为字段的空序表。 

 T.create() 

复制序表 T 的数据结构创建空序表。 

 

 T.record(A,k) 

将序列 A 的成员依次填进序表的各个字段形成记录。当 k 缺省或 k ==0 时，在序表所有

记录之后增添记录；当 k!=0 时，从指定位置的记录开始修改 T 中的数据。 

 @i   当 k!=0 时，在指定记录前插入新数据而不是修改。 

create 函数配合 record 函数可以将网格上的常数组织成序表使用。 

使用序表的数据结
构创建新序表 直接指定字段名称

创建新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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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从数据库中读出序表 

由于序表和数据库中的数据表结构相似，因此，可以用数据库中读出的数据构成序

表。 

 

从数据库中读出序表将在 8.2.1 用 SQL 读取序表中详细叙述。 

5.4 如何查看序表或排列 

点击序表所在的单元格，可在值显示区查看序表的值：(本例中，A1 单元格中的序表)  

 

在查看序表时，在记录选定的字段上按下右键，还可以设置序表中该字段的显示格

式。 

将数列
依次填
入空序
表 

将网格中
的常数组
织成序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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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显示格式设定窗口中进行设置： 

 

设置后，序表将按照设定的显示格式显示： 

 

排列的查看，与查看序表类似。但是，在排列中，各个记录的数据结构不尽相同，在

展现时，会按照第一条记录的数据结构来显示。数据结构不同的记录，只会显示其中同名

字段的值。在查看排列时，是不能设定字段的显示格式的。 

 

5.5 记录与序表的访问 

5.5.1 记录的访问 

 T(i) 

序表或者排列是由记录所构成的序列，所以可以直接按位置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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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记录字段的访问与赋值 

与大多数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一样，字段的访问采用.操作符。 

 r.F 

返回记录 r 的字段 F 的值。 

 r.F=x 

将记录 r 的字段 F 赋值为 x。 

 

字段还可以用序号访问，显然，没有名字的字段只能这种方法访问： 

 r.#i 

返回记录 r 的第 i 个字段的值。 

 r.#i=x 

将记录 r 的第 i 个字段赋值为 x。 

 r.field(i,x) 

将记录 r 的第 i 个字段赋值为 x。 

 r.fno(F)，T.fno(F) 

记录 r 中或者序表 T，字段 F 的序号。当 F 省略时，返回序表的字段数量。 

 r.field(i) 

记录 r 中，第 i 个字段的值。 

 

访问第 2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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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name(i) 

序表 T 中，第 i 个字段的名称，返回为字符串。 

 r.fname(i) 

记录 r 的数据结构中，第 i 个字段的名称，返回为字符串。 

  

5.5.3 记录/序表的类型判断 

 ifr(x) 

判断 x 是否记录，返回 true/false。 

 ift(x) 

判断 x 是否序表，返回 true/false。 

– ifr(A1)  A1 中的计算结果是否是记录。 

– ift(A3)  A3 中的计算结果是否是序表。 

5.6 循环 

5.6.1 序列循环中表达式的约定 

循环函数参数中可以引用序列成员，约定规则： 

获取第 4 条记录，注意
记录中的 NAME 和
GENDER 字段被
A6:A8 中的代码修改 

A3~A5 均为获取 A2
中的 NAME 字段，
此时获取的是原值 

GENDER 字段的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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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序列成员，也称为基成员 

 # 

当前成员的序号 

– A.sum(~*~)    计算 A 中成员的平方和。 

– A.max(if(#%2==0,~,0))  找出偶数位置成员的最大值。 

 A[i]、~[i] 

相对引用，返回循环当前成员之后序号相差 i 的成员，i 可以是负数。 

– A.(~-~[-1])    计算 A 中每个成员与前一个成员的差所构成的序列。 

5.6.2 序列的循环函数 

针对序列的每个成员做某种计算的函数称为循环函数，一般形式为 A.f(x)，实际上，序

列的聚会运算也是循环函数，如 3.7.4 序列的聚合运算中的函数如 A.sum()等。 

循环函数的计算行为由函数名决定，如 sum 表示求和、avg 表示平均、…。 

 A.sum(x) 

对 A 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计算结果的和。 

 A.avg(x) 

对 A 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计算结果的平均值。 

 

 

 

返回相关序列： 

 A.(x) 

返回针对 A 中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 后构成的序列。当 x 省略时，直接返回 A。 

 

整数循环： 

 n.f(x) 

to(n).f(x)的简写形式。 

 

乘 2 后求和 

乘 0.5 后求平均 

计算从 1 加到
10 的和 

前 5 个奇数构
成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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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排列循环计算的表达式约定 

 F 

在表达式中引用字段，当在排列中引用字段时，排列中的所有记录都必须拥有该字

段。 

 r.F, ~.F, A.F 

在表达式中引用指定记录的字段，基成员的字段，或者是指定排列的字段。 

特别强调：如果内存中有与字段同名的变量，则不可以在循环函数中使用该字段的省

略写法，必须写全~.F 或 A.F，仅写 F 将被解释为同名的变量。 

使用 A.F 时，如果未循环计算 A，则取 A(1).F。 

 

循环函数还提供相邻成员引用方案：  

 A[i], ~[i] 

在表达式中引用当前记录后的第 i 条记录，其中 i 可以是负值，当引用的成员越界时返

回 null。 

 A{a:b}, ~{a:b} 

在表达式中引用当前记录后的第 a 条到第 b 条记录组成的排列，其中 a 或 b 可以是负

值。a 缺省时，将从 A 中的第 1 条记录开始；b 缺省时，将至 A 中的最后一条记录为止。 

 F[i] 

相当于 A[i].F，在表达式中引用当前记录后的第 i 条记录的 F 字段 

 F{…} 

相当于 A(…).(F)，先根据表达式在 A 中获取记录后，再计算 F 字段组成的序列。 

 

 A.field(i) 

返回排列 A 中，所有记录第 i 个字段所构成的序列。 

用网格常数构成序表 

引用各条记录的字段 

引用后一条记录 

引用后两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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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ield(i,x) 

表达式 x 的计算结果通常为序列，将该序列中的值依次赋值给排列 A 中每条记录的第 i

个字段。 

 

5.6.4 run 函数 

 A.run(x) 

循环函数计算 x，但仍返回序列 A。 

 

针对记录也可以使用 run 函数，在多次引用字段时简化书写。 

 r.run(x) 

针对记录 r 计算 x，返回 r 

– r.run(金额=单价*数量)   相当于 r.金额=r.单价*r.数量 

 r.(x) 

针对记录 r 计算 x，返回 x 

– r.(单价*数量)           相当于 r.单价*r.数量 

run 函数虽然可以用于普通序列，但是它一般用于对排列中的记录做赋值操作。在 run

函数用于排列中的记录赋值时，集算器还提供了更清晰地写法： 

 A.run(xi:Fi,… ) 

将字段 Fi 赋值为 xi，相当于 A.run(Fi = xi,…)。 

– A.run( 年龄+1:年龄)   相当于 A.run(年龄=年龄+1) 

这种形式的 run 函数也可以同时对多个字段赋值，依次写下去即可： 

– A.run(年龄+1:年龄,年龄-入学年龄:学龄) 

A4 中的函数修改
了序表中学生的
NAME 字段 

~=x，循环为当前成员赋
值，注意执行后，A1 中
的序列同样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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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迭代 

循环函数可以迭代使用，即在计算表达式中再使用循环计算。 

 A1.f1(A2.f2(x)) 

在循环计算时，x 中的符号将优先解释为从属于 A2。 

– 10.(#.sum(~*~))    从 1 到 10 累计平方和序列 

在嵌套的循环函数中，~、#将解释为里层序列的当前成员和序号，而引用外层序列时

需冠以序列名称，写作 A.~、A.#。 

– A.max(B.count@b(A.~==~))  A 中成员在 B 中出现最多的次数 

 

5.6.6 汇总循环 

 ~~ 

在汇总循环语句中调用，返回上一次运算表达式 x 的结果。 

 A.loop(x;a) 

汇总循环，对序列A进行循环，计算表达式 x的结果构成序列。表达式 x中可以使用~~

来引用 x上一次的计算结果，~~的初始值为 a。使用 loop函数可以完成累加及汇总等循环计

算。 

使用~~进行引用，返回的是表达式 x上一次的计算结果，这和相对引用是不同的，~[-1]

A6 与 B6 中代码是等价的，使用 run 函数
计算出降价 15%后，减价金额及折后价 

A7 的表达式中，Weight 如果不写
明 A.F，则优先解释为从属于 A5， 
A7 功能为计算各级别运动员总
数，A6 中的运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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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是序列 A 中的前一个成员。 

 

 A.loops(x;a) 

计算 A.loop(x;a)，返回最后一次表达式 x 的运算结果。 

 

使用 A.loops(x;a)，可以计算序列汇总循环的最终结果。 

5.7 排列的基本计算 

5.7.1 定位 

定位函数，可以从序列或排列中，找出指定成员或者是满足条件成员的位置，定位函

数有下面两个通用选项： 

 @a   返回所有满足条件的成员位置序列，否则只返回其中的第一个位

置。 

 @z   在查找时从后向前进行。 

 A.pos(x) 

返回序列 A 中成员 x 的序号，其中 x 不是序列，找不到 x 时返回 null。 

 @b   A 中成员有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 

 @s   A中成员有序，在用二分法查找时，当 x为A成员时返回其位置；当

x 非 A 成员时，返回 x 按顺序可插入位置序号的相反数。 

 @n   当找不到 x 时，返回 A.len()+1，而不是 null，与@a 选项互斥。 

计算序列的依次
连乘结果 

计算序列的
连乘积 

计算序列
A1 中每个
成员与前
一个的和 

计算序列
A1 中每个
成员的累
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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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min(x) 

返回 A 中使得表达式 x 为最小值的成员序号。 

– A.pmin( 单价*数量 ) 总价最少的商品序号。 

 A.pmax(x) 

返回 A 中使得表达式 x 为最大值的成员序号。 

– A.pmax@a( 胜利*3+平局 ) 计算足球联赛积分最高的所有球队序号。 

 A.pselect(x) 

返回 A 中第一个满足条件 x 的成员序号。当 x 缺省时，返回 A 中所有成员的序号构成

的序列。 

 @b   A 中成员对于表达式 x 有序，返回 A 中第一个满足 x==0 的成员序号，查

找时使用二分法。 

 @s      A中成员对于表达式 x有序，在使用二分法查找时，如果A中的任何成员

都无法使表达式 x 的计算结果为 0，那么返回满足条件的数值可插入位置的相反数。 

 @n  当 A 中没有成员满足条件 x 时，返回 A.len()+1，与@a 选项互斥。 

– A.pselect( ~>5 ) 

– [1,2,3,4,5].pselect@bs(cmp(~,3.5))  结果为-4，使用@bs 选项时，如果序列中所有成员

都不能满足表达式，会返回负值。 

 A.pselect(xk:yk,…) 

返回 A 中满足条件 xk==yk,…的第一个成员的序号。 

 @b  A 中成员对于表达式 xk全部递增或全部递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 

 @s      A 中成员对于表达式 xk全部递增或全部递减，使用二分法时，如果未找

到满足条件的成员，则返回满足条件数值的可插入位置的相反数。 

 @n  当 A 中没有成员满足条件时，返回 A.len()+1，与@a 选项互斥。 

– A.pselect( Gender:"M",left(Name,1):"C")  找出姓名以 C 为首的首个男性员工序号。 

"Emily"在序列 A1
中的位置 

 

使用@n 选项，找不到
时返回 A1 的序列长

度+1 

A1 中找不到"Henry"，
因此返回 null。 

6 不在序列中，且根据顺序可插在 5 和 7 中
间，序列号为 4，因此计算结果为-4 

使用@a 选项，在 A2
的序列中找到所有"a"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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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上面这些定位函数时，可以指定查找的起始位置： 

 A. f(x,k) 

从第 k 个成员开始查找，当 x 缺省时，需要写为 A.f(,k)。 

– A.pos(1,5)  从第 5 个成员开始，查找 1 所在位置。 

 

同时返回多个成员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pos 函数，但是参数为序列。 

 A.pos(x) 

其中 x为序列，返回数列 p，使得A(p)==x，查找时，x的每个成员只找到第一个位置。 

 @i   返回单递增数列 p，使得 A(p)==x。 

 @b  A 有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 

 @c  找到 x 的成员依次在 A 中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特别的，当 x 为序列时，也可以查找序列成员 x 在 A 中的位置，此时 A 通常为序列的

序列。 

每个成员只返回第
一个位置 

 

使用@i 选项，结果为
单递增数列 

A1 中找不到第三个 1，
因此结果为 null。 

使用@c 选项，从第 3 个位置
起，A1 中成员依次为 1,9,6,9 

Texas 在 A2 中的序号 

人口最多的州序号 

人口密度最小的州序号 

第一个以 C 为首的州序号 

首字母为 C 且人
口大于 500万的所
有州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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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s@p(x)   返回序列成员 p 在中的位置。 

 

 A.in(B) 

序列 A 的所有成员都存在于序列 B 中，即 B.posi@p(A)!=null。 

 

下面介绍一些组合函数，它们都会先根据条件搜索到所需位置，然后根据位置在指定

序列中计算。 

 A.lookup(Ai:xi,…) 

寻找第一个满足条件的 k，它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返回序列 A

中的第 k 个成员。 

 @a  根据所有满足条件的位置，返回 A 的产生列。 

 A.sumif(Ai:xi,…) 

寻找所有满足条件的 k，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返回序列 A 中这

些位置成员值的和。 

 A.countif(Ai:xi,…) 

寻找所有满足条件的 k，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对序列 A 中这些

位置的成员计数后返回结果。 

 A.avgif(Ai:xi,…) 

寻找所有满足条件的 k，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返回序列 A 中这

些位置成员值的平均值。 

 A.minif(Ai:xi,…) 

寻找所有满足条件的 k，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返回序列 A 中这

些位置成员值的最小值。 

 A.maxif(Ai:xi,…) 

寻找所有满足条件的 k，使得序列 Ai,…中的第 k 个成员分别为 xi,…；返回序列 A 中这

些位置成员值的最大值。 

 

这些组合函数通常用在数据直接存储在网格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指定条件查找到所

需数据。如： 

使用@p 选项，查找整
个序列的位置 

未使用@p 选项，查找序列中每
个成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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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中的数据是美国人口数量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信息。A12 中找到排名第 5 的城市名

称；A13 中找到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城市名称；A14 中找到加利福尼亚州且名称首字

母为S的城市名；A15计算数据中德克萨斯州城市的人口总数；A16计算其中德克萨斯州的

城市总数；A17~A19 分别计算数据中德克萨斯州城市人口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例子中，计算使用的序列由网格直接构成，在使用时也可以由序表计算获得。 

5.7.2 选出 

选出函数，可以从序列或排列中，选出指定位置或者是满足指定条件的成员或者记

录，选出函数有下面四个通用选项： 

 @1   返回第一个满足条件的成员。注意，这里的@1 为数字 1 而不是字母

l，实际上，集算器中不存在字母 l 的选项。 

 @a   返回所有满足条件的成员序列。 

 @z   在查找时从后向前进行。 

 A.minp(x) 

返回 A 中使得表达式 x 为最小值的成员。该函数默认选项为@1，如果需要返回满足条

件的所有成员，可以使用@a 选项。 

– A.minp( 单价*数量 )   总价最少的商品。 

 A.maxp(x) 

返回 A 中使得表达式 x 为最大值的成员。该函数默认选项为@1，如果需要返回满足条

件的所有成员，可以使用@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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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xp@a( 胜利*3+平局 )  计算足球联赛积分最高的所有球队。 

 A.select(x) 

返回 A 中满足条件 x 的所有成员构成的序列，x 省略时返回 A 中所有成员。 

 @b  查找时使用二分法，此时选出条件为 x==0，且要求 A 对于 x 有序。 

– A.select( ~>5 )   选出序列 A 中大于 5 的成员。 

与 pselect 不同，select 函数缺省情况下返回所有满足条件的成员，而 pselect 缺省只返

回第 1个。A.select(x)可以定义为A(A.pselect@a(x))。如果只需返回第一个满足条件的成员，

可以使用@1 选项。 

 

5.7.3 排序 

 A.psort(x) 

将 A 中成员排序，使得表达式 x 的结果递增，返回各个成员在 A 中的序号序列；x 省略

时，将 A 中成员进行排序，并返回序号序列。 

 A.psort(xi:di,…) 

将 A 中成员依次以表达式 xi 的结果排序，返回各个成员在 A 中的序号序列。排序时，

di 为每次排序的方向，1 或省略为递增，-1 为递减，0 为原序。 

 @i  返回 A.psort(…).inv()。逆数列的相关内容请看 5.8.2 逆数列与逆序列了解。 

 A.sort(x) 

将 A 中成员排序后返回，使得表达式 x 的结果递增。当 x 省略时，将 A 中的成员进行

排序。 

 A.sort(xi:di,…) 

将 A 中成员依次以表达式 xi的结果排序后返回。排序时，di为每次排序的方向，1 或省

略为递增，-1 为递减，0 为原序。 

积分最高的球队 

平局最多的所有
球队 

净胜球超过 30 个
的所有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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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ort(…;loc) 

用指定的本地语言排序，loc 为语言名。 

– A.sort(;"zh")   用中文对 A 排序，除了语言以外，loc 中还可以指定地区，如"en"，

"zh_TW"，"en_GB"等 

 

 A.ptop(x…;n) 

将 A 中成员排序，返回使得表达式 x 的结果最小的 n 个成员在 A 中的序号序列。 

 A.top(x…;n) 

将 A 中成员排序，返回使得表达式 x 的结果最小的 n 个成员。 

 A.topx(x…;n) 

将 A 中成员排序，返回表达式 x 的结果最小的 n 个结果。 

 

库存最低的3种
酒的序号 

库存最低的3种
酒的记录 

库存最低的3种
酒的库存 库存最高的 3 种酒的记录 

根据产地排序，
返回序号 

根据产地排
序后返回 

品种降序排序后，据
产地排序，返回序号 

品种降序排序后，
再据产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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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排名 

在序列中可以使用聚合运算中的 A.ranki(y)以及 A.rank()函数计算排名，在排列中，也可

以进行类似计算。 

 A.rank(x) 

对排列 A 中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 的排名，即 A.(x).rank()。 

 @z  从小到大排 

 

5.8 排列的其它计算 

5.8.1 定位计算 

定位计算函数可以在序列指定位置的成员处计算表达式，并返回结果。定位计算函数

虽然要求在序列上进行，但是通常是用来完成基于排列的计算的。 

 A.calc(k,x) 

在排列 A 中的第 k 条记录上，计算表达式 x 并返回结果。 

 A.calc(p,x) 

对于排列 A，在序号在数列 p 中的各条记录上，计算表达式 x，并返回结果所构成的序

列。 

 

5.8.2 逆数列与逆序列 

一个长度为 k 的数列 p’，初始值均为 0，对于数列 p 循环，对 p’进行赋值，如果 p 中第

i 个位置的成员为 p(i)，则将 p’中，第 p(i)个位置的成员赋值为 i。最终获得的 p’即为 p 的逆

数列。 

在序列 A 中，以数列 p 等长的逆数列 p’为位置数列，所获得的 A 的产生列，称为 A 关

按产地名从大
到小排的名次 

第 4 名员工
的全名 

第 1 个 Emily
的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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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p 的逆序列。 

 p.inv(k) 

返回长度为 k 的，数列 p 的逆数列；k 省略时，返回与 p 等长的逆数列。 

 A.inv(p) 

返回 A 关于 p 的逆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数列 p 为 n 置换，那么 p 与 p.inv()互为

逆数列，且 p.inv(p)会得到[1,2,3,…,n]。 

 

5.9 排列的使用 

某次运动会中，女子体操全能的成绩存储在名为 GYMNASTICSWOMEN 的数据库表

中： 

 

下面将使用集算器进行成绩统计。 

5.9.1 成绩统计 1 

将运动员的成绩分别按照国籍和跳马的成绩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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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成绩统计 2 

取得跳马和高低杠成绩都在前 10 名的运动员名单： 

 

5.9.3 成绩统计 3 

计算各运动员的总成绩，并获得总成绩排名名单，以及美国和中国运动员的总成绩排

名名单： 

 

6. 序表的维护与修改 

6.1 计算字段 

可以在序表或排列上添加计算字段，生成新序表后返回。 

 A.derive(xi:Fi,…) 

为排列 A 添加字段 Fi,…生成新序表后返回，取值为 xi,…。其中，x 是与 A 相关的表达

按跳马成绩排名 

按高低杠成绩排名 

排名均在前 10 名 

总成绩排
名名单 

中美运动员总
成绩排名，A5
与 A6 的计算
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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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使用 A 的字段，省略时添加字段取值为 null，F 省略时将添加无名字段。 

– A.derive(单价*数量:金额)  在序表 A 上添加了"金额"字段后，生成新序表返回 

 

6.2 记录引用 

6.2.1 记录引用 

序表中记录的字段没有数据类型，可任意取值，如果将其值赋为另一条记录，则可以

方便地实现外键引用。 

设 A 是部门表，B 是员工表，执行： 

– A.run( 经理=B.select@1(编号:A.经理)) 

序表 A 的字段经理将变成序表中的记录，此时可用：  

– A.select(经理.性别:"女")   列出经理为女性的部门。 

这样能避免使用 SQL 中的多表连接，使书写更清晰且计算更快。 

 

6.2.2 排列引用 

利用字段取值的任意性，还可将字段赋值成一个排列。 

设有部门表 D 和员工表 E，执行： 

– D.derive( E.select(部门号:D.编号):员工 ) 

由 D 生成新序表，添加一个"员工"字段，其值为员工表记录构成的排列。 

derive 函数不改变原序表，在格
子中生成新序表 

STATE 字段值为记录引用，双击可查看 

将城市信息中的 STATE 字段值
设定为STATES表中的记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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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lect@1(部门:"销售部").员工.avg(年龄) 

即可计算出销售部员工的平均年龄。 

 
和记录引用类似，排列引用也可以避免掉 SQL 中连接运算，达到书写清晰和计算迅速

的作用。不同的是，记录引用一般是在子表引用主表记录，而相反地，排列引用则一般是

在主表引用子表记录。 

6.3 修改数据 

6.3.1 添加、删除记录 

 T.insert(k,xi:Fi,…) 

在序表 T 的第 k 条记录前插入记录，字段 F 赋值为 x，k 为 0 表示在最后插入，F 省略

表示依次赋值；x 和 F 均省略表示插入空记录。 

– T.insert(0,"David":Name,28:Age,"M":Gender) 

– T.insert(2,"Julia","F",25) 

 T.delete(k) 

删除在序表 T 的第 k 条记录。 

 T.delete(p) 

删除在序表 T 中序号在数列 p 中的记录。 

 T.delete(A) 

在序表 T 中删除排列 A 中的记录。 

– T.delete(3)     删除第 3 条记录 

– T.delete(to(2,4))    删除第 2 到 4 条记录 

在下面的例子中，为了看到每一步中添加删除记录的执行结果，连续点击 按钮，

使用调试功能中的分步执行，依次查看每一个单元格的执行结果： 

Cities 字段值为排列，双击可查看 

State 字段仍是记录引用，但显示与上例不
同，记录会显示为其主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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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序表只能且必须使用 insert 和 delete 函数增加和删除其中的成员，而不能像普通序

列那样重新赋值改变。 

集算器没有提供类似 SQL 的按条件删除功能，可以用 pselete 组合出来： 

– T.delete(T.pselect@a(Age>=30)) 

 

需要批量插入记录时，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T.insert(k:A,xi:Fi,…) 

针对 A 的每个成员循环执行，在序表 T 的第 k 条记录前插入多条记录，字段 F 赋值为

x，k 为 0 表示在最后插入，F 省略表示依次赋值。A 可以用整数 n 表示序列 to(n)。 

执行后，
序表中男
生的记录
被删除 

delete 或者 insert 函数会在原序表中删除
或添加记录，可以在执行格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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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修改记录 

 r.modify(xi:Fi,…) 

修改记录 r，字段 Fi 赋值为 xi，F 省略则依次赋值。 

 T.modify(k,xi:Fi,…) 

T(k).modify(xi:Fi,…)，修改 T 的第 k 条记录。 

– T.modify(1," Tyler":Name,28:Age,"M":Gender) 

– T.modify(2," Alexis","F":Gender,25) 

我们仍然使用 6.3.1 修改数据结构中的 STUDENTS 学生表来看一下如何修改记录： 

 

再次强调，不能对序表的成员进行替换性赋值，如 T(2)=r 是非法的。事实上，没有整

体改变序表成员的办法，只能对其字段重新赋值。 

 T.modify(k:A,xi:Fi,…) 

针对 A 的每一个成员循环执行，批量修改 T 的第 k 条起的多条记录。A 可以用整数 n

表示序列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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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重置序表 

 T.reset() 

保留数据结构清空序表 T。 

6.3.4 粘贴 

 r.paste(r') 

将记录 r 中的字段值按位置修改为记录 r’的字段值。 

 @n  修改记录时，只修改 r中与 r’同名的字段值。在判断字段是否同名时，对

大小写字母敏感。 

  

 

 P.paste(A) 

用序列 A 的成员，依次对排列 P 中的记录进行 paste。一般情况下，A 是排列，但是并

不强制要求，A 的成员也可以是普通序列。 

 @n    修改 P 中每一条记录时，使用@n 选项。 

红框内字段值改变 

STUDENT
S 

S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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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主键 

6.4.1 主键的设定 

在序表中，可以指定某个或某些字段作为主键，基于主键的查找有专门的函数以简化

书写。原则上，序表假定主键值在记录中是唯一的，但并没有硬性检查，主键值重复了也

不会报错。主键可以不进行设定，不设定时，按照第一个字段为主键处理。在用 T.create()

生成新序表时，T 的主键设定也同样会被复制。 

 T.primary( Fi,… ) 

设置序表的主键为 Fi,…。使用 T.create()创建空序表时，会复制 T 的主键信息。 

 r.pkey() 

返回记录中所有主键字段成员组成的序列。当某个主键字段成员仍为记录时，则用该

记录继续执行pkey()的结果插入序列。当仅有一个主键时，只返回字段成员，不返回序列。 

 v.v() 

当 v为记录时，返回记录主键字段值，或多主键字段值组成的序列；否则返回 v本身。 

 

 T.index(n) 

为序表 T 的主键建立长度为 n 的索引表，n 省略时自动选择。如果需要多次根据主键来

查找数据，在建立了索引表之后可以提高效率。 

6.4.2 主键的使用 

未设主键时，取
第一个字段 

主键设为多个，
返回序列 

A1(3)为记录，
返回记录主键 A2 不是记录，返回格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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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主键值来对应记录进行定位、选出等操作。 

 A.pfind(v) 

返回序列A中主键值为 v的记录成员或者值为 v的其他类型成员在序列中的位置。当主

键有多个时，v 是序列。 

 @b  如果 A 中成员对其主键有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 

 @bs  如果 A 中成员对其主键有序，在用二分法查找时，当能找到 v 时返回其

位置；当 v 非 A 成员的主键值或者成员值时，返回 v 按顺序可插入位置序号的相反

数。 

 

 A.find(v) 

返回序列 A 中主键值为 v 的记录成员或者值为 v 的非记录成员。当主键有多个时，v 是

排列。如果 A 有索引表，则在查找时使用。 

 @b  如果 A 中成员对其主键有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此时忽略 A 的索引表。 

 

使用主键，还会影响一些函数的效果，如 append@p，具体情况将在 7.1.3 追加记录中

说明。 

6.4.3 记录转换与 switch 函数 

使用 switch 函数，可以对记录 r 做变换，将 r 中一个或几个字段的值，转换为以其为主

键的排列 P 中的记录引用。 

 

 P.switch(Fi, Ai:x;…) 

将排列 P 中每一条记录的字段 Fi 赋值为 Ai.select@1(x:Fi)，即 Ai 中以 Fi 为主键的记录引

用。如果 Ai 有索引表，则在查找时使用。当 x 省略时按照 Ai 的主键查找；当 Ai 也省略时，

字段 Fi 赋值为 Fi.v()。特别地，x 为 # 时直接用序号定位。如果无法在 Ai中找到相应的记

录，则将相应字段赋值为 null。 

 @i  在计算中，如果 P 中的某条记录对每一个 Ai 全部无法找到 Fi 的对应值，则删

除整条记录。 

用 switch 函数可以更简单地完成记录引用赋值： 

– A.primary(编号) 

– B.switch(销售员,A) 

A1 中序表
默认主键
为 ID，在
A4 中改为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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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witch 函数，可以处理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同时变更多个字段的值： 

 

 

执行 A4
中的
switch 函
数后 

执行 A3 中的 switch 函数后 

双击可查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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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关联 

7.1 数据产生 

7.1.1 生成新序表 

 A.new(xi:Fi,…) 

A 为序列或排列，先创建以 Fi,…为字段的序表，再循环 A 中的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i

生成新记录插入序表。 

 

用 A.new()函数，可以使用已有的排列数据来生成新的序表： 

 

 A regex(rs,Fi,…) 

对字符串序列 A 的每个成员执行 regex(rs)，将匹配结果拼成以 Fi,…为字段名的新序

表。 

 @i  大小写字母不敏感。 

 @u 使用 unicode 匹配。 

使用 A.regex()函数，可以将一个字符串序列拆分，生成一个新序表。如： 

 

A3 中，将姓名序列拆分为名和姓，中间用空格分隔，A2 与 A3 中的计算结果如下： 

取出人口
排名前 5
名的州的
信息，生
成新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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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正则表达式无法匹配某个字符串时，就无法生成记录，利用这种机制，我们可以

过滤序列，选出指定的字符串用来生成序表，如： 

 

A2 中生成字符串序列如下： 

 
A3 根据字符串依次匹配员工姓名，所在州和工资，正则表达式中的点.表示一个非换

行符非回车符的字符。匹配时，要求员工姓名以 B 开头，A3 中结果如下： 

 
A4 仍然是依次匹配员工姓名，所在州和工资来生成序表，其中要求所在州以 C 或 T 开

头，计算结果如下： 

 

7.1.2 序表的复制 

在 3.5.1 使用函数生成产生列中，我们讲到，复制序列可以使用 A.dup()函数，序表实际

上也是一种序列，但是在复制序表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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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up() 

把 T 作为序列来复制。注意，其结果是由 T 中记录引用所构成的排列，而不是序表。 

 @t  在序表使用 dup()函数时，可以使用@t 选项，此时生成结果为序表。原序表中

的记录会依次复制，在新序表中产生新记录。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T.dup()时，如果不使用@t 选项，在获得的新排列中的记录只是原

序表的记录引用，记录本身未被复制。 

 

7.1.3 追加记录 

 T.append(Ti,…) 

T 与 Ti,…为字段数相同的序表，将 Ti,…中的记录追加入 T 中，同时清空序表 Ti,…中的

记录。 

 @p  使用@p 选项，在追加记录时，如果遇到主键相同的记录，则主键重复的

原记录将被替换。 

由于 A2 中使用 T.dup()函数时未使用@t
选项，因此 A2 中只是记录引用，在 A4
中修改 A2 时，原序表中的记录也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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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拆分记录 

 A.news(…) 

根据表达式…，对排列或序表 A 中的每条记录执行运算，将每一条记录拆分为序列或

排列，并将所有序列中的成员，或者排列中的记录并在一起返回。最终返回的结果通常是

序列或者排列。 

例如，某次女子体操全能的成绩存储在名为 GYMNASTICSWOMEN 的数据库表中： 

 

下面需要得到每位运动员每项比赛的成绩： 

STUDENT
S1 

STUDENT
S 

为了对比，先将 A1 与 A2 中的序表进
行复制。在 A6 中使用 append 函数时用
了@p 选项，主键默认是第一列 ID，因
此当 ID 为 3 的记录产生重复时，只保
留新记录 

append 执行后 A2 与 A4 的序表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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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 A.news()函数的参数中，表达式将原序表中的每条记录都拆分为一个序

列，分别存储了一项比赛的成绩。最终返回的结果，是一个序列的序列，将所有运动员每

项比赛的成绩列出。 

为了更明晰地列出结果，也可以为每条记录生成一个序表： 

 

此时，执行 A.news()函数时，会将各个序表中的记录合并在一起，返回排列。 

7.2 数据的分组与汇总 

7.2.1 计算唯一值 

 A.id(x) 

对序列A中的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将结果构成的序列进行排序，去除相邻的同值成

员后返回。当 x 省略时，将 A 的成员排序后去除相邻的同值成员后返回。 

 @o  不排序，直接去除相邻同值成员，结果可能包含同值成员。 

某次体操比赛的成绩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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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 id 函数的执行情况： 

 

 

id 函数作用类似于 SQL 中的 distinct 运算。 

 A.ranki@i(y,x) 

对序列 A 中的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去掉重复值后，y 的排名。 

 A.rank@i(x) 

对序列 A 中的每个成员计算表达式 x 的去重排名序列。 

计算姓名的唯一值，无选
项时结果升序排序 

@o 选项，仅去除相邻的
同值成员，可能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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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等值分组 

 A.group(xi…) 

对序列 A 按表达式 xi…的计算结果升序分组，返回各组构成的序列。 

 @o  不对 xi…值排序，只将相邻 xi…值相同成员并成一组。 

 @n  表达式 xi…的计算结果为整数，作为分组序号直接用来定位，与@o 互斥。 

 @1  每一组中只保留第一个成员。 

 

group 函数类似 SQL 中的 group by 运算。它的返回值是由各个分组构成的序列，每个分

组则是原序列的产生列（或者是在原序列中的位置数列），最后结果是个由序列构成的序

列。分组汇总值可基于分组结果继续多次计算。 

这与 SQL不同，SQL中没有显式的集合数据类型，不能保存分组结果，必须在 group by

后立即计算出分组汇总值，运算后分组结果将被丢弃而不能重复利用。 

15.5 分的名次 

计算每条记录的成绩
排名，注意有 3 个排名
第 8 的 14.175 分，14.1
分仍然排第 9 

分组，默
认升序 

@o 不排序，
仅将相邻
NAME 相同
的成员构成
一组 

@n 直接指
定组号，根
据记录 ID
分为 3 组 

@1 各组仅保留第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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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算器中，分组后可以对分组的结果进行汇总： 

 

可以看到，在 A3 与 A4 中，对 A2 中的同一分组进行了不同的汇总计算。分组结果可

以重复利用，这是集算器的主要特点之一。 

再解说一下 A3 中的表达式：=A2.new(NAME,round(~.sum(SCORE),3):Sum)，由于 A2 是序

表 A1 的分组结果，其每个成员都是一个记录的集合，即排列，因此 new 函数对 A2 进行循

环时，其内部表达式都是对排列进行操作的。比如 NAME 表示取当前成员的第一条记录的

姓名字段的值；~.sum(SCORE)表示对当前排列的成绩字段求和。 

和 SQL 中的 group by 类似，group 函数也支持同时对多个字段（表达式）分组： 

 

7.2.3 分组汇总 

集算器也提供了直接计算出分组汇总值的函数： 

 A.groups(x:F,…;y:G,…) 

将序列 A 中的数据根据 x,…的计算结果进行分组汇总，结果聚合到结果集返回，相当

于 A.group(x,…).new(x:F,…,y:G,…)。聚合时，不对 A 中的成员排序，而是依次循环每个成员

计算，将用 x,…的结果按顺序匹配；聚合计算使用的表达式 y 只能用 sum/count/max/min 等

简单聚合函数。计算完毕将返回新建序表，字段为 F,…,G,…，其中 F,…为主键字段。 

 @o  分组时使用@o 选项。 

 @n  x 的计算结果为分组的序号，聚合时直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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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对齐与枚举分组 

7.3.1 对齐 

 P.align(A:x,y) 

把序列P的成员按序列A的成员依次一一对应，P中成员计算表达式 y的结果，等于对

应的 A 的成员计算表达式 x 的结果，y 省略则用 P 的成员值本身，x 省略则用 A 的成员值本

身。默认情况下，只取 P 中第一个满足条件的成员。 

在对齐时，与等值分组类似，经常使用以下几个选项进行不同的设定： 

 @a  对齐分组，对齐时取出 P 中所有满足条件的成员，和 group 函数类似，

align@a 函数的返回值也是个分组序列的序列。 

 @b  A 有序，查找时使用二分法提高效率。 

 @p  返回由各组成员序号构成的序列。 

 

对齐分组后，可以通过序号把分组结果序列 A3 和 A2 关联起来进行统计，如： 

 

这里解说一下表达式=A3.new(A2(#):Event,round(~.avg(SCORE),3):AvgScore)，表示对着 A3

循环计算，对 A3 的每一个成员计算生成新序表的对应记录。由于 A3 和 A2 的顺序是一样

的，因此成员序号完全一致，所以通过A2(#)可以获得A2中同一位置上的成员，这里#是A3

的当前成员序号。相当于=A3.new(EVENT:Event,round(~.avg(SCORE),3):AvgScore)。 

A3 与 A4 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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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计算时使用@a 选项，生成的结果最后多出一组，用来放置 P 中无法与 A

对应的成员。 

 @s  将序列 P 的成员按 A 的顺序排序，其中无法与 A 对应的成员排在最后。 

 
 

更简单的直接序号对齐： 

 P.align(n,y) 

相当于 P.align(to(n),y)，即此时 y 值已经是对齐序号了。 

使用序号对齐时，需要分组字段是连续整数，此时可以用 P.align(n,y)的方式来提高性

能。使用序号对齐也可以使用@a、@p 选项。 

 @r  y的计算结果不是序号，而是序号数列。此时P中的一条记录可以重复出

现。 

 

使用序号对齐时，也可以利用定位函数来生成连续整数。 

 

A4 使用了@n 选项，比 A3 的
结果多出一组，放置 A2 中不

存在的 Vault 项目 

 

A5 使用了@s 选项，将运动员
成绩按照 A2 中项目的顺序排
序，相当于将 A4 中各组的记录

依次相连 

 

按出生月份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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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枚举分组 

 eval(x,a) 

用参数 a 计算字符串 x 中的表达式，在 x 中用第 i 个?表示第 i 个参数，或者直接写明参

数的位置?i，当参数少于?个数时，从第一个起循环 

– eval("?+3",5)      返回 8 

– eval("?>3",5)      返回 true 

– eval("?+3*?",5,7)  返回 5+3*7 的结果，即 26。 

– eval("?+3*?+?",5,7) 返回 5+3*7+5 的结果，即 31。 

特别地，若 eval(x,a)返回 true 时，则称 a 满足条件 x。 

 E.penum(y) 

E 是由条件表达式构成的序列，计算表达式 y，看结果满足 E 中的哪个成员构成的条

件，返回第一个满足条件的序号。特别的，当条件为 null 时视为满足条件。 

 

 @r  条件可重复，返回满足的所有条件序号数列；只有其它条件均不满足

时，才返回 null 条件的序号数列。 

 

 @n  当所有条件均不满足时，返回 E.len()+1，与@r 选项互斥，此时不需要 null

条件。 

77 使得第 2 个和第 3 个
条件成立，返回数列 

55 不满足前 3 个条件，
返回 null 所在的位置：4 

77 使得第 2 个条
件成立，返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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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um(E,y) 

把序列P的成员分成与条件表达式序列E的成员一一对应的组，每组成员计算表达式 y

的结果可满足对应的 E 的成员构成的条件，y 省略则用 P 成员本身的值。默认情况下，P 中

的每个成员只会置入第一个满足条件的组中。 

同样，enum 函数的返回值也是一个序列的序列。 

 

当 E.m(-1)==null 时，由于条件为 null 时认为条件满足，enum 函数将会把 P 中所有不满

足 E 中其它任何条件字段的成员收集起来归到与 E.m(-1)对应的分组中，相当于“其它”分

组。 

 

缺省情况下，enum 函数在计算时假定不会有重复分组，即 P 中成员不会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表达式。如果需要重复分组时，需要使用@r 选项。 

 @r  允许重复分组，即 P 中成员可能同时对应到多个 E 的成员。 

 

enum 函数还经常使用下面的选项进行不同的分组： 

 @p  返回由各组成员序号数列构成的序列。 

 @n  将 P 中所有不满足任何条件的成员，置于一个新增的分组中，与@r 选项

55 不满足所有的 3 个条
件，返回 4 

按分数分组，如第 1 组中满足分数>15 

不满足所有条件的记录，
置于 null 对应的分组中 

满足SCORE>15的记录同样也满
足 SCORE>14.5，使用@r 选项时
也会出现在第 2 个分组中 

使用@r 选项时，null 对应
的分组中仍然只置入不满
足任何条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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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此时不需要 null 条件。 

 

7.4 连接 

集算器也提供类似 SQL 的连接运算，但在有了记录和排列引用机制和 align 等函数后，

这种运算变得不大常用了。 

7.4.1 等值连接 

 join(Ai:Fi,xj,…;…) 

以对应的字段（表达式）xj,…值相同为条件连接序列 Ai,…，产生以 Fi,…为字段的序表

保存结果，Fi 取值为 Ai 的成员。 

 

join 函数大体相当于在 SQL 中写： 

– select Ai.* as Fi,… from Ai,… where Ai.xj =… and …  

这也是 SQL 中最常见的连接写法。 

 

join 函数经常会用到下面三个选项： 

 @f   全连接，Ai所有成员至少出现一次，无值对应补以 null。 

 @1  左连接，A1所有成员至少出现一次，无值对应补以 null。注意选项是数

字 1，再次强调，集算器中字母 l 不会作为选项出现。 

使用@n 选项时，不满足任
何条件的记录置入新加的
一个分组，不需 null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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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当所有 Ai 针对 xi 均有序时，连接时使用归并算法以提高效率。 

 

 

7.4.2 同位连接 

 pjoin(xi:Fi,…) 

其中 xi 为序列；产生以 Fi,…为字段的序表，第 k 条记录的 Fi赋值为 xi (k)，即将 xi,…的

成员按顺序依次连接，长度以最小的 xi.len()为准，返回序表。 

 

 

同位连接排列时，按记录顺序进行连接，字段里同样存储原表的记录。 

7.5 数据关联的应用 

数据关联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准备等工作时，都会遇到分组、汇

以最小记录数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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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连接等操作。 

7.5.1 按要求分组统计酒水库存 

数据库中 LIQUORS 表中存储了各种酒的信息，包括酒的名称、种类、产地、库存等

等： 

 

1) 统计各类酒各有多少种库存商品，以及各类酒的总库存量。 

统计各类酒的库存信息，只需要按照种类 TYPE 字段进行分组，再分别统计即可： 

 

在 A1 中取出酒水信息；在 A2 中，根据种类进行分组；在 A3 中根据 A2 中的分组数据

计算出结果序表。 

网格计算后，在 A2 中可以看到 A1 中记录的分组情况： 

 

A3 中的结果序表如下： 

 

2) 统计朗姆酒、白兰地、金酒和威士忌这几类酒各有多少种库存商品，以及总库存量。 

从上一项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在直接使用 group函数对种类TYPE字段进行分组时，

是先按照 TYPE 字段进行排序的。当需要进行指定顺序的分组时，则经常使用对齐分组函

数 align@a。 

双击可以
查看分组
中记录的
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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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3 中，将 A1 中酒的信息记录，按照种类 TYPE 字段分别对应序列 A2 中的成员值

对齐分组，最后再 A4 中计算出结果序表如下： 

 

3) 统计库存过多（>500）、库存不足（<100）以及库存正常（其余）的酒各有多少种

库存，以及各组的总库存量。 

当需要按照条件进行分组时，可以使用枚举分组。 

 

在 A5 中根据分组条件，将 A1 中的记录按照库存 STOCK 进行分组；A6 中根据 A5 中

的分组结果及各个条件对应的状态名称计算出结果序表如下： 

 

7.5.2 销售报表数据准备 

数据库中的 SALES 表中存储了一段时间内的销售信息，表中包括订单号 ORDERID、

客户名称 CLIENT、销售员编号 SELLERID、订单金额 AMOUNT 以及订单日期

ORDERDADE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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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以年作为参数，取出这一年和前一年两年的销售数据，准备目标表。在目

标表中，列出销售员编号、本年销售额、上一年销售额、增长率、客户数、大客户（销售额

超过 5 万元的客户数），大客户占比。 

由于需要计算每个销售员的数据，因此在把两年中的销售数据取出后，需要先按照销

售员号码分组，再统计每一年的销售数据，并且需要按客户再次分组后统计各个客户的销

售数据。 

 

 

在 A1 中，以 year 作为参数，取出该年以及前一年的销售数据；在 A2 中，将取出数据



 

 

84 

 

 

RAQSOFT 
Innovation Makes Progress 

 

http://www.raqsoft.cn 

按照销售员编号进行分组，在 A3 中，建立结果序表。第 4 行之后的代码，循环 A2 中每位

销售员的销售数据，来进行统计。B4 中获取销售员编号；B5 中计算 2010 年总销售额；B6

中计算前一年2009年的总销售额。B7中将销售数据按照客户再次分组，并计算出每个客户

的订单总额。根据 B7 中的计算结果，B8 中计算出该销售员的客户总数；B9 中计算出其中

大客户的数目。B10 中计算出大客户占比；B11 中计算出 2010 年该销售员的销售额增长

率。计算完成后，在 B12 中，将该销售员的统计数据，填入 A3 的结果序表中。 

计算完成后，在 A3 中可以查看数据准备的结果： 

 

7.5.3 员工薪酬计算 

数据库中的员工表 EMPLOYEE 中存储员工信息，如姓名，所在州，性别，生日，基

本工资等等： 

 

在考勤表 ATTENDANCE 中，存储了员工当月的缺勤天数： 

 

在绩效表 PERFORMANCE 中，存储了员工当月的评估分数以及奖金数： 

 

– 应发工资=标准工资*(1-缺勤天数/(250/12))+标准工资*(绩效分-1)+奖金 

考勤表中缺少的人认为全勤，绩效表中缺少的员工认为绩效为 1，奖金为 0。找出应发

工资与标准工资差距最大的前 5 名员工的姓名及其应发工资数。 

由于考勤表与绩效表中只有部分员工的记录，因此无法直接用序号进行计算，需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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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员工编号对考勤表与绩效表中的记录进行对齐分组或者等值连接，然后再进行统计。 

方法一：不用 join： 

 

在 A1、A2、A3 中，从数据库中取出员工信息、考勤信息和绩效信息。在 A4 和 A5

中，将考勤信息和绩效信息，分别根据员工号码进行对齐分组。A6 中准备一个空序列用来

存储每位员工实际工资与标准工资的差额。 

在 A7 的代码块中，循环计算每位员工的实际工资与标准工资的差额：B7 中获取标准

工资，C7 中存储实际工资；当该员工有缺勤记录时，在 B8 中对缺勤天数进行工资折算；

当该员工有绩效记录时，在B9中对绩效进行工资折算；在B10中，计算出该员工实际工资

与标准工资的差额并存入 A6 的序列。 

在 A11 中，计算出工资差距最大的前 5 位员工的序号，这个序号和 A1 员工表中的序号

是相同的。最后在 A12 中，以这 5 位员工的信息计算出结果序表。 

A12 中的结果序表如下： 

 

方法二，使用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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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4中，通过员工表、考勤表以及绩效表中的员工号码进行等值连接，将每个员工的

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构成序表，连接时需要使用@1 选项执行左连接。A5 中在 A4 的序表中

添加实际工资字段。后面的计算和方法一是类似的。最终 在 A11 中返回工资差距最大的

前五名员工的信息，结果是相同的： 

 

通过 join 进行连接，将不同表中的数据整合到同一个序表中，一目了然。在统计计算

时，思路会更加清晰。 

8. 数据库 

8.1 数据库的连接 

8.1.1 数据源管理器 

连接关系数据库的步骤： 

1) 在工具菜单项中，点击数据源连接数据连接打开数据源管理器 

2) 新建数据源，选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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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数据库类型、编码等信息，设置数据源的连接参数，并为之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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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数据源管理器会显示是否连接成功，在数据源管理器中，可以同时连接多个

数据库。 

 

8.1.2 数据库连接函数 

除了在数据源管理器中连接和断开数据源，集算器中还可以使用数据库连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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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dbn) 

连接名称为 dbn 的数据源，数据源的名称以及连接参数在数据源管理器中配置。返回

数据库连接对象 db，该对象可以用单元格名直接调用。 

 @e     出错时返回错误信息，由代码处理，否则将中断连接。 

当 connect 函数使用@e 选项时，可以用代码查看错误信息： 

 db.error()  

返回上一条与数据库相关的命令的错误信息代码，0 表示无错。 

 @m     返回上一条与数据库相关的命令的错误信息串。 

 db.close() 

关闭数据库连接对象 db。 

 

8.1.3 数据库的提交与回滚 

在集算器中，在执行某些数据库函数时，是可以不进行自动提交的，这时，可以用函

数来控制数据库的提交或回滚操作。 

 db.commit()  

将对数据库的操作提交到数据库。 

 db.rollback()  

回滚数据库，取消未提交的操作。 

8.2 读取数据库中的数据 

8.2.1 用 SQL 读取序表 

 db.query(sql…) 

在数据源 db 中执行 sql 语句，返回结果序表。sql 语句可以带参数，写在后面即可。 

– db.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 

– db.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dept=?", 3 ) 

连接数据源 demo 
 

关闭 A1 中的数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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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只返回第一行的数据，返回值为单值或者序列，而不是序表。 

 

 db.query(A,sql…) 

对序列 A，在数据源 db 中执行 sql 语句，返回结果集合并的序表。sql 语句可以带参

数，写在后面即可。 

 

 

如果在读取序表之后，需要对序表进行 switch 操作，可以简写： 

 db.query(…; …) 

先执行 query 函数，然后对结果序表进行 switch 操作。 

名称在“M”之
后的风景区 

名称在“M”之后且序
号小于 5 的风景区 

第一行数据有多
列，返回序列 

第一行数据只有
一列，返回单值 

 

A 为序列 

A 为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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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在数据库中执行存储过程 

 db.proc(sql,a:t:m:v,…) 

调用存储过程计算，如有返回结果，由参数中的 v 带出。 

 

存储过程与普通 SQL 不同，除了存在输入参数，还会存在输出参数。存储过程的返回

结果，需要由输出参数 v 带出。 

8.3 写入数据库 

8.3.1 在数据库中执行 SQL 命令 

 db.execute(sql,…) 

在数据源 db 中执行 sql 语句，…是参数。与 query 不同的是，execute 不返回结果集，

一般用于改写数据库。 

– db.execute("delete from EMPLOYEE where DEPT=?", 3 ) 

 

与 query 函数类似，execute 函数还可以针对一个排列（序列）使用：  

 db.execute(A,sql,…) 

针对序列 A 的每个成员执行 sql，A 是排列时，参数表达式中可以像循环函数一样使用

A 的字段。 

– db.execute(A,"update EMPLOYEE set NAME=? where EID=?",Name,Id)  

 

execute 函数通常会在执行后自动提交到数据库，如果需要自行控制，可以使用选项。 

 @k  执行 SQL 语句后，不提交事务。 

 @s  执行静态 SQL 语句而不去预解析，此时不能使用参数。 

把文件中读入的序表
更新到数据库中的
students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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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k 选项时，事务不会自动提交，需要使用 db.commit()函数进行提交，或者使用

db.rollback()函数回滚，取消修改。 

 

8.3.2 更新整个序表 

写出整个序表还可以用 update 函数。 

 db.update(A,tbl,Fi:xi,…;P,…)  

根据 A 更新 tbl 表中的字段 Fi，取值为 xi，省略用同名字段值。表达式中 P,…为更新时

使用的主键，当未指定主键时，将从表 tbl 中读取，如果未读取到主键则使用 A 的主键。 

– db.update(A1,EMPLOYEE, NAME:FullName,EID) 

A 通常为排列，对于 A 中每条记录，如果 tbl 中该主键数据已存在，则将生成 UPDATE

语句，否则生成 INSERT 语句。 

 

 

使用 update 函数时，还经常使用下面几个选项来进行不同的操作： 

 @u  只生成 UPDATE 语句。 

 @i   只生成 INSERT 语句。 

 @a  在执行更新前先清空目标表。 

 @k  执行更新后，不提交事务，缺省将自动提交。 

 @1  第一个字段为自增字段，在执行 update 时，不对它赋值。 

8.4 直接使用 SQL 

 $(db)sql;… 

直接在单元格中执行 sql语句，在数据连接 db中执行，如果(db)省略，则取之前最后一

次使用的 db。sql 语句可以带参数，写在分号后面即可。使用 sql 语句时不在前方加等号，

建立数据库连接 

查看 A4 执行后的错误代码 

无错误则提交 

有错误则回滚 

把文件中读入的序表
更新到数据库中的
STUDENTS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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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将语句用引号标记，且只能以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作为开头。如果使用 select 语

句会返回结果集。 

– $( db)select * from EMPLOYEE 

–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DEPT=?;3 

– $update EMPLOYEE set NAME=? where EID=?;"Harry",1 

 

9. 高级代码与应用 

9.1 长语句 

某些较长的表达式写在一个格内看不全，可以用续格规则写在多个单元格中。 

计算格或执行格以字符,、;、(结尾时，将自动拼接下一格内容，直到不是这些字符结

尾或本代码块结束。 

 

 

长语句的首格一般要用双等号"=="或者双大于号">>"开头，这种写法将告诉集算器将以

该格为主格的代码块整个作为一条语句处理，否则集算器还将再次执行该代码块中的其它

格，可能会导致错误。 

9.2 子计算语句 

用(A1)指定数据

源执行 select 语

句，返回结果集 

省略(db)，使用上

一个(db)语句用

过的数据连接 

执行 update 语句，

返回更新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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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用 JAVA的习惯，赋值语句也作为一种表达式，将返回其值本身，并且支持括号运算

符。 

– a=4       将 a 赋值为 4 的同时将返回 4。 

– (a=3,a*a)   将 a 赋值为 3，同时返回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9。  

 

有的长语句比较复杂，其中还可能使用上述的临时变量做计算，如： 

– demo.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select((a=demo.query("select * from FAMILY where 

EID=?",EID).select(RELATION:"child").sort(AGE:-1),if(a.len()<2,false,a(1).AGE-a(2).AGE>= 2))) 

将找出前两个子女年龄差大于等于 2 的员工 

在这个长语句中使用了临时变量，无法用上述的长语句机制写到多个单元格中，这时

候可以使用子计算语句规则将其写到多个单元格中。 

 

在 A1 格中使用了??运算符。 

 ?? 

??相当于一个函数，它将依次计算以当前格为主格的代码块中除当前格外的单元格，

并返回最后一个计算格的格值。 

采用这样的写法，整个语句更清晰了。 

作为一种特殊的长语句，子计算语句也要用双等号"=="开头，否则集算器还会再次执

行代码块中其它格而导致错误。 

9.3 赋值块、执行块和注释块 

9.3.1 赋值块和执行块 

上面例子中的长语句和子计算语句中，主格的格串均以==开头而非=。 

这样书写的目的是告诉集算器，以该格为主格的整个代码块是一个语句，要整体计

算，而不可拆开。这时，集算器在按规则执行完本条语句后将忽略本代码块中的其它单元

取出员工的
子女信息 

按年龄降序
排序 

前两名子女
年龄差大于
等于 2 

A1 中返回最终结果：前两个
子女年龄差大于 2 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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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否则在缺省状态下，集算器还会继续计算代码块内剩余的单元格，会造成流程混乱，

有可能会产生错误。 

对于执行格类似，当以>>开头时表示以该格为主格的整个代码块是一个语句。 

 

这种代码块，按照执行语句的不同，分别称为赋值块和执行块。对应地，前面出现的

以 "=="开头的语句块称为计算块。 

9.3.2 注释块 

类似地，将单元格的格串以//开头时，表示以该格为主格的整个代码块都是注释。这

个代码块称为注释块。集算器碰到这种格串时会直接跳过整个注释块。 

 

9.4 宏 

为了增加代码的灵活性，有时需要动态生成语句串，这时可以使用宏。 

宏用符号${}括起来，集算器将先计算${…}里的…表达式，将计算结果作为宏字符串值

替换${}。如果${}位于引号内则不替换。在替换之后，集算器再进行语句解析，这样就可以

实现动态生成表达式。 

注释块首格
的代码块中，
都是注释 

注释块结束行
开始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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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字符串常数 

$[…]表示以…为内容的字符串常数，在集算器表达式中和"…"含义相同。 

但在集算器的编辑界面中，$[…]和"…"则有很大的差别。$[…]中出现的单元格名将会随

着编辑操作和其它正常表达式一起变迁，也可以在复制粘贴等操作时选择调整表达式，而

"…"的内容则不会随着编辑操作而改变。 

这样，在某些需要字符串也能跟随编辑而变迁的特殊情况下，就可以使用$[…]代替

"…"，如 eval 的参数，query 中的 SQL 语句等，这些参数都表现为字符串，实质却是要被解

析执行的表达式或 SQL 子句。 

 

 

在2.2.2字符串常数格中，我们知道可以用'起头来定义字符串常数，字符串常数格中的

数据会直接解析为字符串，不必再添加转义符。在字符串常数格中，可以定义等号开头，

或者包含特殊字符的字符串。 

 

9.6 特殊标识符 

某些标识符可能含有非字母数字的字符，如%、()、空格等，此时可能被引擎误解析成

百分号、括号。为了避免，可以用单引号'…'将标识符括起来，从而把标识符和特定符号区

返回 A1.sum() 

返回 A1.avg() 

""中的字符串，在
Ctrl+Alt+V 粘贴
时，无法调整字符
串中的内容 

字符串常数，在
Ctrl+Alt+V 粘贴
时，可以调整其中
的单元格名 

如果在字符串常数中，存在宏，宏中使用的
单元格名称，也可以随着增加删除行列，或
者是 Ctrl+Alt+V 粘贴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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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 

 

9.7 跨网格调用 

9.7.1 文件路径 

 file@s(fn)  定义路径为 fn 的文件对象，fn 中可以不包含文件路径，对于不含路

径的文件名，集算器会优先在类路径中查找，然后在寻址路径列表中查找。 

 

寻址路径列表可以在菜单栏中点击工具菜单项中的选项按钮，在选项设定中的环境选

项卡进行设置，当需要设定多个路径时，用分号分隔： 

 

在列名中存在括号、空
格、小数点等特殊字符，
为了不产生混淆，需要用
单引号标明 

 

 

文件名中如果不是完整文件路径，可以
用@s 选项，说明文件在应用路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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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网格文件的返回值与结束 

 result xi,… 

在集算器中，可以将整个网格作为一个子程序来执行，在网格中用 result来返回表达式

xi,…的计算结果，返回后结束程序执行，释放资源。 

9.7.3 跨网格调用 

在集算器中，可以进行跨网格调用，在程序中运行其它网格中的程序，或是使用其它

网格中的计算结果。 

 call(dfx,…) 

调用网格 dfx，并在计算前将…作为参数依次设入。指定 dfx 时可以直接使用网格文件

的绝对路径名，如果不使用绝对路径时，则自动使用@s 选项查找文件。如果 dfx 中存在网

格参数，那么需要在调用 call 时使用参数…，这些参数值将依次设入 dfx 的各个参数中，与

dfx 参数列表中的参数名无关。dfx 还可以是文件对象，此时直接读出执行。 

比如，网格文件 sort.dfx的作用是将参数 arg1中的序列，按照参数 desc的设定来排序，

desc 为 true 时降序，为 false 时升序： 

 

 

可以在其它文件中，对 sort.dfx 进行跨网调用： 

 

单元格中，用 result 返回多个结果时，会返回序列。 

9.8 立即计算模式 

集算器还可以在立即计算模式下运行。 

在工具栏中点击“切换到计算模式”按钮，可以进入立即计算模式。 

 

在立即计算模式下，在单元格上按下回车键 Enter，可以立即计算该单元格的格值： 

将序列[1,5,2,3]
升序排序 

将序列[1,4,3]
降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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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即计算模式下，由于每次只会计算选定的单元格值，因此在计算时，需要注意计

算顺序。如果表达式中调用未计算的单元格时，就有可能产生错误。 

9.9 在网格中使用常量 

在网格计算中，经常会用到参数。对于一些会重复使用的参数，可以设定为常量。常

量的使用和网格参数是相同的，用常量名称调用即可。但是常量与网格参数也有所不同，

常量在网格中是不允许赋值的，而参数则可以赋值。 

查看网格常量，可以点击 工具 菜单中的 网格常量 按钮： 

 

常量可以是各种数据类型，如字符串、整数、日期、序列等等。在使用时，直接用常

量名称调用： 

 

9.10 用命令行执行网格文件 

在集算器安装目录的 esProc\bin 路径下，可以找到 esprocx.exe 文件，在 dos 环境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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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命令行来计算网格文件。 

 esprocx <options> <dfxFile> [arg0] [arg1]... 

集算器可以在Dos下用命令行启动。命令行中的 option为启动设置选项，dfxFile为集算

器计算的网格文件，[arg0] [arg1]...为计算使用的网格参数。计算网格文件时，程序会自动搜

索 config.xml 读取环境配置信息。该文件包含了集算器的基本配置信息，如注册码、寻址

路径、主目录、数据源配置等。 

 -R      将 result 结果输出，序表/排列用 export 文本方式输出。 

– esprocx C:\c.dfx         执行计算网格文件 c.dfx。 

用命令行执行网格文件时，在屏幕上会打印出开始执行以及结束执行的消息。 

（一）无输出结果 

 

执行命令传入参数 100 和 5。运行结果如图： 

 

（二）使用-R 命令打印出 result 计算结果。 

 

执行命令后。运行结果如图： 



 

 

101 

 

 

RAQSOFT 
Innovation Makes Progress 

 

http://www.raqsoft.cn 

 

10. 文件系统与游标 

在数据计算和分析处理的过程中，文件访问是常见且重要的需求。文件的读写，文件

数据的计算等，都属于对文件的访问。 

10.1 文件系统 

在2.8用文件对象读写数据中，讲解了集算器中文件对象的基本使用，在这里，进一步

讲解文件系统的相关函数。 

 filename(fn) 

拆分出全路径文件名 fn 的文件名部分，带扩展名。 

 @e  只拆分出扩展名 

 @n  拆分出的文件名不带扩展名 

 @d  拆分出目录部分 

 @t   仅限于本地使用，在 fn 同目录下，产生同扩展名的临时文件，并返回文

件名。当 fn 省略时，在系统临时目录下，产生相对于主目录的文件名。 

 

 

 directory(path) 

仅限本地使用，列出满足通配符路径 path 的文件名，不包含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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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列出子目录 

 @p  仍带有完整路径名 

 @m  创建目录 

 @r  删除空目录 

 

 

 f.property(p) 

从属性文件对象 f 中，获取名称为 p 的属性的值；当 p 省略时，返回所有属性构成的序

表。 

 

 

10.2 数据库游标 

在集算器中使用数据库游标，可以实现分批读入较多数据。 

 db.cursor(sql,…) 

根据 sql 创建数据库游标返回。 

 cs.fetch(n:x) 

用游标 cs 读出 n 条记录或者至表达式 x 有变化，形成序表返回，已到头返回 null。当

数据库中的剩余记录不足 n 条时，读出所有剩余记录，所有记录读完后关闭游标。 

 cs.skip(n:x) 

跳过 n 条记录或者至表达式 x 有变化，返回实际跳过的记录数。 

 cs.close() 

列出指定目录下所有扩展
名为 exe 的文件 

删除 temp 后的子目录 

列出文件
时带有完
整路径 

创建子目录 temp 

删除子目录 temp 

指定路径中的子目录 

从日志配置中
读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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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闭游标。 

 

当使用 fetch 或 skip 执行完游标中的最后一条记录后，游标会自动关闭。 

 for cs,n:x 

循环游标，每次读 n 条记录，或读出记录至 x 改变，返回成序表，读取结束后关闭。 

 

10.3 文件对象游标与内存排列游标 

在 10.2 数据库游标一节中，我们介绍了在读取数据库数据时使用游标的基本方法。除

此之外，集算器中还可以在读取文件数据时使用游标，也可以用内存排列构成游标。 

10.3.1 文件对象游标 

 f.cursor(Fi:typei,…;s,b:e) 

根据文件 f 创建游标返回。 创建游标与从文件中读取序表类似，也可以定义数据的起

止位置，需要读出的字段等；也同样可以使用@t、@b、@z 和@s 等各种选项。相关内容可

以查看 5.3.1 从文件中读写序表这一小节的内容。 

 @x  文件对象关闭时自动删除文件。 

 

文件对象游标与数据库游标的使用方法是相同的： 

 

在这个例子中，每次用文件对象游标读取 150 名员工的数据，并从中选出 California 的

员工，存储在 A7 中，结果如下： 

循环游标，每次读出 100 条记录
返回，所有记录读取完成后自动
关闭游标 

建立游标 

每次读取 150 条记录 

读取完毕，中断，结束 

读取正常，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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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ursor() 

根据二进制文件对象序列 F 创建游标返回，其中每个文件占用一个字段。 

10.3.2 内存排列游标 

 P.cursor() 

将某个排列转为游标，目的就是为了将排列数据用于游标函数中使用，如 merge@x，

join@x 等。 

 

A10 中的游标即由 A9 中序表生成的内存排列游标。 

 

还可以用某个 dfx 文件生成游标： 

 pcursor(dfx,…) 

调用网格 dfx，并在计算前将…作为参数依次设入，将其中用 result 命令返回的计算结

果转为游标。 

10.4 游标的使用 

10.4.1 使用游标读取数据 

除去在 10.2 数据库游标一节中，曾经介绍过的游标的读取、略过等基本方法，在集算

器中还可以使用很多的游标相关函数，在这一小节中将继续讲解。 

 cs.select(x) 

将游标 cs 中的记录根据条件 x 进行筛选，返回成游标。相当于对 cs 中的记录执行

select(x)。 

 @c  只返回第一段连续使 x 为 true 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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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游标直接筛选数据，和取数后再筛选结果一致，A4 中的结果，与 10.3.1 文件对象游

标中的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A3 中的游标是用 A2 中的游标生成的，所以 A3 中的游

标是使用A2中的游标来读取数据的，当A3中游标取数完毕时，A2中的游标也已经完成了

取数，因此 A5 中的结果是 null。 

 

 f.export(cs,x:F,…;s) 

将游标 cs的数据写出到文件对象 f中。支持 export函数的各个选项@t、@a、@b和@g。

与 5.3.1 从文件中读写序表中的 f.export(A,x:F,…;s)类似，本函数也可以指定 x,F,s 等参数。 

 F.export(cs,xi:Fi,…;s) 

将游标 cs 的数据分别写出到文件对象序列 F 中的各个文件对象中。每个字段写出到一

个文件。 

 @a   追加写。 

 

 cs.new(x…) 

根据 x 中的定义创建新序表，取数时，用游标 cs 中的记录计算表达式获得新记录，返

回成游标，类似于对 cs 中的记录执行 new(x…)。 

 

用文件中的数据，算出员工的全名和年龄并返回，cs.new()类似于用序表生成新序表。

同样，A3 中新的游标在读取数据时需要使用 A2 中的游标，A3 读取完成后，A2 也已经读

取完成。 

A4 中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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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derive(…) 

为游标 cs添加计算字段，返回成新的游标，类似于对 cs返回的结果集执行 derive(…)。 

 cs.run(x) 

用游标 cs 中的记录计算表达式 x 获得新记录，返回成游标，类似于对 cs 中的记录执行

run(x)。 

 

 cs.switch(Fi, Ai:x;…) 

用游标 cs 中的记录进行 switch 转换获得新记录，返回成游标，类似于对 cs 中的记录执

行 switch(…)。 

 @i  在计算中，如果某条记录对每一个 Ai 全部无法找到 Fi 的对应值，则删除整条

记录。 

 

从上面的几个游标函数中可以看到，当游标函数生成了新的游标时，旧的游标会失

效，原则上不应该再使用，否则在获取数据时，这些游标会互相影响，取数时有可能出现

未知情况或者取不到数据。 

 cs.news(…) 

根据表达式…，用游标 cs 中的记录执行运算，将每一条记录拆分为序列或排列，并将

结果中的成员或记录并在一起，返回成游标，类似于对 cs 中的记录执行 news(...)。 

 

可以看到，在用 fetch 函数取数时，记录条数按照拆分后的结果计算。 

 cs regex(r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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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串游标 cs 的每个成员执行 regex(rs)，将匹配结果拼成以 Fi,…为字段名的序表。 

 @i  大小写字母不敏感。 

 @u 使用 unicode 匹配。 

游标的 regex 函数与序表的相似，所不同的是，仍然是在执行 fetch 取数时才会执行。 

10.4.2 游标序列的归并与无条件连接 

在有些时候，数据来自于多个游标，为此集算器提供了一些函数，可以将多个游标中

的数据合并或连接在一起。 

 CS.merge@x(xi,…) 

将游标序列 CS 中的记录归并计算，并返回游标。归并时，要求每个游标中的记录都必

须对表达式 xi,…有序且顺序相同。与 A.merge()类似，函数中同样可以使用@u、@i 和@d 选

项，在归并时做并集、交集或差集处理。 

如下面的例子，各个部门的员工信息都存储在与部门名称相同的 txt 文件中，如销售部

员工信息存储在 Sales.txt 中，每个部门中的员工数据均已按员工编号 EID 从小到大排序。

现在将每个部门的数据用文件对象游标读出后，按员工编号列出所有部门的员工信息。为

此需要将各个游标中的记录归并： 

 

A2 根据 A1 中的部门序列，生成各个部门的文件对象序列；A3 用文件序列生成文件对

象游标序列，生成游标时，用@t 选项，将文本文件首行读出，构成各个游标的数据结构；

A4 将 A3 中各个游标的数据归并；在 A5 中可以查看结果如下： 

 

一次读取出游标中的数据只是为了说明结果的结构，在实际的大数据计算中，数据往

往不能一次读入内存，此时如果需要将多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合并后再计算时，就可以使

用游标的归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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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并计算时使用的游标序列，可以由各种游标构成，如文件对象游标、数据库游标或

者远程游标等。 

 

在使用游标读取数据时，有时需要将不同游标中的数据合并在一起使用，此时可以使

用游标的无条件连接与结合。  

 CS.pjoin() 

游标序列 CS 中的各个游标 csi 横向无条件连接并返回成新的游标，长度以 csi 的最小记

录数为准。横向连接即将多个游标的字段依次添加到结果序表中。 

 

A5 中读取数据的结果如下：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简单横向连接只是拼接不同游标中的字段，即使有重名字段(如

NAME)，在无条件连接时，也不会做处理。从结果游标返回的数据中，记录数以各个游标

中的最小记录数为准。在使用无条件连接时，通常要求各个游标中的记录数相同。 

 CS.conj@x() 

将游标序列 CS 中的各个游标 csi 纵向无条件连接并返回成游标，数据结构以第一个游

标 cs1 为准。纵向连接即将多个游标的记录依次添加到结果序表中，通常要求所有游标的字

段数相同。读取数据时，会依次从 csi 中读取。注意，为了和普通序列的结合函数 A.conj()

区别，游标序列的结合函数需要添加选项@x。 

 

A5 中读取数据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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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游标的结合只是将记录依次拼接在一起，数据结构由 cs1 决定，csi

中读取到的数据会按位置依次填入 cs1 的字段。 

 

10.4.3 游标的连接 

除了无条件连接以外，在集算器中还可以设定等值条件，将游标中的数据与其它序表

或者游标中的数据关联起来。 

 join@x(csi:Fi,xj,…;…) 

以对应的字段或表达式 xj,…值相同为条件连接游标 csi,…，产生以 Fi,…为字段的游标

返回。读取时，Fi 取值为 csi 中读取到的记录。由于每个游标中的记录都是逐条读取的，因

此要求每个游标中的记录都必须对表达式 xi,…有序且顺序相同。与 join()类似，函数中同样

可以使用@f 和@1 选项，在连接时计算全连接或左连接。 

如，下面的例子中，将每个员工记录与他所在部门的记录连接： 

 

注意在 A13 执行连接前，需要保证 A12 和 A9 中游标的记录，对于部门均是有序的。

在 A14 中可以看到从游标中一次读取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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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根据两个或多个表中的列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表中将查询

数据并展现出来，类似于 SQL 中的 join 语句，而不是想获得上例中记录构成的序表。此

时，可以直接根据关联关系在游标中添加字段。 

 cs.join(x:…, A:y:…,z:F,…;x:…, A:y:…,z:F,…;…) 

将游标 cs 与排列 A 连接，连接条件是 cs 中记录计算表达式 x:…的结果与 A 中记录计算

表达式 y:…的结果相等。其中 y 可以省略，省略时连接条件使用 A 的主键。连接后，在 cs

的记录中增加字段 F,…，其值为在 A 中计算表达式 z 的结果。使用这个函数时，还可以同

时连接多个排列，多个排列的连接参数之间用 ; 分隔。 

 @i  当无法从 A 中找到匹配的外键时，则删除 cs 中的该条记录。 

另外，连接函数 cs.join()中，用游标 A 代替排列，在计算时，会首先从游标 A 中读出全

部记录生成序表，也就是说，在函数中使用游标 A 时，要能保证该游标中并非大数据，可

以读入内存。 

这个连接函数常用于大数据表，可以在获取游标 cs 中的记录时，根据条件关联其它序

表或者游标。 

 

其中，A3 从文件对象游标 A2 中计算出我们需要的字段；A6 中，用 A3 返回的游标连

接 A4 中的序表与 A5 中的数据库游标，获取员工性别的全称和所在州的简称。在例子中，

只是为了说明函数的用法，在 A7 中一次读取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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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中 cs.join()返回的结果集往往是非常庞大的，可以每次从游标中读出部分记

录。 

10.4.4 游标的分组与汇总 

 cs.groupx(x) 

对游标 cs中的记录做 group@n()式的分组，返回游标序列。由于大数据表中的数据无法

一次读入内存，也就无法和普通序表一样分组计算，为此集算器专门提供了这个游标的分

组函数。在分组时，要求表达式 x 的计算结果直接指定分组序号，执行分组后会生成多个

文本数据临时文件记录各个分组的数据，并返回由这些文件的游标构成的序列。 

 

 

游标的分组汇总，类似于 7.2.3 分组汇总中的 A.groups(x:F,…;y:G,…)，需要使用聚合分

组汇总。 

 cs.groups(x:F,…;y:G,…) 

用游标 cs中的数据进行聚合分组汇总，返回结果序表。其中参数与A.groups()类似，也

同样可以使用@o 及@n 选项。聚合时，计算使用的表达式 y 与 A.groups()相同，只能用

sum/count/max/min/topx 等简单聚合函数。 

游标的聚合分组汇总，可以处理大数据的分组汇总计算，使用方法与序表的聚合分组

汇总类似。另外，也可以用于数据分为多个游标返回时，如并行计算中，由服务器返回多

个远程游标时。 

如，修改 10.4.2 游标序列的归并与无条件连接这一小节中的 dfx，使用返回的游标列表

归并之后再汇总分组，计算各州男女员工的人数： 

 

将返回的远程游标列表聚合分组汇总后，在 A4 中可以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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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大数据游标的排序 

 cs.sortx(x…;n) 

将大数据量游标 cs 中的记录中的数据进行排序，将结果返回为游标。参数中的 n 是缓

冲区大小，在创建游标时，每次从 cs 中读取 n 条记录进行排序，将每次的排序结果缓存到

临时文件，循环执行上述操作。当从结果游标中读取数据时，将从所有临时文件的文件游

标中归并读取。 

 

cs.sortx()的使用方法和普通的 T.sort()相同，也会返回相同的结果。在对大数据量表的

排序中，往往由于内存有限，无法将所有记录读出，或者不能容纳结果序表，此时就应该

使用大数据排序函数 cs.sortx()。 

11. 授权 

11.1 注册码 

集算器的版本通过注册码来控制，各版本之间的区别及如何获得注册码，请参阅官方

网站。 

获取注册码后，可以在集算器中进行注册，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集算器，执行 帮助 菜单中的 注册 按钮。 

http://www.raqsoft.com/esproc-editions.html
http://www.raqsoft.com/esproc-edi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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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注册码之后，点击查看 按钮检查注册码是否正确，如果注册码无误，则可以

点击 注册 进行注册。免费版的注册码为空。 

11.2 网格描述与单元格提示 

11.2.1 网格描述 

在集算器中，可以在网格文件中设置网格描述信息。 

在菜单栏的工具选项中，点击网格描述按钮，可以弹出网格描述窗口，在窗口中查看

或者设置网格描述。 

11.2.2 单元格提示 

在单元格中，可以添加提示信息，对格中的运算做出说明。 

在选定的单元格上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提示，可以弹出单元格提示窗

口，窗口中可以设置单元格提示。 

如果单元格中设置了提示，在集算器中，该单元格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绿色的三角形

标明。如果鼠标停留在设置了提示的单元格中，在鼠标指示的格子旁边会出现单元格中设

置的提示信息： 

 

为了说明，B 列中的单元格中填写了注释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注释信息和单元格提

示是不同的。 

11.3 文件加密 

11.3.1 权限 

为防止未经许可查看或访问网格文件，集算器提供了网格文件加密功能，加密有如下

在此输入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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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权限： 

执行权：可以填写参数并执行网格。可以查看网格描述以及单元格提示，但不能修改

这些信息。在只拥有执行权时，无法看到单元格中的任何字串以及网格变量。在运行后，

可以看到运行后单元格的格值。 

完全控制权：可以对网格文件进行任何操作。 

11.3.2 设置密码 

在菜单栏中的工具选项中，点击网格密码按钮，可以弹出网格密码设定窗口： 

 

点击完全控制权，可以设定完全控制权密码。 

点击执行权，可以设定执行权密码。 

注意：解除某个权限即用该权限密码进行解除即可。使用完全控制权密码打开文件后

可以解除完全控制权和执行权密码，使用执行权打开文件则只能解除执行权密码。 

 

11.3.3 权限控制 

如果网格文件设定了密码，在集算器中打开网格时，会弹出输入网格密码窗口，在窗

口中输入密码，如果密码正确，则会按照密码的相应权限打开网格文件。当执行权与完全

控制权的密码相同时，打开网格时将按照最高级别打开，也就是完全控制权。 

当只拥有执行权时，无法在网格中看到单元格字串，即使是单元格中的注释文字也无

法看到，也无法查看网格中使用的网格变量，但是可以看到单元格提示信息： 

 

此时可以正常执行网格进行计算，如果网格需要在计算前设置参数，也可以设定执行

参数，执行后，可以查看运行后单元格的格值： 

 

当拥有完全控制权时，可以查看网格文件的所有内容，允许对网格文件执行任意操

作： 

拥有执行权时，仍然可
以运行并查看单元格的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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