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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修補暨改善雛型系統生成之 IDE 提供的輔助能力 

本章，將針對 EGOE 雛形系統上的缺漏，逐項陳述如何進行修補使其更為完善。各節內

容概述如下：首先，於 5.1 節，說明如何改良多頁編輯器的程式儲存機制，解決無法有

效儲存程式碼最後編輯狀態之問題。接著於 5.2 節，說明如何改善當模型實例轉換為程

式碼時，程式排版效果不佳之問題。於 5.3 節，說明如何經由粹取語言定義相關資訊，

自動生成醒目提示輔助機制之預設實作，以及如何進一步作客制化。然後於 5.4 節，說

明如何使兩類編輯頁面可即時相互同步，並提昇其同步效率。最後，於 5.5 節，說明如

何解決因兩類編輯頁面間的同步，造成文字編輯頁面上程式碼內縮、空格，及換行等編

輯資訊遺失之問題。 

 

 

5.1 改良多頁編輯器之程式儲存機制 

雛型系統生成之 IDE 內含一套多頁編輯器，藉以輔助進行標的語言程式設計。於多頁編

輯器上儲存標的語言程式時，此 IDE 僅儲存模型實例之 XMI【30】序列化內容。因此

，重新開啟此程式時，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需由此序列化內容轉換而得。假使編輯

中的程式碼不完全符合標的語言語法，則無法完成程式碼語法分析，不能經由同步機制

重建結構化編輯頁面。此時，若觸發儲存機制，將無法正確儲存使用者最後編輯時的程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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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碼狀態。為此，我們嘗試改良多頁編輯器之儲存架構，解決此問題。 

 實作上，我們取代原先以 SourceViewer 管控文字編輯頁面之方式，改為實作文字編

輯器並鑲嵌於文字編輯頁面上。此文字編輯器可用於編輯、檢視，以及儲存標的語言程

式碼。當使用者於多頁編輯器中執行儲存動作時，除了儲存模型實例 XMI 序列化內容

之外，亦將以文字編輯器儲存程式碼。因此，在程式碼不合於語法的狀態下，亦能正確

儲存程式碼。 

 文字編輯器之實作，首先需於 plugin.xml 明細表中宣告 org.eclipse.ui.editors point 之

擴充。以 Tiny 語言為例，其宣告方式如表 5.1。其中，‘TinyTextEditor’ 類別之實作，可

先繼承 Eclipse 提供之預設實作類別 ‘AbstractDecoratedTextEditor’，再藉由覆寫方法

(overide method)以達成客制化編輯器之效果。 

‘TinyTextEditor’ 類別需覆寫之方法為 ‘initializeEditor’。此方法之實作，可經由呼

叫 ‘setDocumentProvider’ 方法來設定文件提供者(Document Provider)，並藉此建立輸入

文件之文件模型(Document Model)，及控管輸入文件與編輯器顯示上的即時同步；另外，

可呼叫 ‘set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方法來設置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藉此提

供文字編輯器上各輔助機制之客制化相關實作(參見 2.1.2 節)。‘TinyTextEditor’ 類別的

部分程式內容可參見表 5.2。 

表 5.1：宣告 org.eclipse.ui.editors point 之擴充。 
<extension point = "org.eclipse.ui.editors"> 
    <editor 
        id = "tiny.presentation.TinyTextEditor" 
        name = "TinyTextEditor" 
        icon = "icons/full/obj16/TinyModelFile.gif" 
        extensions = "tinytext" 
        class = "tiny.presentation.texteditor.TinyTextEditor"  
        contributorClass="org.eclipse.ui.texteditor.BasicTextEditorActionContributor" > 
    </editor> 
</extension> 

表 5.2：TinyTextEditor 類別的部分程式內容。 
public class TinyTextEditor extends AbstractDecoratedTextEditor { 

public TinyTextEditor () { 
super();… 

} 
 public void initializeEditor() {  
     super.initializeEditor(); 
     setDocumentProvider (new FileDocumentProvider());     



 
54

     set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new NewLanguageConfiguration()); 
 } 
 … 
} 

 

 

5.2 改進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輔助機制之實現方式 

此項機制之基本實作方式，可透過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的 getPresentation- 

Reconciler 方法(method)，提供此項機制之客制化內容。目前針對此方法，Eclipse JFace

已提供 RuleBasedScanner 類別(參見表 5.3)，讓 IDE 開發者藉此定義 WordRule、

WhitespaceRule，SingleLineRule 等規則。藉以將標的語言程式碼切割成關鍵字、可剔除

字元，以及程式註解等各種不同型態之詞彙(tokens)。另外，針對各型態詞彙，設計者亦

需設置其顏色、字型等顯示樣式。最後結合此方法(method)之客制化實作內容，與 JFace

實作框架，即可使編輯器具備醒目提示能力。 

表 5.3：提供醒目提示機制之實作。 
public IPresentationReconciler getPresentationReconciler(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 
  if(reconciler != null) 
   return reconciler;   
  reconciler = new PresentationReconciler();   
  RuleBasedScanner scanner = new RuleBasedScanner(); 
   
  //IToken other = new Token(new TextAttribute(provider.getColor(AttributeProvider.DEFAULT))); 
  IToken other = new Token(new TextAttribute(provider.getColor("DEFAULT.FC"), 

provider.getColor("DEFAULT.BC"),provider.getFont("DEFAULT"))); 
  ArrayList rules = new ArrayList(); 
  IWhitespaceDetector whitespaceDetector = new IWhitespaceDetector(){ 
   public boolean isWhitespace(char c){ 
    return (c == ' '||c == '\t'||c == '\n'||c == '\r'); 
   } 
  }; 
  rules.add(new WhitespaceRule(whitespaceDetector));   
  rules.add(new SingleLineRule("\"","\"",new Token(new TextAttribute(provider.getColor("STRING.FC"), 

provider.getColor("STRING.BC"),provider.getFont("STRING"))),'\\') 
); 
… 
rules.toArray(result);   
scanner.setRules(result);  … 

} 

表 5.4：Tiny 語言之醒目提示機制客制化描述文件。 
<!-- 描述文件前半> 
<config doctype="tiny">  
<SyntaxHighlight> 
 <Categories> 
  <Category name="reservedwords"> 
   <Keyword word="if"/> 
   <Keyword word="while"/> 

<!-- 描述文件後半> 
 <LineRules> 
  <LineRule type="SingleLineRule" 
  . . . 
 </LineRules> 
  



 
55

   <Keyword word="println"/>  
   <Keyword word="else"/> 
   <Keyword word="false"/> 
   <Keyword word="true"/> 
  </Category>   
  <Category name="symbols"> 
   <Keyword word=">"/> 
   <Keyword word="+"/> 
   <Keyword word="-"/> 
   ... 
  </Category> 
   
  <Category name="type"> 
   <Keyword word="int"/> 
   <Keyword word="boolean"/> 
  </Category> 
 </Categories> 

 <Settings> 
<Setting name="SYMBOL"  

fcolor="0,255,0"  
bcolor="255,255,255"  
font="NORMAL"/>   

           ... 
 </Settings> 
 <Bindings> 
        <Binding category="symbols"  

setting="SYMBOL"/> 
    <Binding category="type"  

setting="TYPE"/> 
    <Binding category="reservedwords" 

setting="KEYWORD"/> 

</SyntaxHighlight> 

為使 EGOE 雛形系統生成之 IDE 可提供客制化之醒目提示輔助機制，此系統 IDE

開發者需額外提供客制化描述文件(參見表 5.4)。此文件用於描述詞彙分類、各型態詞彙

之顯示樣式，以及 WordRule 和 WhitespaceRule 等特殊規則描述。而 EGOE 雛形系統則

分析此描述文件，生成 getPresentationReconciler 方法(method)的實作內容，以達到客制

化此機制之效果。其中，欲設計此機制之客制化描述文件，IDE 開發者尚需了解

getPresentationReconciler 方法的程式實作方式。但本研究之目的，希望使 IDE 開發者不

需接觸到程式實作層面，即可經由系統生成 Eclipse IDE。因此，我們嘗試改進本系統在

此項機制上的實現方式，其實作步驟如下： 

 自動生成客制化描述文件： 系統分析標的語言語法定義文件後，可生成標的語言之

Antlr【13】文法定義文件(grammar)。然後，經由 Antlr 工具可對此文件生成詞彙分

析程式(Lexer)及語法分析程式(Parser)。而進一步分析生成之程式及文件，可取得足

夠資訊來自動生成醒目提示機制之客制化描述文件(部分內容可參見表 5.5，詳細內

容參見附錄 A-3)。 

生成之客制化描述文件中共含兩項描述區。其中，‘Categories’ 描述區用於分類

詞彙；‘Settings’ 描述區則用於指明各型態詞彙之顯示樣式。同時，‘Categories’ 描述

區中固定含有關鍵字(KEYWORD)及符號(SYMBOL)兩種基本詞彙型態。我們可經由

分析語法相關文件取得所有一般性詞彙，並將其分別歸類至這兩種基本詞彙型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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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一。另外，針對標的語言具體語法定義中的特殊詞彙，於此描述區中，我們分

別將其歸類為獨立之詞彙型態。至於不屬上述詞彙型態之詞彙，則歸類至預設(default)

詞彙型態中。 

以 Tiny 語言為例，其醒目提示客制化描述文件將詞彙分類為預設詞彙型態、兩

種基本詞彙型態，以及變數(VAR)、雙等號(EQUAL)、整數(INT)及字串(String)等四

種特殊詞彙型態。另外，因難以經由分析取得各詞彙型態之合理顯示樣式，所以針

對各詞彙型態之顯示樣式，預設先以黑色為景色、白色為背景色，而顯示字型為一

般字型。 

表 5.5：自動生成之 Tiny 語言醒目提示客制化描述文件部分內容。 
<!-- 描述文件前半> 
<config doctype="tiny">  
<SyntaxHighlight> 
    <Categories> 
        <Category name="KEYWORD"> 

<TokenType tokentext="println" ...
<TokenType tokentext="else" ... 

            ... 
        </Category> 
        <Category name="SYMBOL"> 
           <TokenType tokentext="-" ... 

<TokenType tokentext="/" ... 
           ... 
        </Category> 
    </Categories> 

<!-- 描述文件後半> 
<Settings> 

<Setting name="DEFAULT" ... 
<Setting name="KEYWORD" ... 
<Setting name="SYMBOL" ...  

  
<Setting name="VAR" ...  
<Setting name="EQUAL" ... 
<Setting name="INT" ... 
<Setting name="STRING"... 

    </Settings>          
 
</SyntaxHighlight> 
</config> 

 針對標的語言實作 ITokenScanner 介面(interface)：EGOE 雛形系統生成之 IDE，在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的 getPresentationReconciler 方法實作上，首先，需由醒

目提示客制化描述文件中取得詞彙分類及特殊規則等資訊，再利用 JFace 提供之 Rule- 

BasedScanner (ITokenScaanner 的預設實作)類別，依取得資訊訂定程式碼詞彙分析規則

。但因為自動生成之醒目提示描述文件中，不含 WordRule、WhitespaceRule 等特殊規

則描述。因此，EGOE II 系統生成之 IDE 不使用預設之 RuleBasedScanner 類別進行實

作，改為在標的語言 Antlr 詞彙分析器的輔助下，另外提供 ITokenScanner 介面的實作

類別，作為標的語言程式碼的詞彙分析程式。如此，IDE 開發者不需另行設計醒目提

示客制化描述資訊，系統生成之 IDE 就能具備預設之醒目提示輔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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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制化顯示樣式：如前所述，以自動生成之客制化描述文件所建構之 IDE 醒目提示輔

助機制，其詞彙型態的顯示樣式僅為預設值。因此，我們提供兩種管道來客制化其顯

示樣式。其一，IDE 開發者可依照自動生成之客制化描述文件規則，依個人喜好自行

撰寫相應之客制化描述文件。並利用系統提供之屬性設定頁面 (參見 7.4 節)，重建醒

目提示輔助機制之實作程式，以達成此機制之完全客制化效果。其二，於 IDE 運行階

段(Runtime)，IDE 使用者可開啟偏好設定頁面(Preference Page)，並經由點選等簡易之

設置方式，客制化各詞彙型態的顯示樣式(如圖 5.1 所示)。 

 

 

 

 

 

 

 

圖 5.1：Tiny IDE 之醒目提示機制喜好設定頁面。 

 

 

5.3 改善以 XSLT 處理器達成之程式碼排版效果 

雛型系統的建構過程中，從平台獨立之 SmartTools【33】系統擷取核心程式元件，將其

包裝成程式庫(library)。此程式庫可用於分析標的語言語法定義，並生成語法分析程式

(Parser)及 XSLT 樣式表等 IDE 組成元件。另外，雛型系統生成之 IDE，其結構化編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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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資料核心為程式模型實例(標的語言之 Ecore 模型實例)。而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

碼內容，係利用此模型實例之 XMI【30】序列化內容，經由 XSLT 處理器進行文件轉換

後獲得。但雛型系統在此項機制的處理上，因未能充分考量程式碼換行與內縮等佈置問

題，故導致轉換後之程式碼排版不是很合理。基於此，我們嘗試修正系統使用之 

‘SmartTools’ 程式庫的 cosynt.compiler.xsl 套件(package)內容，使生成之 XSLT 樣式表內

容有所調整。最後，轉換而得之程式碼的排版方式將變得較為合理(如圖 5.2 所示)。 

 

 

 

 

 

 

 

 

 

圖 5.2：改進後之程式碼排版結果。 

 

 

5.4 建構結構化與純文字編輯頁面間之高效率即時同步機制 

理論上，系統生成之 IDE 內含的多頁編輯器，應於兩種狀態下進行同步處理。第一，當

結構化編輯頁面內容變更時，使文字化編輯頁面與之同步。第二，當文字編輯頁面內容

變更時，使結構化編輯頁面與之同步。其中，雛型系統生成之 IDE 已能實現第一種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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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時同步支援，同步上，利用 XSLT 處理器之輔助，將模型實例之 XMI 序列化內容

轉換為文字編輯頁面所顯示之程式碼。另外，第二種狀態的同步，尚需由使用者適時以

手動方式執行 update 動作(Action)，觸發同步機制以進行同步處理。因此，我們希望能

針對第二種狀態額外提供即時同步支援，使兩類編輯頁面間可達成即時之相互同步。 

    實作上，我們先嘗試利用文件監視器(Document Listener)監視文字編輯頁面上之文

件變更事件(Document Changed Event)，再使結構化編輯頁面與之即時同步。但卻發現，

文件監視器針對使用者進行之單一字元的剪下指令(Cut)、貼上指令(Paste)、輸入字元，

及刪除字元等低層次之文件變更，皆進行完整之文件變更事件處理。因而造成同步頻率

過高，效率大為降低。因此，我們改以 Eclipse 提供之協同策略(Reconciling Strategy)負

責處理此項同步工作，以改善效率上之問題。 

協同策略輔助機制同樣用於監視文件(Document)變更，但此項機制使用執行緒物件

(Thread Object)負責作文件變更後之協同處理。因此，在協同處理過程中可同時進行其

他作業。建立協同策略輔助機制時，首先，需實作(implements) IReconcilingStrategy 介

面，並藉此建構 MonoReconciler 類別之協同物件。然後，於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的 getReconciler 方法(method)中，回傳(return)協同物件以客制化協同策略輔助機制

。此外，利用協同物件可設定多長時間未偵測到編輯動作時，才進行協同處理。因此，

針對一次連續的程式編輯，協同策略僅視為一次文件變更，故同步效率可大為提昇。另

外，利用協同物件可選擇針對整份程式文件作協同處理，或針對文件中遭受修改之局部

內容作協同處理。 

EGOE II 系統生成之 IDE，其協同策略(Reconciling Strategy)將針對整份程式文件

(Document)作協同處理。而協同處理方式，係分析程式文件之程式碼語法並重建結構化

編輯頁面。進行協同處理時，亦允許使用者繼續編輯程式文件，以增強程式編輯之流暢

性(getReconciler 方法之程式內容大致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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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提供協同策略輔助機制的客制化實作。 
public IReconciler getReconciler(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 
    TinyReconcilingStrategy strategy = new TinyReconcilingStrategy(); 
    strategy.setEditor(tinyeditor); 
    MonoReconciler reconciler = new MonoReconciler(strategy,false); 
    //reconciler.setIsIncrementalReconciler(true); 
    return reconciler; 

} 

協同處理過程中，可經由分析程式語法來間接重建結構化編輯頁。究其原因為，系

統生成之 IDE 內所含的語法分析器，於分析程式碼語法時，將重建模型實例物件及物件

間的包含關係(父子關係)。同時，因結構化編輯頁面會隨時監視模型實例物件之變更，

並依其變更即時更新結構化編輯頁面的顯示結果。 

    其中，模型實例物件之重建，需經由標的語言之模型實例物件生成工廠(Factory)來

輔助進行。同時，需利用 EMF【18】工具提供之 Command 介面的各種實作類別，建立

模型實例物件間的包含關係。建立包含關係過程中，當某項模型實例物件可包含無限量

之特定類型 children(content objects)時，應經由 AddCommand 物件設定兩者間之包含關

係；當某項模型實例物件可含固定數量之另一類型 children 時，則經由 SetCommand 設

定兩者間之包含關係。 

  另外，標的語言多頁編輯器透過指令堆疊監視器(CommandStackListener)來監視模

型實例物件變更。且處理每項 Command 實作物件時，皆通知指令堆疊監視器進行模型

實例物件變更處理。處理過程在模型實例物件之包含關係建立後，就即時以變更後的模

型實例物件進行結構化編輯頁面更新。因此，在同步時機不合理且頻率過高的情況下，

即大為降低同步效率。 

基於此，我們嘗試改變模型物件間包含關係的建立方式。首先，因 EMF 已針對 Ecore

模型定義了 EObject 介面(interface)。而 EObject 介面中包含 ‘add’ 及 ‘eSet’ 等方法

(method)，可用於建立模型實例物件間的包含關係，且這兩項方法(method)不會即時通

知指令堆疊監視器進行相關處理。另外，模型實例物件本身即是 EObject 介面之實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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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我們改由模型物件中的 ‘add’ 及 ‘eSet’ 方法建立模型物件間的包含關係。

並於模型實例物件與其包含關係皆建立完成後，才通知指令堆疊監視器進行模型實例物

件變更處理。此作法可大幅降低更新結構化編輯頁面之頻率，而大幅提昇其效率。 

 

 

5.5 解決因編輯頁面間同步而導致程式碼編輯資訊遺失的問題 

雛形系統生成之 IDE，在結構化編輯頁面內容變更時，將以模型實例 XMI 序列化內容

轉換為程式碼，使文字編輯頁面內容與之同步。但經由轉換而得之程式碼，會遺失內縮

、空格，及換行等編輯排版資訊。因此，我們嘗試改變即時同步機制之實作方式，解決

此問題。 

  首先，結構化編輯頁面主要用於編輯標的語言模型實例。因此，我們可於結構化編

輯頁面上加入 Notify Changed Listener 監視器，以監視模型實例物件變更事件。同時，

在每次語法分析過程中，以資料結構 ‘eobject_to_range’，紀錄各模型實例物件在文字編

輯頁面上相應之程式碼範圍。另外，因結構化編輯頁面上各節點(node)皆相應於一模型

實例物件。因此，當使用者在結構化編輯頁面上增加、刪除或修改節點時，可先取得遭

受變更之模型實例物件，再由模型實例物件取得相應之程式碼範圍(利用資料結構 

‘eobject_to_range’ )。最後，針對此類程式碼範圍進行相應處理，即可使文字編輯頁面上

的程式碼與結構化編輯頁面同步。其中，針對增加、刪除及修改節點需採用之程式碼處

理方式，分別於下列作陳述： 

 修改節點：依上述方式取得此節點相應之程式碼範圍，再根據此節點相應之模型實

例物件的變更資訊，修正此程式碼範圍內的程式片段。 

 刪除節點：取得此節點相應之程式碼範圍，並刪除此範圍之程式碼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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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節點：針對此節點加入前後之完整模型實例，分別取其 XMI 序列化內容以 XSLT

處理器轉換成程式碼(實際上是一列字串)。計算出因此節點加入而額外增加之程式碼

片段，將其置放於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相應位置中。 

經由上述方法實作後，當結構化編輯頁面變更而使文字編輯頁面與之同步時，程式

碼之內縮、空格，及換行等編輯排版資訊將得以保留。如圖 5.3 所示，當使用者修改某

Int 節點時，此同步機制僅修正文字編輯頁面上與之相應的程式片段。 

另外，此機制建構之資料結構 ‘eobject_to_range’，可重複用於實現程式內容概要視

圖(Outline View)的瀏覽機制。此機制可讓使用者經由點選視圖上的節點，快速瀏覽節點

相應之程式碼片段。實作上，當使用者點選內容概要視圖上某項節點時，我們可取出此

節點相應之模型實例物件，並藉由資料結構 ‘eobject_to_range’ 找出此物件相應之程式

碼範圍。最後，反白此程式範圍並將編輯位置移至此程式範圍上，即達到輔助使用者瀏

覽程式碼之效果。 

 

 

 

 

 

 

 

 

圖 5.3：同步處理時保留程式碼編輯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