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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QPlugins 是一个由  QDAC 开发组出品的一个通用跨平台插件引擎，作者  swish ( QQ: 

109867294)。 

 

其目录结构如下： 

 

 

它自带几个 DEMO：  

 

DEMO 目录 说明 

BPLForm 演示如何调用 BPL 包里的窗体 

DelayLoad 演示延时载入插件，即在需要时才载入插件并调用其中提供的服务。 

Docks 演示插件中的窗体如何停靠(Dock)到指定的控件中 

FMX 演示了跨平台插件使用，主要是把服务作为插件的概念（TQService） 

FormServiv 演示了 IformSvice 接口的功能，方便插件窗体的融合使用 

MultiService 演示了如何通过多个服务来处理某个问题，提供服务的冗余保证。 

Notify 演示了 QPlugins 的通知功能 

Params 演示了插件之间的参数传递 

 

 

 



二、DEMO 分析 

为顺利使用DEMO程序，请使用 XE8 或 以上版本的 Delphi. 笔者使用的是 DX10（即 seattle） 

 

 BPLForm 示例 

先研究 BPLFrom 示例，是因为我们使用插件框架，一般的出发点或主要用途是调用 BPL 或

DLL 中的窗体或其他对象，这个演示程序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的直观要求。 

 

1、 打开 multiinstance.groupproj 工程组文件 

  
2、 全部编译试运行 

 

非常完美！ 

 

下面进入示例程序源代码，看它是如何使用 Qplugins 框架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一）分析宿主程序 

首先，我们查看主程序 dockhost.exe 的主窗体单元代码 hostmain.pas： 

 

1．需要引用的插件框架单元 

 

 

可以看到，它只引用了三个单元（QPlugins, qplugins.loader.lib, QPlugins.Vcl.messages），就为

程序添加了强大的插件功能。 

 

2. 插件管理器 

接着看窗体的 onCreate 事件处理程序：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插件管理器（PluginsManager）这个重要对象，以及插件载入器的不同

类别（这里分别出现了 TQDLLLoader 和 TQBPLLoader，分别用于载入 DLL 和 BPL 插件）。 

 

当调用 PluginsManager.Start 后，插件就被载入，随时可以提供服务了。 

 

 

3. 调用插件中的服务 

 

我们接着查看按钮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通过 PluginsManager.ByPath('Services/Docks/Frame') as IDockableControl 这

样的方式，获取了对指定名字的服务的访问。如上述代码获取对名为 'Services/Docks/Frame'

的服务的访问。 

这个服务主要是返回一个可停靠（DOCK）的插件窗体，它具有 IDockableControl 接口，我们

把它转型为 IDockableControl 类型，并赋值给 ACtrl 接口变量。 

 

继续跟踪分析 IDockableControl 接口，非常简单，它只有两个方法： 

 

 

其中的 DockTo 方法，可以使实现这个方法的插件对象（即服务）停靠(Dock)到 AHandle 参

数指定的控件上。HostSizeChanged 过程则是当主窗体大小更改时，使插件窗体能够得到通

知并相应改变自身的位置和大小。 

 

这个按钮过程中，还有一个 ATabSheet 变量，它不是普通的 TTabSheet 对象，而是继承了 

TTabSheet，并添加了一个 DockedControl 属性，变成了 TDockHostPage 对象。 

 

 
 

其中的 DockedControl 属性是 IDockableControl 接口类型的，正好兼容于前面通过

PluginsManager.ByPath 方法得到的 ACtrl 变量，所以在 ATabSheet.DockedControl := ACtrl 赋值

时，就会调用 TDockHostPage 的 SetDockedControl 方法： 

 



  

 

这里的参数 Value 其实就是传入的 ACtrl，也就是插件里提供的服务（也就是窗体）接口，所

以 Value.DockTo 的实际执行动作，是在插件里实现的。 

 

 

（二）分析插件程序 

 

我们分析其中的 DLL 插件程序 dockdll.dll 工程，因为它提供的插件窗口比较好看 

 
打开 fmdock.pas 源码，先查看它引用了那些插件框架单元 

 

 
其中 QString 虽然不是框架必须的单元，但也是 QDAC 项目里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单元，有空

可以去看看，目前暂不分析它。 



 

 

我们在分析主程序源码时提到，插件窗体是作为服务接口返回的，而且接口类型是

IDockableControl，那么这个窗体单元里也应该有对象实现这个接口，而且应该有同样的接口

GUID。 

 
 

我们果然在这个单元里发现了 IDockableControl 的声明，而且无论是 GUID 还是方法定义都

是与主程序中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 

 

接着，我们分析这个 DLL 窗体是如何提供服务给插件框架，并可以被主程序调用的。这将涉

及窗体单元中 TDockableService、TDockInstanceService 两个类的定义，以及在单元初始化环

节对 RegisterServices 和 UnregisterServices 这两个插件框架提供的核心方法的调用。 

 

1. TDockableService 类 

 

我们看到，它继承自 TQService，而 TQService 是插件框架服务的基类，目前我们只要知道所

有插件服务都是从这个基类扩展（继承）而来的就够了。同时，它还实现了 IDockableControl

接口，也就是说比 TQService 基类多了 2 个接口方法。它还有一个 FForm 的私有变量，用于

保存实际的插件窗体的对象指针。 

 

当主程序通过插件框架的 Pluginsmanager.ByPath 获取对 TDockableService 对象服务接口的访



问，并通过接口调用 DockTo 时，执行了以下操作： 

 

 

可以看到，此时才真正创建了插件窗体类的实例，并设置窗体边框等属性，显示后，再通过

HotSizeChanged 过程调整其大小。 

 

 

 

那么，这里定义的 TDockableService 对象，是如何可以被插件框架通过名称来访问的呢？这

就需要向插件框架注册服务。 

 

在单元初始化时，调用 RegisterServices 函数，向框架注册插件，第一个参数是插件所在的父

路径，个人理解是便于插件分类管理。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插件服务对象实例，这个实例需要好好分析一下（我自己需要好好理解一

下）： 

 

 

看起来只有一个 GetInstance 方法，覆盖了其父类的方法: 



 

其中 NewID 是 Qstring 单元提供的函数，功能是生成一个 TGUID 唯一标识。 

 

 

其在注册时调用的 Create 方法是其父类 TQService 的方法， 

 

 

那么在 RegisterServices 中注册到框架里的这个对象（也就是通过 TDockInstanceService.Create

建立的对象），就是 TDockInstanceService 类的一个实例，而其内部的 Fid 字段的值，保存了

IDockableControl 接口的 GUID 值。这个对象，相当于一个专门的类工厂，专门用于生产

TDockableService 类的对象实例，并作为插件服务返回给主程序。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插件对

象实例，都会有一个唯一的 GUID。 

 

 

小结： 

1、 宿主程序与插件程序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接口声明，本示例中是 IDockableControl接口； 

2、 宿主程序通过 PluginsManager.Loaders.Add （）来添加需要的插件加载器，可供选择的

加载器有 TQDLLLoader、TQBPLLoader 等，分别用于从 DLL 文件、BPL 文件等位置加载插

件。 

3、 宿主程序通过 PluginsManager.Start 来载入插件注册 

4、 宿主程序通过 PluginsManager.ByPath('插件名称路径') as 接口的方法调用插件 

5、 插件程序在单元初始化位置调用 RegisterServices 例程来注册插件服务 

6、 插件程序在单元终止位置调用 UnregisterServices 例程来取消插件服务注册 

7、 注册插件服务时，需要传递一个类工厂实例作为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