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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DITA 1.3 引入了 scoped keys，是对 DITA 1.2 引入的 key 的扩展。简而言之，DITA 1.2 不允

许在一个 root map 下对同一个 key 有不同的定义。比如：你不可以把一个 product-name 

key 在某些 topics 下解析为 Widget 而在其他 topics 里面又解析为 Gadget。 

但是 DITA 1.3 中的 scoped keys 允许你这样做。Scoped keys 在一个 map 下某个定义的 key 

space 中有效。由 keyscope 属性定义的 key space 可以是整个 root map、某个 sub-map、

topichead 或 topicgroup、甚至是单个 topicref。一个 map 可以包括多个 key space。在多个

key space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同一个 key 在多个 key space 中都有定义，则每个定义

只在其所在的 key space 中有效。如果是嵌套的 key space，parent key space 中的定义的

key 适用于所有的 child key spaces。Root map 下某个 key 的定义必然覆盖 root map 的下级

对这个 key 的其他定义。 

本文不包括对 key 的功能的完整讨论。有关 DITA 1.2 中引入的 key 的完整描述，请查阅

oasis-open.org 上介绍 DITA keys 和 key spaces 的相关文章。 

以下章节首先简要讨论 DITA 1.2 中 key 的不足，然后解释 scoped keys 的几种不同的可能

配置，每种配置都会给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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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A 1.2 中 Key 的不足之处 

了解 DITA 1.2 中 key 的工作原理有助于理解 scoped keys 的重要性。Key 是一种间接寻址方

式，它指向 link target 的名称而非 link target 的位置。 

为了说明区别，考虑一个 conref，这是一个直接寻址的例子。 conref 如下： 

<p conref="myconrefstore.dita#conrefstore/para1"/> 

其中 conref 指向一个名为 myconrefstore.dita、id 为 conrefstore 的 topic。这个 conref 在该

topic 下明确指向一个 id 为 para1 的章节。不管这个 topic 所在的上下文如何，由于路径是

明确固定的，示例中的这一段始终解析为相同的内容。 

而间接寻址使用 key 如下例所示的形式： 

<p conkeyref="conrefstore/para1"/> 

其中 conkeyref 指向一个名为 conrefstore 的目标及其中 id 为 para1 的特定元素。 

Conrefstore 的值就定义在当前的上下文中：这个值可以来自于直接定义在 root map 下的

key 的定义，也可以来自于被 root map 引用的另一个不同的 map。 

这意味着一个 topic 可以根据上下文相关的 conrefstore key 的定义来包含不同的内容用于

不同的输出。 

DITA 1.2 引入的 keys 是在内容复用上的巨大进步，然而它也存在一个重大不足。在一个

root map 下，一个 key 只可以有一个值。这就不允许在一个 root map 下的两个 sub-map

内定义不同的 key 值。 

再举个例子。你要为一个含有多个模块的产品编写文档。你把每个模块对应的文档包含在

不同的 sub-map 里并用一个 root map 索引这些 sub-map 生成一个大的发布文本。其中有

一个 topic 在各个模块中都非常相似以至于你只要写一次就可以把它用在所有与产品模块

对应的 map 当中，这样就能最大化信息的复用。而出现的 topic 之间唯一的不同是模块的

名称。 

在 DITA 1.2 以前，你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ph module="widget">Widget</ph><ph module="gadget">Gadget</ph><ph 

module="doodad">Doodad</ph> 

一旦你了解到 DITA 1.2 中 key 的新功能后，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实例变成一个 key

以减少条件管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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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虽然本文的例子采用的是简单的 keyword keys，但是它们浅显易懂。总的来说，key

主要用在图片或链接替换、或是作为 conkeyref 的一部分指向上下文各异的 topic 的指针。

Scoped key 的原理适用于任何类型的 key 的定义。 

然后，你在每个对应的 sub-map 下定义一个与产品模块相应的 module-name key。你的

root map 下，Widget sub-map 首先被引用，其次是 Gadget sub-map，然后是 Doodad 

sub-map。你满以为用新的 keys 生成的输出文本会是 Widget sub-map 用的是模块名称

Widget，第二个 Gadget sub-map 用的是模块名称 Gadget，第三个 Doodad sub-map 用的是

模块名称 Doodad。那你一定会失望地发现三个 sub-map 下所有 topic 用的都是模块名称

Widget。这就是 DITA 1.2 中 key 的主要问题：在所有情况下，root map 中首先被定义的

key 在整个 root map 中高于一切。 

究竟什么是“首先被定义”呢？它在不同的情景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可以取决于

你面对的是一个 map 还是一个 root map 和它的 sub-maps，也可以取决于这些 key 是在

root map 中直接定义的还是在被索引的 map 中定义的。完整的解释过于冗长，如想了解

详细信息，请查看 OASIS DITA 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以下文章：

http://dita.xml.org/resource/dita-tc-faq-about-keys ，文章解释了处理机如何决定采用哪个

key 的定义。 

只有这种在一个 map 下只有一种定义的问题被解决了，key 的潜能才能在 DITA 文本写作

者和信息架构师手上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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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d Keys 
若要弥补 DITA 1.2 在 key 上的不足，则需在一个 map 中允许多次定义 key，而每个 key 的

定义仅在特定范围内有效。 DITA 1.3 据此引入了 scoped keys 的功能。 

一个 key scope 定义了自己的 key space。定义一个 key scope 的机制很简单。DITA 1.3 引入

一个称为 keyscope 的新属性把一个 map 中的某一“区间”设为一个 key scope。这一区间

可以是整个 root map、一个 sub-map、一个 mapref，一个 topichead、一个 topicgroup、甚

或是某个独立的 topicref。如以下 map 所示： 

<map keyscope="Keys1">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head navtitle="Section One" keyscope="Keys2"> 

        <keydef keys="location">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Milwaukee</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TopicA.dita"/> 

</topichead> 

<topicgroup keyscope="Key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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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def keys="section">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3C</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TopicB.dita"/> 

</topicgroup> 

    <topicref href="TopicC.dita" keyscope="Keys4"> 

       <keydef keys="bin-no">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8463</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mapref href="MapD.ditamap" keyscope="Keys5"> 

    <keydef keys="part-no">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AE483H5</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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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def> 

</mapref> 

</map> 

在这个 map 中，module-name key 定义在在 root map 下名为 Keys1 的 key space。 根据定

义，root map 总有一个隐性的 key space；没有必要为 root map 显式声明 key space。 根据

使用情景的不同，这样做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Location key 定义在 topichead 下名为 Keys2 的 key space 中。Section key 定义在 topicgroup

下名为 Key3 的 key space 中。Bin-no key 定义在 topicref 下名为 Keys4 的 key space 中。请

注意：在 topic 下是不可以定义 key 的，不过，key 可以在指向 topic 的某个 topicref 里定

义。 

最后，part-no key 定义在 mapref 下的名为 Keys5 的 key space。可见一个 key space 可以很

宽泛也可以很具体。 在 key space 中定义的 key 只能通过它的“无限定的”key name 在相

同的 key space 被引用。 一个 key space 实际上是某一组内容外围的“篱笆”。 其他内容

集不可以使用在这个“篱笆”内定义的 key，除非通过另一个新机制明确指示这样做，这

我们稍后将作介绍。 你可能猜到这个机制与“无限定”这个词有关。的确如此。 

对 Key 的定义默认只能在指定范围内有效这一事实使得文档内容创建者在复用 map 内不

同位置的 topic 时或在合并多个 map 组成单个发布文本时更加灵活。 在这一点上 scoped 

keys 可能仍然看起来有些抽象，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些在使用中的 scoped keys 的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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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的 key space 

并列的 key space（也就是那些始终不会重叠 key space）最直观地反应了 scope keys 的使

用方式。 

如前所述，你可以在一个 map 的不同层面下定义 key space。一个 key space 可以被定义的

最高层级是 root map 级。scoped keys 大约最常被应用在一个 root map 下包含多个

sub-map 的情况了。比如，你可能需要发布一个包含了一些小文本的文集。下面是一个

root map 引用两个 sub-map 的例子： 

<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mapref href="widget.ditamap"/> 

   <mapref href="gadget.ditamap"/> 

</map> 

Widget.ditamap 定义了一个名为 module-name 赋值为 Widget 的 key；并引用了一个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map> 

  <title>Using the Widget</title>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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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又包含一段指向 module-name key 的文字。 

<p>Now that you have integrated the <ph keyref="module-name">, many new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p> 

Likewise, the gadget.ditamap map defines the same key, module-name, with the value 

"Gadget." It also references the topic get-started.dita: 

而名为 gadget.ditamap 的 map 又给同名 key（module-name）赋予了 Gadget 的值并引用了

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map> 

   <title>Using the Gadget</title>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map> 

在 DITA1.2 中，这种情况会导致两个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中的 key 都被解析成 Widget。 

Note: Clearly, the processor must create two copies of get-started.dita to resolve the key to two 

different values, and this requirement is stated in the DITA 1.3 specification. The processor will 

likely name the copies based on its own algorithm (the specification does not outline 

requirements for this aspect of processing). If you need specific URIs for the copies, you can use 

the copy-to attribute to specify an appropriate URI for each reference to a topic. 

注意：显然，处理机必须生成 get-started.dita 的两个副本以便把这个 key 解析为两个不同

的值，而这一要求在 DITA1.3 规范中已有说明。该处理机将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算法为两个

副本命名（DITA1.3 中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如果你想为这些副本指定 URI，你可以

使用 copy-to 属性来为每个被引用的 topic 指定一个合适的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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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ding distinct key spaces to each sub-map using the new keyscope attribute, it's possible to 

specify that within the "widget" keyscope, which encompasses the widget.ditamap, the module-

name key should be defined as "widget." Within the "gadget" keyscope, which encompasses the 

gadget.ditamap, the module-name key should be resolved as "gadget." 

通过新的 keyscope 属性给每个 sub-map 添加不同的 key space，就可以规定：在名为

widget 的 keyscope 里（已包括 widget.ditamap）module-name key 应该被解析为 Widget；

在名为 gadget 的 keyscope 里（已包括 gadget.ditamap）module-name key 应该被解析为

Widget。 

<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mapref href="widget.ditamap" keyscope="widget"/> 

   <mapref href="gadget.ditamap" keyscope="gadget"/> 

</map> 

keyscope 属性可以保证： 

 每个 sub-map 中的所有 key 的定义仅在本 map 内适用 

 在 gadget.ditamap 里定义的 key 不会被 widget.ditamap 里定义的同名 key 覆盖掉，

反之亦然。 

如前所述，一个 key space 不一定非要是整个 map。将 keyscope 属性和 topichead、

topicgroup 元素一起使用也有助于不同层级的 key space 的定义。在下面的例子中，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被一个 root map 两次引用，一次包含在 topicgroup 中，一次包含

在 topichead 中： 

<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topicgroup keyscope="wi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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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group> 

    <topichead keyscope="gadget" navtitle="Using the Ga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head> 

</map> 

举一个用 copy-to 隐性属性为一个 topic 创建两个副本的例子。结果是第一次出现的

get-started.dita topic（或是在同一个 topicgroup 下的任一其他 topic）中的 module-name 

key 在输出时被解析为 Widget；第二次出现的 get-started.dita topic（或是在同一个

topicgroup 下的任一其他 topic）中的 module-name key 在输出时被解析为 Gadget。 

最后，一个 key space 可以是一个独立的 topic。下面这个场景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必要为一个发布文本创建多个 sub-map。只要通过 topichead 或

topicgroup 元素就可以在 map 内定义不同的 key space。这种情况下，key space 在 topicref

就可以定义。在这个例子中，同一个 map 用来发布包含 Widget 和 Gadget 的文本。信息架

构师不希望作者对 map 本身进行编辑（比如更改 key 的定义），所以一切都是一次设立而

输出则由 key 和条件属性共同管理。 

所以，topic get-started.dita 在 map 中出现两次，并随着 product 属性的不同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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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keyscope="widget" product="wi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keyscope="gadget" product="ga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map> 

这个 topic 包括以下段落： 

If you also choose to integrate the <ph keyref="module-name"/>, many more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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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应用在 Widget 的这个 topic 的 module-name key 应该被解析为 Gadget。这样这段话就输

出为：If you also choose to integrate the Gadget, many more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如果

有人把输出读成了 Widget，他们显然已经有了 Widget 但是仍然希望知道一个 Gadget。 

类似地；被应用在 Gadget 的这个 topic 的 module-name key 应该被解析为 Widget。这样这

段话就输出为：If you also choose to integrate the Widget, many more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如果有人把输出读成了 Gadget，他们显然已经有了 Gadget 但是仍然希望知道一个

Widget。 

Scoped keys 和 ditaval filtering 之间的互动 

下面这个例子举了个有趣的问题：scoped keys 和 ditaval filtering （DITA 1.3 引入的）之间

如何互动。不过本文不对这种互动进行详尽的讨论。比如下面这个从 DITA 1.3 规范中拿过

来的例子，简单地说，一个 map 分支指定两个 ditaval 文件导致生成一个 topic 的两个副本，

而每个副本根据对应的 ditaval 文件中设定的条件被过滤。 

<topicref href="productFeatures.dita" keys="features" keyscope="prodFeatures"> 

    <ditavalref href="novice.ditaval"/> 

    <ditavalref href="admin.ditaval"/> 

    <topicref href="newFeature.dita" keys="newThing"/> 

</topicref> 

在 ditavalref 处理之后，会为 productFeatures.dita 和 newFeature.dita 各生成两个副本，每

个根据各自的 ditaval filtering 有不同的内容。 

矛盾是假设有一个 topic 引用了 features key，productFeatures.dita 的哪个版本会成为目标。 

新的 ditavalref metadata 元素允许你把前缀或者后缀加到每个分支的资源或者 key scope 的

开头或结尾。根据相关 ditaval 的设定条件，这些前缀后缀为每个分支的副本创建了可预测

的资源名和 key scope。这些加了前缀或者后缀的 key space 的名称可以明确指向相应的

ditavalref 生成的 topic 的副本。 

更完整的解释可以在 OASIS 官网的 DITA1.3 规范中找到。 

现在，并列的 key space 中 key 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没有关系）已经说清楚了。下面来

谈谈更复杂的嵌套 key space 的例子。 

  



  OASIS 白皮书 
 

 

这是一份非标准工作产品，不受 OASIS 知识产权政策的相关专利条款的约束。 

 

嵌套的 key spaces 

嵌套的 key spaces 代表了一种更加复杂的 scoped keys 的应用。文档创建者和信息架构师有

必要掌握嵌套的 key spaces 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root map 被定义在名为 Keys1 的 key space 中；sub-map 被定义在名为

Keys2 的 key space 中；这个 sub-map 中，topicgroup 被定义在名为 Keys3 的 key space 中。 

<map keyscope="Keys1">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map keyscope="Keys2">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group keyscope="Keys3">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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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Doodad</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group> 

</map> 

</map> 

Keys1 以内，module-name key 被定义为 Widget；Keys2 以内，同样的 key 被定义为 Gadget；

Keys3 以内，这个 key 又被定义为 Doodad。 

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包含了段落 The <ph keyref="module-name"/> will give you years 

of reliable use.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 key 的定义最靠近 topicref 所以就凭直觉判断 module-name key 最终会

在输出时被解析为 Doodad。按逻辑可以认为这个 key 被首先解析为 Widget，然后当处理

机遇到了 Gadget 的定义后原有的定义被覆盖，之后当处理机遇到 Doodad 的定义后，刚被

更新的定义被再次改写。 

尽管合乎逻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 key 实际上被解析为 Widget。 

至于为什么，请记住虽然引入了 scoped keys，仍然要求反向兼容 DITA1.2 以保证 key 能像

DITA 1.2 时那样使用。DITA1.2 中，某个 key 在 root map 内做的第一次定义是全局有效的。

许多文档部门有大量的文档都基于这一原理开发，再去调整文档以适应 key 的新的解析方

式非常耗时耗力。在文本被大量复用的情况下，嵌套的（重叠的）key spaces 的文档结构

也是相当复杂的。 

请记住如果同一个 key 在父级和子级都有定义，取父级的 key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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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ey spaces 之间共用 key 

理论上有两种在 key spaces 之间共用 keys 的办法。第一种是简单地允许把高层级的 key 定

义“继承给”更低的层级（只要没有其他更低的层级）。这种做法在前面提到的 DITA1.3

的“嵌套的 key spaces” （如果相同的 key 在父级和子级都有定义，取父级的定义）和后

面的“使用继承的或备用的 key 定义”这两个章节中是没法实现的。第二种做法是在引用

一个 key 的时候明确地包含 key space 的名称，这种做法由 scoped key 帮助实现。以下的

章节讨论这两种做法。 

使用继承的或备用的 key 定义 

如果高层级的 key 定义优于低层级的 key 定义，那就没法使用继承或备用的 key 定义了。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用“备用”指代下面的情形： 

你在你的文档中大量使用 keys。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 root map，你也不确定哪些 keys

被使用了也不确定它们是否被正确地定义了，但是为了确保你的输出没有留空，你为所有

具有“备用”值的 keys 创建了一个”master keydef map”。你的目的是通过把这个 master 

keydef map 加入到 root map 让没有显式定义的 keys 可以从这个 master keydef map 取一个

备用值。Master keydef map 中的 key 值可以覆盖 root map 或者 sub-map 里相同 key 的其

他赋值。 

下面是个例子。 

Root map 中定义了名称为 trim 的 key，赋值为 TR。第二个 sub-map 定义了相同的 key 并

赋值为 XR。当然，可靠的 module-name key 在两个 sub-map 中都有定义。 

<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keydef keys="trim">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TR</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mapref href="widget.ditamap" keyscope="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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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keydef keys="version">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4.2</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mapref href="gadget.ditamap" keyscope="ga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keydef keys="trim"> 

    <topicmeta>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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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XR</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map> 

在第二个 sub-map 的 get-started.dita topic 内，有一段引用了 module-name key 和 trim key。 

<p>The <keyword keyref="module-name"/><keyword keyref="widget.trim"/> does everything 

but walk your dog.</p> 

这个例子中，trim key 的 TR 定义仅仅是个备用，它的 XR 定义（明确加到了那个引用 get-

started.dita topic 的 sub-map）是信息架构师曾想使用的。我们现在理解了父级或是最高级

的 trim key 的定义是优于后来的 key 定义，所以最后的发布版本采用的是 trim key 的 TR 定

义。 

在 key 引用（scope 限定）时使用 key space 的名称 

尽管你不能通过从父级 key space 继承 keys 的办法在 key spaces 之间共用 keys，你可以通

过明确指定 key space 的办法在并列的 key spaces 之间共用 keys。 

<map> 

    <title>Training Courses</title> 

    <mapref href="widget.ditamap" keyscope="wi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Wi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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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def keys="version">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4.2</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mapref href="gadget.ditamap" keyscope="gadget"/> 

          <keydef keys="module-name">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Gadget</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keydef keys="trim">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XR</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map> 

在这个例子中，get-started.dita topic 内有一段引用了 module-name key 和 vers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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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e <keyword keyref="module-name"/><keyword keyref="version"/> does everything but 

walk your dog.</p> 

当这个 map 被输出时，这个 version key 不会被解析。因为在 gadget key space 里面没有

version key 的定义。请记住在定义 gadget key space 的时候已经为第二个 sub-map 扎了 一

个“篱笆”，而“篱笆”里的所有 key 定义都不能跨出这个“篱笆”。默认情况下，

get-started.dita topic 引用的 version key 看不到 widget key space 里 version key 的定义。 

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一个 key space 在引用 key 的时候看到其他 key space 里面的 key

定义，那就是在引用 key 的时候包含 key space 的名称。 

<p>The <keyword keyref="module-name"/><keyword keyref="widget.version"/> does 

everything but walk your dog.</p> 

由于在引用 key 的时候包含了 key space 的名字 widget，处理机就可以定位 key space 和其

中的被引用的 key。这和包括链接路径以确保链接能定位到被引用的文件的做法十分相似。 

key space 的路径和一般文件路径一样可以是相对路径也可以是完整路径。看以下这个例子： 

<map> 

    <mapref keyscope="widget"> 

          <topichead keyscope="gadget"> 

                <topicgroup keyscope="doodad"> 

                      <keydef keys="trim"> 

                            <topicmeta> 

                                  <keywords> 

                                        <keyword>XR</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group> 

          </topichead> 

    </map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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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r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mapref> 

</map> 

在这个（不大可能的）例子中，root map 引用了两个 sub-map。第一个 sub-map 定义了

widget key space。在这个 map 中，topichead 上定义了一个名为 gadget 的 key space；而在

这个 topichead 内，topicgroup 上又定义了一个名为 doodad 的嵌套的 key space；在

doodad key space 里面又定义了 trim key。 

在第二个 sub-map 里，名为 get-started.dita 的 topic 包含了一段引用了 trim key 的文字。 

<p>The <keyword keyref="widget.gadget.doodad.trim"/> line of tools offers the best value.</p> 

请注意在引用这个 key 的时候包括了 doodad key space 的完整路径。单单包括 doodad.trim

是不够的，因为 doodad key space 并不是 map 里的最高层级而是嵌套在其他的 key space

中。所以，你必须从共用的父级一直写到所在的 key space。 

在父级 scope 和子级 scope 解析复用的 keys 

有关复用 keys，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子。请看下面这个 map： 

<map> 

      <topicgroup keyscope="widget"> 

            <keydef key="intro"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group> 

      <keydef key="widget.intro" href="welcome.dita"/> 

</map> 

这里，看上去这个 key 有点模棱两可：intro key 和 widget.intro key 在这个场景下指的是一

回事但是却指向两个不同的 topic。而事实上，这里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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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子级 scope 中发生的合格的 scoped keys（scope-qualified keys）同样会在父级

scope 发生。也就是说，一个在子级 scope 定义过的合格的 key 可以覆盖后继的父级 scope

中同名 key 的定义。对于上面这个例子来说，在 topicgroup（子级 scope）中定义的 intro 

key 也会被代入 root map 的 topicgroup 内，即 widget.intro key 的定义之前。 

这个 map 实际就变成了： 

<map> 

      <keydef key="widget.intro"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group keyscope="widget"> 

            <keydef key="intro"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group> 

      <keydef key="widget.intro" href="welcome.dita"/> 

</map> 

由于“首先”定义的 key 总是胜出，那么很明显在这个结构中 widget.intro key 会被解析为

get-started.dita。 

重用对于已命名 key spaces 的含义 

当重用一个引用了 key 并指明了相应的 key space 的 topic 时，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这并

不奇怪。再举一个不大可能出现的含有 get-started.dita topic 的例子：widget key space 嵌

套了 gadget key space，而后者又嵌套了 doodad key space，doodad 又定义了一个 trim key。

这种情况下，设置 key space 层级并建立一个嵌套的 trim key 的定义是可行的。不过，这

种结构对于解析 key 来说显得过于复杂以致难以复现，更不用说多个层级含有多个 key 的

情况了。 

如果你不想创建多层级的 key space，你可以在被重用的 topic 里定义 key 时使用完整的

scope 名称（fully scope qualified）。比如，为了重用一个没有命名 key space 的简单 map

下的 get-started.dita，把 key 的名称定义为 widget.gadget.doodad.trim。 

<map> 

    <keydef keys="widget.gadget.doodad.trim"> 

          <topicmeta>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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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XR</keyword> 

                </keywords> 

          </topicmeta> 

    </keydef> 

    <topicref href="get-started.dita"/> 

    <topicref href="instructions.dita"/> 

    <topicref href="error-codes.dita"/> 

</map> 

如此定义一个 key 使得重用某些 topics 变得容易，而这些 topics 往往引用了名字中包含

key space 的 keys。然而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一个首要问题：一个 topic 是否引用了 key。

这一需求并不是只是对 scoped keys 或 DITA1.3。工具供应商还是开发不了帮助文档创建者

在文档中识别 keys；信息架构师仍未找到 key 的最佳使用方法。 

要不要命名 root map key space？ 

如前所述，所有 root map 都含有一个隐式的 key space，所以没有必要明确为其命名。比

如，下面这个 map 引用了两个 sub-map，这两个 sub-map 都在被引用时定义了自己的 key 

space： 

<map> 

      <mapref keyscope="Keys1" href="map1.ditamap"/> 

      <mapref keyscope="Keys2" href="map2.ditamap"/> 

</map> 

创建这个 map 的信息架构师并不能进入 map1.ditamap，他仅仅知道它在这次发布文档中

是 root map 的一个 sub-map。 

我们可以看到 map1.ditamap 已经定义它自己的 key space，不幸的是这个 space 的名称是

Keys2。 

<map keyscope="Keys2"> 

...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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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含有 Keys2 key space 的 key 会解析为 map1.ditamap 而非 map2.ditamap。这并不是

马上能看出来原因的，所以会造成困惑。相似地，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信息架构

师在引用 map 的同时定义了一个 Keys2 key space。比如： 

<map> 

      <mapref href="map1.ditamap" keyscope="Keys2"/> 

      <mapref href="map2.ditamap"/> 

</map> 

而 map1.ditamap 在自己的 map 内定义了一个名为 Keys3 的 key space。 

<map keyscope="Keys3"> 

... 

</map> 

简而言之，避免造成 key space 的双重定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千万不要在 map 内定义 key 

space 而只在引用 map 的时候定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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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本链接 

有关 scoped keys 最后一个需要讨论的用例是：跨文本链接。 

DITA 文档创建者和信息架构师长期致力于寻找一种跨文档链接的稳定机制。比如一个公司

通过创建两个 map 生成了两个互为独立的帮助系统。很多情况下，你需要在一个帮助系

统中提供到另一个帮助系统的链接。许多文档部门对此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

DITA 并没有为此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而 scoped keys 引入了这一机制。请看下面这个简单的场景。 

widget.ditamap 为产品 Widget 生成一个帮助系统。Widget.ditamap 包括一些 topicref 元素

（其中一个指向 get-started-widget.dita），也引用了 gadget.ditamap （gadget.ditamap 用于

产品 Gadget 的帮助系统）。请注意，gadget.ditamap 是作为平级 map（peer map）被引用

的，而且它为自己定义了一个名为 gadget 的 key space。 

<map> 

      <title>Widget Online Help</title> 

      <mapref href="gadget.ditamap" scope="peer" keyscope="gadget"/> 

      <topicref href="get-started-widget.dita"/> 

</map> 

gadget.ditamap 包含了一些 topicref 元素并把名为 integgadget 的 key 定义为 topic 

integrating-gadget.dita。 

<map> 

      <title>Gadget Online Help</title> 

      <keydef keys="integ-gadget" href="integrating-gadget.dita"/> 

</map> 

这个例子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 topic get-started-widget.dita。通过引用 integ-gadget key，

我们在这个 topic 内加入了一个指向 integrating-gadget.dita topic 的链接： 

<concept id="getstartwidget"> 

      <title>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Widget</title> 

      <con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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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f you choose to <xref keyref="gadget.integ-gadget">integrate the Gadget 

           module</xref>, many more options will be available to you.</p> 

      </conbody> 

</concept> 

由于 gadget.ditamap 已经定义了这个 key 和名为 gadget 的 key space，ingetrating-

gadget.dita topic 也就有了这个 key 的定义。然后处理机就可以把这个 xref 解析为<xref 

href="[some path]/integratinggadget.dita"/>，也“可能”将其解析为一个有效的超链接。 

强调这个“可能”是非常必要的。DITA1.3 规范并没有规定处理机如何生成跨文本的链接。

照理说，一个处理机应该生成有效连接，而把具体实现留给 DITA Open Toolkit 和其他工具

供应商。DITA1.3 规范仅仅提出了实现跨文本链接这一机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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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d keys 摘要 

以下是有关 scoped keys 的摘要： 

 DITA1.3 允许在单个 root map 内赋予同一个 key 多重值：通过 keyscope 属性实现。 

 你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定义 key space。它可以是整个 root map、也可以是某个 sub-

map、或是某个 topichead、topicgroup、甚至是 topicref。 

 某个 key space 中定义的非限定名的 key 只在该 key space 中有效。 

 嵌套的 key spaces 中，位于最高层级的 key 定义覆盖其他 key 定义。 

 通过在 keyref 中包含 key space 的名称（scope 限定），某个 key space 下引用的

key 可以采用其他 key space 下的 key 定义。 

 scoped keys 会使重用变得更加复杂。 

 scoped keys 包含了跨文本链接的机制。 

 跨文本链接机制由处理机和有关工具负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