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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於 MathML 並支援 LaTeX 輸入之數學討論版設

計 
 

黃皇男*    顏佩君†    王婕
�

摘    要 

本文將探討如何在建立以 MathML 標籤語言為基礎，並配合 LaTeX 語法輸入數學式之網路數學討

論版。其設計方法，首先建立 LaTeX 語法與 MathML 之間的轉譯機制；進一步將包含 LaTeX 語法編輯

的數學式在內的文章，利用討論版設計語言 PHP，將數學式的部分轉譯成 MathML 語言後，存入 MySQL
資料庫，最後透過 PHP+MySQL 產生 XML 檔輸出成網頁。透過此種討論版，人們可利用網際網路的快

速與方便，達成討論數學、交換心得的目的。未來系統的設計也將朝向結合圖形輸入介面，使不熟悉

LaTeX 的人也能輕鬆運用此類討論版。 
 
關鍵詞：MathML、LaTeX、XML、PHP、MySQL 

一、 簡    介 

設計支援數學符號顯示之討論版的想法，主要源於作者從事數學教學、研究工作當中，經

常與學生或研究領域相近學者的交流、討論的需要，但卻無法使用網際網路上的討論版來進行，

相當可惜。又由於支援 LaTeX 語法的數學排版軟體在學界廣泛流行，因此，便興起結合現有的

網際網路技術，來研製支援 LaTeX 語法輸入、線上呈現數學符號的討論版，促進數學在網路上

傳播。 

目前網路上所呈現包含數學式的文件，多以圖形的方式呈現數學式，不但無法表達數學式

的意義，而且需要使用相當大的磁碟空間。有鑑於此，Worldwide Web Consortium(萬維網聯盟，

簡稱 W3C)在 1998 年首次提出網路文件數學式子的表示法 Mathematical Markup Language(數學

標籤語言，簡稱 MathML)，最新的版本 MathML2.0 也在 2001 年 2 月發表了[1]。MathML 除了

能在如 IE、Mozilla[2,3]等瀏覽器顯示數學表示式，更重要的是它還記錄了數學符號的結構及意

義，詳細請參考專書[4]。 

但至今 MathML 仍無法廣為流傳，乃是因為他的語法繁複(其原始設計理念是為了能精確的

表達數學式，而非作為輸入數學式的語法)，為表達一小行的數學式子，往往就要寫上一大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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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ML Code，對於使用者而言耗時費力；相對的，LaTeX 語法就簡潔多了。我們可以從下面

的例子中很明顯的感受到： 

表一：LaTeX 與 MathML 語法比較 

LaTeX (x+y)^3 

MathML <msup> 

<mrow> 

<mf>(</mf> 

<mrow> 

<mi>x</mi> 

<mo>+</mo> 

<mn>y</mn> 

      </mrow> 

<mf>)</mf> 

</mrow> 

<mn>3</mn> 

</msup> 

 

雖然有這些缺點，如何在網路上利用 MathML 進行網際溝通、含數學式的文件展示、網路

計算的工具之研究也不段的進行，目前已經舉辦有兩次國際研討會[5]。 

為了解決 MathML 的輸入、顯示、排版的問題，國際上持續在發展相關軟體[6]，而 WC 為

了測試 MathML 的規格，另行發展了 Amaya[7]，它是一個瀏覽器也是一個編輯器，可編輯

MathML(還有 XHTML、SVG、CSS)文件；但還無法最到動態網頁，及線上數學討論，以及不

支援多國語言輸入與顯示功能。然而由 Design Science 所發展出的 WebEQ[8]，這是一套包含互

動數學的建構網頁工具，以及數學符號的圖形輸入介面 WebEQ Editor(可參考交大應數數學交

流網[9])；然而它是以外掛程式(Applet)的方式來處理數學式(MathML)的顯示，當開啟網頁的數

學式較多時，顯示速度慢，效果稍差。 

LaTeX 與 MathML 語法之間的轉換研究，國外學界有加拿大的 ORCCA 之 MathML 計畫[10]

在進行，而國內則有中興大學應數系的許昌旺老師。除此之外，尚有一些數學軟體廠商，如

Mathematica、Maple、IBM Techexplorer、WebEQ(Math Type)等，以及少許個人(如 itex2mml[11]、

tex4ht[12]、web editeur mathematique[13]、ttM[14]等)在進行，但較顯著的成果都屬於軟體公司

的財產，而非估開軟體。如 WebEQ 外，只有 itex2mml 被引進討論版，也是用外掛程式來進行

[15]。由於有這些 LaTeX 轉成 MathML 的軟體，以前所整理的大量 LaTeX 文件也可以轉譯成

MathML 再放在網路，進行分享。 

本文所探討的討論版的設計時，不希望採用外掛式的方式，來處理 LaTeX 和 MathML 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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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因此需先建立 LaTeX2MathML 的 parser 機制(即將 LaTeX 語法建成對應的樹狀結構，再將

此樹狀結構轉譯成 MathML)，並將此機制加入討論版的實作。由於目前網路上的討論版製作，

以採用 PHP[9]配合 MySQL[10]資料庫為主流，因此本系統也採取這兩者的搭配來實現。 

二、 系統架構 

本系統主要是架構在 Linux 作業系統之上，設計一個適合於 Web Sever 上的線上數學討

論版。我們使用 PHP 設計一個結合 MySQL 資料庫的討論版，以及 LaTeX to MathML 的轉譯程

式。使用者可以經由 PC 連上網際網路，開啟數學討論版網頁；並經由輸入 LaTeX，發表含有

數學符號、式子及方程式的文章，因而整個系統的架構如圖依所示，說明如下： 

1. 系統設計：存在於 Server 端的 WWW 網站(使用 PHP 語言編纂)。 

2. 系統元件： 

(1) PC 端使用的瀏覽器：IE、Netscape、Mozilla。 

(2) 網路討論版：使用 PHP 語言及 MySQL 資料庫設計。 

(3) LaTeX2MathML 轉換程式：使用 PHP 設計。 

 

 
圖一：系統整體架構 

三、 LaTeX 到 MathML 之轉譯機制 

有關 LaTeX 語法轉譯成 MathML 的語言，目前網路上的開放軟體多是採用兩種語法之直接

翻譯，並未進行分析。為了提昇程式效率與未來的擴充性，除了盡力 LaTeX 與 MathML 兩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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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對照表(轉入資料庫)、與法規那外，尚進行語法分析。此外，轉譯的步驟分成 LaTeX 的語

法數建立以及將之轉成 MathML 語法樹等兩大部分，主要程序包含接收輸入、分解與資料庫比

對、重組、輸出儲存等，如圖二所示，說明如下。 

3.1 LaTeX 語法樹建立 

LaTeX 語法樹的建立，依圖二解說如下： 

1. 依序判斷文字或數學式區段： 

 
圖二：轉譯處理程序圖 

 

LaTeX 檔

存於

MySQL 

…………. 

依序判斷

文字與 

數學式子 

發表或

回覆新

文章 
依是否需要

造 Tree 分段 造 Tree 結構

比對、轉譯為

MathML 

存於

MySQL

………..

產生

XML 

LaTeX 語法

輸入內容 

文字

數學式子
Yes

No 
MathML

Case 1. 分段封包：可使用串列(linked list)的觀念，依序放入，有兩種處理方式： 

(1) 當陣列的第一個元素非”$”或是”$$”時，則此陣列直到搜尋到”$”或”$$”即結束，最後

一 個 ”$” 或 ”$$” 不 存 入 陣 列 。 當 然 其 他 LaTeX 表 示 數 學 式 開 頭 的 符 號

如”\(,\[,\begin{equation},\begin{eqnarray*}”等也會一併判斷，以下例同。 

(2) 當陣列的第一個元素為”$”或是”$$”時，則此陣列直到搜尋到”$”或”$$”及結束，最後

一個”$”或”$$”存入陣列。 

Case 2. 判斷內容：依輸入內容之順序，將依序產生一個個新陣列，每產生一個新陣列，就開

始判斷內容並選擇下依程序的處理方法。 

(1) 當判斷陣列之最後一元素非”$”或”$$”時，即為前次分斷中的第一類情形，則可判斷

此陣列文文字陣列，可直接依序將整個陣列存於 MySQL 中。 

(2) 當判斷陣列之最後一元素為”$”或”$$”時，即為前次分段中的第二類情形，則可判斷

此陣列為數學式子陣列，可將此陣列去頭去尾再繼續轉譯為 MathML，即將此陣列去

掉第一個及最後一個元素”$”或”$$”再送至下一程序。 

2. 依序判斷封包是否需要造 Tree 結構後再執行轉譯，判斷情形如下：只有上列程序之第二類

陣列會送至此程序判斷： 

Case 1. 不需形成 Tree 結構，可直接轉譯者；當依序搜尋陣列，無任何刮號且開頭不是”\”符

號之函數表示式時，則可直接將此陣列送去 LaTeX2MathML 轉譯。但要注意的是，

若發現”\”則需比對符號表，判斷是否可直接找到與 MathML 對應之語法直接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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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無，則為 Case2。 

Case 2. 需先形成樹狀結構者：非 Case1 者，當依序搜尋陣列，發現任何刮號或是開頭為”\”

符號之函數表示式時，則依序採分段處理，即遇到需先形成 Tree 結構者才封包，並

呼叫程式形成 Tree 結構再進行轉譯。 

3. 形成 Tree 結構：只有上列程序中屬於 Case2 之部分封包陣列會到此程序： 

Case 1. 成對刮號形式：若搜尋得到之封包陣列為成對刮號者，及此段封包陣列之第一與最後

一個元素分別為各種形式之左刮極右刮，則屬此類，需先給於一封包標記，以利判斷

生成<mrow></mrow>將之涵蓋，例如：(2x+y)與[y+2(x+z)]兩個式子之封包標記如圖

三所示。 

 
(a) (2x+y) 

 
(b) [y+2(x-z)] 

圖三：數學式所對應之封包標記 

 

Case 2. 特定函數語法形式：若搜尋得到之封包陣列開頭為”\”，且經比對資料庫後得知緊接

著”\”的是特定的 LaTeX 函數語法，則需依照不同函數語法，產生不盡相同之樹狀結

構，如圖四所示： 

 

函數名稱 

封包變數 1 封包變數 2 封包變數 3 … 

… 封包標記 

[ + 2 …封包 ] y 

… 封包標記 

( - z ) x 

[ + 2 …封包 y ] 

( x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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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函數的封包標記 

 

例如：指數函數 、 與
ba

1n
n

∞

=
∑ 2(x y+ 之對應封包標記如圖五所示。 

一旦 LaTeX 的語法樹分析完後，逐一建立以串列資料型態儲存的樹狀結構，此種樹狀結構

如圖六所示。 

    

(a) ab                      (b)  ∑
∞

=1n
n

 
(c) (x+y)2

圖五：常見函數的封包標記 

 

 

指數封包 

…封包 2 

( x + y 

Σ 

) 

sub & sup 

指數封包 

n 底 a 次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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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LaTeX 語法樹之儲存結構 

 

3.2 翻譯為 MathML 

圖二所示的轉譯過程中的最後一個程序是轉成 MathML，這階段程序最重要的就是 LaTeX

語法與 MathML 語言之比對，系統會建立一個完整的資料庫來反應兩者之關係，以便能夠很快

速地為 LaTeX 語法找到與其對映的 MathML 語言，依語法性質的不同，這類比對表可分為三種，

分別是(1)刮號封包，(2)函數符號，(3)一般符號。說明如下： 

(1) 刮號封包：刮號封包比對表，放置成對刮號的 LaTeX 程式碼，當比對到此部分的資料，刮

號中的內容包含其他刮號符號在內，需先以<mrow>分段封包，進而再處理其封包內容。 

(2) 函數符號：函數符號比對表，放置各函數的基本語法對映，其各種基本語法均有不同要件。 

(3) 一般符號：至於一般符號比對表，則以 MathML 之分類法來區隔，為<mo>、<mi>、<mn>，

分別整理各 LaTeX 語法中可直接對映之內容。 

經由資料庫比對之後，即可形成完整的 MathML 語言。以前文引用的數學式(2x+y)為例，

其封包標記如圖三(a)所示，建成對映的 LaTeX 語法樹，轉成樹狀結構，在進行比對後，即可組

合成 MathML 語言的封包，如圖七所示。樹狀結構的處理，採由下層往上層，且由左而右的搜

尋掃瞄方式，進行重組 MathML 封包。 

<mrow>…</mrow> 

 

圖七：數學式(2x+y)所對應之 MathML 封包 

<mo>(</mo> <mn>2</mn> <mi>x</mi> <mo>+</mo> <mi>y</mi> <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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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實作 

以 LaTeX 語法轉譯成 MathML 語言的機制為基礎，利用 PHP 程式語言配合 MySQL 資料庫

討論版的進行實作，針對使用者輸入的文章，只要是數學式的部分，都會陸續依序送至此轉譯

機制處理，處理完畢後，再與原輸入的純文字部分結合，儲存至資料庫。為了方便未來系統發

展的需要，原輸入之 LaTeX 數學式，也以註解的方式併入 MathML 資料而同時儲存之。在使用

者瀏覽討論區時，這些儲存在資料庫中的資料，會被 PHP 程式取出，及時產生 xml，而送到使

用者端，由瀏覽器(IE, Netscape, Mozilla 等)顯示之。整個系統所需的程式如圖八所示，實作的

討論版稱為 Math Messenger，圖九則顯示實際瀏覽時，系統會出現的畫面、對話視窗與數學符

號的呈現型態。 

 
圖八：網路討論版程式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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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討論版首頁顯示討論區列表 

 
(b) 三角函數討論版文章列表 

 
(c) 三角函數討論版文章內容 

 
(d) 輸入 LaTeX 語法的數學式，回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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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回到討論版文章內容，觀看 XML 輸出結果。 

圖九：Math Messenger 討論版之圖示 

五、 結論與外來研究方向 

本文說明線上呈現數學表示法之討論版的設計方法，以及採用 PHP 語言實作。目前完成的

系統其功能以能夠呈現一般數學式，足供在網路進行線上討論使用。然而對於研究學者而言，

在使用此類討論版時，可能會有其他功能的需求，例如數學式之自動編號、一式多行、複雜矩

陣等，也將陸續加入，以使本系統能夠較完整的支援與數學相關之教學、研究、討論等。此外，

對於線上展示數學討論版的發展，未來的研究方向為： 

1 加掛圖形的顯示，甚至加入線上畫圖功能(如支援 SVG 標籤語言)，讓數學與圖形解說能相

輔相成。 

2 如同時下流行的 MSN Messenger 或 Yahoo Messenger 一般，設計數學即時通，以搭配一般

的即時通，使即時通不在只是單純的聊天工具，也能支援數學的即時討論。 

3 設計 MathML2LaTeX parser，將線上討論資料轉成一般文件，方便離線編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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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thML-based Bulletin Board System 
with LaTeX Syntax Input Support to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Huang-Nan Huang*    Pei-Jun Yan†    Chieh W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discussion bulletin board system (using PHP) will be presented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mathematical language. The input interface of our board can accept a LaTeX syntax 
(surely MathML Syntax) to input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Once the information with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is received, i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MathML (for data storage) according to our own 
LaTeX-to-MathML mechanism.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users with different browsers, our PHP program can 
pack the output into XML format with proper style sheets to be displayed via Internet Explorer (with 
MathPlayer) or Netscape (or Mozzila). Inorder to help the users of our system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LaTeX, a graphic user interface for input mathematics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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