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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對人及電腦來說，是描述計算過程的記號。如我們所知，這個世界依賴程式語言，

因為在所有電腦上執行的所有軟體都是用某種程式語言編寫的。但是，在程式可以執行之前，它

首先需要翻譯成能夠被電腦執行的形式。 

完成這項翻譯工作的軟體系統稱為編譯器（compiler）。 

本書介紹的是設計和實作編譯器的方法。我們將探索用於構建多種語言和機器翻譯器的一些

基本想法。編譯器設計的原理和技術還可以用於編譯器設計之外的眾多領域。因此，這些原理和

技術通常會在電腦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中多次用到。研究編譯器的編寫將涉及程式語言、電腦系統

架構、形式語言理論、演算法和軟體工程。 

在本章中，我們將介紹語言翻譯器的不同形式，在高層次上概述典型編譯器的結構，並討論

程式語言和硬體結構的發展趨勢。這些趨勢將影響編譯器的形式。我們還將介紹關於編譯器設計

和電腦科學理論的關係，並說明編譯技術在編譯領域之外的應用。最後，我們將簡單論述研究編

譯器需要用到的重要程式語言概念。 

1.1 語言處理器 
簡單地說，編譯器就是程式，它可以讀取某一種語言（原始語言, source language）編寫的

程式，然後將程式翻譯成等同於另一種語言（目的語言）編寫的程式；參見圖 1.1。編譯器的重要
任務之一是回報它在翻譯過程發現的原始程式的錯誤。 

 

圖 1.1 編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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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程式是可執行的機器語言程式，那麼它就可以讓使用者呼叫，處理輸入並產生輸出。

參見圖 1.2。 

 

圖 1.2 執行目的程式 

直譯器（interpreter）是另一種常見的語言處理器。它並非以翻譯的方式產生目的程式。從使
用者的角度看，直譯器直接利用使用者提供的輸入來執行原始程式指定的操作。參見圖 1.3。 

 

圖 1.3 直譯器 

在把輸入對映成輸出的過程中，編譯器產生的機器語言目的程式通常比直譯器快很多。然而，

直譯器的找出錯誤的效果通常比編譯器更好，因為它逐句執行來原始程式。 

範例 1.1 Java語言處理器結合了編譯和解譯，如圖 1.4所示。Java原始程式首先編譯成稱為

bytecode的中間碼形式，然後由虛擬機器解譯、執行得到的 bytecode。這樣安排的好處之一，
是可以透過網路，讓某一台機器上編譯得到的 bytecode，在另一台機器上解譯執行。 

 

圖 1.4 混合編譯器 

為了更快地完成輸入到輸出的處理，有些稱為即時（just in time）編譯器的 Java編譯器在程式
處理的前一刻先把 bytecode翻譯成為機器語言，然後再執行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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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5所示，除了編譯器之外，建立可執行目的程式還需要一些其他程式。原始程式可能分
割成為多個模組，並存放於獨立的檔案中。把原始程式聚合在一起的任務有時會由稱為前置處理

器（preprocessor）的程式獨立完成。前置處理器還負責把那些稱為巨集的縮寫形式轉換為原始語
言的述句。 

 

圖 1.5 語言處理系統 

然後，將經過前置處理的原始程式作為輸入傳給編譯器。編譯器可能產生組合語言程式作為

其輸出，因為組合語言比較容易輸出和除錯。接著，這個組合語言程式由稱為組譯器（assembler）
的程式進行處理，並產生可重定的機器碼。 

大型程式經常被分成多個部分進行編譯，因此，可重定的機器碼有必要和其他可重定目的檔

以及程式庫檔案連結，形成真正在機器上執行的程式碼。檔案中的程式碼可能指向另一個檔案中

的位置，而連結器（linker）能夠解決外部記憶體位址的問題。最後，載入器（loader）把所有的
可執行目的檔放到記憶體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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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練習 
 練習 1.1.1 .  

編譯器和直譯器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練習 1.1.2 .  

編譯器相對於直譯器的優點是什麼？直譯器相對於編譯器的優點是什麼？ 

 練習 1.1.3 .  

在語言處理系統中，編譯器產生組合語言而不是機器語言的好處是什麼？ 

 練習 1.1.4 .  

把高階語言翻譯成另一種高階語言的編譯器稱為來源到來源（source-to-source）的翻譯器。編譯
器使用 C語言作為目的語言有什麼好處？ 

 練習 1.1.5 .  

描述組譯器所要完成的任務。 

1.2 編譯器的結構 
到現在為止，我們把編譯器看作黑盒子，它能夠把原始程式對映為在語意上相等的目的程

式。如果把這個盒子稍微打開一點，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對映過程由兩個部分組成：分析部分和生

成部分。 

分析（analysis）部分把原始程式分解成為多個組成要素，並在這些要素之上加上語法結構。
然後，它使用這個結構來建立該原始程式的中間表述。如果分析部分檢查出原始程式沒有按照正

確的語法構成，或者語意上不一致，它就必須提供有用的資訊，使得使用者可以按此進行改正。

分析部分還會收集有關原始程式的資訊，並把資訊存放在稱為符號表（symbol table）的資料結構
中。符號表將和中間表述一起傳送給生成部分。 

生成（synthesis）部分根據中間表述和符號表中的資訊來建構使用者期待的目的程式。分析部
分經常稱為編譯器的前端（front end），而生成部分稱為後端（back end）。 

如果我們更加詳細地研究編譯過程，會發現它依序執行了一組步驟（phase）。每個步驟把原
始程式轉換成另一種表示方式。典型編譯程序的步驟如圖 1.6所示。實際上，多個步驟可能組合在
一起，而步驟之間的中途表述不需要明確建構。存放整個原始程式資訊的符號表可由編譯器的各

個步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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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編譯器在前端和後端之間具有與機器無關的最佳化步驟。這個最佳化步驟的目的是在中

間表述進行轉換，以便後端程式能夠產生更好的目的程式。如果基於未經過此最佳化步驟的中間

表述來產生程式碼，程式碼的品質會受到影響。因為最佳化是可選擇的，所以圖 1.6所示的兩個最
佳化步驟之一可以省略。 

 

圖 1.6 編譯器的各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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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詞彙分析 
編譯器的第一個步驟稱為詞彙分析（lexical analysis）或掃描（scanning）。詞彙分析器讀入

組成原始程式的字元串流，並且將它們組織成有意義的詞素（lexeme）的順序。對於每個詞素，
詞彙分析器產生如下形式的詞彙單位（token）作為輸出： 

 〈token-name, attribute-value〉 

這個詞彙單位傳給下個步驟，即語法分析。在這個詞彙單位中，第一個部分 token-name是由語法
分析步驟使用的抽象符號，而第二個部分 attribute-value 指向符號表中關於這個詞彙單位的條目
（entry）。符號表條目的資訊會由語意分析和程式碼產生步驟使用。 

例如，假設原始程式包含如下的指定述句： 

 position = initial + rate  60 （1.1） 

這個指定述句中的字元可以組合成如下詞素，並對映成如下詞彙單位。這些詞彙單位將傳給

語法分析階段： 

(1) position是詞素，被對映成詞彙單位〈id, 1〉，其中 id是抽象符號識別字（identifier）的縮
寫，而 1指向符號表中 position對應的條目。識別字對應的符號表條目存放該識別字有關的

資訊，例如它的名稱和類型。 

(2) 指定符號 = 是對映成詞彙單位〈=〉的詞素。因為這個詞彙單位不需要屬性值，所以我們省略
了第二個部分。也可以使用 assign 這樣的抽象符號作為詞彙單位的名稱，但是為了標記上的
方便，我們選擇使用詞素本身作為抽象符號的名稱。 

(3) initial是對映成詞彙單位〈id, 2〉的詞素，其中 2指向 initial對應的符號表條目。 

(4) + 是對映成詞彙單位〈+〉的詞素。 

(5) rate是對映成詞彙單位〈id, 3〉的詞素，其中 3指向 rate對應的符號表條目。 

(6)  是對映成詞彙單位〈 〉的詞素。 

(7) 60是對映成詞彙單位〈60〉的詞素 1 。 

分隔詞素的空格會被詞彙分析器忽略掉。 

                                                           

 從技術上講，我們應該為詞彙單位 60建立形如〈number, 4〉的詞彙單位，其中 4指向符號表中對應到整數
60的條目。但是我們要到第 2章才討論數字的詞彙單位。第 3章將討論建立詞彙分析器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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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指定述句的翻譯 

圖 1.7是經過詞彙分析之後，指定述句 1.1表示成如下的詞彙單位： 

 〈id, 1〉 〈=〉 〈id, 2〉 〈+〉 〈id, 3〉 〈 〉 〈60〉 （1.2） 

在此述句，詞彙單位名稱 =、+和 分別是表示指定、加法運算子、乘法運算子的抽象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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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語法分析 
編譯器的第 2個步驟稱為語法分析（syntax  analysis）或解析（parsing）。語法分析器使用由

詞法分析器產生的各個詞彙單位的第一個部分來建立樹狀的中間表述。該中間表述提供了詞彙分

析產生的詞彙單位串流的語法結構。常用的表示方法是語法樹（syntax  tree），樹中的每個內部節
點表示運算，而該節點的子節點表示該運算的參數。在圖 1.7 中，詞彙單位串流（1.2）對應的語
法樹顯示為語法分析器的輸出。 

這棵樹顯示了指定述句 

 position = initial + rate  60 

中各個運算的執行順序。這棵樹有標號為  的內部節點，<id, 3>是它的左子節點，整數 60是它的
右子節點。節點<id, 3>表示識別字 rate。標號為  的節點指明了我們必須首先把 rate的值乘上

60。標號為 + 的節點表明我們必須把相乘的結果加上 initial的值。這棵樹的根節點的標號為 =，
它表明我們必須把相加的結果儲存到識別字 position對應的位置。這個運算順序和一般的算術規

則相同，即乘法的優先順序高於加法，因此乘法應該在加法之前計算。 

編譯器的後續步驟使用這個語法結構來幫助分析原始程式，並產生目的程式。在第 4 章，我
們將使用上下文無關的文法（context-free grammar）來描述程式語言的語法結構，並討論自動為
某些類型的語法建構高效率語法分析器的演算法。在第 2 章和第 5 章，我們將看到，語法指導
（syntax-directed）的定義將有助於描述程式語言結構的翻譯。 

1.2.3 語意分析 
語意分析器（semantic  analyzer）使用語法樹和符號表中的資訊來檢查原始程式是否和語言定

義的語意一致。它同時也收集型別資訊，並把這些資訊存放在語法樹或符號表中，以便在隨後的

中間程式碼產生過程中使用。語意分析的重要部分是型別檢查（type  checking）。編譯器檢查每
個運算子是否具有一致的運算元。例如，很多程式語言的定義要求陣列的索引必須是整數。如果

用浮點數作為陣列索引，編譯器就必須回報錯誤。 

程式語言可能允許某些型別轉換，這稱為自動型別轉換（coercion）。例如，二元算術運算子
可以應用在一對整數或者一對浮點數，如果這個運算子應用於浮點數和整數，那麼編譯器可以把

該整數轉換（或者說自動型別轉換）成浮點數。 

圖 1.7中顯示了這樣的自動型別轉換。假設 position、initial 和 rate 已宣告為浮點數型

別，而詞素 60本身形成整數。圖 1.7中的語意分析器的型別檢查程式發現運算子  用於浮點數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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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數 60。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整數可以轉換成浮點數。請注意，在圖 1.7 中，語意分析器的輸
出有運算子 inttofloat 的額外節點。inttofloat 明確地把它的整數參數轉換為浮點數。型別檢查和
語意分析將在第 6章討論。 

1.2.4 中間碼產生 
在把原始程式翻譯成目的碼的過程中，編譯器可能建構出一個或多個中間表述。這些中間表

述可以有多種形式。語法樹是一種中間表述形式，它們通常用在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 

在原始程式的語法分析和語意分析完成之後，很多編譯器產生明確的低階或類機器語言的中

間表述。我們可以把這些視為某個抽象機器的程式。這些中間表述應該具有兩個重要的性質：它

應該易於產生，且能輕鬆地翻譯為目的機器的語言。 

在第 6章，我們將考慮一種稱為三位址碼（three-address code）的中間表述形式。這種中間表
述由一組類似於組合語言的指令組成，每個指令具有三個運算元。每個運算元都像暫存器。圖 1.7
中的中間碼產生器的輸出，是如下的三位址程式碼序列： 

t1 = inttofloat(60) 

t2 = id3  t1 

t3 = id2 + t2 

id1 = t3  （1.3） 

關於三位址指令，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首先，每個三位址指令的右方最多只有一個運算子。

因此這些指令確定了運算完成的順序。在原始程式 1.1中，乘法應該在加法之前完成。第二，編譯
器應該產生臨時名稱以存放三位址指令計算得到的值。第三，有些三位址指令的運算元少於三個

（例如上面 1.3中的第一個和最後指令）。 

在第 6 章，我們將討論在不同編譯器用到的主要中間表述形式。第 5 章將介紹語法指導翻譯
技術。而這些技術在第 6 别章用於處理典型的程式語言建構，以檢查型 和產生中間碼。這些程式

語言的建構包括：運算式、控制流程建構和程序呼叫。 

1.2.5 程式碼最佳化 
機器無關的程式碼最佳化步驟試圖改進中間碼，以便產生更好的目的碼。「更好」通常意味

著更快，但是也可能會有其他目標，如更短或耗用資源更少的目的碼。例如，簡單直接的演算法

會產生中間碼（1.3），每個運算都使用來自語意分析器的樹狀表示法中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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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單的中間碼產生演算法，然後再進行程式碼最佳化步驟，是產生優質目的碼的合理方

法。最佳化器（optimizer）可以得出結論：把 60從整數轉換為浮點數的運算，可以在編譯時一勞
永逸地完成。因此，用浮點數 60.0來替代整數 60，就可以消除相應的 inttofloat運算。而且，僅
使用一次 t3，用來把它的值傳遞給 id1。因此，最佳化器可以把（1.3）轉換為更短的指令序列（1.4）。 

t1 = id3  60.0 

id1= id2 + t1  （1.4） 

不同編譯器所做的程式碼最佳化工作量相差非常大。那些最佳化工作做得最多的編譯器，即

所謂的「最佳化編譯器」，會在最佳化階段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有些簡單的最佳化方法可以大幅

提高目的程式的執行效率，而不會降低太多編譯的速度。從第 8 章開始，我們將詳細討論機器無
關和機器相關的最佳化。 

1.2.6 程式碼產生 
程式碼產生器以原始程式的中間表述形式作為輸入，並把它對映到目的語言。如果目的語言

是機器碼，那麼就必須為程式使用的每個變數選擇暫存器或記憶體位址。然後，將中間指令翻譯

成能夠完成相同任務的機器指令序列。產生程式碼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合理配置暫存器以存放變

數的值。例如，使用暫存器 R1和 R2，（1.4）的中間碼可以翻譯成如下的機器碼： 

LDF R2, id3 

MULF R2, R2, #60.0 

LDF R1, id2   

ADDF R1, R1, R2 

STF id1, R1  （1.5） 

每個指令的第一個運算元指定了目的位址。各個指令中的 F 告訴我們它處理的是浮點數。程
式碼（1.5）把位址 id3中的內容載入暫存器 R2，然後將其與浮點常數 60.0相乘。井號“#”表示
60.0應該視為直接常數。第三個指令把 id2移到暫存器 R1，而第四個指令把前面計算得到並存放

在 R2的值加到 R1。最後，暫存器 R1的值存放到 id1的位址。這樣，這些程式碼即正確實作了指

定述句（1.1）。第 8章會討論程式碼產生。 

上面對程式碼產生的討論忽略了原始程式識別字的儲存配置，這是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將在

第 7 章看到，執行階段的儲存方式與編譯的語言關係密切。編譯器在中間碼產生或程式碼產生階
段，會做出有關儲存配置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