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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是讲迷Java鞋术的文章：ANTER．一个被誉为蛙yacc／~x之后一个崭新的语法分析嚣 受到很多人的美 

注 只不过碰巧ANTER是用Java语言开发的 对蝙译器枝术感*趣的读者也许能从这篇文章中发现一些有益的末西 

1．引介 

A NTLR入门 

在上个世纪8O年代我通过手工构建丁许许多多recoN1Ner 

c识别器)和tranNator(翻译器)，最后我厌烦透了，想使这个 

过程自动化；由此产生了我的座右铭： 

为何要用五天时间手工蝙写你能蝣用一生中的五年使之 

自动他的程序?” 

手工构逮如此多项目的好处是你能看到它们的共性，并且 

看到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哪些东西被形式化和自动化。那时我 

井不太了解yacc 总之我想要的是能够重新生成我手工构建代 

码的软件。于是就有了ANTLR(实际上最初叫作PCCTS)。现 

在，我花在开发ANTI．R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 

ANTLR(AN~her Tool for Latwaage Recogru~on)能够 

接受文法语言描述，井生成能识别用 语言书写的文句程序。作 

为translabr的—部分，体可以通过简单的操怍符和动作来扩充 

你的文法，以告诉ANTLR怎样构建AST (Abstract Syntax 

Tree，抽象晤法树】． 及怎样生成输出。ANT[．R能够生成用 

Java、c十+、C#编写的『e∞gr也盯．很快还将支持~Lhon。 

ANTLR构建的rec0gnizer能够将文法结构施加于三种不同 

的输八：ci】字符流，( )token流 (token：基本的、不可分 

的文法单位)，以及 (m)二维树结构。它们自然地对应干lexer、 

parser 以及tree walker。定义这些文法的语法(也印元语言)，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一 旦休熟悉了ANTLR或类似的工具，你就会开始以不同 

的眼光看待编程。忤多任务都迫切需要远远超出通常的编程语 

言类型的语言方案。例如，本文是用TML cTerence’a Markup 

Language)撰写的。我讨厌输入ttTML，所以我编写了一个微 

不足道的transla~r，用ANTLR把文本 (进行了一些额外的标 

记)转换为HTML格式 PDF格式，或无论什么我厌烦为之 

写generator c生成器)的格式。 

最后，箍要指出，ANTLR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这么多。 

通过使那些得到了良好理解的、乏味的组件自动化 它能谚帮 

助你构建软件，但它不会让你用一条描述就定卫出一整个编译 

器。对于要编写令人吃惊的 “一行器 (one liner)，以在刊物 

上发表文章的人而言，声称能做到这样的事情的工具的确很了 

不起，但在实际项目中，这些工具却会悲惨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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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2003初，ANTLR每月的下载次数大约是5，000。ANTLR 

完全处在 共域中，甚至没有版权 并且还提供了垒部源码。 

2．安装ANTLR(以2．7．2为例) 

ANT1．R以单个 )或压缩的Lar文件的形式提供。解压你 

下载的文件，你将得到一个叫作antlr 2．7．2的目录，其子目 

录有a=【1t1r．doc examples及Ub。你会发现antlr．1at(<400k)， 

其中含有使用ANTLR生成的、基于Java的recognizergr~的 

所有runtime，并且还包含了ANTLR工具自身。你需要把 

antir 2．7．2／an~r．jar放人你的cLAssPATH环境变量，以让 

系统找到ANTLR ．claSs文件 例如．如果你把antLr 2．7．2 

放在目录／tools中，你需要把 

／t~ls／ar,tl r-2．7．2／arrtlr．jar 

附加到你的el ASSPATHI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系统． 

Ⅲ0改用 

＼tools＼ant1r一2 7．2％antlr．jar 

对antlr．+的引用将会映射到／tools／anflr 2．7．2／antlr／ 

．claSs。在你的机器上必须至少装有JDK I．1。 

ANTLR是命令行工具 (但许多开发环境能让体在该环境 

中运行ANTLR来处理文法文件)。antlr．To。1的main方法是 

ANTLR进入点 

java ant1 r．Tno1 fi]e．g 

如果你在运行ANTLR时遇到问题，确定你正确地安装了 

Java，并确定你适当地设置了CLASSP H。 

要让ANTLR生成使用c +或C#的recognizer，需要编 

译生成相应的run,me 详情可参阅ANTLR附带的文档。 

3 ANTLR语法简介 

我们最好通过例子来了解ANTLR。简单的计算器是常用的 

八门例子，原因是：它易于理解，并且很简单 有许多为ANrLR 

撰写的类似侧子和教程，我将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个计 

算器。首先我们将构建能直接对简单表达式进行求值的计算器。 

然后我们将生成树，并耐树进行求值，以得到相同的答案。 

尽管你知道你最终必须把字符输人流分解为多个token． 

思考一下表达式的文法结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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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语法制导的执行 

3 1 1识别 

我们的计算器将接受有加．减 乘运算符的算术表达式， 

比如3+4·5一l‘以殛有圆括号的表达式，比如(3+4)+ 

5，从而改变求值次序。 

所有的DDqTLR文法都是Lexer、Parser戎TreeParser的于 

类I同时，因为你应该在语法级开始你的思考，所以你将构建一 

个Parser子类。在类声明之后，你将用EBNF表示法指定规则； 

claSS ExprParser extends Parser 

expr： mexpr((PLUSIt4INL~S)mexpr) 

atom(STA~at0m) 

atom： I盯  

l LPAREN expr RPAREN 

lexer遵循类似的模式，并且只需定义一些运算符和空白 

符。把lexer／024tN--个文件 (比如悦expr．g)是最容易的一 

种做法： 

class ExprLexer extends LeXer： 

optiOtis{ 

k--2：／／needed f。r newl1ne junk 

chat~x：abulary= ＼uO000。．．’＼U007F’：／／allow ascii 

) 

LPAREN：’(’： 

RPAREN：。)’： 

PLUS ： ‘+‘ ： 

MINUS ： 。一’ ： 

STAR ： 。： 

INT ：(‘0‘．． g’)+； 

wS ：(’’ 

1 ＼r。‘、n。 

1 ＼n’ 

l。＼t’ 

) 

{拓et pe(TOken．SKIP)；) 

要根据这个文法生成程序 (所用语言为Java)，这样运行 

ANTLR： 

s java~ltlr．Tool expr．g 

A~FLR Parser Generator version 2．7．2 19B9—2003 jGurU．com 

S 

3．1 2 ANT6q生成什么样的代码? 

尽管对本文的完整性而言并非必要．你可能会发现．了解 

ANTLR生成的recognizer文件的内容富有启迪意义。ANTLR 

生成的recognizer模拟酌是你用手工构建的东西——递归下降 

的parser。而yaoc与lex会生成满是整数的表．因为它们模拟 

的是下推式 fpush dov,m)自动机 

ANT1 R将生成以下文件： 

E>~orLexer．]ava 

E~prParser．java 

java 

如果你看 ·下ExprParmr．java的内容，你会看到，expr． 

g中的parser文法定义的每一条规则，都有一个对应的方法。例 

如，与规则mexpr和atom对应的代码看起来像是这样： 

pub1{C void mexprO { 

atom()： 

1e(LA(1]~5TAR ){ 

match(STAR)： 

atomO； 

) 

} 

publ1C void atomO { 

switch(LA(1)){／／switch∞ lookaheadtokentype 

case I町 ： 

match(INT)； 

break； 

case LPAREN ： 

match(LPAREN)： 

exprO； 

m ch(RPAREN)： 

break； 

de fault ： 

／／ermr 

} 

) 

注意规则日【用拨翻详为方法调用，而token引用被翻译为 

match(TOKEN)调用。根据文法构建papser的唯一一件困难的 

事情是计算lookahead(前瞻)信息。 

token类型类定义了你的texer和parser所用的垒部token 

类型常量： 

／／SANTLR 2．7．2：”expr．g”一’”ExprParser．java“$ 

public 1nterface ExprParserTokenl~／pes( 

1nt EOF=1： 

1nt NULL_TRFJE--LOQ(AHEAD= 3： 

1nt PLUS= 4： 

1nt MINUS； 5： 

1 nt 5TAR= 6： 

{nt INT = 7： 

1nt LPAREN =8： 

1nt RpAREN ；g： 

{ WS l0： 

) 

3 I 3耐试 exer／parser 

要实际使用所得的p~rser．往ExprParser．java中使用像 

这样的II1aiI1( 

import antlr ； 

publ1c class Main{ 

publ{c statfi c void main CString[]args)throws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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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LeXer lexer=new EXprLexer(System-1 n) 

ExprParser parser=new ExprParser{lexer)： 

parser．exprO； 

} 

} 

Ijava Mai 

( s) 

S 

如果输八有问题 

sjava MaiFt 

1{ne 1：3：unexpected token： 

S 

sjava M n 
(4 

line 1：6：expecting RPAREN．found null 

S 

3 1 4表达式求值 

要在token进入的同时埘表达武进行实际的求值 可以给 

t~trser增加动作： 

claSS ExprParser exten~s Parser 

expr returns nt value=0] 

{1nt x：} 

： value~lexpr 

(PLUS x=lmxpr {value x：} 

l MI s x=mexpr{value— x：} 

) 

mexpr returns nt value=0] 

nt } 

： valu~&torN(STAR x~tom{value =x；}) 

atom returns Unt valu~-O] 

： ：INT{value=Znteger．parseznt(i．getTextO)；} 

J LPAREN val ue=expr RPAREN 

lexer保持不变，怛在maia程序巾要增加打印语句 

import antlr． 

publ1c class Main( 

口ub1 c static vo d main(striM[]args)thr~s EXcep— 

t on{ 

ExprLexer lexer=new ExprLexer(System．in)； 

ExprParser parser=new ~xprParserClexer)： 

1nt x=par~ec．exprO； 

System．out．printl n(x)： 

) 

现在，当体运行程序时 你会得到计算结果 

3java Main 
3 5 

1O8 秸序员2'334 0 

ljava Mai rl 

(3+4) s 

3S 

S 

3．1 5 ANTLR怎样翻译动作 

动作通常会被逐字放在所生成的pa糟 中，其位置对应干 

匕 文法中的位置。 

像下面选样的规则返回说明 

mexpr returns[{nt Value=O] 

被翻译为： 

publ{c{nt mexprO ( 

1nt value=O； 

return value： 

) 

如果你增加了一个参数说明，它也会被复制到方法声明中 

mexpr[int x]returns[int value=0] 

：．． {value=x；) 

会产生 

publ{c nt mexpr(int x]{ 

t value= ： 

所以．me~pr和atom规则的完整翻译看起来像这样 

publ c nt mexprO { 

{nt value=O： 

{nt x：／／1ocal variable deffr0m rule mexpr 

value：atom()： 

whi1e(LA(1)=STAR){ 

match(STY)： 

X=atomO： 

valu~ = x： 

) 
retum value： 

} 

gublic1nt atomO { 

int valuL==0； 

switch(LA(1)){／／switCh Dn Icokahead tokeft type 

case INT ： 

Token1=LT(1)：／／makelabel1 pointto nextl~kahead 

token object 
match(ZNT)： 

value=Integer parselnt(i．getTextO)；／／compute int 

val token 

break： 

case LPAREN ： 

match(LPARE／q)； 
value=exprO：／／return whatever exprO com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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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eP~ EN) 

break： 

default ： 

／／error 

return value： 

3．2通过AST中间形式求值 

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基本的语法制导翻译／计算．在其中 

文法／语法指示何时执行动怍 一种更强太的策略是构建一 

种中间表示．该表示持有所有或大多数输人符号．并且以与 

数据的结构相同的结构，与备LOKCIZ间的关系相同的关系进 

行了编码。例如，输八 3 4”}业表示为这样的抽象语法 

树 (AST)： 

／ 、 

3 4 

对于这种树，你将用tree walker(由ANTLR根据树文法 

生成)像以前一样计算同样的值，但所用的策略不『司 

当你必须对耐进行多次 walk”，以找出要计算什幺．或 

是进行树重写(tree rewriteJ、把树转变成另一种语言时，AST 

的效餍将会变得显明起来 

2．2．1 AST构造 

对许多文法而言，要让AN~r] R生成有用的AST~H当简单 

在我们例子中，把buildAST选项打开，并增加一些后缀运算 

符，告诉ANTLR哪些token是予树的根： 

class EXlOrParser extends rser： 

叩t1ons{ 
buildAST=true； 

} 

expr： mexpr((PLUSAIM工NUs )mexpr) 

atom (STARA atcm) 

atom： INT 

J LPARE3N J expr RPAREN 

lexer仍然保持不变。main程序请求得到结果树，并把它 

打印出来； 

import antl r． ： 

itf~Drt antl r．col1ecti0ns． 

pub]ic class wi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Cstring[]args)throws Exception 

{ 

EXprLexer 1exer new ExprLexer(System．1 n)： 

FxprParser parser=n鲫 ExprParser(1exer)： 

parser．exprO 

AST t=parser getAsTO ： 

System．out．println(t．tostringTreeO)： 

sjava n{n 

(+}4) 

Sjava Main 

；“ 5 

(+ ( 4 5)) 

java Main 

(3+4 5 

( (+3 4)5) 

S 

2 2 2 AST解析和求值 

上面的parser构建的树相当简单。在树parser中只需一条 

规则就足够了。 

clas s ExprTreeParser extends TreeParser 

options t 

expr returns[int r--O] 

{1nt a。b；} 

： #CPLUS a=expr b=expr) 【r；a+b；) 

1 (MINus a=expr b=expr) (r=a-b；) 

l #CSTAR a=expr b=expr) (r=a’b；) 

I ：INT {r：( nt)Integer．parseInt(i．getTextO)：) 

ImiL‘Il程序作了修政，以用新的柑parser进行求值 

1mport antl r． ： 

1report antl r．col1ections 

publ1c claSS Main 

public stati c void ma1n(轧r_ng[]args)throws Exception 

f 

EXprLeXer 1exeP；n刚 ExprLexer(system．1n)： 

ExprParser parser=new EXprParser(1exer)； 

parser．exprO； 

AsT t=parser．get． TO： 

System-out println(t．toStringTree0)； 

ExprTreeParser treeParser=new EXprTreeParser0： 

nt x=treeParser．expr[t)： 

System．Out．println“)： 

) 
1 

现 你得到了槲结构和结果值 

S]ava Main 

3+4 

(+3 4) 

l Java Main 

j+(4 十l。 

(+(+3( 4 5))10) 
33 

S 

4．资源 

你可以在ht ：／／w ．antlr．org下载最新的AN丁LR版本． 

获取与ANTI R有*的资源． f在~NTLR论坛上寻求帮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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