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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關研究探討 

本章，針對本研究需掌握之背景知識，以及研究相關工具和相似系統，逐項進行分析與

探討。首先，於 2.1 節，介紹 Eclipse 平台及 Eclipse IDE 開發架構。接著於 2.2 節，介

紹兩種可支援 Eclipse IDE 開發之工具，EMF【18】以及 Antlr【13】。然後在 2.3 節，以

JDT(Java Development Tools)這套 Eclipse 平台最具代表性之 Java 程式語言 IDE 為例，列

舉現代文字編輯器應具備之能力。接著在 2.4 節，介紹物件管理團隊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MG)【28】所推動的模型驅動架構(MDA)【29】的概念。最後，於 2.5 節針對

Eclipse IMP(IDE Meta-tooling Platform)【17】【8】、DLTK【15】、Xtext【21】【10】及 ASF+SDF

【3】【5】Meta-Environment 等 IDE 開發輔助系統，探討其設計架構和實作理念。 

 

 

2.1 Eclipse 開發平台 

本節，將介紹 Eclipse【16】【19】平台及 Eclipse IDE 開發架構。 

 

2.1.1 Eclipse 簡介 
1998 年，IBM 的 Objec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OTI）實驗室，建立一個 Java 語言的

整合式開發環境，並於 2001 年與八大公司共同建立 Eclipse 協會。後來為了使 Eclipse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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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更多關注與採用，IBM 決定針對 Eclipse 採取開放原碼與免費授權的運作模式。如

此意味著 Eclipse 的開發者在此平台上，可以自由的發展軟體並進行平台擴充，而不必

取得其授權。在此運作模式下，Eclipse 幾年之內即得以迅速的發展與崛起。 

 
圖 2.1：Eclipse Platform。 

Eclipse 為了達到高度的可擴充性，制定了外掛程式(Plug-in)核心擴充機制，提出擴

充(Extension)與擴充點(Extension Point)兩個核心概念，讓每個外掛程式可在 Eclipse 上既

有的擴充點上進行擴充；另外，外掛程式也能自行定義擴充點，並貢獻於 Eclipse 平台

上；除此之外，外掛程式之間還可包含相互依賴的關係。在這樣的發展架構下，使外掛

程式可達到更高模組化程度，並提高重複利用率。如圖 2.1 Eclipse 架構圖所示，目前

Eclipse 除了核心的 Platform Runtime 之外，其他組成開發平台的元件，皆由外掛程式所

構成。因此，透過 Eclipse 的外掛機制，可使各種輔助工具和程式語言開發環境與 Eclipse

平台達到緊密的整合。 

 

2.1.2 Eclipse IDE 開發架構 

目前 Eclipse 平台開發之程式語言 IDE 雖然在外觀與功能上或有所不同，但幾乎所有程

式語言 IDE 都具備用來編輯程式碼的文字編輯器。而且，大部分文字編輯器內部的組成

架構都非常相似，大致上會包含核心(core)、編輯輔助功能，以及 UI 相關等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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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將針對各個部分作概要之說明： 

 核心：程式語言文字編輯器，必須能即時提示使用者在程式碼詞彙及語法上的錯誤。

因此，程式語言 IDE 皆須具備專屬之詞彙分析器(Lexer)與語法分析器(Parser)。現在常

見用來生成 Java 版本之 Lexer 和 Parser 的工具有 Antlr【13】、JavaCC【24】、SableCC

【31】等，我們可以選定一種負責生成這兩種程式分析器。 

 編輯輔助功能：針對文字編輯器上可提供的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內容輔助

(Content Assist)，以及程式碼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等功能，Eclipse 已事先建構了

觸發功能的機制、功能的圖形化顯示樣貌，以及與客制化無關的基礎架構。另外，Eclipse

訂定一項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此類別中含多項未實作之方法(method)，且

每項方法相應於一項輔助功能。而 IDE 開發者可於此類別的各項方法(method)中進行

功能客制化實作，使文字編輯器上提供相應之客制化編輯輔助支援。 

 UI 相關：Eclipse 上的文字編輯器以 MVC (Model-View-Controller)【32】架構來設計，

其中文件(document)屬於此架構下的 model，其主要用於表示與控管文字編輯器上的程

式內容；viewer 則負責文字編輯器上的各種功能的圖形化呈現；而 Controller 則負責

擔任 model 和 viewer 之間溝通的橋樑，此種架構的設計方式大幅降低了文件內容與外

觀顯示之間的耦合度。 

 

    除了文字編輯器之外，有些設計更為完備的 IDE，提供像 Nature【23】、Builder【

23】、編譯器(Compiler)、單元測試 (Unit Test)、除錯器(debugger)等輔助元件，使程式設

計上的輔助更為完善。同時，這些輔助機制的實作，和文字編輯器都使用相同之基礎核

心。因此，核心部分的設計需非常的穩定，否則將使得某些功能的隱藏性錯誤，影響整

體性能，甚至導致全部或部分功能無法有效的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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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關工具簡介 

本節，我們將介紹支援 Eclipse IDE 開發的常見工具，EMF 以及 Antlr。  

 

2.2.1 EMF(Eclipse Modeling Framework) 

EMF【18】是一套開放程式碼的建模框架(modeling framework)及生成程式碼的工具。EMF

自行定義 Ecore 模型規範(metamodel)作為模型設計依據，其中，Ecore 模型【7】定義了

所有模型元素、模型元素屬性、模型元素資料型態，以及模型元素之間的依存關係。使

用者可依此規範建構資料模型，並利用 EMF 工具生成具有高效率、正確且容易客製化

特性之 Java 程式碼。 

Ecore 模型的設計方式，可利用 EMF 提供之結構化編輯器，以指令(Command)和相

關視圖(view)等輔助來進行設計。另外，EMF 允許使用者以 Annotated Java 程式、XML 

Schema 文件或 UML【34】模型為輸入，經由 EMF 的轉換機制將此類資訊轉為 Ecore

模型。 

 在程式碼的生成機制上，EMF 以 Ecore 模型為核心，並利用 Eclipse JET(Java Emitter 

Templates)【20】和 JMerge(Java Merge)【22】這兩套工具來輔助生成程式碼。其中 JET

是一套語法與 JSP 非常相似之程式樣板(Template)設計工具；當使用者並非第一次針對

某 Ecore 模型進行程式碼生成動作時，則 EMF 會利用 JMerge 工具，依據前後兩次用於

生成程式碼之 Ecore 模型的變動部分，進行程式碼調整，如此可大為增加程式碼生成效

率。 

EMF 最後生成之程式碼，在 runtime 實際運作時，提供了相當有效與便利的多頁編

輯器，用於輔助設計、編輯模型實例。同時，為了使程式分工與結構化更為明確，EMF

工具使生成之程式碼分為四個部份，每一個部份相應於一項外掛程式專案(Project)。以

下，將依序介紹此四項外掛程式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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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F.Model：針對每項模型元素定義相應之介面(interface)，並提供介面實作

(interface implementation)。此外，提供一項操縱機制以存取模型實例中每項元素

對應之實體物件。 

 EMF.Edit：為了使程式 runtime 具備模型實例多頁編輯器，EMF 生成兩項外掛程

式來負責此機制。其中，EMF.Edit 負責與使用者介面(user-interface)無關之功能，

它針對模型中每項模型元素生成一個中介溝通程式，作為模型元素與使用者介面

間的橋樑。 

 EMF.Editor：此外掛程式實作多頁編輯器之使用者介面部分，可用於新增、修改

、刪除，及編輯模型實例的各項元素。 

 EMF.Test：針對每項模型元素的介面實作程式，提供 JUnit 【12】Test Case 程式

以偵測程式錯誤。 

由上述四項外掛程式的分工方式可得知，EMF 採用 MVC(Model-View-Controller)

作為模型與其呈現的主要架構。其中，EMF.Model、EMF.Edit，和 EMF.Editor 分別對應

到 MVC 架構中的 Model、Controller 和 View 三項組成元件。在此架構之下，可大幅降

低模型與其呈現(presentation)間的耦合度。 

 

2.2.2 Antlr(ANother Tool for Language Recognition) 

Antlr【13】，原名 PCCTS(Purdue Compiler Construction Tool Set)，是由舊金山大學的

Terence Parrx 領導開發的 LL(K)程式語言分析程式產生器。使用者可針對程式語言設計

出符合 Antlr 規格之文法定義文件，再經由 Antlr 工具生成相應之詞彙與語法分析程式。

目前 Antlr 可支援生成 Java、C 語言、C#等多種版本之分析程式。由於 Antlr 具有開放

程式碼、無版權、容易擴充，以及生成之程式碼容易閱讀等特性，使 Anltr 近年來愈加

遭受重視，2003 年初每月的下載量更曾高達 5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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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Expr.g 文法定義文件。 
// 文法定義前半部份 
header{ 
#include <stdlib.h>... 
} 
options 
{ 
    Language = "Java"; 
} 
class ExprParser extends Parser; 
{ ......                      } 
 
//grammar rules 
expr returns [double value=0] 
{double x;} 
   ： 
    Value = term ( 
    PLUS x = term {value += x;} 
    | 
    MINUS x = term{value -= x;} 
    )* 
    ; 
term returns [double value = 0 ] 
... ; 
factor returns [double value = 0 ] 
...; 

// 文法定義後半部份 
class ExprLexer extends Lexer; 
 
options{ 
    k=1; ... 
} 
// tokens 
LPAREN ：'(' ; 
RPAREN ：')' ; 
PLUS    ：'+' ; 
MINUS   ：'-' ; 
STAR    ：'*' ; 
WS ：… 
 

目前，Antlr 文法定義文件(grammar)可針對詞彙分析器(Lexer)、語法分析器(Parser)

，以及 TreeParser 這三項待生成之元件分別進行定義，這三種定義於語法上都非常相似

。而這三項元件分別用於處理字元(characters)、詞彙(tokens)，以及抽象語法樹(Abstract 

Syntax Tree, AST)。假設以簡易之四則運算語言 Expr 為例，表 2.1 為此項語言文法定義

文件的大致內容。此文件僅針對 Lexer 和 Parser 兩項元件進行定義，並指定 Antlr 工具

輸出 Java 版本之分析程式。利用 Antlr 工具可依此文法輸出四份文件，分別是

ExprLexer.Java、ExprParser.Java、ExprParserTokenTypes.Java，和 ExprParserTokenTypes.txt

。  

除了用於生成分析程式之外，Antlr 具備創建 AST 的能力。在大多數的情況下，

使用者僅需於 Parser 文法定義 ‘option’ 定義區中，將 buildAST 屬性設定為 true，並於

規則(rule)定義上的特定 token 後端加入 ^ 符號，Antlr 工具即會依其指示建構抽象語法

樹。如表 2.2，在規則定義上 PLUS 和 MINUS 兩個 token 後端加上了 ^ 符號，其目的

是用來註明，構成抽象語法樹之加法和減法這兩項子樹(subtree)的根節點(root)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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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和 MINUS，以此輔助 Antlr 工具建構抽象語法樹。 

表 2.2：輔助建構 AST 之相關指引。 
class ExprParser extends Parser; 
options { 
    buildAST=true; 
} 
expr:   INT PLUS^ INT; 
//grammar rules 
expr returns [double value=0] 
{double x;} 
   ： 
    Value = term ( 
    PLUS^ x = term {value += x;} 
    | 
    MINUS^ x = term{value -= x;} 
    )* 
    ;    
... 

 

 

2.3 現代化程式語言文字編輯器應具備之能力 

自從圖形化介面盛行以來，程式語言開發平台上的結構化以及圖形式編輯器逐漸嶄露頭

角。但就一般程式設計人員而言，結構化以及圖形式編輯介面通常僅作為輔助之用，而

文字編輯器(Text Editor)依然扮演程式設計最重要的角色。目前編輯器上的拷貝(Copy)

、貼上(Paste)、復原(Undo)、重做(Redo)等純粹的編輯輔助機制，已經成為現代化文字

編輯器不可或缺的功能，因此文字編輯器品質高低的判斷依據，乃取決於此編輯器上其

他更有助於編輯的輔助能力。 

 Eclipse JDT 是現今程式語言 IDE 中，相當具有代表性且常被用來研究和比較的高

品質現代化編輯環境。以下我們以之為範本，探討 Eclipse JDT 在文字編輯輔助上具備

的輔助能力： 

 語法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語法醒目提示功能，是為了讓程式碼的結構更為

突顯，因此針對符號、關鍵字、變數、註解、原始型態(primitive type)等不同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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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式碼，以相異之顏色、字型等顯示型態，使程式碼的可讀性大為提高，同時

程式設計者也得以即時掌握程式碼詞彙和語法的正確性。 

 內容概要（Content Outliner）：內容概要將程式碼以類似語法樹(Parser Tree)的方式

建構結構化視圖(view)。因此，程式設計者可從內容概要中，掌握整份程式文件

的組成架構。同時，透過內容概要上提供的索引支援，可在此結構化視圖上點選

某個節點(node)，使編輯器中的編輯位置快速移至相應於該節點的程式區域上。 

 內容輔助（Content Assist）與程式碼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這兩項輔助機制

幫助使用者加速程式碼的輸入，並減少輸入時可能造成之錯誤。JDT 針對這兩項

機制提供相同之觸發機制和圖形式顯示介面，當使用者輸入部分字串並觸發內容

輔助機制時，JDT 會依據使用者當時編輯的狀態，條列出所有以此字串為起始並

符合語法的完整字串(例如，關鍵字，類別、方法和變數的識別名稱等)，當使用

者點選其中一項字串後，編輯器便會自動以完整字串取代原先輸入之部分字串；

另外，JDT 的程式碼自動完成輔助機制，可事先建構如建構子、欄位存取子、以

及常用之陳述句(例如條件判斷句、while 迴圈和 for 迴圈等)的程式樣板。而使用

者可啟動此項機制，套用程式樣板以減少冗長而不必要的程式輸入。 

 線上幫助(Onling Help)：線上幫助用於提供網頁型式之說明文件及 IDE 使用手冊

，並提供方便之搜尋機制，讓 IDE 使用者得以快速熟悉程式開發環境和程式設計

方式。此外，Eclipse 針對此類資訊進行集中式管理，並提供一套方便的整合式機

制，讓 IDE 開發者可更容易的增加資訊至此幫助系統中。 

 前後文感知幫助（Context-Sensitive Help）：前後文感知幫助同樣用於提供相關說

明資訊。但此功能直接在文字編輯器上條列顯示常用資訊之超連結，讓使用者可

從中選擇特定主題來即時獲取線上輔助資訊。 

 浮動說明（Text Hover）：在 JDT 文字編輯器中，浮動說明用於針對編輯器上某項

程式方法(method)或類別(class)的引用(reference)，即時顯示其相關資訊。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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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將滑鼠游標停於某項方法的引用上，即會浮現說明視窗來顯示此方法定

義上的註解說明；而當按住 Ctrl 鍵並並執行此動作時，則顯示的資訊改為此方法

定義之部分程式內容。因此，經由多樣形式的即時程式碼內文說明輔助，使用者

可大幅加快程式設計與閱讀的效率。 

 游標尺與標記（Ruler and Annotations）： JDT 文字編輯器中，左右兩端各保留一

條窄小的垂直區域，用於標示程式行號或加註特殊標記。例如，可在程式碼錯誤

位置上加註錯誤標記(Marker)，讓使用者透過錯誤標記上之超連結快速移至程式

錯誤位置，並從標記上的浮動說明得知程式錯誤原因。此外，使用者可依個人需

求在 JDT 文字編輯器上加註待完成工作(Task)、書籤(Bookmark)，以及用於除錯

(debug)之 Breakpoint 等特殊標記。 

 程式碼格式器(Code Formatter)：JDT 的程式碼格式器可讓使者依個人喜好來設定

排版樣式。其中，可針對程式碼的內縮、左右括號位置、換行時機等資訊進行設

定。而排版樣式一旦設定完成，使用者即可針對一至多份程式文件作程式碼重新

排版。此外，此格式器還允許自訂多套排版樣式，讓使用者於不同使用時機套用

相應之排版樣式。 

 程式碼摺疊顯示（Folding）：文字編輯器的可視區域有限，因此，當程式碼過於

冗長時將造成閱讀上的困難。基於此，JDT 針對類別、方法及註解等為程式碼片

段提供程式碼摺疊功能，讓使用者依其需要將程式碼摺疊或展開，使程式碼更為

簡潔與容易閱讀。 

 程式範例新增精靈(New Template Wizard)與新增精靈(New Wizard)：程式範例新增

精靈可用於輔助生成具代表性之程式範例，幫助使用者快速了解該程式語言設計

方式；新增精靈則輔助生成程式文件框架、程式專案(Project)，以及特定功能之程

式框架。以 JDT 為例，其新增精靈可輔助生成空白 Java 文件和 Java 類別等程式

框架、Java 專案(Project)和 Java 套件(package)等與開發平台相關元件，以及 J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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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測試程式框架。 

 錯誤處理（Error Handling）：在程式編輯過中，可透過醒目提示機制即時發現程式

碼詞彙錯誤並進行修正；另外，JDT 於文字編輯器左右兩端垂直區域上加註錯誤

標記(Marker)，並以紅色之鋸齒狀線條加註於有誤之程式碼下方，讓使用者可即

時發現語法及語義上之錯誤並進行修正。 

 重構（Refactoring）：重構是在不改變程式行為的情況下修改程式碼。例如，針對

某方法的引用(reference)以重構方式修改其名稱時，會針對此方法的定義及其所有

引用進行名稱上的集體修正。在此機制下，大幅提昇修改程式碼之效率，並避免

因程式修改不完全等疏失導致程式錯誤。 

 

 

2.4 MDA(Model-Driven Architecture)概念 

針對 MDA【29】的界定有很多不同的意見和觀點，其中，最具權威性的觀點由物件管

理團隊(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MG)所提出，它針對 MDA 的概念提出四項原則： 

 以定義完善(well-defined)之標記符號(notation)來定義模型，將有助於理解企業層級

之系統。 

 MDA 系統的建構，可以透過一系列模型轉換(model transformation)機制，將一連串

模型概念整合至此系統中，使此系統成為多層模型與模型轉換所組成的體系架構。 

 以定義一系列模型的模型(metamodels)來設計模型規範，使得有意義的模型整合與

轉換變得容易，同時這有利於利用工具輔助實現自動化的目標。 

 將企業化的標準開放給產品消費者，使他們容易接受和廣泛採用以模型為基礎的方

法，同時促進產品供應商之間的競爭。 

為了支持上述原則，OMG 明確定義了模型層級和模型轉換機制，此定義闡明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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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性框架並標準化 MDA 常用詞彙。此外，MDA 特別定義四種類型之模型：分別

是與平台無關模型(Platform Independent Model，PIM)、平台相關模型(Platform Specific 

Model，PSM)、與計算無關之模型(Computation Independent Model，CIM)、以及與實作

相關之模型(Implementation Specific Model ，ISM)。 

在 OMG 提出的平台無關(Platform Independent)概念中，平台的定義可取決於我們所

設定的對象，此對象可以是作業系統、開發平台、程式語言，甚至是網路協定。例如，

將此對象設定為程式語言，並在符合 MDA 架構的概念之下開發系統，同時針對每種案

例提供一個與程式語言無關之模型規範(meta-model)，讓所有符合此規範之模型(model)

可藉由此系統生成各類程式實作，以達到設計層次上與程式語言無關的目的。以實例來

看，假設系統定義一項客戶資訊模型規範，當使用者提供符合此規範之模型(PIM)，則

此系統可利用自訂之模型轉換程式，將此模型轉換成 Java、C 語言，以及 C#等多種語

言版本(PSM)之程式實作。這種設計理念，讓使用者將設計層次往上提高一層，有效改

善以往繁雜且重複性高之作業型態。 

以此為啟發，我們參照 MDA 概念來開發系統，將程式語言語法定義、Eclipse IDE

客制化等相關資訊，歸納為統一之模型規範，而 Eclipse IDE 開發者，即能針對程式語

言在符合模型規範下定義模型，並透過此系統的模型轉換機制，生成客制化之高品質程

式語言 Eclipse IDE。 

 

 

2.5 相似系統的分析與簡介 

以下我們將針對 Eclipse IMP、SmartTools、DLTK、xText 和 ASF+SDF Meta-Environment

這五套 IDE 開發輔助系統，分析其發展技術以及目前具備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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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Eclipse IMP(IDE Meta-tooling Platform)  

Eclipse IMP【17】【8】原本是 IBM 的一項研究計畫，其目的是為了在 Eclipse 平台上，

開發一套系統來發展高品質程式語言 IDE。Eclipse IMP 目前已利用此系統針對 LPG【26

】和 X10 這兩套語言發展實用之 IDE。其中，LPG 是一種 LALR 的語法分析程式產生

器(Parser Generator)，它是 Eclipse IMP 賴以開發 IDE 的一項重要輔助工具。 

在實作上，Eclipse IMP 主要是以程式精靈(Wizards)為輔助，指引使用者針對標的語

言(Target Language)逐步完成 IDE 的開發過程。在 IDE 開發過程中，系統使用者首先需

針對標的語言的特性提供語言名稱、描述、圖示等相關資訊，並透過 LPG 開發環境設

計標的語言之 LPG 文法定義文件。再藉由此定義文件生成詞彙分析(Lexer)與語法分析

程式(Parser)，同時 Eclipse IMP 會依此階段獲取資訊自動建構 AST。 

另外，為了使開發完成 IDE 具備高品質之輔助支援，Eclipse IMP 將常見的幾項編

輯輔助功能的基礎架構設計為程式樣板，讓使用者經由程式精靈的輔助，套用程式樣板

產生各種功能之基礎實作程式。至於功能客制化部分，則須由使用者針對標的語言與功

能間的相關性，進行部份程式碼的實作與修改。 

舉例來說，假設使用者已利用 LPG工具生成 Lexer和 Parser，並希望透過 Eclipse IMP

的輔助來設計文字編輯器上的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功能。針對此部份，Eclipse IMP

提供 Token Colorer Wizard 的輔助，用於將醒目提示功能之擴充(extension)宣告自動加入

plugin.xml 明細文件內，並生成此功能之基礎架構程式於 imp.tokenColorer package。此

package 主要僅包含一項 TokenColorer 類別，使用者需針對此類別中兩項未完成之方法

(method)進行實作。其中，constructor 方法主要用於設計文字編輯器上所有可能之文字

顯示樣式；另外 getColoring 方法用來將各種詞彙(token)型態(type)對應至合適之顯示樣

式上。 

實際實作上，首先，使用者需在 constructor 方法中利用 TextAttribute 類別描述文字

顏色、字型等所有可能之顯示樣貌；同時針對詞彙分析程式中所定義之各項詞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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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etColoring method 中將其對應至相應之顯示樣式。完成上述實作後，則此標的語言

IDE 即具備語法醒目提示之輔助功能。 

至於其他功能的開發過程大致相似，目前除了支援語法醒目提示之外，Eclipse IMP

還支援內容概要（Content Outliner）、程式碼摺疊顯示（Folding）、程式碼超連結

(hyperlinking)，以及 Builder 等功能的開發輔助。未來 Eclipse IMP 預計要進一步發展程

式格式化 (Source formatting)、語言內嵌 (Language embedding)、語言繼承 (Language 

inheritance)、重構(Refactoring)等相當有用之 IDE 開發支援。 

 

2.5.2 SmartTools 

SmartTools【33】是一般程式語言及 DSL(domain-specific language)語言的 IDE 開發輔助

系統。它具備獨立的開發平台，以此系統開發而成之語言 IDE，可提供文字編輯器和程

式碼語義分析等輔助。此系統內部大量使用 XML 技術，以及 visitor patterns 和

AOP(aspect-oriented programming)等物件技術(object technologies)。 

 

 

 

 

 

 

 

 

圖 2.2：MDE approach in SmartTools。 

如圖 2.2 為所示，SmartTools 參照 MDA 架構來開發系統。在此架構下，使用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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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標的語言提供四到五項模型作為輸入(PIM)，其中，每一項輸入模型 SmartTools 皆

訂定專屬之模型設計語言。而經由 SmartTools 系統的輔助，可針對 PIM 生成相關元件

(PSM)，再將此類元件進行完善整合後即成為標的語言開發環境。以下，我們針對每一

類輸入模型做簡單之介紹： 

  Data Model：設計此模型使用之專屬語言為 AbSynt。此模型主要用於定義程式語

言之抽象語法(圖 2.3 為程式語言 LML 之 Data Model)。如圖 2.4 所示，以 Data Model

作為資料輸入，經由 DTD、XML Schema 和 UML【34】等工具的輔助，再透過

SmartTools 模型轉換工具中的 ABSYNT Generator，可生成此程式語言的結構化編

輯器、DTD 或 XML Schema 文件，以及操控 Abstract Syntax Tree 的 API。 

 

 

 

 

 

圖 2.3：Generated tools from the LML data models。 

 Semantics Analyses Model：設計此模型使用之語言為 ViProfile。定義此模型之目的

，是為了分析標的語言程式碼語義，例如，判斷程式碼內容的正確性，萃取有用之

資訊等。像這樣的分析，需制定明確之 tree traversal 方式。圖 2.4 所示為程式語言

LML 的 Semantics Analys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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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Semantic model of LML。 

 View Model：設計此模型使用之語言為 CoSynt。此模型主要用來定義程式語言的具

體語法(concrete syntax)。Data Model 與 View Model 兩者共同定義了程式語言的完

整語法。以這兩項模型為輸入，透過 SmartTools 模型轉換工具中的 COSYNT 

Generator，即可生成語法分析器(Parser)和XSLT樣式表(如圖2.5所示)。而透過Parser

和 XSLT 處理器的輔助，即可在程式碼(text)以及用語法樹當作核心之圖形化視圖

(Graphic view)兩者之間作自由轉換。 

 

 

 

 

 

 

 

圖 2.5：COSYNY Generator。 

  Component Model：設計此模型使用之語言為 CDML。SmartTools 元件(Component)

與 Eclipse IDE 扮演類似之角色，每一個以 SmartTools 系統生成之程式語言開發環

境為一項元件。而此模型主要用於敘述元件的圖形化容器(container)、元件所對應

之標的語言語法分析器(Parser)，以及元件的 Facade。在 SmartTools 中，Facade 是

外部元件要求服務的唯一的進入口(entry point)。此外，SmartTools 在此模型中允許

定義每項元件提供哪些服務，以及每項元件需依賴哪些其他元件的服務，藉此動態

決定元件之間的依存關係。如圖 2.6 是程式語言 LML 的 Compon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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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Component Model of LML。 

 GUI model：設計此模型使用之語言為 LML。在 SmartTools 平台上，使用了相當多

的圖形化視圖(view)來顯示程式碼、程式內容概要（Content Outliner），以及 DTD

定義等資訊，並以 GUI 模型來定義各個視圖的排版方式。譬如針對 SmartTools 中

某項模型的程式碼顯示視圖，需定義可決定其 stylesheet 的 css 樣式，若此程式碼內

容是由其他模型轉換而成，則必須定義用來轉換模型的 XLST stylesheet。如圖 2.8

上所示之 GUI 模型定義文件，用於定義圖 2.7 上兩種視圖(view)的顯示樣式。其中

，圖 2.7 左邊是 XML 視圖，右邊是 Textual 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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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XML 與 Textual 視圖。 

 
 
 
 
 
 
 
 
 

 

 

 

圖 2.8：定義圖 2.7 兩種視圖顯示樣式的 GUI 模型定義文件。 

 如上所述，SmartTools 原本具有自己獨立之開發平台，但目前 SmartTools 已整合至

Eclipse 平台上，成為基於 Eclipse 平台之 DSL(Domain Specific Language)語言 IDE 開發

輔助系統。目前，藉由此系統生成之程式語言 IDE，可提供編輯器上的語法醒目提示

(Syntax Highlight)，以及程式內容概要（Content Outliner）等輔助功能。另外，還提供多

樣化之輔助視圖來顯示標的語言之程式相關資訊。 

 

2.5.3 DLTK(Dynamic Languages Toolkit)  

DLTK【15】是針對產品開發者、研究員，以及終端使用者所發展的一套專門用來開發

動態語言(Dynamic Languages) IDE 的系統。DLTK 以 JDT 為最終目標，以事先建構之核

心實作框架來輔助使用者更容易、快速的開發高品質 Eclipse IDE。圖 2.9 為 DLTK 針對

常見之程式語言分析是否適於開發 DLTK IDE 的結果。目前 DLTK 已針對較為合適之

Tcl、Ruby 以及 Python 三種程式語言，以其系統為輔助開發出高品質語言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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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以 DLTK 系統開發各程式語言 DLTK IDE 合適度的比較。 

在系統架構上，DLTK 將事先完成之與程式語言客製化無關的基礎架構實作，包裝

成 org.eclipse.dltk.core、org.eclipse.dltk.ui、org.eclipse.dltk.console、org.eclipse.dltk.launching

、org.eclipse.dltk.debug 等外掛程式。此外 DLTK 設計了許多擴充點(extension-point)，讓

IDE 開發者透過對擴充點的擴充，將程式語言客製化相關之實作部分與 DLTK 基礎架構

整合成完整之 Eclipse IDE。 

實際開發 DLTK IDE 時，首先，使用者需針對標的語言提供一個 Language Toolkit

，它描述了大部分非 UI 之程式語言客制化資訊。提供的方式需擴充 DLTK 提供之

org.eclipse.dltk.language 擴充點，而擴充的實作類別(class)需繼承自 DLTK 提供的抽象類

別 AbstractLanguageToolkit，在此類別中，IDE 開發者需提供如程式語言名稱、ID、副

檔名等相關資訊。此外在 Language Toolkit 中，我們必須針對標的語言進行 Eclipse Nature

【23】的擴充，關於此擴充類別內之基本實作部分，DLTK 已提供在 ScriptNature 類別

中，因此，我們僅須繼承此類別並定義簡單之 Nature ID (參見表 2.3)，再將此 ID 資訊描

述於 Language Toolkit 中，以此作為標的語言之客制化 Eclipse Nature 功能的實作。 

 接下來，IDE 開發者需提供標的語言的詞彙分析(Lexer)與語法分析程式(Parser)。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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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可先擴充 org.eclipse.dltk.core.sourceElementParser 擴充點，並實作(implements) 

DLTK 提供的 ISourceElementParser 介面做為此擴充之實作，至於 Lexer 與 Parser 的規格

DLTK 並沒有作嚴格限制，因此 IDE 開發者可以自行使用如 Antlr、JavaCC 等工具來產

生。 

具備語言分析能力後，接下來，需開發標的語言之專屬編輯器，實作方法同樣是先

擴充 org.eclipse.editors 擴充點，繼承 DLTK 提供的預設實作類別 ScriptEditor，並提供

Editor ID 等編輯器相關資訊。此外 IDE 開發者需將 DLTK 提供之摺疊(Folding)和程式概

要(Outline)功能的預設實作與標的語言編輯器做銜接。 

 最後，針對 Language Project 建構精靈(creation wizard)這項輔助機制進行簡易之實

作，以完成 DLTK IDE 的開發過程。另外，DTLK IDE 實際運行時須相依於 DLTK 的核

心外掛程式，此 IDE 提供一項文字編輯器，且編輯器上包含的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

、程式碼折疊功能、編輯過程之即時語法錯誤標記(Marker)能力，以及提供程式內容概

要視圖(Outline View)等輔助。另外，DLTK 還提供標的語言偏好設定功能(preference)的

開發支援，以及程式執行(Launching)和除錯(Debug)的基本架構，使 IDE 開發者可以此

為輔助進行此類功能之擴充。 

表 2.3：程式語言 Python 擴充 Eclipse Nature 之實作類別。 
import org.eclipse.dltk.core.ScriptNature; 
public class MyLanguageNature extends ScriptNature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NATURE_ID = MyLanguagePlugin.PLUGIN_ID + ".nature"; 
} 

以下，針對 Eclipse 提供之 Project Nature 及 Builder【23】簡介其功能和目的： 

 Nature：用來將使用工具、Eclipse Builder 等元件與 Eclipse Project 作銜接。以 JDT 

Nature 為例，假設我們建構一個 Java Project，當 Java Nature 附加於此 Project 時，

會使 JDT 察覺到此 Project 的存在並配置 classpath 以及 Java Builder 於此 Project 上

。另外，當使用者在工作區(workspace)內某 Java 文件上按右鍵時，會浮現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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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來顯示此 Java 文件在工作區上所有可執行之動作(Action)，其中 Java Nature

可針對專屬於 Java 的執行動作決定是否需作顯示。 

 Builder：以 JDT 例，假設 Java Project 已含有 Java Nature 用來銜接 Project 與 Java 

Builder，當某份 Java 程式剛生成於此 Project 之下，亦或是某份 Java 程式文件內容

遭受修改，則 Java Builder 會自動啟動並透過 Java Compiler 對這些 Java 文件進行編

譯，生成相應之 class 文件。 

 

2.5.4 oAW xText 

oAW 提供了一系列的工具做為 MDSD (Model-Driven Software Development) 開發的基

礎建設(infrastructures)。oAW 可針對模型作模型化設計(meta modeling)、以描述限制

(constraint)之方式來確保程式碼語義上的正確性，另外 oAW 還具備模型轉換(model 

transformation)和程式碼生成的能力。而 xText 是 oAW(openArchitectureWare)【21】計畫

中的一部份，它是一套依賴於EMF【18】工具且用於生成DSL (Domain-Specifc Languages)

語言的文字編輯器(textual editor)開發系統。 

 在 DSL textual editor 的設計上，xText 提供程式精靈(Wizard)來產生 xText Project，

此 xText Project 包含三項 Plugin Project (假設以名為 MyDSL 的 DSL 語言來開發 IDE)： 

 第一項 Project(MyDSL.dsl)，此 Plugin Project 主要用於存放 DSL 文法定義(grammar)

之相關文件，以及處理 DSL 語言之語法分析。 

 第二項 Project(MyDSL.dsl.editor)，此 Plugin Project 主要用於建構與控管 DSL 語言之

文字編輯器及其提供之編輯輔助功能。 

 第三項 Project(MyDSL.dsl.generator)，此 Plugin Project 主要用於建構此 DSL 語言之

解譯器(interpreter)或編譯器(compiler)。 

以程式精靈產生這三項 Project 後，首先要在 MyDSL.dsl Project 中，設計此 DSL 語

言之語法定義文件(grammar)，而 xText 針對此文件訂定了專屬之設計語言，此份定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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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涵蓋了 DSL 語言之完整語法定義。當此文件設計完成後，可用於生成 DSL 語言

之 EMF Ecore Model【7】、詞彙分析器(Lexer)和語法分析器(Parser)，以及與文字編輯器

相關之實作程式。同時，xText 會將生成之程式與文件放置於 MyDSL.dsl.editor Project

中。完成上述步驟後，這三項 Plugin Project 即是一個可運行之 DSL 開發環境。 

DSL 開發環境在運行狀態下，提供一項文字編輯器，此編輯器上具備簡單之醒目提

示、內容輔助(Content Assistant)、程式碼摺疊(Folding)功能，以及即時的程式碼語法錯

誤標記輔助機制。另外，oAW 提供一套 ‘Check’ 語言，讓 DSL 開發環境設計者，用於

進行程式碼語義正確性的檢查。‘Check’語言與 OCL(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非常相

似，同樣是以描述限制的方式，限定程式碼中不可出現不符合語義之情況，確保程式碼

在語義上的正確性。除此之外，oAW 設計了一套 Xpand 程式樣板(Templates)描述語言，

xText 使用此語言讓 DSL 文字編輯器設計者進行樣板設計，並以此程式樣板對 DSL 程式

碼進行解譯(套用樣板)，產生簡單可執行之程式(如 Java、JavaBean)。 

 

2.5.5 ASF+SDF Meta-Environment 

ASF+SDF Meta-Environment【3】是由荷蘭 CWI 研究中心所開發的一套互動式語言開發

環境，它可用於發展 DSL(Domain-Specific Languages)語言、語言導向(language oriented)

工具、程式碼分析程式，以及程式碼轉換程式。此開發環境提供語法導向的編輯器

(syntax-directed editors)，語法分析程式產生器(Parser Generator)等支援，讓使用者可針對

待開發語言的詞彙、語法、排版列印（Pretty Print）、型態檢查等進行定義，生成符合開

發者偏好之語言開發環境。 

 ASF+SDF 是一種用來定義語言的語言(meta-language)，它主要由 ASF(Algebraic 

Specification Formalism)與 SDF(Syntax Definition Formalism SDF)兩種語言所構成。

ASF+SDF 語言的定義以模組(module)為單位，每一項模組包含 SDF 和 ASF 兩個部份的

定義，其中 SDF 部份以類似 BNF 方式來定義語言的詞彙(lexical)、抽象語法(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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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x)，以及 context-free syntax；而 ASF 則以改寫機制(Rewriting)定義語言之語義，其

中，此改寫機制需描寫簡易之方程式再加上多數人熟悉之簡易描述。此類改寫機制於函

數式語言、程式轉換機制、程式最佳化，以及方程式的理論證明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 

當 ASF+SDF 的規格定義完成後，可透過 ATerm【4】、ApiGen【6】【11】、ToolBus

【1】、TIDE【2】等子系統來處理內部的資料結構與資料轉換、軟體元件之間的通訊，

並建立除錯機制。因此透過此系統，使用者僅依其需求設計規格定義，即可生成具備編

輯環境與除錯機制等能力的程式語言開發環境。 

 

2.6 相似系統的比較 

本節，比較 EGOE II 系統與其他相似系統的功能與特徵，並概略說明本系統的主要特色

。其中，系統分析與比較結果列於表 2.4 中。 

表 2.4：相似系統功能與特徵分析。 

系統名稱 ASF+SDF 

Meta- 

Environment 

SmartTools EGOE II     

(本系統) 

Eclipse  

IMP 

 

DLTK 

 

oAW 

xText 

 

開發平台 Un*x Java Eclipse Eclipse Eclipse Eclipse 

開發語言 C Java Java Java Java Java 

執行環境/

平台 

Un*x 系統 能執行 Java 的

平台 

能執行 Java 與

Eclipse 的平台 

能執行 Java

與 Eclipse 的

平台 

能執行 Java

與 Eclipse 的

平台 

能執行 Java與

Eclipse的平台

語言相關之

系統輸入 

語言語法定

義 

語言抽象語法、

語言實際語法、

其他設定文件、

語言抽象語法、

語言實際語法、

編輯機制客制化

文件 

LPG 文法定

義文件 

無 語 言 語 法 定

義、語義正確

性檢查機制之

描述文件 

是否需進行

程式實作 

否(優) 否(優) 否(優) 是(劣) 是(劣) 否(優) 

輔助生成語

言編輯環境

利用資料導

向技術，針

利用模型驅動

技術，針對語言

利用模型驅動技

術，針對語言語

系統針對編

輯環境之基

系統針對編

輯環境事先

利用模型驅動

技術，針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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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技術 對語言語法

定義生成編

輯環境 

語法定義生成

編輯環境 

法定義生成編輯

環境實作核心，

並結合編輯機制

客制化文件達到

各機制之客制化

效果 

礎實作事先

設計程式樣

板，使用者可

套用樣板，再

提供客制化

實作程式 

設計基礎實

作物件，使用

者可經由繼

承 此 類 物

件，提供客制

化實作 

言語法定義生

成編輯環境，

但無法客制化

各項編輯輔助

機制 

系統產出之

IDE 在編輯

輔助功能上

的彈性程度 

提供固定之

編輯輔助支

援。 

彈性程度低

提供固定之編

輯輔助支援。 

彈性程度低 

結合編輯輔助客

制化文件，可提

供客制化之編輯

輔助機制。 

彈性程度中等 

各編輯輔助

之客制化實

作由使用者

設計。 

彈性程度高 

各編輯輔助

之客制化實

作由使用者

設計。 

彈性程度高 

提供固定之編

輯輔助支援。 

彈性程度低 

生成語法分

析程式的方

式及所需之

額外 cost 的

多寡 

此系統使用

SGLR 工具

輔助生成，

無額外 cost 

(優) 

此 系 統 使 用

ANTLR 工具輔

助生成，無額外

cost (優) 

此 系 統 使 用

ANTLR 工具輔

助生成，無額外

cost(優) 

此系統使用

LPG 工具輔

助生成，無額

外 cost(優) 

使用者自行

選用工具輔

助生成，或自

行設計(劣) 

此系統自動生

成 ， 無 額 外

cost (優) 

可提供之語

法分析程式

的彈性程度 

分析語言語

法定義生成

固定之語法

分 析 程 式

(劣) 

分析語言語法

定義生成固定

之語法分析程

式(劣) 

分析語言語法定

義生成固定之語

法分析程式(劣)

依據 LPG 定

義文件，經由

LPG 工具生

成固定語法

分析程式(中)

允許使用者

提供各種類

型之語法分

析程式，故彈

性較高(優) 

分析語言語法

定義生成固定

之語法分析程

式(劣) 

提供結構化

編輯器 

無(劣) 有(優) 有(優) 無(劣) 無(優) 無(優) 

文字編輯器 有(優) 僅能檢視(劣) 有(優) 有(優) 有(優) 有(優) 

語法結構轉

成程式碼的

實現方式 

無 使用XSLT處理

器輔助進行轉

換 

使用 XSLT 處理

器輔助進行轉換

無 無 無 

錯誤偵測能

力 

無(劣) 無(劣) 提供語法錯誤偵

測機制(可) 

提供語法錯

誤偵測機制

(可) 

提供語法錯

誤偵測機制

(可) 

提供語法及語

義錯誤偵測機

制(優) 

提供之程式

編輯輔助的

多樣性 

少 少 多樣 多樣 中等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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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 2.4 進行比較的六套系統中，Eclipse IMP【17】【8】、DLTK【15】及 oAW xText

【21】【10】等三套系統與本系統定位上較為相似，它們都是建構於 Eclipse 整合開發平

台上的 IDE 開發輔助系統。而本系統的主要特色在於，系統以標的語言(Target Language)

語法定義及程式編輯輔助機制的客制化文件作為語言模型(系統輸入)，並利用模型驅動

技術進行模型轉換、生成語言 IDE。此 IDE 包含多頁面編輯器、程式精靈(Wizards)，以

及相關視圖(Viwes)等輔助元件。其中，多頁編輯器提供多項樹狀、表格等型式之結構化

子編輯器，用於輔助編輯與修改程式語法結構；另外，多頁編輯器提供一項純文字子編

輯器，它支援豐富、多樣，而且可客制化的程式編輯輔助功能，大幅度提升標的語言程

式設計效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