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研究院   二零一二年 





2012/10/30 3 

DNA中的树控件 

树形控件提供以树形方式展示或操作数据。DNA中树控件主要有Tree和LWTree，树结

构的实现方式主要可以通过Tree控件、LWTree控件和TreeViewer，通过各个方式实现的树

结构从在外观上并无差别，都有三种风格：JWT.SINGLE、JWT.MULTI、JWT.CHECK。 

单选(JWT.SINGLE) 多选(JWT.MULTI) Check(JWT.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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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中树结构的三种实现方式 

LWTree控件 

Tree控件 TreeViewer 

树形控件 

更关注业务数据处理 

接口相似 

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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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Viewer的结构实现 

数据提供器 

控制方法 

Tree控件 

LWTree控件 

Tree控件 TreeViewer 

树形控件 

更关注业务 

接口对应 

性能提升 

（V） 

 

（C） 

 

（M） 

• TreeContentProvider 

•  LabelProvider 

•  CheckedProvider 

•  ClientDataProvider 

•  IElementComp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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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Tree——性能的提升 

TreeItem 

……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TreeItem 

…… …… 

Tree 

LWTree控件 

Tree控件 TreeViewer 

树形控件 

便捷…… 

接口对应 

性能提升 

• 节点丌再是item对象。 

• 树只保留了部分状态的同步。 

Node 

…… 

Node Node 

Node Node Node 

Node 

…… …… 

LWTtree 

Node 

Nod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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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Tree——不TreeViewer接口比较 

TreeContentProvider 

LabelProvider 

ClientDataProvider 

CheckedPropertyProvider 

IdProvider 

LWTree TreeViewer 

TreeContentProvider 

LabelProvider 

ClientDataProvider 

CheckedPropertyProvider 

IElementComparer 

LWTree控件 

Tree控件 TreeViewer 

树形控件 

便捷…… 

接口相似 

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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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常用操作 

树的主要操作 

选中操作 

check操作 

展开操作 

设置选中节点 

获取选中节点 

设置节点的展开状态 

获取节点的展开状态 

Gray操作 

Check操作 

增删改操作 

增加节点 

删除节点 

修改节点信息 

设置节点的gray状态 

获取节点的check状态 

设置节点的gray状态 

获取节点的check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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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操作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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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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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中节点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 

setSelection(int index)； 

setSelection(int[] indices)； 

setSelection(TItem item)； 

setSelection(TItem[] items)； 

selectAll()； 

deselectAll()； 

setSelection(Items); 

TreeViewer 

setSelections(Object[] selection)； 

setSelection(Object selection)； 

通过内部Tree里的方法； 

 
———— 

LWTree 

setSelection(Object object)； 

setSelection(Object[] objects)； 

setSelection(String objectId)； 

setSelection(String[] selection) ； 

no 



2012/10/30 13 

Selection操作(获取选中节点)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 

getSelectionCount()； 

getSelectionIndex()； 

getSelectionIndices()； 

isSelected(int index)； 

TItem[] getSelection()； 

getSelectedItems(); 

 

TreeViewer 

Object getSelection(); 

Object[] getSelections(); 

Int getSelectionIndex(); 

———— 
 

LWTree 
String[] getSelectedIds()； 

String getSeleted()； 

getSelected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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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事件（selection事件） 

实现方法 服务端事件 客户端事件 

Tree SelectionListener CLIENT_EVENT_SELECTION 

TreeViewer SelectionListener ———— 

LWTree SelectionListener CLIENT_EVENT_SELECTION 

•在手劢选择或者使用setSelection时会触发选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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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Changing事件 

实现方法 服务端事件 客户端事件 

Tree SelectionChangingListener no 

TreeViewer No（但可以通过内部Tree操作） ———— 

LWTree SelectionChangingListener no 

• selectionChanging将会先亍selection执行,如果要在selectionChanging
中取消selection的相应，可以控制SelectionChangingEvent的doIt属性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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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Changing事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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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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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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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设置check状态） 

实现方法 服务器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setChecked(Boolean value)； 
setChecked(checked); 

 

TreeViewer 

setChecked(Object element, boolean state)； 
setCheckedElements(Object[] elements)； 

 
使用内部Tree； 

———— 
 

LWTree 
setChecked(String objectId, boolean state)； 
setChecked(Object object, boolean st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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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获取check状态） 

实现方法 服务器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getChecked()； isChecked() 

TreeViewer 

getChecked(Object element)； 

 
使用内部Tree； 

———— 
 

LWTree no 
isChecked(id); 

getCheckedIt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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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check状态和gray状态） 

true false 

check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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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设置gray状态）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setGrayed(Boolean grayed)； setGrayed(grayed) 

TreeViewer 
setGrayed(Object element, boolean state); 
setGrayedElement(Object[] elements); 

———— 
 

LWTree 
setGrayed(Object object, boolean state)； 
setGrayed(String objectId, boolean st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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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操作（获取gray状态）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getGrayed()； isGrayed() 

TreeViewer 
getGrayed(Object element); 
Object[]  getGrayedElement(); 

———— 
 

LWTree 
no isGraye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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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事件 

实现方法 服务端事件 客户端事件 

Tree CheckListener JWT. CLIENT_EVENT_CHECK; 

TreeViewer CheckListener ———— 

LWTree CheckListener JWT. CLIENT_EVENT_CHECK; 

• Check事件在点击复选框或使用setChecked方法时都会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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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操作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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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操作（设置节点展开状态）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setExpanded(Boolean newValue)； setExpanded(expanded); 

TreeViewer 

setExpandedState(Object element, boolean 
expanded)； 
通过内部Tree； 

———— 

LWTree 
setExpand(Object object, boolean expand)； 
setExpand(String objectId, boolean expa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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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操作（获取节点展开状态）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getExpanded()； 
isExpanded(); 
 

TreeViewer 通过内部Tree； ———— 

LWTree 
isExpanded(Object object)； 
isExpanded(String object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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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收缩事件 

实现方法 服务端事件 客户端事件 

Tree TreeListener 
JWT.CLIENT_EVENT_TREE_EXPANDED; 
JWT.CLIENT_EVENT_TREE_COLLAPSED 

TreeViewer 不能使用 ———— 

LWTree no 
JWT.CLIENT_EVENT_TREE_EXPANDED; 
JWT.CLIENT_EVENT_TREE_COLLAPSED 

•展开和收缩事件在点击展开节点或调用setExpanded方法时都会触发。 
• TreeListener的treeCollapsed()和treeExpanded() 用来处理收缩和展开的
事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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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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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和删除操作 

实现方法 增加 删除 

Tree 
New TreeItem(tree); 

remove(int index); 
remove(int[] indices); 
remove(TItem item); 
removeAll(); 
可以通过TreeItem的dispose方法 。 

TreeViewer 

add(Object parent, Object child); 
add(Object parent, Object[] children); 
 insert(Object parent, Object child, 
int index); 
通过内部Tree； 

remove(Object element); 
remove(Object[] elements); 
remove(Object parent, Object[] 
children); 
通过内部Tree； 
 

LWTree 

add(Object[] objects) ; 
add(Object object); 
insert(Object object, Object 
insertBefore); 
insert(Object object, String 
insertBefore); 

remove(Object[] objects); 
remove(Object object) ; 
remove(String[] objectIds); 
remove(String objectId) 
remove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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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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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 

实现方法 服务端方法 客户端方法 

TreeItem 
setText(String Text); 
setImage(ImageDescriptor image); 
 

setText(text); 
setImage(imageId, width, height); 
 

TreeViewer 
通过提供器更新数据对象； 
通过内部Tree; 

———— 

LWTree 
通过提供器更新数据对象； 
更新数据对象； 
 

setItemText(i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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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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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操作 

实现方法 方法 

TreeItem 通过TreeItem直接修改。 

TreeViewer 

refresh(); 
update(Object obj); 
update(); 
通过内部Tree; 

LWTree 

refresh(); 
refresh(Object object) ; 
refresh(String objectId) ; 
update(Object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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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有时无法展开或选中LWTree或TreeViewer的节点？ 

检查提供器或比较器是否正确。   

2.setGray和setEnable有什么区别？ 

gray是在树控件的check下多加了两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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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树节点的上移下移操作需要自己实现吗？ 

可以直接使用TreeItem上的相关移劢方法。  

4. 为什么有时候进行树节点遍历会很慢？ 

尽量使用非递归的方法进行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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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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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中的树控件有Tree、LWTree，TreeViewer不是控件。 

LWTree是轻量级树，没有Item对象。 

树控件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对事件的支持情况是不一样的。 

出现问题时先检查提供器和使用方法。 



2012/10/30 

丌同树结构实现方式的适用场景 

控件 适用场景 

Tree 简单的数据展示 

TreeViewer 复杂业务场景的处理 

LWTree 适用于性能要求较高的业务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