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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计算机应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一种在计算机

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设

置不同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

译指令；(2)设置依赖的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

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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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设置不同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

(11)新增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用来声明用到的编程语言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的人类

语言；

(12)在编写的代码开头，使用步骤(11)中增加的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声明用到的编程

人类语言类型集合；

(13)在编译器对编写完成的代码作词法分析的阶段，解析到步骤(12)中的声明用到的

编程人类语言类型集合时，创建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指定的人类语言的编程语言关键字标

识符集合散列表和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合散

列表中包含关键字字符串和关键字类型，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中包含预

编译指令字符串和预编译指令类型；

(14)在判断标识符是否为关键字时，先使用默认的标识符类型判断，若没有查询到该

标识符，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判断是否为关键字，

如果是关键字，则查询该关键字类型；

(15)对预编译指令类型判断时，先使用默认的预编译指令类型进行判断，若判断失败，

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并判断预编译指令的类

型；

(2)设置依赖的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的别名；

(21)新增别名定义关键字，用来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

(22)使用步骤(21)中的别名定义关键字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所述声明名

称的别名的内容包含别名名称、原始名名称和原始名名称的名称路径；

(23)当编程需要使用代码库接口时，包含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别名

的代码；

(24)当编译器解析到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时，根据原始名名称

的名称路径，找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在原始名声明记录所属的声明上下文内，

查询出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的集合，为每一条以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用别名

创建一条别名声明记录，别名声明记录使用别名作为名称，别名声明记录包含对应的原始

声明记录的引用，把新建的别名声明记录增加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

(25)在编译器根据名称查询到声明记录时，先判断声明记录的类型，如果是别名声明

记录，则用别名声明记录对应的原始声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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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应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的C/C++等计算机编程语言是基于英语的，虽然其支持使用Unicode作为标识

符，但是它的关键字是英语，提供的基础库编程接口是英语，对于许多不熟悉英语的人来

说，要想编写C/C++代码，这些英语名称对他们来说是有阻碍的。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做出改进，即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让C/C++等计算机编程语言实现母语编程，通过设置不同

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和设置程序库接口声明的别名，让人们可以

使用母语来编程。

[0004] 技术方案：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1)、设置不同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

[0006] (11)新增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用来声明用到的编程语言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的

人类语言；

[0007] (12)在编写的代码开头，使用步骤(11)中增加的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声明用到的

编程人类语言类型集合；

[0008] (13)在编译器对编写完成的代码作词法分析的阶段，解析到步骤(12)中的声明用

到的编程人类语言类型集合时，创建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指定的人类语言的编程语言关键

字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和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

合散列表中包含关键字字符串和关键字类型，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中包

含预编译指令字符串和预编译指令类型；

[0009] (14)在判断标识符是否为关键字时，先使用默认的标识符类型判断，若没有查询

到该标识符，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判断是否为关

键字，如果是关键字，则查询该关键字类型；

[0010] (15)对预编译指令类型判断时，先使用默认的预编译指令类型进行判断，若判断

失败，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并判断预编译指

令的类型；

[0011] (2)设置依赖的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的别名；

[0012] (21)新增别名定义关键字，用来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

[0013] (22)使用步骤(21)中的别名定义关键字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所述声

明名称的别名的内容包含别名名称、原始名名称和原始名名称的名称路径；

[0014] (23)当编程需要使用代码库接口时，包含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

别名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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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4)当编译器解析到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时，根据原始名

名称的名称路径，找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在原始名声明记录所属的声明上下

文内，查询出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的集合，为每一条以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

用别名创建一条别名声明记录，别名声明记录使用别名作为名称，别名声明记录包含对应

的原始声明记录的引用，把新建的别名声明记录增加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

[0016] (25)在编译器根据名称查询到声明记录时，先判断声明记录的类型，如果是别名

声明记录，则用别名声明记录对应的原始声明记录。

[0017] 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18] 1、能够方便增加对某一种人类语言编程的支持，当需要支持新的人类语言编程

时，需要设置该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设置编程语言的基础库接

口的别名和设置需要的第三方库接口的别名；

[0019] 2、使用该方法，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熟悉的人类语言编程；

[0020] 3、不同人类语言写出的代码可以相互通用，提供不同人类语言的别名设置，就可

以调用不同人类语言编写出的代码库；

[0021] 4、可以使用别的人类语言开发出的代码，代码中可以同时出现多种人类语言编写

的程序；

[0022] 5、可以重用现有的代码库。提供别名设置，就可以让现有的代码库支持多种人类

语言。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声明的名称路径的树状图；

[0024] 图2为声明记录在编译器内的树状图；

[0025] 图3为增加别名声明记录后声明记录在编译器内的树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说明。

[0027] 一种在计算机上实现母语编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设置不同人类语言下的编程语言的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

[0029] (11)新增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用来声明用到的编程语言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的

人类语言；

[0030] (12)在编写的代码开头，使用步骤(11)中增加的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声明用到的

编程人类语言类型集合；

[0031] (13)在编译器对编写完成的代码作词法分析的阶段，解析到步骤(12)中的声明用

到的编程人类语言类型集合时，创建人类语言预编译指令指定的人类语言的编程语言关键

字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和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

合散列表中包含关键字字符串和关键字类型，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中包

含预编译指令字符串和预编译指令类型；

[0032] (14)在判断标识符是否为关键字时，先使用默认的标识符类型判断，若没有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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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标识符，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关键字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判断是否为关

键字，如果是关键字，则查询该关键字类型；

[0033] (15)对预编译指令类型判断时，先使用默认的预编译指令类型进行判断，若判断

失败，则查询步骤(13)中创建的编程语言预编译指令标识符集合散列表，并判断预编译指

令的类型；

[0034] 增加预编译指令__0__,该指令用来声明使用到的除英语外的编程人类语言类型

集合。例如1为中文。

[0035] #__0__1//声明使用中文编程语言关键字和预编译指令

[0036] #定义大小12345

[0037] 整方法1(){

[0038] 整甲＝10；

[0039] 整乙＝大小；

[0040] 整丙＝甲+乙；

[0041] 返回丙；

[0042] }

[0043] 该中文代码相当于英语代码:

[0044] #define大小12345

[0045] int方法1(){

[0046] int甲＝10；

[0047] int乙＝大小；

[0048] int丙＝甲+乙；

[0049] return丙；

[0050] }

[0051] (2)设置依赖的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的别名；

[0052] (21)新增别名定义关键字，用来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

[0053] (22)使用步骤(21)中的别名定义关键字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所述声

明名称的别名的内容包含别名名称、原始名名称和原始名名称的名称路径；

[0054] (23)当编程需要使用代码库接口时，包含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的名称

别名的代码；

[0055] (24)当编译器解析到步骤(22)中定义代码库接口声明名称的别名时，根据原始名

名称的名称路径，找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在原始名声明记录所属的声明上下

文内，查询出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的集合，为每一条以该原始名为名称的声明记录

用别名创建一条别名声明记录，别名声明记录使用别名作为名称，别名声明记录包含对应

的原始声明记录的引用，把新建的别名声明记录增加到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

[0056] (25)在编译器根据名称查询到声明记录时，先判断声明记录的类型，如果是别名

声明记录，则用别名声明记录对应的原始声明记录。

[0057] 一个声明原始名名称的名称路径是指在代码逻辑上，从全局作用域开始，到达这

个声明的路径，可以用树形图表示。例如：有代码:

[0058] const  int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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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struct  SS{int  a；int  b；}；

[0060] namesapce  NN{class  CC{int  a；int  b；}；

[0061] class  DD{void  f( )；void  f(int  i)；}；}

[0062] 这些代码的声明的名称路径的树状图如图1所示，

[0063] 声明记录是指在编译器内，编译器为每个声明创建的数据段，该数据段包含声明

名称，声明类型等内容。

[0064] 原始名名称所属的声明上下文指的是在编译器内，编译器对声明及声明路径树形

结构的表示。对于声明路径的根，用全局声明上下文表示，其他声明用树形结构中的节点表

示。以上的代码的声明记录在编译器内的树状图如图2所示。

[0065] 增加新关键字__1__，用来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

[0066] 调用以下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代码：

[0067] __1__甲＝A；

[0068] __1__乙＝SS；

[0069] __1__丁＝SS::a；

[0070] __1__戊＝SS::b；

[0071] __1__丙＝NN；

[0072] __1__己＝NN::CC；

[0073] __1__丁＝NN::CC::a；

[0074] __1__戊＝NN::CC::b；

[0075] __1__庚＝NN::DD；

[0076] __1__丑＝NN::DD::f；

[0077] 编译器内对声明记录的表示的树状图如图3所示。

[0078] 在包含定义声明名称的别名代码后，可以使用以下中文来调用这些声明：

[0079] #__0__1

[0080] 丙::己某；

[0081] 某.丁＝甲；

[0082] 某.戊＝甲；

[0083] 庚某2；

[0084] 某2.丑()；

[0085] 某2.丑(某.丁)；

[0086] 上面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

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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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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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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