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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J2软件的行业化(专业化和开发成本较高的问题&使?J2软件面向大众化(低成本化发展&构建插件

式?J2应用框架平台&能提供一个具有良好的复用性和灵活的可扩展性平台&同时为项目实施所面对的特定知识应用领域

提供很好支持软件框架具有实际意义’在深入研究"平台K插件#模型的本质与实现机制后&提出了基于插件技术的?J2应

用框架的对象模型(消息机制和层次结构’同时将这一理论成果成功应用到了大型?J2平台!!!LBM?J2C’*的开发与实

践中&实现了全插件式的?J2应用框架&使平台功能扩展和?J2的应用开发具有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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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软件项目开发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知识应用

领域&面对应用需求的多元化(软件项目的大型化&
使不同开发团队的开发管理复杂性增加&从而导致

了软件开发成本提高等问题$吴信才&)**+%’从软件

工程的角度出发&在设计层面人们希望通过一些软

件构架的改进达到以下目的’$"%提高软件复用性)
$)%增强模块化和封装性)$!%不同功能模块的无

缝集成)$I%灵活的可扩展性)$#%面向不同应用层

面的领域性和易移植性’
目前?J2应用领域正面临着一个从行业级(专

业化应用到大众化应用转变过程’随着?J2大众化

应用的不断深入&?J2软件系统必须充分考虑适应

各种各样不断衍生的应用需求的难题’基于传统软

件构架体系的?J2软件系统虽然具有模块分工明

确(平台结构紧凑等优点&但NY级数量级的?J2数

据管理(越来越多元化的数据来源(不断外延的?J2
功能等发展趋势对?J2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

战$吴信才&)**)%’因此对于?J2平台来说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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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良好的复用性和灵活的可扩展性"同时对

?J2项目实施所面对的特定知识应用领域具有很好

支持的软件框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采用

#平台K插件$的软件构架能在?J2平台建设中充分

地体现以上特性"并且在某些特定的应用环境下"可
以很方便地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定制客户所需要的

特有的运行环境"从而在很大程度达到减少用户采购

和二次开发成本并适应更广泛的应用环境等目的’
本文是在对第四代国产大型?J2平台 LBME

?J2C’*的开发与实践过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

了基于插件技术的?J2应用框架的实现策略’

"!#平台K插件$模型

#平台K插件$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将扩展功能以

插件的形式通过平台统一地管理起来"在平台内部

提供平台和插件之间以及不同插件之间完备的消息

机制%包括系统消息转发&框架内部自定义消息’"对
不同扩展功能进行分类并定义标准接口从而把不同

的功能插件有机地集成到一起"有效地协同工作’
?’?!插件类别

目前应用比较普遍的插件有以下!种(%"’类似

于批命令的简单插件"它一般是文本文件"这种插件

的缺点是功能比较单一&可扩展性极小和自由度非

常低)%)’通过一种特殊的脚本语言来实现的插件

%暂时称为脚本插件’"它的缺点是比较难写"需要软

件开发者自己制作一个程序解释内核)%!’利用已有

的程序开发环境来制作插件"使用这种插件技术的

软件在程序主体中建立了多个自定义的接口"插件

能够自由访问程序中的各种资源"它自由度极大"可
以无限发挥插件开发者的创意"是狭义范围的插件"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插件’#平台K插件$模型中所用

的插件就是最后一种插件!!!利用已有程序开发环

境来制作的插件’
?’@!插件本质与实现机制

插件的本质是在不修改程序主体的情况下对软

件功能进行加强"当插件的接口被公开时"任何人都

可以自己制作插件来解决一些操作上的不便或增加

一些功能’
一个插件框架包括)个部分(主程序%F.46E

.@@’和插件%@&8H46’’主程序即是包含插件的程序’
插件必须实现若干标准接口"由主程序在与插件通

信时调用%陈方明和陈奇")**#’’插件与主程序之间

图"!主程序与插件关系

Z4H’" :%&&.R%/.04%6S4.H/.F%9F.46@/%H/.F.6S@&8H46=

调用关系如图"所示’
主程序通过主程序接口提供相应的接口给插件

调用)而为了插件和主程序之间的交互"插件一般是

一个遵循了某些特定规则的[PP)主程序将所有插

件接口在内存中的地址传递给插件"插件则根据这

些地址来调用插件接口完成所需功能"获取所需资

源等%姜昌华")**)’’
?AB!!"#中的插件技术

插件式?J2的基本思想是把?J2的各大功能

模块划分为几个插件"每个插件完成不同的功能’各
个?J2插件之间"以及?J2插件与其他非?J2插件

之间"可以方便地通过可视化的软件开发工具集成

起来"形成最终的?J2应用’插件如同一堆各式各

样的积木"他们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J2和

非?J2功能’"根据需要把实现各种功能的#积木$
搭建起来"就构成应用系统’这不仅有利于减轻?J2
软件开发者的负担"而且还增强了?J2软件的可扩

展性%宋关福和钟耳顺"",,A’’

)!?J2应用框架模型

@’?!对象模型

整个?J2应用框架由应用框架层&应用界面

层&框架接口层和插件模块层等I大部分组成%图

)’’下文将针对?J2应用开发框架的框架接口层和

框架界面层具体介绍其对象模型’
@’?’?!框架接口层!?J2应用框架的框架接口层由

应用框架管理接口&应用框架界面管理接口&文档管

理接口&地图图层管理接口&窗口管理接口和插件管

理器接口等主要对象接口组成%\?:"",,,’%图!’’
J?J2B@@Z/.F5对象接口用来管理整个应用框

架的各个模块"通过该对象插件可以取得框架中的

其他元素或对象接口’调用者不需要创建该对象"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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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应用框架结构

Z4H’) B@@&43.04%69/.F5G%/V=0/8308/5

系统来维护该对象的生存期和场景’该接口封装了

应用 框 架 窗 口 句 柄"?J2文 档 接 口#J?J2[%38E
F560$%并提供了相应的方法来操纵这些对象’

图!!应用框架对象接口

Z4H’! B@@&43.04%69/.F5G%/V%RW5304605/9.35

J?J2[%38F560对象接口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插

件和地理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流%该对象接口管理

着JL.@$45G#视图显示接口$"JL.@#地图数据接

口$"J?5%F50/>M.3V.H5#地理数据包接口$等接口’
通过此接口%插件可以取得地图文档"图层和要素类

等相关信息’
JL.@$45G对象接口的主要控制视窗的显示%

包括接口的坐标投影%它提供了包括屏幕显示"屏幕

和数据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JL.@对象接口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地图图层%通

过该接口可以获得加载的图层数据%JL.@$45G提

供了显示%更新等操纵数据的方法’
J-T056=4%6接口定义了插件的分类标准"插件

的加载&卸载’插件通过支持此分类标准%系统可以

自动对开发的插件进行识别和分类’插件的加载&卸

载模块则负责插件的加载或卸载的管理’

@’?’@!框架界面层 ! 由于传统?J2结构的封闭

性%往往使得软件本身变得越来越庞大%不同系统的

交互性差%系统的开发难度大%用户很难只选择与自

己的应用领域紧密相关的系统功能’而将插件思想

引入到?J2平台的开发后%在应用框架中定义框架

界面层接口%负责窗口"视图"工具条等用户界面的

管理"创建和定制能够满足不同用户对软件功能的

不同需求%并实现对软件界面的简单定制#B60%64E
W.%)**)$’框架界面层接口如图I所示’框架界面层

的接口主要有!
#"$?J2;J’由?J2;J出发可以创建或获取界

面的主要对象’
#)$?J2N%%&2@.35为插件"工具提供工具箱的

支持’
#!$?J2N%%&Y./=为插件提供了工具条支持’
#I$插件的工具箱N%%&Y%T创建起来以后%便

可以在其中创建?J2N%%&M.H5和?J2L568Y./’
##$?J2N%%&M.H5%?J2L568Y./中可以插入%删

除和修改任何有?J2Y800%6派生的任何工具项’
@’@!消息机制

插件技术的应用%使?J2应用框架模型具备了

完备的消息机制%可以满足平台和插件"插件和插件

之间的消息传递需求’其主要的消息机制可以分为

!种类型!
#"$显示视窗的消息转发机制’通过这种消息转

发机制可以实现工具插件对视图插件甚至包插件的

交互控制%满足诸如编辑等需对视图直接进行手动

交互的需求’
#)$显示视窗的消息订阅机制’可以满足某些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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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框架界面接口

Z4H’I B@@&43.04%69/.F5G%/V8=5/4605/9.35

图#!?J2框架中的O46S%G=消息转发流程".#和消息转发流程"R#

Z4H’# O46S%G=F5==.H5S4=@.031@/%35==".#.6SF5==.H50/.6=F40@/%35=="R#46?J29/.F5G%/V

照没有标准插件接口制作的工具或者某些特殊工具

插件需要在非工作状态持续监控视图交互的需求$
"!#框架内部平台和插件的自定义消息传递机

制’插件之间的消息分!种%全局广播&局部广播和

单播’它们都是把目的端口作为消息的目标’在基于

:\L的插件技术中’目的端口是用:\L的接口作

为区分端口的标识’消息的目的端要接收相应的消

息需要实现相应的:\L接口’消息的源端同样有

定制的能力’当消息的目的为J;6V6%G6接口时’消
息便成为广播消息’而针对特定接口的消息即为单播

消息’把平台和插件内部自定义的消息独立开来’一
方面可以避免和操作系统的消息机制和自定义消息

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灵活地实现框架自定义

消息广播和点对点自定义消息传递"图##’

@’B!层次结构

整体上’框架采用的是 L$:"F%S5&46H<45G
3%60/%&#的!层结构’并针对各个层进行了比较深入

的扩展’控制的概念在各个层都有具体的应用’在文

档中’文档控制其下的各个P.>5/’地图用P.>5/的

概念向下扩展’使得文档的数据实现了无约束的定

制"李延春’)**!#’
平台是通过插件接口 LMJZ/.F5和界面接口

OMJZ/.F5)个模块将界面管理和插件管理分离开

来’并且在数据的集成管理和显示方面对插件提供

了充分的扩展考虑"[J2?J2’",,,#’
""#LMJZ/.F5模块统一管理待插入平台的插

件’插入平台的插件被分为!类"表"#’将该平台中

的插件分为!类统一管理’使其满足绝大多数二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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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平台中插件分类

N.R&5" M&8H460>@546?J2@&.09%/F
类别!! 说明

视图插件
插入框架的视图"分为静态加载的和

动态加载)类!!!!!!!!!

功能插件
对应用框架进行交互和控制的工具

类#?/%8@N%%&$!!!!!!!!
数据插件 对?J2平台中数据进行管理的插件

包插件! !!!!包由视图插件%功能插件%数据插件组合而成

图+!框架结构

Z4H’+ Z/.F5G%/V./31405308/5

开发的需求’

图C!LBM?J2C’*的插件管理

Z4H’C M&8H46F.6.H5F560%9LBM?J2C’*

#)$OMJZ/.F5将界面对象统一封装起来"通过

定义的标准接口"将开发者在自己模块内部的界面

对象如工具条%菜单等统一地集成到同一个应用框

架中’在用户视角上可以达到高度统一的目的’
#!$动态扩展的地图文档管理’针对各种不同类

型%不同来源的?J2数据"甚至非?J2数据用统一

的数据管理形式集成到一个系统中"提供良好的动

态扩展和无缝集成特性’
#I$可扩展的显示视图’充分地利用动态扩展的

地图文档的组织形式"可以达到分层次%可扩展的显

示到同一个视图的目的#图+$’

!!应用实例

图C为 LBM?J2C’*的插件管理界面"配置对

话框中的左边按类别列出了已加载的插件"而右边

为可加载的插件列表’
本?J2平台的框架模型支持用户自定义界面"

用户能自定义窗口%菜单%工具条等界面元素’平台

的所有功能模块都表现为插件的形式"它们遵循公

共的接口标准’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

和使用习惯定制不同的应用环境"从而使整个系统

的操作更专业%更符合用户的习惯’
符合接口标准的插件可以在框架中被注册和定

制"用户开发和自定义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插件插入

系统中"用户按照插件的形式"可以扩展各种适合自

己的数据插件%功能插件和界面插件"成为系统的有

机组成部分’
本平台中使用的数据都是存储在地理数据库

中"以图层的形式出现的’地理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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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管理地理数据"它采取了基于文件和基于商

业数据库)种存储策略’由于这)种存储策略支持

相同的空间数据模型"因此在文件和数据库之间能

够实现无损的平滑的数据迁移"上层软件不需要因

为数据迁移而改变’
功能插件和交互界面插件主要表现为?J2框

架下的视图和工具’它包含诸如通用编辑和编辑扩

展等"用户可根据实际的使用需要选择相应的功能

插件加载’用户定制自己的插件需要实现框架定义

的功能模块插件接口"该接口提供了方法把用户的

菜单"工具箱"视窗等方法加载到?J2框架上’插件

接口还定义了消息响应方法"用户实现该消息响应

方法就可以来实现自己的功能模块了’

I!结论

#平台K插件$的软件框架不是对原来的软件构

架技术的抛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原

有框架构建技术的演化和升级"其中蕴含了许多先

进的设计理念’LBM?J2C’*成功地将#平台K插

件$模型运用到自己的软件平台上"对?J2平台功

能扩展和?J2的应用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

新型开发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J2
软件产业和应用事业的发展’然而要促进?J2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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