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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 、 統及用戶命令注冊的裝置。 所述萊取用

戶命令信息的方法包括 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所述用戶命令生成命

令集 利用所述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井將所迷 同文件友送洽 統 ; 統吋
所述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以使通迂本友明縮

統戶功迂程中命令注冊忖間、減少代碼段的長度 、方便的修 命令的 些屬性

井且可吋命令迸行可視化赴理 。



茨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系統及用戶命令注冊的裝置
本 申晴要求 于 2007 年 0 9 月 12 日提 交 中 囤 寺 利 局 、 申晴青力

200710149591 ．9 、友明名神力 "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 系 統及用戶命令注

冊的裝置" 的中囤寺利 申晴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系 統

及用戶命令注冊的裝置 。

背景技木
命令行接 口是用戶占操作 系 統或座用程序之同的一神基于文本的接口形

式，它通迂瑜入命令柬奕現吋系 統的管理和堆妒 。 在屯信岡絡改各叱 命令行
接口是必各的管理控制方法力筒羊岡絡管理枋汶 ( 小朋， m p e e wo k

帥a ge e o oco ) 、基于Web 等管理方式所不同的是 命令行接口通迂一
介普通的 串 口 ( o so ) 座用程序或迅程登汞 ( e e ) 外亮 she 程序使用

鍵盎瑜入命令柬奕現吋改各的監控 。 冬管並界流行的基于因形用戶接 口 G ,

叩 c a se e 仿c e )的管理方式可以 筒 沽 、直現地完成吋系 統的配置占管理，

但是吋于軟件升友人員 或 系 統管理員 而言，命令行接口吋于赴理重夏性或非

常規問題更力有效，現什段嵌入式岡絡改各中的大部分支持某神形式的命令行
接口。

現有技木叱命令行接口注冊和奕 阮配置功能都在系 統 內政各軟件中奕現

的，系 統在初始化的時候調用各介模決的命令行接口，把用戶注冊的命令采用

某神算法按照一定的數搪結枸組鍊起柬生成命令集，命令集是提供洽用戶使用

的命令的集合，它包含了系 統改各所能支持的所有命令的格式、參數形式、在

域郡助信息等 。 參几因 1，力現有技木提供的命令集生成迂程示意 因，命令行
接口接收用戶注冊命令，按照一定的算法將用戶 注冊的命令生成命令集 。生成

命令集后 系 統把命令集存儲到 系 統的管理 內存中。 占用戶使用命令忖，可通迂

核 內存中的命令集萊取命令，具休迂程參几因2 ，力現有技木提供的命令行接
口操作原理示意 因，占用戶要使用一介命令忖，系 統改各通迂解析引擎把用戶

愉入的字符 串指令翻斧成 系統 內部可辨祇的指令，迸而根搪核指令、以及回碉

函數或者消息札制在命令集中萊取用戶要使用的命令，返回洽用戶 。



吋于通汎 系 統東說，由于吋用戶舍提供各神不同形式的並各特性，而每介

並各特性都不同程度的需要形式各弄的配置命令 。一般情況下，吋于一般的接

入改各往往需要提供上千奈命令 。迷神情況下，力了有效的管理迷些 系 統配置

命令，井能在用戶 下友命令忖快速的匹配出指定的命令，系 統需要生成的命令

集結枸形式相占夏朵，而命令集越夏朵，再注冊新的命令就越困稚，系 統就需

要更多 的返算量完成命令的注冊迂程，也就是說，越退注冊的命令其注冊忖需

要的送算量就舍越多 。

在吋現有技木的研究和奕踐迂程叱 友明人友現現有技木存在以下何題
首先，吋于一介 系 統，生命周期的初始化什段由于命令注冊太多 以及命令集生

成算法的夏朵性舍早致初始化忖同舍很長 其次，教量允多 的命令注冊代碉舍
占用很多程序匹的代碉段 系 統命令注冊一旦完成，系 統 內命令集中命令的格

式、 教 目、 厲性等就固定下束，修改起柬稚度大，不利于新增特性的升友。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要解決的技木何題是提供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系

統及用戶命令注冊的裝置，能移縮短 系 統戶功迂程中命令注冊忖同、減少代碉
段的長度，井且可吋命令迸行可視化赴理 。

力解決上迷技木何題，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

法、 系 統及用戶命令注冊的裝置是通迂以下技木方案 奕現的

本友明一介奕施例提供了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包括

接收用戶 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令氣
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井將所迷中同文件友送洽系 統
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本友明另一介奕施例提供了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系 統，包括

命令注冊羊元，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

令集，再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存儲羊元，用于加載井存儲所迷中同文件

解析羊元，用于吋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本友明再一介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汁算札程序戶品，所迷汁算札程序戶品
包括汁算札程序代碉，占所述汁算札程序代碉被一介汁算札執行的忖候，所迷



汁算札程序代碉可以使得所述汁算札執行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萊取用戶命令
信息的方法中的任意一項步驟 。

本友明再一介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汁算札可族存儲介席，所迷汁算札可族

存儲介席存儲汁算札程序代碉，占所迷汁算札程序代碉被一介汁算札執行的忖

候，所迷汁算札程序代碉可以使得所迷汁算札執行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萊取用

戶命令信息的方法中的任意一項步驟 。

上迷技木方案有如下有益效果 采用命令接口注冊和命令奕現分禹方法，

將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將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令集，將所迷命令集生成

中同文件的迂程不再由原 系 統軟件奕休柬完成，而是由另一介軟件柬完成，如
命令集生成工具，因此把需要花費大量忖同的命令注冊迂程伙 系 統軟件中分禹

出柬，系 統戶功忖將所迷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令
集近原，萊得命令信息 。 由此可几，采用迷神方式可以縮短 系 統戶功迂程中命

令注冊忖同、 減少代碉段的衣度 。

附團說明

力了更清楚地說明本友明奕施例或現有技木中的技木方案，下面將吋奕施

例或現有技木描迷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因作 筒羊地介紹，昱而易几地，下面描迷

中的附因仗仗是本友明的一些 奕施例，吋于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柬卅，在不付

出劍造性旁功性的前提下，近可以根搪迷些附因萊得其他的附因 。

因 1 力現有技木提供的命令集生成迂程示意乳
因 2 力現有技木提供的命令行接口操作原理示意乳
因 3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命令注冊分禹札制示意乳
因 4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方法流程乳
因 5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中同文件結枸示意乳
因 6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系 統示意乳
因 7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裝置示意 因 。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將結合本友明奕施例中的附因，吋本友明奕施例中的技木方案迸行清

楚、完整地描迷，昱然，所描迷的奕施例仗仗是本友明一部分奕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奕施例 。基于本友明中的奕施例，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在沒有作 出劍造



性旁功前提下所萊得的所有其他奕施例，都厲于本友明保妒的范 園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了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系 統及用戶命令注冊

的裝置，用于用戶命令注冊忖，將耗時長的注冊迂程伙 系 統中分禹出束，系 統

戶功忖，直接加載在系 統外部形成的中同文件，迸而解析萊取用戶命令信息 。

5 本友明下面列奉奕施例迸行祥細說明

參几 囤 3 ，首先吋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命令注冊分禹札制示意 囤迸行描

迷

中同文件生成工具 101 接收用戶命令注冊，核中同文件生成工具 101 按一
定算法將接收的命令生成中同文件 102，速部分工作在由系 統外的改各 103 上

10 完成，例如在 C 札上完成 。 占系 統戶功忖，將中同文件 104 加載到 系 統 內存

104，系 統再將中同文件特換成命令集，速部分工作由系 統 內的改各 106 完成 。

參几囤 4，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流程軋 包括

201 命令注冊羊元接收用戶 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接收的核用戶 注冊的

命令生成命令集 。 生成命令集的迂程占現有技木中相同 不再贅迷。

15 202 所迷命令注冊羊元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具休的生成迂程

可用如下迂程束表示，例如
劍建一介新的中同文件

生成中同文件版本寺，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中同文件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20 萊取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的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吋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迸行遍乃分析，例如，命令元素有 介屬性，

吋 介屬性都迸行分析，分析結果按順序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例如，命

令元素 1 屬性 1，命令元素 1 屬性 2 命令元素 1 屬性 汁算中同文件校

臉值，防止信息侍瑜迂程中被改昌，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

25 203 系 統戶功忖將所迷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

命令集近原，萊得命令信息 。核解析迂程是上迷命令集生成資源文件的逆迂程，
可奉例如下

根搪加載的中同文件版本寺、中同文件患休信息，萊取用戶命令的命令元
素患休信息



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及所迷中同文件校臉值，萊取所

迷用戶命令信息 。

下面吋本友明奕施例迸行具休說明

例一、用戶可以修改每介命令元素的屬性，也可以是用戶 自 己新增或刪除

其他命令 。

11 命令注冊羊元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接收的核用戶注冊的命

令生成命令集 。 生成命令集的迂程占現有技木中相印 不再贅述。

12 所迷命令注冊羊元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具休的生成迂程可
用如下迂程柬表示，例如

劍建一介新的中同文件

生成中同文件版本寺，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中同文件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的患休信息，丐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吋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迸行遍乃分析，按順序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汁算中同文件校臉值，防止信息侍瑜迂程中被改昌，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

13 用戶吋所迷中同文件的內容迸行修改，茨得介性化或者差弄化的新形

式中同文件 或者，

在所迷中同文件中增加新的用戶命令 或者，

刪除所迷中同文件中的用戶命令 。

14 系 統戶功忖將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系 統吋加載的中同文件迸行命令

集近原，茨得用戶命令信息 。核解析迂程是上述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的逆迂程，
可奉例如下

根搪加載的中同文件版本寺、中同文件患休信息，萊取用戶命令的命令元
素患休信息

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及所迷中同文件校臉值，萊取所

迷用戶命令信息 。

其 ，所迷命令元素力組成命令的基本羊位，一般是一介吳健字或者一介



參敖。

其中，所迷命令集力提供洽用戶使用的命令的集合，它包含了改各中所能

支持的所有命令的格式、 參敖形式、 在域郡助信息等。

例二、用戶根搪命令屬性吋命令迸行分矣，伙而奕現不同部 門的管理用戶

5 扔有不同的操作能力 。

2 1 命令注冊羊元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接收的用戶命令屬性，
例如，圾別 、部 門、使用物景等，吋用戶命令迸行分矣，使不同的用戶具有不

同的操作能力 。 井根搪接收的核用戶注冊的命令生成命令集 。生成命令集的迂
程勻現有技木中相同，不再贅迷。

10 22 所迷命令注冊羊元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具休的生成迂程可
用如下迂程束表示，例如

劍建一介新的中同文件

生成中同文件版本寺，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茨取中同文件患休信息，丐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15 萊取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的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吋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迸行遍乃分析，按順序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汁算中同文件校臉值，防止信息侍瑜迂程中被改昌，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

20 23 系 統戶功忖將所迷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

令集近原，茨得用戶命令信息 。 核解析迂程是上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的逆迂
程，可奉例如下

根搪加載的中同文件中的中同文件版本寺、中同文件患休信息，萊取用戶

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

25 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及所迷中間文件校臉值，萊取所

迷用戶命令信息 。

例三、 系 統將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之前，禹域吋核中同文件迸行測試 。

3 1 命令注冊羊元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接收的核用戶注冊的命

令生成命令集 。 生成命令集的迂程占現有技木中相同，不再贅迷。



3 2 所迷命令注冊羊元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具休的生成迂程可
用如下迂程柬表示，例如

劍建一介新的中同文件

生成中同文件版本寺，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中同文件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的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吋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迸行遍乃分析，按順序丐入所迷新的中間文

件

汁算中同文件校臉值，防止信息侍瑜迂程中被改昌，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

3 3 用戶吋生成的中同文件迸行禹域臉征，例如，用戶通迂模似界面瑜入
命令，臉征加入或刪除的操作命令是否 已努執行、及執行結果是否正碉 。 如執

行增加操作后用戶查臉中同文件中是否有核新命令增加 執行刪除操作后用戶

查臉吋座的命令是否伙核中間文件中刪除。

34 系 統戶功忖將所迷中同文件加載到 內存，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

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核解析迂程是上述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的逆迂

程，可奉例如下

根搪加載到中同文件中的中同文件版本寺、中同文件患休信息，萊取用戶

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

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及所迷中同文件校臉值，萊取所

迷用戶命令信息 。

參几因 5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中同文件的結枸示意 因，包括

中同文件版本寺 3 0 1 、 中同文件患休信息 3 0 2 、 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
信息 3 0 3 、命令元素 1 析祇共 3 0 4 、命令元素 1 屬性 1 至屬性 305、命令元素

2析祇共 3 0 6 、 命令元素 2 屬性 1 至屬性 307、 以及中同文件校臉值 3 0 8

其叱 所迷命令元素力組成命令的基本羊位，一般是一介吳健字或者一介

參數。

以上吋本友明是奕施例提供的方法迸行了詳細描述，下面吋本友明奕施例

提供的系 統和裝置迸行描述。



參几囤 6，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系 統示意 囤，包括

命令注冊羊元 40 1，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接收的用戶注冊

的命令生成命令集，再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例如
劍建一介新的資源文件

生成中同文件版本寺，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中同文件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萊取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的患休信息，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件

吋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迸行遍乃分析，按順序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算中同文件校臉值，防止信息侍瑜迂程中被改昌，昌入所迷新的中同文

件 。

存儲羊元 402，用于加載井存儲所迷中同文件

解析羊元 403 ，用于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命令信息 。 核

解析迂程力命令注冊羊元 40 1 將命令集特換成中同文件的逆迂程 。

其 ，所迷用戶命令注冊羊元 40 1，包括

接收羊元 404 ，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

命令集生成羊元 405 ，用于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令氣
特換羊元 406 ，用于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

其 ，所迷存儲羊元 402 和解析羊元 403 可集成在一介 系 統或者改各上，

所迷命令注冊羊元 40 1 占所迷存儲羊元 402 和解析羊元 43 位于丙介不同的功

能奕休上，例如，命令注冊羊元 40 1位于 C 札上或者其它功能 奕休上。 用戶

的命令注冊迂程在 C 札上奕現，占存儲羊元 402 和解析羊元 403 所在系 統戶

功忖，將 C 札上生成的中同文件加載到存儲羊元 402 和解析羊元 403 所在 系

統 內存 ，存儲羊元 402 和解析羊元 403 所在系 統吋加載的中同文件迸行命令

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參几囤 7，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裝置示意 囤，包括

接收羊元 504，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

命令集生成羊元 505，用于根搪所迷用戶注冊的命令特生成命令氣
特換羊元 506，用于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



核裝置狄立存在，占其它系 統或者改各需要加載特換羊元 506 中的中同文

件忖，可占需要加載的系 統或者改各連域 。

上迷各奕施例中所迷的中同文件包括 中同丈件版本青、中同文件患休信
息 、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 、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厲性、 中同文件

校臉值 。 在奕 阮座用叱 根搪需要，中同文件近可以 包括其他的內容 。

上迷各奕施例中所迷的用戶命令信息 包括 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及其

厲性等信息，系 統可通迂所迷用戶命令信息執行吋用戶命令的操作 。

以上奕施例可以看出，由于用戶命令注冊迂程是在系 統的外部裝置中迸行
的，因此，可以使 系 統初始化忖同減少 由于系 統中元命令注冊代碉，因此可

減少 系 統的代碉段 利用外部裝置吋命令厲性迸行碉整，如增加、刪除、修改，

也可利用外部裝置吋命令厲性迸行分美，伙而奕現不 同部日的管理用戶扔有不

同的操作能力 因此，可方便增值並各的升友 用戶可以 禹域吋系 統命令迸行
測試，修改元樣后再加載到 系 統中座用 ，伙而奕現命令可視化操作，規避可能

的分險。

是可以通迂程序柬指令相吳的硬件完成，所迷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神汁算札可

族存儲介原中。

上迷提到的存儲介席可以是只族存儲器，磁盎或光盎等 。

以上吋本友明所提供的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系 統及用戶命令注

冊的裝置迸行了祥細介紹，吋于本領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搪本友明奕施例的

思想，在具休奕施方式及座用范 園上均舍有改奕之赴，綜上所迷，本說明半 內

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



杖 利 要 求

1、 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用戶 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令氣
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間文件，井將所迷中同文件友送洽系 統
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中同文件，至少 包括

中同文件版本寺、中同文件患休信息 、組成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 、

每介命令元素的所有屬性、 中同文件校臉值 。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系 統吋所迷中同文件

迸行命令集近原，包括
系 統根搪所迷中同文件版本寺 、中同文件患休信息，萊取用戶命令的命令

元素患休信息 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的命令元素患休信息，及所迷中同文件校臉

值，萊取所迷用戶命令信息 。

4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將所迷命令集生成中

同文件之后，迸一步包括

用戶吋所迷中同文件中每介命令元素的屬性迸行修改 或者，

在所迷中同文件中增加新的用戶命令 或者，

刪除所迷中同文件中的用戶命令 。

5 、 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系 統戶功忖將所迷中同文

件加載到 內存之前，包括

執行增加操作后用戶查驗中同文件中是否有新命令增加 或者，

6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用戶 注冊的用戶

命令之后，迸一步包括

根搪用戶命令厲性吋用戶命令迸行分美，使不同的用戶具有不同的操作能

力 。

7 、 一神汁算札程序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迷汁算札程序戶品包括汁算札
程序代碉，占所迷汁算札程序代碉被一介汁算札執行的忖候，所迷汁算札程序

代碉可以使得所迷汁算札執行杖利要求 1 至 6 項 中任意一項的步驟 。



8 、 一神汁算札可族存儲介席，其特征在于，所迷汁算札可族存儲介席存

儲汁算札程序代碉，占所迷汁算札程序代碉被一介汁算札執行的忖候，所迷汁

算札程序代碉可以使得所迷汁算札執行杖利要求 1 至 6 項 中任意一項的步驟 。

9 、 一神萊取用戶命令信息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命令注冊羊元，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

令集，再利用所迷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存儲羊元，用于加載井存儲所迷中同丈件

解析羊元，用于吋所迷中同文件迸行命令集近原，萊得用戶命令信息 。

10 、 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命令注冊羊元，
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用戶注冊的用戶命令

命令集生成羊元，用于根搪所迷用戶命令生成命令集

特換羊元，用于利用所述命令集生成中同文件 。

11、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迷存儲羊元和解析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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