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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介绍                          

本帮助文件将介绍由 Real  Options  Valuation  研发设计的 ROV  Risk  模型 Modeler.  软件将

Excel 中的模型转化到数据库环境中,允许终端用户能够直接连接到数据库和大数据文件,清
理数据后高速处理分析数据.ROV Risk 模型 er包括以下基本模块: 
 

• ROV  模型 Modeler 是一个可定制化的模型分析组件,用来进行多种类型的模型分析,
包括计算不同行业的分析模型,预测和仿真模型,历史数据拟合,时间序列预测(ARIMA,
自回归,回归,随机过程等),波动率计算(VARCH)以及其他应用.组件同时拥有从不同数

据库中连接和下载数据的功能(例如 Oracle  OFDM  ,SQL  server,Excel,CSV,文本文件和

其他 ODBC 相关数据库),能够清洗整合数据(运用 SQL 命令行和数据清理规则),基于

现有数据计算新的变量,运行蒙特卡罗模拟,运行数据分布式拟合等.组件具有可定订

制性.用户可以修改功能列表,描述,模型功能的界面显示,允许用户定制工具来满足自

身的实际需求. 
• ROV Basel 模型Modeler 是一个高级分析组件,用来处理多种类型的模型,包括行业模

型(例如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服务公司),违约率 PD,违约损失率 LGD,违约风险暴露

EAD,风险价值 VaR等关键因素.功能上,与 ROV 模型 er基本保持一致. 
• ROV  Risk  Optimizer 能够运用仿真和随机优化技术进行项目的选择投资组合的非线

性优化.在这过程中可以选择整型,二次型和连续变量来进行多种限制. 
• ROV  Risk  Valuator 拥有 600 多个模型来进行商品,期货,资产组合风险回报的简单期

权和奇异期权的评估.请参见附录中所有模型的详细列表. 
• ROV  Risk  Charter 运行模型 er 和 Optimizer 中生成的不同 profiles,并产生 XML 文件.

这些 XML 文件被 ROV  Dashboard 运行之后,能够生成动态图表,表格,导航图和报

告.ROV Dashboard 是 Real Options Valuation 公司开发的另一种软件. 
• ROV  Scheduler 运行模型 er 和 Optimizer 中生成的不同的 profiles,并返回文本文件结

果.结果能够保存并上传到 Excel或者是其他数据库中. 
• ROV  Portfolio 同时运行模型 Modeler 和 Optimizer 的 profiles 和模型.这类似于 Risk 

Scheduler,不同的模型可以从不同的 profile 中取出同时运行.区别在于分析可以在既

定后的一段时间内运行 

系统要求 

软件能够在任何Windows 或MAR 的环境下运行(MAC 系统要求支持并行处理或者虚拟机来

模拟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需要能够兼容 Microsoft  Excel 和 ODBC 数据库及数据文件.软
件要求 100M 的硬盘空间,推荐至少 1G 的内存.建议用户拥有系统管理员权限(一般系统默

认),但也能够运行在受限制权限的用户上(一般安装软件在非保护的文件区域内,以便正常运

行软件) 

版权和联系信息 

ROV  Risk 模型 er软件由 Real  Options  Valuation 公司研发设计.  Copyright  2008‐2009 由  Dr. 
Johnathan Mun先生拥有.  软件受美国版权法律及国际协议保护.任何未授权的复制,盗版,软
件发布将追求严肃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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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软件开发者: 
Real Options Valuation, Inc. 
4101F Dublin Boulevard, Suite 425 
Dublin, California 94568 USA 
admin@realoptionsvaluation.com  
电话: +1.925.271.4438 传真: +1.925.369.045 
www.realoptionsvaluation.com   
 
 
Risk 模型 Modeler 

ROV 模型Modeler(以下简称 ROV 模型 er)是一个风险模拟和高级分析工具,它提供模型来模

拟,拟合,计算并报告结果给用户.软件与不同的 ODBC 数据库相互兼容,允许用户连接数据库,
手动输入数据,设置模拟假设来的到运行分析所必须的数据输入.此外,软件具有可定制性,模
型,描述和运用的分析都是可定制的(用户能够改变方法的名字,描述或者删除整个模型).软
件可以脱离 Excel 或者其他数据库来运行,计算速度非常快.比如,运行一个存储有几百万个数

据的 Excel 数据表,打开这个文件可能需要 10 分钟到 30 分钟的时间,在 Excel 中改变一个计

算需要同样多的时间.如果需要重复这个过程(诸如每个 Excel 文件需要一个月或者一周,需
要将分析计算每个月或者每周复制一次,这个过程在 Excel 中是无法进行的).除此之外,大多

数数据库软件都只能存储数据而不能进行数据分析或者数据操纵.Risk  模型 er 是数据库的

中间形态表现在它能够进行数据的内部计算.而这些计算是能够重复进行和预先计划的. 
 
当您打开 ROV 模型 er之后,你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的用户界面.简而言之,软件界面拥有一个菜

单栏 [A], 一系列分析类型和模型组[B], 分析类型下的模型列表[C], 选定模型下的输入[D], 映
射或连接模型中变量[E],  在单个 profile 中创建不同的模型[F].  举例来说,分析的类型可以是

Volatility [B]. 拥有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一系列时间序列数据的 volatility,包括使用 GARCH模型,
对数模型,指数权重平移平均模型等等,这些模型都是在模型列表之中的[C]. 基于模型的选择,
要求的数据输入是不同的[D].对于每个变量数据输入,可以进行数据映射[E].  你可以选择需

要进行计算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通过 Add 按钮来添加新的模型[F].每一个列表中新建立的

模型可以独立运行(选择模型后单击 RUN 按钮),仿真,压力测试和报告也能够相应生成[G].分
析运行得非常快,结果会立即显示出来[H] .  
 
以下总结了运行 ROV Risk 模型Modeler 的基本步骤: 
 

1. 选择分析类型 [B] 
2. 选择模型类型 [C] 
3. 每次选择一个需要输入的变量[D] 映射已有数据或者手动输入数据[E] 
4. 选择需要运行的模型 [F] 运行分析 [G] 

 
ROV  模型 Modeler 一次可以运行一个模型.  如果希望从一个或多个 profile 中运行不同的模

型,可以使用 ROV  Portfolio.如果希望模型在特点的时间或特定次数来运行,可以使用 ROV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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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映射 

当你选择MAP 按钮[E], 将会出现一些选择来将数据映射到输入变量中[I].具体功能包括连接

数据到已有数据文件或数据库中,手动输入数据,使用数据之前进行变量修改和计算,设置假

设来进行仿真模拟,或者对一个大容量数据进行分布拟合寻找 优模型.以下将详细列举变

量映射的类型以及如何进行该操作.  

数据连接 

当选择数据连接选项后,会显示出几种 ODBC 方式来进行与已有数据的连接[J].每个变量拥有

一个变量名(默认情况下每个变量名拥有前缀”DL”,这样的话可以识辨一个变量是否已经连

接数据了),然后选择”数据连接”选  [K]. 可以看见七种 ROV 模型 er支持的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类型,包括 Excel 文件,Oracle 数据库,SQL  Server 文件,普通的 CSV 数据文件和其他符合 ODBC
规则的文件(DSN 格式).例如,选择一个”连接到 Excel”选项[L],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连接

的 Excel 文件,单击 OK.  在跳出的可选择窗口中[M],可以看到工作表,在每个工作表中,显示了

变量名.  一般来说,当使用 Excel 作为数据存储介质的时候,请将变量名存储在工作表的第一

排.接下来便可以通过单击>>选择希望使用的变量名, 也可以单击>>>将所有变量一次性选中

(相反,你可以从已经选中的变量中通过单击<<来移除变量,或者单击<<<来移除所有变量).  
 
软件还有其他数据连接来源的例子.对于 Oracle 数据连接选项,需要输入对应的用户名和密

码来连接到数据库中.当单击 OK 按钮,软件会调用数据库连接方法实现连接到数据库中.对
于不同的 ODBC 应用,软件的能够实现常用数据库操作,包括 CONNECT,QUERY 等等.你也可以

使用 SQL 基本命令行来进行数据清理[N].关于 SQL 命令行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附录中 SQL
的范例. 后,软件还有一个简单的数据筛选工具,能够快速将某些数据导入导出.  
 

技巧:保存为一个 CSV 文件格式 

CSV 文件格式是是 经常使用的文件格式(作为上传下载数据的文件,与许多数据库相互兼

容).以下是创建 CSV 文件格式的向导. 
 

• 我们建议您始终将一个普通文件格式转化为 CSV 格式,因为 CSV 格式有更多的特性

而且数据可以快速被浏览.只需要将这个普通格式文件打开,另存为 CSV 格式就可以

了.  
• 对 CSV 文件进行操作时,请确保不要增加任何的排,数值或者在底端输入数据.这是因

为在 CSV 文件底端的任何操作都会被保存,即使是删除任何数值.如果您在底端做了

任何计算,请将整排选中,运行 DELETE  ROW(s)来取消所有被 CSV 文件保存的项目(这
是因为被删除的数值依然包含空值).删除 ROW 的操作非常关键否则 SQL 将包含空

值,可能会得出错误的计算结果.  
• 数据文件的第一排存储变量名.变量名可能有空格和其他特殊符号.然而,在一些数据

库中,特殊符号和空格可能不能被识别.因此,我们不建议将空格和特殊符号加入变量

名中(比如避免使用@, %, #, &, /等符号).  
• 如果数据的第一排是一个整型数值(0, 1, 2, 等等),请确保它是一个十进制数值.有时候

在一些使用 MySQL 和 SQL 脚本的数据库中,这些数值可能会被识别为一个字符串而

不是一个数值. 好能确认一下类型.通过在 EXCEL 中编辑 CSV 文件的十进制数来增

加一些十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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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 

第二种方法是手动输入.有时候除了连接到数据库,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一些数据.在这种情况

下,一般先选择手动输入选项[I]  手动输入的默认前缀是“MI”[P].输入变量的名字,并选择是否

愿意重复使用相同的数值[Q].(比方说,假设输入的模型需要 5 个输入变量,X1,X2,X3,X4,X5,每
个变量有 100,000 个数据点,而且已经将变量 X5 映射好了,这时希望为所有的 100,000 个数

据点赋予相同的数值 0.10 而不必每一次地单个输入),从文本文件中上传数据[R],或者手动输

入数据  [S]  (同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文件或者电脑剪切板中粘贴数据[T]).当一切完成之后,点
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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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手动输入数据 

在需要手动输入数据的时候,理解数据格式是非常重要的.  
• 如果希望给单个变量输入数据,可以使用逗号作为数据之间的分割号.比方说,希望输入

4 个月的销售数据,他们是 54256,  222930.23,  111202.3,  132334,由逗号进行分离(您可

以使用尽可能多的精确度)因此,不要将逗号作为千分位分割号.这样的话,一千点五应

该表示为 1000.5 或者 1000.50 而不是 1,000.50,而且请不要使用任何货币符号,比如”$” 
• 如果变量要求输入不同的行时,分号是行与行之间的区分符号.比如说,假设需要输入一

个 2x2 的矩阵(2 行 2 列),输入的数据为 1,0.1;0.1,1  逗号作为同一行中数据的分割,分号

作为展开新一列的标识.您可以在 ROV Risk Valuator软件中的 Value at Risk or Portfolio 
Risk 的模型计算中看到这样的例子. 

• 系统中有默认的分隔符,您可以通过菜单栏中选择 Configuration 及选择 Data Separator 
来改变分隔符.  

 

数据计算 

第三种方法是运用数据计算的方法到先前映射的数据上[U].  比如,您可以映射没有用在模型

中的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作为中间变量.(参见”变量管理”部分了解详细信息).举个例子,
在截图中[U]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连接变量“DL_Variable  1”,一个和已有数据库连接的变量,作
为一个中间变量.其数据是一个中间数据.先前已经映射过的变量显示在左边,称为已有变量.
函数和数学公式在底端.您可以用数据计算方法来进行任何类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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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模拟假设 

第四种方法对变量设定一种模拟分布假设  [I].  您需要首先选择分布,输入相关参数来设置适

当的模拟假设 [V]. 假设的默认前缀是 “AS”.输入一个新的变量名,选择分布.软件共有 22 个分

布可供选择.  对于选择的分布,输入变量参数(比如说针对”普通分布”,输入平均值和标准差). 
您同时需要输入一个临时存放数值(在您不运行模拟的情况下,这是计算模型时候的一个临

时数值).  
 
请注意:限于篇幅,本用户文档无法列举出每个分布的详细细节.请参考 Johnathan  Mun  博士

撰写的“模型 ing  Risk:  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Real  Options  Analysis,  Stochastic 
Forecasting, 和 Portfolio Optimization”一书  (Wiley Finance 2006 年出版)  , 来详细了解每个分

布的含义,如何运用正确运用每一个分布.同时,您也通过网站www.realoptionsvaluation.com
中的“下载”一栏,下载 Risk Simulator 软件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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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拟合  

第四种方法是数据拟合[I].  有时候,您可能不能明确哪种分布是您希望运行模拟的分布.如果

您已经拥有了数据,您可以使用数据拟合方法来决定 优的分布.  首先选择数据是连续的(比
如 1.235,  ‐12.23,)还是离散的(比如  ‐1, 20, 300)  [W] 再选择数据存储的位置(选择您希望你拟

合到一个存在的数据表位置,还是对每条记录上传一个文本文件作为单一值,还是对每条记

录手动输入单一值或者复制/粘贴数据) [X].单击”完成”. 
 

 

技巧:变量管理 

变量管理工具是 ROV 模型 er软件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块. 您可以单击菜单栏”变量”并选择”变
量管理”  [Y] 软件将显示已经被映射的变量列表  [Z]. 您可以选择”添加”,”编辑”,”删除”现有的

变量.变量管理的功能在数据计算中是非常显著的,您可以从数据库中连接尽可能多的变量,
进而进行对数据的操作.通过使用”数据连接”,”数据变量管理”和”数据计算”,您能够在数据使

用前控制事件发生的顺序和操控数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数据集成工具[AA],  可以进行数据的筛选.比如只筛选出正值,只筛选出负

值,比一个值大或小.您也可以从之前映射过的变量中进行选择  [AB],加到集成变量列表中,选
择希望的规则 

后,请别忘记您还可以使用 SQL 命令行的方式进行数据筛选.使用 SQL 命令行的详细内容,
您可以参见附录中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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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使用 ROV Portfolio 来运行多个模型 

在 ROV  模型 er 软件中,  您可以建立多个模型并将其保存到单个文件中(我们称之为文件

profile).  当您需要运行一个模型的时候，您需要从创建模型列表中选择模型，一次运行一

个模型.有时候，您需要在不同 profile 中创建不同的模型并同时运行.这可以通过使用 ROV 
Portfolio 工具来实现 [AC]. 您可以通过开始，程序，Real Options Valuation ，ROV 模型 er 快
捷方式或者在 ROV 模型 er菜单中选择”文件夹” 单击  “设置”来打开软件[AC] 文件夹管理用

户界面将会出现，您可以通过单击”Open”来打开任何保存过的 Profile 文件。所有 profile
中的模型都将列出来[AD].您可以选择希望运行的模型，单击>>来增加模型或者>>>来添加

所有模型，反之亦然。 

接下来您可以选择模型文件夹，如果模型独立运行，或者选择资产文件夹，如果给予不同

资产一定的权重  [AE].  举个例子，如果有 5 个模型需要计算，需要 5 个独立的结果，但是

所有 5 个模型都是一次运行，选择模型文件夹方法。相反地，如果您有 5 个资产结果，希

望计算所有资产的回报，每个资产有一个权重(设置为 100%或者 1.0)，选择资产文件夹方

法，输入每项资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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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保存 Profiles,数据分离器，输出数据库和语言 

在 ROV  模型 er 中，您可以单击 File 菜单按钮[AF]来保存或者打开一个 profile.请记住一个

profile 是一个 ROV  模型 er 中存储所有数据变量，连接，手动数据计算，数据源地址，使

用的模型，参数，变量列表的文件. 
 
软件中有 100 个 profile 例子，您可以用来作为向导学习如何使用软件.某些模型适用于不

同的行业，比如金融服务，银行，投资，公司财务，预测，项目选择，组合优化.由于篇幅

所限不能无法介绍所有模型的详细细节.请参考 Dr.  Johnathan  Mun  博士的”  Advanced 
Analytical 模型 s: Over 800 模型 s 和 300 Applications from Basel II to Wall Street 和 Beyond”一
书来获取模型的详细信息.  
除此之外，”配置”菜单[AG]允许您自定义输出的数据库，比如可以直接将结果上传到数据

库中.除此之外，您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分离器”菜单来定义分离. 
后，还有一个”语言”菜单，您可以转化不同的语言如英语，中文，日语，西班牙语，法

语，德语，俄罗斯语，意大利语.  请注意大多数的文字都可以翻译，而一些技术术语无法

翻译，这些内容将依旧保持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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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自定义用户界面和功能模型列表 

在软件的安装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文件“ROV Custom 模型 er.xml”  [AI].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

的 XML 文件，英文版本命名为“ROV Custom 模型 er.xml” [AI].XML 文件控制着用户界面的名

字和描述。您可以直接使用 XML 编辑器来编辑文件，或者使用记事本(打开记事本，拖动

XML 文件将其导入记事本中编辑) [AJ] .在 XML 文件中，您可以做以下事情: 
 

• 用户可以删除整个类型，从<process>到</process>. 
• 用户可以删除类中的某一个模型，从<模型>到</模型>. 
• 用户可以在 DESC 中改变任何描述性语言. 
• 用户不能也不建议改变“模型 ID”, “var ID”, “type” 和 “param_style” values. 
• 只要 ID 值不改变，用户可以改变模型名称，参数名称. 
• 用户可以将模型和类的位置改变到 上方.  

  

当您改变 XML 文件后保存[AJ], 然后开始 ROV 模型 er程序, 您会看到变化结果[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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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样例模型和高级功能 

学习软件的很好的方式是了解样例 profile  [AM].  通过单击”文件”菜单，选择”风险分析样

例”，您可以看到不同的[AL]  .常使用的关键功能有：数据抽取模型[AN](用来直接从数据库

或者数据文件中抽取数据，进行运算并且返回分析结果).自回归模型[AO](在时间序列数据

模型类型下，用来寻找数据的 优拟合模型)  ,用户案例[AP]模型来了解如何使用 SQL 命令

行[AQ](请参考附录范例来了解如何使用 SQL 功能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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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Valuator 

 

Risk  Valuator 拥有超过 600 个模型和函数，能够评估简单期权，奇异期权，商品，期货，

资产组合风险回报等金融产品。 

用户可以在所选择的模型中输入要求数据的同时便得到返回的结果。Risk  Explorer 模块能

够用来评估衍生产品，债务证券，奇异期权，期权嵌入金融工具和多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模

型。  

超过 600 种高级金融模型可以按照以下应用分类: 

• 高级数学函数 
• 基本金融模型 
• 基本期权模型 
• 债券数学，期权，产品定价，收益率 
• 信用风险分析 
• Delta Gamma 度量标准 
• 奇异期权和衍生品 
• 金融比率 
• 预测, 外推法，内推法 
• 可行性拟合 
• 买入卖出校验和期权敏感性分析 
• 实物期权分析 
• 风险股价，波动率，资产组合风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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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Valuator[AR]是用于快速运算的工具，运算范围涵盖从简单基础模型到高级分析模型，

能够处理单一数据或者系列数组。安装软件后，选择开始 Risk  Valuator.在对话框中选择模

型类别[AS]并在模型选择[AT]列表中选择感兴趣的模型。软件将会列出要求输入值的参

数。单一数值的输入(诸如 10 或者 10.4532)将会显示为单一值的输入框[AU]，而多数值的

输入将会显示为序列值的输入框[AV]。当输入序列值时，使用逗号或者空格来将数值分开

(举个例子，一个 6 个月利率的时间序列可以输入为 0.12,  0.124,  0.112,  0.1,  0.09,  0.16 或者

0.12  0.124  0.112  0.1  0.09  0.16) [AW]. 
 
 
有些时候，诸如 Value  at  Risk 这样的模型使用使用一种标准的相关性方法，要求数据之间

有相关性矩阵，诸如 Value  at  Risk.举个例子，有三种资产，目标是算出这种资产组合的

VaR，其中每种资产拥有各自的数量，某一时刻的波动率和资产之间和相关性矩阵。在这

样一种情形下，数量和波动率将会是一串单行数据（在输入一个数据后单击回车，创建新

的一行，设计一个新的资产类或者使用分行作为行分割器  [AX]），而相关性矩阵中单一列

不同行将被逗号断开，而不同列将被分号断开  [AY]。Risk  Valuator 模块不允许用户连接到

不同数据库中，也不可以设置仿真。如果要做这些的话，需要使用 Risk  Explorer.有时候同

一模型在两个软件中同时存在。Risk Explorer 模块用于不用连接到数据库快速得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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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可以点击”文件”菜单，选择”上传范例输入”。然后选择一个模型

类别并选择一个模型。你会发现输入值载入到软件之中。然后单击”计算”来得到结果。您

可以使用范例输入作为指引。 
 
与 ROV  模型 er 软件一样，您可以定制 ROV  Valuator 的模型列表与模型描述。通过路径

c:\program  files\real  options  valuation\risk  模型 er来打开软件安装路径，寻找到文件“ROV 
Custom  Valuator  (English).xml”，选择正确的文件 XML.文件控制着用户界面的名字和描述。

您可以直接使用 XML 编辑器来编辑文件，或者使用记事本(打开记事本，拖动 XML 文件将

其导入记事本中编辑)  
  

1.  用户可以删除整个类型，从<category>到</category>. 
2. 用户可以删除类中的某一个模型，从<fuction>到</fuction>. 
3. 用户可以在"category name", "displayname" 和"desc"中改变任何描述性语言. 
4. 用户不能也不建议改变“function name”, “type” 和“param_type”值 
5. 用户可以但是不建议改变模型的”var  name”值(可能存在范例数值被载入但是数据无

效的风险) 
6. 用户可以将模型和类的位置改变到 上方 
7. 用户不必删除模型，建议您在重新需要模型的时候模型依旧存在您也可以通过使用

模型中的范例自己创建模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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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ptimizer  

ROV  Risk  Optimizer 能够运用仿真和随机优化技术进行项目的选择投资组合的非线性优化.
为银行，投资公司，制造型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服务。在这过程中可以选择整型,二次型和

连续变量来进行多种限制，目标可以是线性或者非线性的。除此之外，Risk Optimizer 支持

用户连接到已有数据库，运行仿真来实现 佳拟合模型，同时将这些功能融入到优化技术

之中。详细细节请参考 Johnathan  Mun 博士的“模型 ing  Risk:  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Real Options Analysis, Stochastic Forecasting, 和 Portfolio Optimization”一书(Wiley 
Finance 2006)。  

 
以下是一个如何使用 ROV Optimizer 的范例[AZ](建议您单击”文件”菜单，选择”模型”来上载

先前定义的模型，学习模型的建立方式)。当您安装 Risk  Optimizer 之后，您可以打开或者

看见软件的用户界面。”方法”，”决策变量”和”限制”.选择”方法”  [BA]并选择”静态优化” 
[BB]。对于静态优化，动态优化，随机优化的区别，请咨询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或者浏

览以上Mun博时间的书，或者参加 Real Options Valuation 公司的培训研讨班。 
 

 
 
接下来，点击决策变量 [BA]. 然后按下 ADD 来增加一些变量。比如在如下的图表中我们有

四个不同的变量[BD] (Asset1 to Asset4)，每一个变量可以设置成连续的，整型的，二项的

或者连续的[BE]。方便简单的展示，我们将所有的变量设置成在 0.10 到 0.40 之间连续数值

(即所有资产的分配只允许比例在 10%到 40%之间)。将四个变量都这样设置。 
 

接下来点击“限制”标签并选择“添加”[BF]。在表达式输入框中，输入限制条件(您可以)
在图示的例子之中,决策变量的值加起来必须为 1.0，就是说再一个投资组合中，所有的资

产比例加起来必须为 100%[BG] 。您也可以通过添加一个”边界变量”来创建一个有效边界

[BH] 。关于有效边界的细节，您可以参考Mun博士风险模型的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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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果您使用了静态优化，您可以跳过”统计”选项。对于动态优化和随机优化，

当变量映射到拟合分布时，”统计”选项是非常有用的[BI].  
 
下一步，选择”目标”  [BJ]，同时还可以选择对目标选择 大值或者 小值。此外，可以对

目标设定相关的表达式。 你可以双击变量列表，为目标的表达式输入变量名字符串。  

 
优化模型正确建立后，优化结果将会显示出来  [BK]  .  结果会显示循环的次数，模型的配

置，参数，决策变量的初始和优化值，技术分析以及一个优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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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OV  Optimizer 文件菜单中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包括”范例”和”变量管理”  [BL].  变量管理

工具允许您添加，编辑，删除变量.  比如说，通过单击添加按钮，输入参数映射工具将允

许您连接，计算，粘贴，模拟，或者拟合现有数据，来进行优化过程。 后，如果选择动

态或随机优化，变量设置了风险仿真假设，您可以使用优化的统计性质来运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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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其他数据库 

ROV Risk 模型 er通过使用 ODBC 标准能够连接到不同类型的数据.当映射到数据库时，您可

以选择数据连接方法。单击下一步，在新变量名中输入一个名字。然后选择打开数据库来

选择数据库类型，同时您可以选择 ROV Risk 模型 er提供的不同数据类型，包括 CSV, Excel, 
SQL Server, Oracle, 用户 DSN, 系统 DSN，连接串，ODBC 数据源标准. 
 

案例一: 连接到 Oracle 

当您选择 ODBC DSN为连接到 Oracle时，输入数据库服务器的本地 IP 地址和对应的用户名

ID 和密码来登录到服务器上  [BM].  您可以发现选择的变量.  同时您也可以在条件框中写入

SQL 语句，直到正确的变量和数值连接到 ROV  Risk 模型 er中. 非常重要的是数据库组件必

须是 Oracle7.3 以上的版本.  
 

 

案例二: 连接到用户 DSN 中 

在您选择 ODBC  DSN 为用户 DSN 时，您必须在第一步设置 DSN 到某一个文件中.  单击开

始，选择控制面板工具，您可以看见数据源(ODBC)  [BN]  选择用户 DSN 并且单击 Excel 文
件，单击配置.在新窗口中，单击选择工作组，找到已有的一个 Excel 文件，单击 OK  [BO].
您可以返回到 ROV Risk 模型 er软件，通过用户连接映射一个变量，单击打开 DB,用户 DSN.
选择 Excel文件，将会出现一个列表。您可以连接已有数据表到选择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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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V Scheduler, ROV Portfolio, ROV Charter 

本说明文档开始我们列举了 ROV  Portfolio,ROV  Scheduler 和 ROV  Charter 的使用。ROV 
Portfolio 用来一次从单个 profile 或者多个 profile 中运行多个模型[BP]  您可以单击 Open 来

打开不同的 profile  [BQ]  .  您可以选择希望以单个独立变量运行模型[BR]还是在一个组合中

运行相互依存的模型(资产文件夹) [BS] 当模型文件夹运行时，结果将是一系列的数值[BT] . 
这些文件夹是可以被保存的。这意味着一个单个文件夹可以包含多个模型和多个 profile.  
 

 
 

 
类似的，您可以建立 ROV  Scheduler  [BU]来运行多个模型，从不同 profile 中提取出来的文

件夹[BV]，就和 ROV Portfolio 一样。区别在于您可以为何时运行模型设置时间[BW]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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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 ROV  Charter[BX]工具来从不同的 profile 来运行不同的模型  [BZ]  ,并且将结果设

置为 XML 文件[BY]  , 这个 XML 文件可以运行在 ROV Dashboard 中，以图表或者表格的方式

在网页服务器环境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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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户界面运行 XML 

有时候您希望在没有软件界面的情况下运行 ROV  模型 er 的 XML  Profile.您可以将这种方法

等同于 SDK,并且将这个 SDK 集成到您现有的系统之中。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因为所有模型都

与模型 Lgc.dll 文件相互连接，适用于一个类似于 C 的界面: 
  
int  RunProfile  (std::wstring&  pszWorkDir,  std::wstring&  pszProfile,  std::wstring&  pszTitle,  int 
nModID, int nType, std::wstring& pszFileName) 
  
目前为止，它支持三种 profile 类型:  
Risk模型 profile, nType=0 
Optimization profile nType=1 
Portfolio profile nType=2 
  
模型 Lgc.dll 文件所要求的头文件包括三个 ROV 头文件:  模型 Lgc.h,  模型 H 和 le.h  和  结果

Set.h; 和 the related library headers, includes STL, GLib, LibXML. 以下是调用模型 Lgc.dll 及生成

报告的的原代码. 
   
// sample.cpp: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Step1 adjust project setting, adding include directories 和 dependencies: 
//Below is 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libxml++‐2.18.2";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libxml++‐2.18.2/MSVC_Net2003/libxml++";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glibmm‐2.14.2/glib";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glibmm‐2.14.2/glib/glibmm";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glibmm‐2.14.2/MSVC_NET2003/glibmm";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LibExtra/glib‐2.14.3"; 
//G:\RSCPP\Codes\Include 
//Below is additional dependencies: 
//模型 Lgc.lib 
//Step2 include the 模型 Lgc.h header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G://RSCPP//Codes//ROV Risk 模型 er//模型 Lgc//模型 lgc.h" 
  
using std::wstring; 
  
//Step3 call RunProfile method to compute profile 
int callRisk 模型 Profile() 
{     
 //Location of configuration files where contains the sepcfg.xml file 
        wstring s1(L"G://RSCPP//Profiles"); 
         
        //Absolute path of profile 
        wstring s2(L"G://RSCPP//Profiles//Examples//01 ROV Risk 模型 er ‐ Credit Risk ‐ EAD Credit 
Plus Average Default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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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use 
        wstring s3(L""); 
        //Location of output file 
        wstring s4(L"G://output.txt"); 
        //The 模型's ID in the profile 
        int nMode = 1; 
        //Run Risk模型 type 
        int nType = 0; 
        int i = RunProfile(s1, s2, s3, nMode, nType, s4); 
        //Return 0 means success, else failed 
        std::cout<<i<<std::endl; 
        return 0; 
} 
  
 
int callOptimizationProfile() 
{ 
        //Location of configuration files 
        wstring s1(L"G://RSCPP//Profiles"); 
        //Absolute path of profile 
        wstring s2(L"G://RSCPP//Profiles//ROSample//ROSample//dis9.ro"); 
        //Title of report 
        wstring s3(L"Example report!"); 
        //Location of output file 
        wstring s4(L"G://output_ro.txt"); 
        //No use 
        int nMode = 0; 
        //Run Optimization type 
        int nType = 1; 
        int i = RunProfile(s1,s2,s3, nMode, nType,s4); 
        std::cout<<i<<std::endl; 
        return 0; 
} 
  
int callPortfolioProfile() 
{ 
        //Location of configuration files 
        wstring s1(L"G://RSCPP//Profiles"); 
        //Absolute path of profile 
        wstring s2(L"G://RSCPP//Profiles//ROSample//ROSample//dis9.ro"); 
        //No use 
        wstring s3(L""); 
        //Location of output file 
        wstring s4(L"G://output_ro.txt"); 
        //No use 
        int nMode = 0; 
  
        //Run Portfolio type 
        int nTyp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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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 = RunProfile(s1,s2,s3, nMode, nType,s4); 
        std::cout<<i<<std::endl; 
        return 0; 
} 
  
int main() 
{ 
        callRisk模型 Profile(); 
        callOptimization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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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系统相互集成 

ROV Risk 模型 er同样也是一个 DLL SDK，您可以将 SDK集成到您自己的系统中运行.Risk 模
型 er DLL 由一些模型和算法组成，XML 文件中的数据可以加载到每个模型中.您可以手动输

入数据或者使用现有数据或者连接到数据库中.当用户打开 Risk  模型 er 时候，算法会导入

XML 文件中的数据并返回计算结果.您可以将结果和输出导入到一个文件和路径中.以下是

DLL 调用的一个例子: 
• Load DLL: 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 您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加载 Risk 模型 er DLL: 

LoadLibrary(_T("模型 Lgc.dll") 
• 请保证在使用模型中输入了正确的参数.  所有的输入参数都是基于如下的 XML 文件

结构. 输入和参数类型的数目在不同的模型和算法中是相互独立的. 数据值可以是单

个值，变量，来自 Excel或者数据库中的一系列值，决定于用户数据的位置. 
  

这是一个简单的存储模型参数的 XML 结构: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oot> 
  <risktype type="credit"/> 
  <模型  name="PD  for  Publicly  Traded  Firms"  ID="5"  process="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 
note=""> 
    <var name="MarketValueEquity" ID="1"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1"> 
        <data name="MI_1" uniquevalue="2" text="3000"/> 
      </map> 
    </var> 
    <var name="MarketEquityVolatility" ID="2"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2"> 
        <data name="MI_2" uniquevalue="2" text="0.45"/> 
      </map> 
    </var> 
    <var name="BookValueLiabilities 和 Debt" ID="3"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3"> 
        <data name="MI_3" uniquevalue="2" text="10000"/> 
      </map> 
    </var> 
    <var name="RiskFree" ID="4"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4"> 
        <data name="MI_4" uniquevalue="2" text="0.05"/> 
      </map> 
    </var> 
    <var name="GrowthRate" ID="5"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5"> 
        <data name="MI_5" uniquevalue="2" text="0.07"/> 
      </map> 
    </var> 
    <var name="Maturity" ID="6" datatype=""> 
      <map maptype="Manual" name="MI_6"> 
        <data name="MI_6" uniquevalue="2" tex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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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 
    </var> 
  </模型> 
  <simulation runsim="1" trials="500" seed="0" runstress="0" percent="0"/> 
  <output_option radio="0"/> 
 
  <variable> 
  </variable> 
</root> 
 
 
模型 s 是算法而 VAR 是模型所需要的变量.  Simulation是模拟功能的信息. 请注意 XML 文件

的规则和节点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所有的 Risk  模型 er 模型是基于 XML 文件中的数据来

计算的.否则，Risk 模型 er算法无法在没有正确数量的参数输入下运行. 
 

• 模型返回的结构如下: 
 
std::vector<结果 sSet*> *p结果; 
template<class T> 
struct C 结果 Set 
{ 
  std::vector<C 结果 Set<T>*>* child; 
  int type;   // double, string 
  int setType;   // single, vector, vector<vector> 
  int identity; 
  bool bChild; 
  std::vector<std::vector<T>*>* thisValue; 
}; 
 
所有的模型在从 XML 计算输入参数后，都会回到 p 结果指针.您可以将这些值输出到指定

文件和路径中. 
 

• 调用模型的方法: 
 
以下代码将展示在 Windows 环境下调用 Risk  模型 er 算法的数据接口和功能 .  参数

pszProfile 是存储 XML 文件的文件名，nModID 是每个模型的 ID 号. 
 
//define a function pointer。 
typedef void* (*Compute)(wchar_t* pszProfile, int nModID); 
//Cteate a function pointer case 和 point to Compute 模型。 
Compute pFunc = (Compute)GetProcAddress(m_h模型 LgcDll, "Compute模型");     
if(pFunc != NULL) 
    //Call Compute模型Method：This will  locate the needed 模型  in terms of the nModID 该方
法会根据 nModID 
    p结果 = pFunc(pszProfile, uID); 
//Define a function pionter 
typedef void (*Free结果)(void* p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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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function pointer case 和 point to the Free结果：Release the memory space used by 
the return value 
Free结果 pFunc = (Free结果)GetProcAddress(m_h模型 LgcDll, "Free结果"); 
if(pFunc != NULL) 
pFunc((void*)p 结果); 
 
 
案例 

 
1. 步骤一:    

a. 新建 xml 文件 PD.xml，复制上面的 xml 文件内容到该 xml 文件中并保存 
2. 步骤二:   

a. 打开 Visual Studio 2005，单击 File，New，Project新建一个项目  
b. 选择“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并命名该项目为MyExecDllSample 
c. 单击 OK 创建 Win32 Application Wizard. 在 Overview 对话框中, 单击 Next 
d. 在Win32 Application Wizard的 Application Settings 界面中, 选择 Application 

Type 和 Console Application  
e. 在 Win32  Application  Wizard’s  Application  Settings  界面中,  在 Additional 

Options 选项中去掉 Precompiled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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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三：使用以下代码替换掉 CPP 文件中的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结果 Set.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include <string> 
#include <stdio.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load the library 和 use the 模型 s to compute 
  HINSTANCE hDll = LoadLibrary(_T("模型 Lgc.dll")); 
if(hDll == NULL) 
    ::MessageBox(NULL, _T("Load calculation dll failed!"), _T("Error"), MB_OK); 
       std::vector<RCBaselII::结果 sSet*> *p结果 = NULL; 
       typedef void* (*Compute)(wchar_t* pzProfile, int nModID); 
       Compute pFunc = (Compute)GetProcAddress(hDll, "Compute模型"); 
  if(pFunc != NULL) 
    p结果 = (std::vector<RCBaselII::结果 sSet*> *)pFunc(_T("PD.xml"), 5); 
 
    //Save the structure which the p结果 point:Output the 结果 
  string strOut; 
  typedef std::vector<double> columns; 
  for(int i=0; i<p结果‐>size();i++) 
  { 
    RCBaselII::结果 sSet* pRet = p结果‐>at(i); 
    strOut.append(pRet‐>name); 
    strOut.append(":\n"); 
    char szData[32] = {0}; 
    std::vector<columns> *pValueTmp = (std::vector<columns>*)pRet‐>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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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snprintf(szData,sizeof(szData)/sizeof(szData[0])‐1, "%lf", pValueTmp‐>at(0).at(0)); 
    strOut.append(szData); 
    strOut.append("\r\n"); 
    } 
    cout << strOut; 
 
    //Release the return memory space 
    typedef void (*FreeRes)(void* p结果); 
    FreeRes pFunction = (FreeRes)GetProcAddress(hDll, "Free结果"); 
    if(pFunction != NULL) 
      pFunction((void*)p 结果); 
    FreeLibrary(hDll);     
  return 0; 
} 
Build>Build Solution，generate the EXE file 
 

4. 步骤四：运行生成的应用程序 
a. 复制 PD.xml 到生成的应用程序同一个目录。开启命令行窗口并到该目录，

键入应用程序名字并运行。 
b. 如果不能正常编译或运行，首先查看 SDK 路径是否包含在编译选项目录

中；其次查看 xml 文件是否和应用程序在同一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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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SQL 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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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条件语句使用案例  

以下展示了 Risk 模型 er中常用的常用的清洗，筛选数据的方法.每个用户案例展示了对

问题的描述，XLS范例数据文件，Risk 模型 er  RE  profile 和模型名称，整个方法的一些

截图.当然，想要加快学习，这些案例数据还是过于小，但是用户案例文档中同样的方

法和技术应用于所有大小容量的数据。以下是一些案例的总结： 

 

• Variable > Value 得到大于标杆值的数据 
• Variable > 80 AND Variable < 100 得到一个区间数据值 
• Variable < 80 OR Variable > 100 通过 OR 条件语句来选择数据 
• (Variable > 80 AND Variable < 90) OR (Variable > 100) 同时使用和和 OR 
• Variable IN (‘aaa’, ‘ccc’) 匹配数据中的一些字符串 
• Variable BETWEEN 80 AND 100 两个值中间的一些数据 
• Variable LIKE '%AN%' 匹配%长字符串和字符，包括空格 
• Variable LIKE '_AN' 允许匹配单个字符(_) 
• Variable1 / Variable2, Variable1 * Variable2, Variable1 + Variable2… 运行计算 
• (Y/100 + Z /10)/ 3 > X OR (Z ‐ Y/100) > X 允许 OR 和计算的组合 
• X < 4 UNION SELECT X FROM [first$] WHERE X > 10 允许多个查询语句的连接 
• ISNUMERIC(Variable) 允许数值数量的选择 
• 1 = 2 UNION SELECT TOP 5 [first$].X,[first$].Y,[first$].Z FROM [first$] 通过 union和 top

功能来选择 上面的一排数据 
• NOT X IN (SELECT TOP 5 [first$].[X] FROM [first$]) s 选择非 上一排数据 
• EXISTS  (SELECT  [first$].Z  FROM  [first$] WHERE  Z>75) 查看是否返回任何值，如果没

有，返回一个空值 
• Variable1 IN (SELECT [second$].[A] FROM [second$]) 连接多个数据表 
• 注意:  `Long  Variable  Names`支持长变量名和数值的标记(例如  `Country  of  Origin`  = 

‘United States’) 

• 注意: Union 总是以升序的方式排列第一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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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 通过值来选择一排数据 

情景:  在大容量数据中，我们可以使用条件语句来选择特定数据(比如大

于一个标杆值). 

SQL 描述: Variable > Value  

范例: Number >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Use Case 1‐5.re 和 Use Case 1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1.xls 

注意: 您可以选择>=, <=, >,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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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 Use of ‘AND’   

情景: Use ‘和’ to connect two or more conditions together, if all conditions 

are “TRUE”, then the data is selected. 

SQL 描述: condition AND condition AND condition AND…  

Example: Number > 80 AND Number <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5.re 和 用户案例 2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1.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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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3: Use of ‘OR’  

情景:  使用‘OR’来连接两个或者更多的条件语句，一旦任何条件语句

是”TRUE”，数据将被选中，即使其他条件语句是”FAUSE”. 

SQL 描述: condition OR condition OR condition OR…  

Example: Number < 80 OR Number >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5.re 和 用户案例 3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1.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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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4: ‘AND’ 和 ‘OR’ 共同使用 

情景: 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和’ 和‘OR’. 

SQL 描述: condition AND condition OR condition… 

范例: (Number > 80 AND Number < 90) OR (Number >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5.re和 用户案例 4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1.xls 

注意: 您可以使用插入语来集成命令行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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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5:  ‘IN’的使用  

情景: 通过使用 ‘IN’ 命令来指定单个数据或者多个数据. 

SQL 描述: Variable IN (‘value1’, ‘value2’…) 

Example: String IN (‘aaa’, ‘ccc’)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5.re 和 用户案例 5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2.xls 

注意: 如果筛选的数值是字符串，使用‘quote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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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6:  ‘BETWEEN’的使用   

情景: 使用 ‘BETWEEN’ 来选择一个区域中的数据. 

SQL 描述: Variable BETWEEN ‘value1’ AND ‘value2’ 

范例: Number BETWEEN 80 AND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5‐10.re 和 用户案例 6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2.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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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7:  ‘LIKE’的使用   

情景:  ‘LIKE’条件语句使得您在Where语句中进行类型的匹配. 

SQL 描述:  

您可以选择的类型: 

%     允许您匹配任何长度的任何字符(包括零长度) 

_     允许您匹配单个字符 

 

范例: store_name LIKE '%AN%'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5‐10.re 和 用户案例 7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3.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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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8: Simple Math Functions  

情景: 应用到变量的基本数学公式.  

SQL 描述 :  Variable1  /  Variable2,  Variable1  *  Variable2,  Variable1  + 

Variable2 … 

范例: Y/Z > 3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5‐10.re 和 用户案例 8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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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9: 数学公式的多种使用  

情景: 数学公式可以非常复杂. 

Example: (Y/100 + Z /10)/ 3 > X OR (Z ‐ Y/100) > X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5‐10.re 和 用户案例 9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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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0:  ‘Union’ 的使用来连接命令行 

情景:  ；Union 是连接两个查询语句非常重要的命令.  当创建复杂的命令

行时，将整个命令行分割开并使用’Union’ 

SQL 描述 :  CONDITION1  UNION  SELECT  COLUMN  FROM  TABLENAME 

WHERE CONDITION2 
Example: X < 4 UNION SELECT X FROM [first$] WHERE X > 1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5‐10.re 和 用户案例 10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Note: 使用 Union某些时候可以排序数据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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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1: Filtering Different Value Types 

情景:  如果数据同时拥有数字，字符串和其他数据类型，我们可以应用

‘ISNUMERIC’命令行来筛选数字型数据. 

SQL 描述: ISNUMERIC(Variable) 

范例: ISNUMERIC(Number)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1‐15.re 和 用户案例 11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5.xls  

 
 

结果: 

 
 



  47 

用户案例 12: 选择 上面的 N 排数据 
情景: 同时使用‘UNION’ 和 ‘TOP’来选择表格 上面的 N排数据. 

SQL 描述: TOP N * FROM TABLE_NAME 

范例: 1 = 2 UNION SELECT TOP 5 [first$].X,[first$].Y,[first$].Z FROM [first$] 

注意:  第二个 SELECT 命令筛选的行必须和列表中的一致.’1=2’意味着永

远 FALSE 所以让第一个选择条件语句没有结果.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1‐15.re 和 用户案例 12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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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3:  ‘NOT IN’的使用 

情景:  ‘NOT  IN’ 用来选出从下一个条件命令的值.如果 column数值是唯一

的，可以用来从一系列排中得到数据. 

SQL 描述: NOT Variable IN (command) 

范例: NOT X IN (SELECT TOP 5 [first$].[X] FROM [first$])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1‐15.re 和 用户案例 13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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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4: ‘EXISTS’的使用 

情景:  ‘EXISTS’测试内部查询语句是够返回任何排数据。如果返回，外部

查询继续进行。如果不返回数据，外部查询不再进行，整个 SQL 语句不

返回任何变量.  

SQL 描述: EXISTS (SELECT * FROM "table_name2" WHERE [Condition]) 

Example: EXISTS (SELECT [first$].Z FROM [first$] WHERE Z>75)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1‐15.re 和 用户案例 14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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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5: 多个表格的使用 

情景: 使用‘SELECT’命令行来连接多个表格. 

SQL 描述:  Variable1  IN  (SELECT  Variable2  FROM  Table_Name2  WHERE 

Condition2) 
Example: X IN (SELECT [second$].[A] FROM [second$])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1‐15.re 和 用户案例 15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第一个表格                    第二个表格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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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6: 简单的范例 

情景: 选择通过所有考试的学生.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6‐20.re 和 用户案例 16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6.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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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7: 使用 AND 的范例 

情景: 选择姓名以’A’或者’J’开头，年龄大于 16 岁的学生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6‐20.re 和 用户案例 17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6.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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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8: 使用 Union和排序的案例 

情景: 选择地理成绩 高的 5 个分数.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6‐20.re 和 用户案例 18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6.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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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19: 使用数学的案例 

情景: 选择名字包含‘A’，平均成绩高于 85 分的学生.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6‐20.re 和 用户案例 19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6.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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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0: 重复使用 AND 和 OR 的，数学的案例 

情景:  当学生平均年龄大于 16 岁，选择平均成绩在 85 到 95；或者学生

平均年龄小于 16 岁，平均成绩高于 8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16‐20.re 和 用户案例 20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6.xls  

(Age >= 16 和 ((Math + English + Biology + Geography)/4 BETWEEN 85 和 

95)) OR (Age < 16 和 ((Math + English + Biology + Geography)/4 > 80))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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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1:  ‘UNION ALL’   

情景:    ‘UNION  ALL’  命令的目的是结合两个查询语句.‘UNION  ALL’  和 

‘UNION’的区别在于，当  ‘UNION’选择不同数据时，‘UNION  ALL’选择所有

数据. 

SQL 描述: [SQL描述 1] UNION ALL [SQL 描述 2] 

范例: X < 4 UNION ALL (SELECT [first$].[X], [first$].[Y] FROM [first$] WHERE 

Y > 10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21‐25.re 和 用户案例 21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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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2: SQL功能的用法 

情景: SQL 有一些算法功能,    ‘AVG’,  ‘COUNT’,  ‘MAX’,  ‘MIN’,  ‘SUM’. 在对结

果进行一些操作时这个功能非常有用. 

SQL 描述: SELECT "function type"("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范例: 1 = 0 UNION ALL (SELECT SUM([Store_Information$].[Number]) 

FROM [Store_Information$])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20‐25.re 和 用户案例 22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7.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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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3:  ‘GROUP BY’的用法   

情景: 在用户案例 22中，我们可以通过  ‘sum’来计算所有数据, 但如果想

计算每一个分值的值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可以运用‘GROUP BY’. 

SQL 描 述 :  SELECT  "column_name1",  SUM("column_name2")  FROM 

"table_name" GROUP BY "column_name1" 

范例: 1 = 0 UNION ALL (SELECT SUM([Store_Information$].[Number]) 

FROM [Store_Information$] GROUP BY Store_Name)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20‐25.re 和 用户案例 23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7.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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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4: ‘DISTINCT’的使用   

情景 :  当一列数据中有一些数值相近，您不希望显示他们，可以使

用’DISTINCT’命令来显示唯一值. 

SQL 描述: SELECT DISTINCT Variable FROM Table_name  

范例: 1 = 0 UNION (SELECT DISTINCT [Table1$].[Number] FROM [Table1$])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20‐25.re 和 用户案例 24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8.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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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5:  ‘ORDER BY’的使用   

情景: 当您希望以特定的排序排列数据，请使用‘ORDER BY’命令. 

SQL 描 述 :  SELECT  "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ndition"] 
ORDER BY "column_name" [ASC, DESC]  

范例: Number > 80 和 Number < 100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20‐25.re 和 用户案例 25 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4.x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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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26: 通过日期‘BETWEEN’进行选择 

情景: ‘Between’可以用于 Date变量但是需要特殊的格式. 

SQL 描述: BETWEEN #date1# 和 #date2# 

范例: DATE BETWEEN #1905/7/1# 和 #1905/7/5# 

范例 Profile 和模型: 用户案例 Dates.re 和 profile 中的两个模型 

范例数据文件: Sample Data 9.xls 和 Sample Data 10.csv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