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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多核心電腦的快速發展，軟體也趨向多執行緒開發，然而，並行程式會

造成非決定性行為，也就是說給定一組輸入，執行多次後可能會產生多個不同運

行順序和結果，這產生了一個關於同步程式測試的重要議題：如何將目標程式所

有可能執行順序找出來，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動態測試架構，可運用

在 Java 監視器和共享記憶體上，這個動態測試架構只需要去分析在執行時蒐集到

的同步序列，而不需要對語法以及語義做靜態測試，更不需要使用測試模組來找

出所有可能的交錯執行順序，只要可行的同步序列是有限的，就能使用我們提出

的架構來進行測試，找出並行程式所有可能的執行順序，達到測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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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urrent programs exhibit nondeterministic behavior in that multiple 

executions thereof with the same input might produce different sequences of 

synchronization events and different results. This is because different executions of a 

concurrent major issues in the testing of concurrent programs is to explore different 

interleavings or exhaust all the possible interleavings of the target program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framework we have developed for performing dynamic testing on 

monitor-based and shared-memory concurrent programs. The proposed scheme only 

has to analyze the synchronization sequences (SYN-sequences) that are collected 

during the dynamic testing of the concurrent program – static analysis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target concurrent program is unnecessary. It also does not need to 

employ a model checker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interleavings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current program. If the SYN-sequence of the tested concurrent program is finite, 

our scheme can perform dynamic testing on all the feasible SYN-sequenc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with real codes and some 

benchmark programs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Keyword: Concurrent program, Semaphore, Java monitor, Shared-memory, 

Nondeterministic behavior, Concurrent testing, SYN-sequence, Reachability testing, 

Dynamic Effectiv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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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 1 章

近年來，由於多核心處理器的快速發展，並行程式已經越來越普遍，我們可

以藉由將程式分散給多個處理器來達到效能的提升，此外，隨著 GRID 和 Cloud

的相繼發展，軟體系統也大幅度地向前邁進。然而，並行程式中，因為不同的執

行緒間的交互作用和對共享變數的相互存取，造成非常不易發現錯誤和除錯，又

有些錯誤甚至只發生在特定極端狀況下，所以如何確保軟體的品質及如何有效地

測試並行程式便成為棘手的問題。 

這篇論文主要討論利用 Java monitor 當作同步控制機制的並行程式測試，以

其完整測試執行過程中 Java monitor 的行為並找到相關錯誤，在接下來的章節，

我們會介紹並行程式、動態測試、Semaphore、Java monitor。 

 

1.1 並行程式測試 

隨著高效能的 CPU 發展，並行程式幾乎存在於所有現代的電腦中。一隻並行

程式是包含兩個以上的執行緒，不同的執行緒間可以存取同一個共享變數，而這

些執行緒因為可以同時執行，所以會造成無法預期的結果，這就是所謂的非決定

性行為(nondeterministic behavior)[1], [2]，意思是當測試程式 P 時，將 X 輸入 P 並

執行一次並不足以驗證 P 的正確性，即使相同的 X 輸入 P 很多次，在未來也還是

有可能出現不正確的結果。進程同步的例子包含，semaphore中 P(wait)和V(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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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monitor 的進出、message 的收送及一般的共享記憶體(shared memory)[3], 

[4]。同步事件(synchronization event)指的是使用上面同步機制來進行同步控制的

任務，一個並行程式就如同執行一連串的同步事件，我們稱此為同步序列

(synchronization sequence or SYN-sequence)。並行程式上的非決定性行為會造成相

同的 X 輸入 P 多次，因為 CPU 排程、速度上的不一致造成執行順序的不同而產

生多個相異的同步序列。窮盡測試(exhaustive testing)指的是並行程式 P 輸入 X 執

行很多次測試後，產生所有 P 的合理同步事件(feasible synchronization event)。 

 

1.2 靜態測試 

在軟體測試，靜態測試在開發過程中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腳色，靜態測試

指的是不實際執行和編譯程式碼而直接作分析，包含了程式碼檢查、檢驗、走訪

等步驟，通常發生在動態測試之前，透過靜態測試，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致命錯誤，

例如：空指標、錯誤的運算、不成對的括號等問題，而靜態測試工具的目標放在

對語法、演算法和文件上的分析審查，確保程式的功能性、可靠性、可用性、有

效性。 

由於靜態測試並不須運行程式，花費的成本也相對地較低，在產業界被大量

地使用，例如：Jtest 是一個分析程式碼、動態類別、和元件的測試工具，它可以

提升程式的可維護性以防止錯誤發生，C++ test 是另一個常見的工具，透過自動

化地測試類別、函式及元件保障軟體的可分析性、可變性、穩定性和可測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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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動態測試 

在軟體工程中，動態測試指的是檢查系統中隨著時間改變的變數，用來測試

程式的動態行為，意思是程式必須成功地編譯且實際地執行，這包含了軟體的執

行、初始值輸入、檢查結果是否如預期等動作，現行的動態測試方法大致上包括

單元測試(unit test)、整合測試(integration test)、系統測試(system test)和驗收測試

(acceptance test)等。另外，在軟體開發過程中，程式碼層級的動態測試被認為是

很重大的一步[6]，我們論文中所提出的框架僅需分析動態測試中搜集到的同步序

列，而並不需要像靜態測試一樣去對語法做分析，為了處理非決定性行為，我們

可以將一固定的值輸入並行程式 P 多次，並期待在未來的某次執行中會發生錯，

這種方法稱為非決定性測試(nondeterministic testing)， 雖然這方法看似相當容易

執行，卻有執行效率極低的問題，主要因為不論我們執行幾次，某些同步序列還

是有可能從來都沒有被發現而某些特定的同步序列也相對地被執行很多次[7], [8]，

因此，非決定性測試非常不適合使用在壓力測試上，另一個不同於非決定性測試

的方法是隨機測試，它可以相當有效地提升找出不同同步序列的效率，藉由隨機

改變程式的排程或是任意在程式中插入長短不一的延遲指令，迫使程式每次執行

狀況都不相同，增加找到相異同步序列的機會[8], [9], [10], [11]。 

 

1.4 可達性測試 

可達性測試(reachability testing)囊括了非決定性和決定性測試的優點，可以將



 

4 

 

非決定性並行程式的所有交互關係有系統化地完整找出[4], [5]，可達性測試是一

種針對並行程式的動態測試技術，藉由分析測試中產生的同步序列，產生新的競

爭變異(race variant)，進而再產生不同的同步序列，假設 S 是一個並行程式 P 的

同步序列，其輸入為 X，並行程式 P 的可達性測試包含以下幾個步驟： 

(1) 輸入 X 到並行程式 P 中，完成一次非決行性的執行以獲得一個同步序列

S。 

(2) 使用 S 改變其競爭條件(race condition)產生一組前綴(prefix)或稱競爭變

異(race variant)，並讓並行程式 P 根據競爭變異內容重新執行，產生其他

合理的同步序列，而這樣的同步序列一定會和原本的 S 不相同。 

(3) 對每個從步驟 (2) 產生的新競爭變異 R，把 X 和 R 當作輸入執行並行

程式 P 的前綴重播(prefix-based replay)，並蒐集新增的同步序列。並行

程式 P 的前綴重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i） 重播 (Replay) 階段：根據 R 中指定的順序控制程式執行。 

ii） 監測 (Monitor) 階段：讓程式隨意地執行，並將發生在重播完 R 之

後的同步事件紀錄下來。 

(4) 對每個由步驟 (3) 新搜集到同步序列重複步驟 (1) 和 (2) 。 

值得注意的是，R 不是並行程式 P 的一個完整同步序列，因此，在完成重播

階段後，必須要將接續的同步事件紀錄下來，以獲得一個完整的同步序列，才算

是完成一次測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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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ava Monitor 

在 Java 中，每個物件都有一個監視器(monitor)用來控制同步事件，因此，儘

管我們一次使用多個執行緒也可以安全地存取同一個物件，它包含了兩個執行緒

同步特性— 互斥(mutual exclusive)和合作(cooperation)，Java 虛擬機利用物件鎖

(lock)來確保互斥的特性，使得多個執行緒可以存取相同共享變數而不互相干擾，

也就是說，在同一個時間點，最多只會有一個執行緒可以執行物件的同步函式，

另外，monitor 提供了一項機制給執行緒暫時釋放控制權並在旁邊等待，直到某些

條件符合時才可重新競爭monitor的使用權並執行接來下來的工作，我們稱作wait

運算，分成 wait()和 waitTime()，差別在是否有設定等待時間，相較於這個運算，

另一個 notify 運算即是用來喚醒等待中的執行緒，分成 notify()和 notifyAll()，假若

喚醒的對象並非等待狀態，則 notify 運算不會產生任何效用，透過這樣的機制，

執行緒間就可以互相協力完成工作，我們也稱這樣的機制

為”Signal-and-continue”。 

圖 1.1 是一個 Java monitor 的基本構造，包含三個群集、四種狀態和七種運

算，其中狀態會留到第 4.1 節介紹。當一個執行緒 A 要使用 monitor 時，要先執

行 enter()運算，此時 JVM 會暫時將執行緒 A 放置於 entry set 裡，假若 entry set

中沒有其他的執行緒 B 存在且沒有其他執行緒 C 現在也想使用同一個物件時，執

行緒 A 就可執行 acquire()運算進入 owner 獲得 monitor 的使用權，反之，則執行

緒 A、B、C 要一起競爭，最後會由 JVM 挑選出一個最適當地進入 owner 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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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緒擁有控制權後，它可以執行 wait()或 waitTime()運算來暫時休息讓自己進入

waiting set 中或是執行 notify()或 notifyAll()運算來叫醒等待中的執行緒，在 waiting 

set 中的執行緒，會一直等待直到下面幾種情況發生： 

 另一個執行緒對此執行緒執行 notify()或是 notifyAll()運算。 

 發生對此執行緒的中斷。 

 達到一開始呼叫設定的等待時間。 

 欺騙性的喚醒動作產生。 

另外，由於 notify 運算呼叫完後，除非自行釋放使用權，不然不會像 wait 運算馬

上離開 owner，所以被喚醒的執行緒並不會馬上獲得控制權，而是轉變成

resurrected 狀態並繼續等待執行 notify 運算的執行緒離開 monitor，最後才與 entry 

set 中的執行緒一同競爭，若被 JVM 挑選到可以進入 monitor 則會執行 re-acquire()

運算。 

 另一方面，Java 提供兩種型態的 notify 運算：notify()和 notifyAll()。這兩個運

算最大的差異是 notify()運算會任意地從 waiting set 中，挑選一個執行緒喚醒並標

記為復甦狀態，notifyAll()運算則是將 waiting set 中所有的執行緒都同時叫醒，然

而，不管是哪一個運算都不保證喚醒後是等待時間最久的執行緒獲得 monitor 的

使用權，值得注意的是，notify 和 wait 相關運算都要在獲得 monitor 的控制權才

能執行，也就是說這兩種運算只會出現在 monitor 保護範圍內。最後，當在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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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執行緒執行完所有同步相關工作後，它可以透過執行 release()運算離開 owner

並釋放控制權給其他執行緒使用。 

Java monitor

Owner

Acquire

Release

Notify

NotifyAll

Waiting SetEntry Set

Acquire

Wait

Re-Acquire

Release

Enter

Blocked thread

Active thread

Waiting thread

Resurrected thread

Notify
Interrupt
Time’s up

 

圖 1.1：Java monitor 運算 

Java 提供兩種方法使用 monitor：同步法(synchronized method)和同步區塊

(synchronized block)，使用同步法是將 synchronized 這個關鍵字當作方法的一個修

飾字，接續的方法主體則會受到 monitor 保護，保護的對象為類別，優點是可以

只針對一個方法進行同步控制，相反地，同步區塊保護的對象為物件，只要將

synchronized 修飾於物件之前即可使用，因為只對物件做同步控制，在某些情況

下有較好的效率， 圖 1.2 為兩個對應的使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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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ynchronized 的使用方式。 

 

1.6 論文組織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會先介紹 Java 並行程式和可達性測試，在第二章，會提

出相關的研究，包含靜態、動態和可達性測試，第三章會討論我們的主要測試架

構，我們會在第四章提出解決辦法，第五章是關於如何產生可行的競爭變異，實

作和實驗結果會放在第六章，最後，第七章是結論和未來展望。 

  

Synchronized method 

Class C1{ 

    public synchronized void m1(){ 

    //do something 

    } 

} 

 

Synchronized block 

synchronized (obj1){ 

    //do some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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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第 2 章

在這個章節，我們會介紹關於隨機測試、模型檢測(model checking)、靜態分

析及 semaphore 和 shared memory 相關的可達性測試。 

在並行測試的領域裡，其中一種找出所有非決定性行為且不使用靜態分析和

模型檢測的方法就是隨機測試(random testing)，又稱 noise maker，是一種測試工

具，可以找出每一次測試可能產生的所有競爭關係以測試程式是否可以正確執行，

儘管隨機測試在 1980 年代就被發表出來，相關的研究一直到 2000 年才開始大量

發表，Stoller 為 Java monitor 提出一種測試方法，透過插入排程函式(scheduling 

function)到原本程式某些特定的點來完成[8]，透過排程函式可能會發生的內文切

換(context switch)，造成程式執行順序的改變。Ben-Asher 等人也發表了一個類似

的方法，當程式要存取共享變數的時候，迫使發生內文切換以達成相同效果[11]。

Edelstein 等人設計了一套工具，在執行過程中，於受測程式存取共享變數的地方，

隨機埋入一些 primitives，透過這樣的方法可以提高找到並行錯誤的機會[9]。 

Sen 等人開發了一套可以用在 Java 程式上的測試工具，稱作 CalFuzzer[13], 

[14]，這個工具透過隨機排程(random schedule)，可以明確地控制程式執行，他們

更使用了動態偏序簡化技術(dynamic partial order reduction)來消除單一敘述

(statement)不必要的交互存取，另外，又嘗試強迫程式依照特定順序執行，以確

定錯誤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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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st 是另一套 IBM 發展的相關工具，它可以經由在同步事件的地方插入

有條件地延遲，來顯露出並行程式所有相異的交互存取[15], [16]，Ellis 團隊提出

了另一種方法，配合使用鎖(lock)和 semaphore 來偵測死結。對於使用 semaphore

當做同步機制的程式，它能保證找到在某一些執行狀況下的死結，然而，儘管讓

這些相關的隨機測試執行很長的時間，它們還是不能保證找出所有可能的交互存

取關係，因此，在使用這類測試工具時，建議能多測試幾次，以嘗試達到所有狀

態都達到的結果。 

相較於隨機測試，模組檢測是一套使用特定語言的測試工具，一開始被使用

在硬體測試上面，CHESS 是一套用來尋找並行程式錯誤的工具[18], [19]，藉由不

斷地重複執行，CHESS 可以保證將所有錯誤都找到，然而，這樣的工具並非

model-free，使用時須遵照特定語言修改原始程式碼，Musuvathi 和 Qadeer 更提

出了無狀態模組檢測(fair stateless model checking)概念，可以有系統地測試[20]。 

這篇論文使用測試方法主要是基於可達性測試，可達性測試是一種

model-free 的動態測試架構，可以找出程式中所有的交互存取關係或同步序列，

Hwang 等人使用這樣的技術在並行程式上[4], [5]，他展示了如何使用 shared 

memory 和 semaphore 在並行程式上進行可達性測試，Tai 展示了 asynchronous 

message-passing 程式如何做可達性測試[24]，透過不使用 prefix-based replay 產生

所有 message-passing 上的競爭變異，來達到測試的目標。Carver 和 Lei 也使用另

一種建構競爭表(race table)的方式來產生競爭變異[25], [26]。然而，若是受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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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迴圈或是有重複指令在程式中對同樣的共享變數做存取，則會非常容易造

成可達性測試進入不斷忙碌等待(busy-waiting)的狀態，不斷地探索相同的程式狀

態，因此，Lin 和 Hwang 進一步提出動態效率測試(dynamic effective testing)，透

過捨去相同狀態來解決上述問題[27]。 

 另外，還有一些相關的測試技術應用在並行程式方面，Sarmanhol 團隊發表

了一種靜態測試方法可以在 semaphore 並行程式上進行結構測試(structural 

testing)[21]，這個方法使用靜態分析和模組測試獲取必要的資訊。Agarwal 和

Stoller 提出了一個技術可以偵測 semaphore 程式所有可能發生的死結，雖然他們

可以找出所有程式可能執行的序列，但有一些他們標註的序列並不會存在[22]。

Williams 等人設計了一套方法可以偵測只使用 lock 作為同步機制的程式[23]。Lai 

發表了以狀態爆炸(state exploration)為基礎的方法來測試同步程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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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架構 第 3 章

我們提出了一個可以用在 Java monitor 上的可達性測試框架。這個測試框架

的目標是提供原始碼層級(source-code-level)的動態測試，所以並不需要使用靜態

測試，此框架是繼承 DET(Dynamic Effective Testing)的概念所修改，DET 是將原

本可達性測試中，因為迴圈所產生的問題解決，透過使用 DET 能更有效率地進行

測試，然而，DET 原本是使用於共享記憶體架構上，因此產生了一些相關問題，

第一，Java monitor 和共享記憶體的同步事件格式不一，第二，在進行競爭分析(race 

analysis)中產生的競爭變異是根據 read-write 運算做判斷，Java monitor 中不存在

如此的運算，因此，在執行前綴重播(prefix-based replay)前需要將同步事件格式進

行轉換並針對不合 Java monitor 語意部分進行濾除， 

圖 3.1是我們提出的架構，一開始先運行一次受測程式已獲得一組同步序列，

並轉換以符合共享記憶體的格式，接著執行競爭分析產生可能的競爭變異，隨後

對這些競爭變異進行可行性檢查(feasibility checking)，最後將剩下的競爭變異重

新放入前綴重播運行，整個過程將不斷地循環直到所有競爭變異都做完測試，動

態測試中所產生的同步序列會被蒐集起來用以產生狀態圖(state graph)，狀態圖可

以用來幫助使用者除錯和確認程式中的活結(live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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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queue empty?
No

Yes

Derived race variant

A SYN-sequence S

Transformed SYN-sequence

Feasible race variant

Derived SYN-sequence

SYN-sequences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of P with input X

Derived state graph

Race analyzer
(To derive race variant)

Race variant filter
(To perform feasibility checking)

Queue to store race variants

Prefix-based replay of R

 

圖 3.1：使用 Java monitor 的可達性測試架構 

 

  



 

14 

 

 Java monitor 協定 第 4 章

在這個章節，我們會介紹如何對使用 Java monitor 的程式執行前綴重播。首

先，我們會先說明 Java monitor 有哪些狀態，並解釋為何使用在共享記憶體上的

前綴重播無法直接適用於 Java monitor 程式，透過分析 Java monitor 的運算，我們

提出了七個協定，分別為 AcquireEntry、AcquireExit、ReleaseEntry、 WaitEntry、

WaitExit、Notify 和 NotifyAllEntry 用來紀錄和控制執行緒的運行，不論程式使用

同步法或是同步區塊，最後，會介紹發生死結時，程式該如何停止。 

 

4.1 Java Monitor 狀態 

每個 monitor 建立時，都包含有三個虛擬的集合(set)—entry、owner、waiting，

執行緒會隨著執行的運算不同會進入不同的集合之中，我們因此將執行緒分成四

個不同的狀態，分別為 active、blocked、waiting、resurrected。Active 狀態代表著

執行緒進入了 owner set，也就是獲得 monitor 使用權可以開始執行臨界區間

(critical section)的程式，blocked 狀態是表示程式運行到 synchronized 關鍵字要使

當前執行緒T進入對應物件的monitor中，這時 JVM會先將執行緒置放於 entry set

裡，並檢查是否有其他的執行緒 B 也要競爭同一個 monitor，若不存在，才使得

執行緒 A 進入 owner 中，否則會隨機挑選一個執行緒讓他進入，waiting 狀態是

代表執行緒在 owner 中執行完 wait()或 waitTime()運算後，被放入 waiting set 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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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這時執行緒會一直等待且不能與其他的執行緒競爭 monitor 的使用權，直到

某個條件達成才會離開， 當 waiting set 中的執行緒想要離開時稱為 resurrected 狀

態，在這個狀態下，執行緒可以一起與 entry set 中的執行緒共同競爭使用權。 

由於我們的目標是使用同步序列來確認測試結果，因此需要在程式中插入協

定來輔助紀錄和控制，然而要直接控制 JVM的運行是不實際的， 我們只能在 JVM

釋放控制權給使用者程式時紀錄，意思就是我們的協定只能插在進入 monitor 之

前或是取得 monitor 後，分別表示成入口(entry)和出口(exit)協定，我們用幾個例

子來詳細講解如何將協定插入受測程式之中， 圖 4.1 是一個使用同步區塊的例

子，首先，每一個 synchronized 敘述我們都要在其前後都分別加上 AcquireEntry

和 AcquireExit 協定來記錄 acquire()運算，並將 ReleaseEntry 協定插在右大括號之

前來記錄 release()運算，另一個相對的例子是使用同步法，如圖 4.2，AcquireExit

和 ReleaseEntry 協定插入的位置類似同步區塊，都放置在臨界區間的最前和最後

的地方，主要差別在於 AcquireEntry 協定放的位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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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zed block with protocol

class O {

m1 () {

⋮
}

main () {

O myO = new O();

AcquireEntry();
synchronized (myO){

AcquireExit();
⋮

myO.m1();

⋮
ReleaseEntry();

}

}

//Synchronized block

class O{

m1 () {

⋮
}

main () {

O myO = new O();

synchronized (myO){

⋮
myO.m1();

⋮
}

}

}

Code injection

 

圖 4.1：使用同步區塊插入 acquire 和 release 協定的虛擬碼。 

 

//Synchronized method with protocol

class O {

synchronized m1 (){

AcquireExit();
⋮

ReleaseEntry();
}

main () {

⋮
O myO = new O();

AcquireEntry();

myO.m1();

⋮
}

}

//Synchronized method

class O{

synchronized m1 () {

⋮
}

main () {

⋮
O myO = new O();

myO.m1();

⋮
}

}

Code injection

 

圖 4.2：使用同步法插入 acquire 和 release 協定的虛擬碼 

當我們在使用 Java monitor 做同步時，我們常會使用 wait 與 notify 運算來使

得執行緒間可以互相溝通，我們用另外兩個例子來說明，圖 4.3 為使用同步區塊

的例子，類似於圖 4.1 的 acquire 和 release 協定一樣要插入程式之中，不同的地

方在於我們將程式原本的 notify()運算改成我們的 Notify 協定並在 wait()運算的前

後加上 entry 和 exit 協定，接著，圖 4.4 是使用同步法的例子，後面的章節會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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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介紹每一個協定。 

//Synchronized block

class O {

}

class Main {

O myO = new O ();

class Thread {

synchronized (myO) {

⋮
myO.wait ();

⋮
}

}

class Thread2 {

synchronized (myO){

⋮
myO.notify ();

⋮
}

}

}

//Synchronized block with protocol

class O {

}

class Main {

O myO = new O ();

class Thread {

AcquireEntry ();
synchronized (myO) {

AcquireExit ();
⋮

WaitEntry ();
myO.wait ();

WaitExit ();
⋮

ReleaseEntry ();
}

}

class Thread2 {

AcquireEntry ();
synchronized (myO){

AcquireExit ();
⋮

NotifyProtocol ();
//myO.notify ();

⋮
ReleaseEntry ();

}

}

}

Code injection

 

圖 4.3：使用同步區塊插入 wait、notify、acquire 和 release 協定的虛擬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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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zed method with protocol

class O{

synchronized O_Wait () {

AcquireExit ();

⋮

WaitEntry ();
this.wait ();

WaitExit ();

⋮

ReleaseEntry ();
}

synchronized O_Notify () {

AcquireExit ();

⋮

NotifyProtocol ();
//this.notify ();

⋮

ReleaseEntry ();
}

}

main () {

O myO = new O();

AcquireEntry();
myO.O_Wait ();

AcquireEntry ();
myO.O_Notify ();

}

//Synchronized method 

class O{

synchronized O_Wait () {

⋮
this.wait ();

⋮
}

synchronized O_Notify () {

⋮
this.notify ();

⋮
}

main () {

O myO = new O();

myO.O_Wait ();

myO.O_Notify ();

}

}

Code injection

 

圖 4.4：使用同步法插入 wait、notify、acquire 和 release 協定的虛擬碼。 

 

4.2 前綴重播 

本節會介紹如何對 Java 程式執行前綴重播(prefix-based replay)。前綴重播會

運行程式並紀錄下其執行緒的執行順序，也就是產生同步序列，主要可以分成成

兩個階段—重播階段(replay phase)和監測階段(monitor phase)，第一個階段是重播

階段，在這個階段程式會檢查是否有競爭變異傳進來，競爭變異是一個同步事件

的集合，其中每一筆同步事件紀錄都包含了一個非負整數紀錄執行順序，我們稱

為版本號(version number)，透過事先插入的協定可以控制執行緒遵循版本號的大

小執行。當所有競爭變異中的所有同步事件都執行完後，就會進入監測階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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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階段不同的是，在這個階段中會讓執行緒任意地執行，而協定所扮演的角色

則是單純地將運行過程紀錄下來，最後，紀錄下的檔案就是同步序列，我們會將

他保存下來供除錯和競爭分析使用。 

 

4.2.1 共享記憶體上的可達性測試 

Lin 和 Hwang 等人所提出的 DET 為本篇論文的基礎[28]，他們將同步事件分

成兩類：讀取和寫入，分別記為 R(U, Ver, L, C, T) 和 W(U, Ver, L, C)，其中 U 是

要存取的變數，Ver 是版本號，L 是程式碼位址，C 是變數的值，T 是讀取進來的

區域變數，圖 4.5、圖 4.6、圖 4.7 和圖 4.8 為他們提出的共享記憶體同步協定，

其中"Sem_mutex"被用來保證存取變數"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的互斥性質，在監

測模式下，讀和寫運算都要先取得"Sem_U"的控制權來確保可以正確地獲得共享變

數的版本號，對於每一個共享變數"U"，都配置一個"Current_version_U"來表示版本號，

初始值為零，"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是表示目前還有多少同步事件需要重播的

區域變數，初始值為所有變數的個數，"Number_of_read_U_Ver"為一個共享變數用來紀

錄讀取變數"U"的同步事件個數，然而這三個協定並不能直接使用於 Java monitor

的程式，最主要原因在於只紀錄 R 或是 W 無法得知確切執行的運算，因此，我

們提出新的協定以及同步序列格式，將在後續章節依序介紹。 

// ReadEntry of variable U 
 
IF (Mode == “replay”) 
{ 

IF (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 == 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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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 Number_of_processes); 
        Mode = “monitor”; 
        // Successfully switch to monitor phase. 
        // Sem_U is the associated semaphore of variable U. 
        Sem_U.acquire(); 
 
    } 
    ELSE 
    { 
        Get the next event and assume that it is R(U,Ver,L,C,T). 

// Wait unti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U equals to V. 
WHILE (Current_Version_U != Ver); 

    } 
} 
ELSE    // Mode is monitor 
{ 
   Sem_U.acquire(); 
} 

圖 4.5：共享記憶體的讀取運算入口協定虛擬碼。 

// Read Exit of variable U 
 

IF (Mode == “monitor”) 
{ 
    Store R(U, Current_Version_U,L,Value of U,T) into SYN-sequence.  
    Sem_U.release(); 
} 
ELSE       // Mode is replay 
{ 
    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 
    Number_of_read_U_Ver--; 
} 

圖 4.6：共享記憶體的讀取運算出口協定虛擬碼。 

// WriteEntry of variable U 
 
IF (Mode == “replay”)  
{ 
    IF (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 == 0)  

{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 Number_of_processes); 
        Mode = “monitor”; 
        // Successfully switch to monitor phase. 
        Sem_U.acquire(); 
 
    } 
    ELSE 
    { 
        Get the next event and assume that it is W(U,Ver,L,C). 

// Wait unti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U equals to Ver-1. 
WHILE (Current_Version_U != Ver-1); 

        // Wait until there is no event wants to read event U with version Ver-1. 
WHILE (Number_of_read_U_Ver-1 != 0); 

    } 
ELSE    // Mode is monitor 
{ 
   Sem_U.acquire(); 
} 

圖 4.7：共享記憶體的寫入運算入口協定虛擬碼。 

// WriteExit of variable U 
 
// Version number of U increase by one. 
Current_Version_U++; 
IF (Mode == “monitor”) 
{ 
    Store W(U, Current_Version_U,L, Value of U) into SYN-sequence.  
    Sem_U.release(); 
} 
ELSE       // Mode is replay 
{ /*do nothing*/} 

圖 4.8：共享記憶體的寫入運算出口協定虛擬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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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同步序列格式 

由於普通的同步序列不能滿足紀錄 Java monitor 運算過程的需求，因此，我

們提出新的格式，稱為 JM-sequence，分別用來記錄 Java monitor 的同步事件，如

圖 4.9 所示。JM-sequence 中，第一個欄位分別記錄著不同的 Java monitor 運算，

Object_ID 是要存取的共享變數，Current_Version_U 是目前物件 U 的版本號，L

是程式碼位址，Owner 是執行緒編號(thread ID)，紀錄取得 monior 的執行緒，初

始值為"E"，表示空的，若想要進入 monitor 但尚未進入則會記為"B"，

Waiting_Threads_U 表示目前正在物件 U 的 waiting set 中等待的執行緒個數，初始

值為"0"，Nest 為布林值，代表運算是否為巢狀呼叫，NotiID 表示要執行 notify 運

算時，要叫醒的執行緒標號，若不存在則記為"E"。 

 

圖 4.9：JM-sequence 格式。 

 

4.2.3 同步協定-- AcquireEntry、AcquireExit 和

ReleaseEntry  

為了精確紀錄 Java monitor 程式的運行過程，透過修改共享記憶體協定，我

Format of JM-sequence 
 

AC (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est) 

RL (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est) 

WT (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WTM(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RAC(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TF(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otiID) 

NTA(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_U,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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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展出 Java monitor 同步控制協定，圖 4.10、圖 4.11 和圖 4.12 分別是

AcquireEntry、AcquireExit 和 ReleaseEntry 協定。AcquireEntry 和 AcquireExit 協

定是負責紀錄執行緒執行 acquire()運算想要存取的物件和控制執行緒進入

monitor。因為在測試過程中，有可能發生死結，我們利用兩階段的方式將 acquire()

紀錄下來，我們修改圖 4.7 的協定，把 Sem_U.acquire()改成 Mark_Acquire_Entry()

來將執行緒當時的狀態暫時標記下來，我們稱此為 AcquireEntry 協定，如圖 4.10

所示，其中變數"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紀錄現在還有幾個同步事件需要被重播，

變數"Number_of_processes"代表總共有多少執行緒，"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為一個陣

列，每一個元素(element)分別記錄不同版本號下的讀取同步事件個數，例如有兩

個讀取運算的版本號為 3，則就會將"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3]"的值設為 2，若沒有

讀取事件則設為 0。接著，當執行緒實際獲得 monitor 後會執行 AcquireExit 協定，

如圖 4.11 所示，會先判斷是在哪一個模式下，若是在監測模式下會將之前標記

下來的資訊刪除掉，接著會修改" Owner"為取得 monitor 的執行緒和將

"Current_Version_U"加一，並將所有資訊用 JM-sequence 儲存下來。執行完 AcquireExit

協定後，執行緒就可以開始對共享變數存取，當要釋放這個共享變數的控制權時，

要先執行 ReleaseEntry 協定，這個協定是用來紀錄和控制執行緒離開 monitor 時

候的狀態，如圖 4.12，會先判斷在哪個模式之下，若在重播模式下要先等待其他

需要重播的同步事件執行完，接著才會修改" Owner"及"Current_Version_U"的值，並將這

個同步事件儲存下來，而 release()運算後並不需要出口協定，因為執行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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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一定會成功，且不影響競爭狀況。另外，enter()運算是不需要記錄下來，因

為可以發現 enter()運算必定發生於 acquire()運算之前，且不影響實際拿到 monitor

使用權的順序，換句話說，雖然 enter()運算有存取共享變數，但卻不會產生競爭

問題。 

// acquir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Mark_Acquire_Entry(AC(U,*,L,[*,*],*)); 

   } 

   ELSE //Replay an event 

   {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it is AC(U,Ver,L,[O,W],N); 

      // Wait unti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U equals to (Ver-1). 

      WHILE(Current_Version_U!=Ver-1); 

      // Wait until all the nested events to the version (Ver-1) are finished. 

      WHILE(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1]!=0);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Mark_Acquire_Entry(AC(U,*,L,[*,*],*)); 

} 

圖 4.10：Java monitorAcquireEntry 協定虛擬碼。 

// acquir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Cancle_Mark_Acquire_Entry(AC(U,*,L,[*,*],*));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AC(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圖 4.11：Java monitor AcquireExit 協定虛擬碼。 

// releas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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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RL(U,Current_Version_U,L,[Owner, 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ELSE //Replay an event 

   {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RL(U,Current_Version_U,L,[Owner, 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圖 4.12：Java monitor ReleaseEntry 協定虛擬碼。 

我們用圖 4.13 的例子來說明利用協定紀錄並行程式執行順序，圖 4.13 有兩

個共享變數"S1"和"S2"，P0 會先取得"S1"再取得"S2"；而 P1 先取"S2"再取"S1"，這

隻程式很明顯是會發生死結的。假設一開始是監測模式，P0 先執行 S0,0將同步事

件標記起來，接著會執行 S0,1取得"S1"使用權，然後再執行 S0,2紀錄 P0 已經進入

"S1"的 owner set，此時若是 P1 執行 S1,0和 S1,1取得"S2"，再執行 S1,2和 S1,3，這時

P1 會一直等待 P0 釋放"S1"，接著 P0 會跟著執行 S0,3，則兩個執行緒都會互相等

待對方釋放共享變數的使用權而發生死結，因此，透過 AcquireEntry 協定所標記

下來的資訊，即使發生死結我們還是可以將執行狀況紀錄下來，並配合

AcquireExit 和 ReleaseEntry 協定推算出執行順序。圖 4.14 是上述例子紀錄下來

的 JM-sequence，"＠"是用來區分監測模式和重播模式，在"＠"之後的同步事件代

表是在監測模式下紀錄下來的資訊，透過版本號可以清楚了解執行緒執行的先後

順序，Owner 欄位可以知道現在是哪一個執行緒擁有 monitor，B 代表 block，表

示執行緒想要取得 monitor 但是無法取得還在等待，Waiting_Threads_U 和 Nest

欄位後面章節才介紹，這邊分別先記為 0 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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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P0 Process P1 

S0,0 

S0,1 

S0,2 

 

S0,3 

S0,4 

S0,5 

 

S0,6 

 

 

S0,7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2){ 

    //Acquire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2){ 

//Acquire Exit protocol 

⋮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圖 4.13：插入協定後的 Java monitor 並行程式例子。 

JM-sequence 

Process P0 Process P1 

@ 

AC(S1,1,S0,2,[P0,0],F) 

AC(S2,2,S0,3,[B,0],F) 

@ 

AC(S2,1,S1,2,[P1,0],F) 

AC(S1,2,S1,3,[B,0],F) 

圖 4.14：有死結的 JM-sequence 例子。 

使用 Java monitor 時，假如執行緒已經在取得 monitor 的使用權，又再一次對

同一個共享變數呼叫 synchronized()時，我們稱為巢狀呼叫(nested call)，這樣的呼

叫由於已經取得 monitor 的使用權，所以並不需要跟其他執行緒競爭，也不會更

改 monitor 的狀態。為了也能記錄使用巢狀呼叫的程式，我們調整協定用一個變

數"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來紀錄呼叫的次數，初始值為零，每當執行緒進入 owner set

一次，就將"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加一，離開會減一，當"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的值大

於一時就判別為巢狀呼叫，視為讀取運算，我們將這個資訊儲存於 JM-sequence

的 Nest 欄位，若是巢狀則記為"T"，否則"F"。修改完的協定如圖 4.15、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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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圖 4.17，AcquireEntry 協定在重播模式下，若判斷為巢狀呼叫，則繼續執行，

若非，則視為寫入運算，會等到版本號減一，AcquireExit 協定一開始就會進行是

否是巢狀呼叫的判斷，重播模式下，若是巢狀呼叫，會將"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

減一，表示完成了一個讀取運算的同步事件，監測模式下，若是巢狀呼叫，就只

要把之前標記取消掉，若非，因為視為寫入運算，則需要把現在的版本號加一，

ReleaseEntry 協定修改方式如同 AcquireExit 協定，除了在最後因為離開 owner set

所以要將"Acquire_level_of_U_in_T "減一。 

// acquir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Mark_Acquire_Entry(AC(U,*,L,[*,*],*)); 

   } 

   ELSE //Replay an event 

   {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it is AC(U,Ver,L,[O,W],N); 

      // Current operation is nested. 

      IF(Acquire_level_of_U_in_T==0) 

      { 

         // Wait unti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U equals to (Ver-1). 

         WHILE(Current_Version_U!=Ver-1); 

         // Wait until all the nested events to the version (Ver-1) are finished. 

         WHILE(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1]!=0); 

      }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Mark_Acquire_Entry(AC(U,*,L,[*,*],*)); 

} 

圖 4.15：修改後的 Java monitor AcquireEntry 協定虛擬碼。 

// acquir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IF(Acquire_level_of_U_in_T>=2)  // Current acquire operation is a nested acquire. 

{ 

   Nest = True; 

} 

ELSE 

{ 

   Nest = False; 

}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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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Nest==True)  // Current acquire operation is a nested acquire. 

   { 

      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 

   } 

   ELSE 

   {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Cancle_Mark_Acquire_Entry(AC(U,*,L,[*,*],*)); 

   IF(Nest==False)  // Current acquire operation is not a nested acquire. 

   {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 

   Store AC(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圖 4.16：修改後的 Java monitor AcquireExit 協定虛擬碼。 

// releas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Acquire_level_of_U_in_T>=2)  // Current release operation is a nested release. 

{ 

   Nest = True; 

} 

ELSE 

{ 

   Nest = False; 

}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Store RL(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ELSE //Replay an event 

   { 

      IF(Nest==True)  // Current release operation is a nested release. 

      { 

         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1]--; 

      } 

      ELSE 

      {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IF(Nest==False)  // Current release operation is not a nested release. 

   {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Store RL(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Nest) into JM-sequence. 

} 

圖 4.17：修改後的 Java monitor ReleaseEntry 協定虛擬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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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A)是使用巢狀呼叫的例子，"S1"是共享變數，"Acquire_level_of_U_in_T"的

初始值是零，程式 P2啟動後，會先執行 S0,0的AcquireEntry協定取得"S1"的monitor，

並跟著執行 S0,2將"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加一，此時"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的值為"1"，

因此將 S0,2 同步事件的 N 紀錄為"F"，表示不是巢狀呼叫，接著執行 S0,3後又再次

取得"S1"的monitor，並執行S0,5的AcquireExit協定將" Acquire_level_of_U_in_T "再加一，

此時"AcquireLevel"會等於二，因此判定 S0,4同步事件為巢狀呼叫，緊接著執行 S0,6

和 S0,7的 ReleaseEntry 協定，圖 4.18 (B)為紀錄下來的 JM-sequence。 

 

圖 4.18：Java monitor 巢狀呼叫例子。 

Process P2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A) 

JM-sequence 

@ 

AC(S1,1,S2,2,[P2,0],F) 

AC(S1,1,S2,5,[P2,0],T) 

RL(S1,1,S2,6,[P2,0],T) 

RL(S1,2,S2,7,[E,0],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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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同步協定-- WaitEntry、WaitExit、Notify 和

NotifyAllEntry  

在 Java monitor 中，提供了兩個運算來達到執行緒間的交互作用，分別為 wait

和 notify 運算，wait 運算可以分成兩類，第一種是沒有使用參數，稱為 wait()，

另一種是有使用參數，稱為 waitTime()，差別只有在等待時間，我們使用同一個

協定來做控制和紀錄。另外，通常在使用這兩個運算時，還會與 notify()或 notifyAll()

運算搭配使用，用來把等待中的執行緒叫醒，我們分別使用 Notify 和

NotifyAllEntry 協定來紀錄。 

Wait 運算表示執行緒想要進入 waiting set，釋放出 monitor 的使用權，只有當

其他執行緒呼叫 notify()或 notifyAll()或等待時間到達時，才會離開 waiting set，我

們利用 WaitEntry 來紀錄執行緒執行 wait()或 waitTime()運算的動作，如圖 4.19，

這個協定是由 AcquireEntry 協定修改而成，當執行緒執行 WaitEntry 協定時，會

先判斷是在哪一個模式之下，若在重播模式下，會檢查是否還有同步事件需要被

重播，若是沒有則轉換成監測模式，記錄這個同步事件，若存在其他同步事件需

要被重播，則判別是否為這一個執行緒的最後一個需要被重播同步事件，如果是

則將"N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加一，表示已經做完所有需要重播的同步事件，

接著若在監測模式之下，我們直接修改"Owner"為空，然而假設存在兩個執行緒分

別都會執行一次 wait()運算，若只紀錄"Owner"值，無法分辨兩個執行緒執行的先後

順序，因此我們多紀錄等待執行緒的個數至變數"Waiting_Threads_U"中，透過"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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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Waiting_Threads_U"就可以分辨出執行順序。接著修改完後，我們會將執行緒標號

紀錄到自行創建的 waiting set 之中，目的是為了將來執行 notify()運算時，能準確

喚醒特定執行緒而非任意選取，最後，將 wait()或是 waitTime()運算儲存下來完成

WaitEntry 協定。 

// wait or waitTim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Waiting_Threads_U++;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Add T to the waiting set of U. 

IF(the current operation is wait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 

   Store WT(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ELSE  // The current operation is waitTime of Java Monitor U. 

{ 

   Store WTM(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 

   ELSE //Replay an event 

   { 

      Get the next event of 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that it is WT(U,Ver,L,[O,W]) 

      or WTM(U,Ver,L,[O,W]). 

      IF(the event is the last event in the replay phase of T) 

      {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 

      Waiting_Threads_U++;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Add T to the waiting set of U. 

   } 

} 

ELSE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Waiting_Threads_U++; 

Owner = null; 

Current_Version_U++; 

Add T to the waiting set of U. 

IF(the current operation is wait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 

   Store WT(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ELSE  // The current operation is waitTim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 

   Store WTM(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 

圖 4.19：Java monitor WaitEntry 協定虛擬碼。 

 當執行緒要從 resurrected 狀態離開時，會執行 re-acquire()運算，亦即執行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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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從 waiting set 離開回到 owner set，我們使用 WaitExit 協定紀錄，當執行緒重

新獲得控制權時，要先執行 WaitExit 協定，如圖 4.20 所示，一開始一樣會先判

斷是在哪一種模式之下，當在監測模式下時，要將之前放入 waiting set 的執行緒

除，接著將 re-acquire()儲存下來，若在重播模式下，要檢查是否還有同步事件需

要做重播，若有則等待，反之則轉換到監測模式，其中，在轉換過程中，不需要

將"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加一，因為在 WaitEntry 協定中已經事先執行過。 

// reacquire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Remove T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ing_Threads_U--; 

   Store RAC(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ELSE //Replay an event 

   {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it is RAC(U,Ver,L,[O,W]); 

      // Wait unti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U equals to (Ver-1). 

      WHILE(Current_Version_U!=Ver-1); 

      // Wait until all the nested events to the version (Ver-1) are finished. 

      WHILE(Number_of_Nested_Acquire_U[Ver-1]!=0); 

      Current_Version_U++; 

      Remove T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ing_Threads_U--;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Owner = ThreadID_of_T; 

   Current_Version_U++; 

   Remove T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ing_Threads_U--; 

   Store RAC(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圖 4.20：Java monitor WaitExit 協定虛擬碼。 

 Notify()和 notifyAll()運算是用來通知在 waiting set 中的執行緒可以離開，差別

在於前者是隨機通知一個執行緒，後者是通知所有的執行緒，我們分別用 Notify

和NotifyAllEntry協定來做紀錄，如圖 4.21和圖 4.22所示，由於我們在執行N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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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時需要喚醒特定執行緒，因此，Notify 協定會直接取代原本的 notify()運算，

當執行緒執行 Notify 協定時，會依據不同的模式做不一樣的事情，當在監測模式

下，會從 waiting set 中隨機喚醒一個執行緒並紀錄下來，在重播模式時，會判斷

是否還有其他要重播的同步事件，若不存在則轉換到監測模式，接著隨機挑選一

個執行緒叫醒，若還有其他同步事件需要重播，則會檢查同步事件是否有指定要

喚醒的執行緒，如果沒有則隨機喚醒一個，最後，將這次 notify()運算用

JM-sequence 紀錄下來，其中 NotiID 為這次叫醒的執行緒標號，若沒有則會記為

"E"，目的是為了供給下次執行前綴重播時能準確喚醒特定的執行緒。 

當執行緒想要一次將所有等待中的執行緒都喚醒時，可以執行 notifyAll()運算，

而我們提供 NotifyAllEntry 協定插入於運算之前來紀錄執行，一開始判斷是否還

有其他同步事件需要重播，若存在則要等待，直到所有之前的同步事件都被重播

完後，接著將 notifyAll()運算儲存下來並將 waiting set 清空。 

// notify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by thread T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Randomly remove a thread Q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Q.interrupt(); 

      // Note that the notify operation may not be effective if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empty. 

   IF(Waiting_Threads_U>0)  //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not empty. 

{ 

   Waiting_Threads_U--; 

}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NTF(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P) into JM-sequence. 

   } 

   ELSE //Replay an event 

   { 

      // P is the thread ID which would be notified by current event.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it is  NTF(U,Ver,L,[O,W],P). 

      IF(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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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ndomly remove a thread Q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Q.interrupt(); 

      } 

      ELSE 

      { 

         Remove P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P.interrupt(); 

      } 

      // Note that the notify operation may not be effective if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empty. 

IF(Waiting_Threads_U>0)  //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not empty. 

{ 

     WaitThreads--; 

} 

Current_Version_U++;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Randomly remove a thread Q from the waiting set of U. 

   Q.interrupt(); 

   // Note that the notify operation may not be effective if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empty. 

   IF(Waiting_Threads_U>0)  // The waiting set of U is not empty. 

   { 

      Waiting_Threads_U--; 

   }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NTF(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P) into SYN-sequence. 

} 

圖 4.21：Java monitor Notify 替代協定虛擬碼。 

// notifyall of Java monitor of object U  

 

IF(the execution mode is “replay”) 

{ 

   IF(Number_of_not_replayed_events==0) 

   { 

      // Start switching to monitor phase. 

      Sem_mutex.acquire();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 

      Sem_mutex.release(); 

      WHILE(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Number_of_processes); 

 

      Set the execution mode as “monitor”; 

Clear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ing_Threads_U = 0; 

Current_Version++; 

Store NTA(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SYN-sequence. 

   } 

   ELSE // Replay an event 

   {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race variant and assume it is  NTA(U,Ver,L,[O,W]). 

Clear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ing_Threads_U = 0; 

Current_Version_U++; 

} 

    

} 

ELSE // the execution mode is “monitor” 

{ 

Clear the waiting set of U. 

WaitThreads = 0; 

Current_Version_U++; 

Store NTA(U,Current_Version_U,L,[Owner,Waiting_Threads_U]) into JM-sequence. 

} 

圖 4.22：Java monitor NotifyAllEntry 協定虛擬碼。 

我們用圖 4.23 來說明協定運作方式，圖 4.23 (A)中有兩個執行緒和一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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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S1"，圖 4.23 (B)是一種可能產生的競爭變異，程式一開始會先依照競爭變

異所給定的順序做重播，P3 會先執行 AcquireEntry 協定取得"S1"的使用權並跟著

執行 AcquireExit 協定，接著會執行 WaitEntry 協定，一開始判斷目前是重播模式

並檢查到下一個 wait()運算為在這個執行緒中最後一個要重播的同步事件，此時

我們會直接將"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加一，表示這個執行緒已經做完重播模

式，接著換到 P4 執行 AcquireEntry 和 AcquireExit 協定，並接著執行 Notify 協定，

首先會檢查到現在正在重播模式且沒有其他同步事件需要重播，接著會試著轉換

到監測模式，這時會判斷是否所有執行緒都已經重播完成，如果還有其他執行緒

未完成就一直等待，如果之前的 WaitEntry 協定沒有事先將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加一，則會因為當 P3 執行完 WaitEntry 協定後會直接

執行 wait()運算進入 waiting set，而 P4 又一直在等待 P3 將

"Number_of_processes_finish_replay"加一，造成無法順利轉換成監測模式，因此，才會將

部分 WaitExit 協定要做的事情提往 WaitEntry 協定執行，最後，執行緒會順利轉

換到監測模式並任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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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超時機制 

為了完成動態測試，在執行的過程中，我們會不斷地建立新的執行緒來模擬

執行過程，並在每一次前綴重播執行完後，將產生出來的執行緒關閉以節省記憶

Program 

Process P3 Process P4 

S3,0 

S3,1 

S3,2 

 

S3,3 

S3,4 

S3,5 

 

S3,6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Wait Entry protocol 

    wait(); 

    //Wait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S4,0 

S4,1 

S4,2 

 

 

S4,3 

 

S4,4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Notify(); 

    //Notify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A) 

Race Variant 

Process P3 Process P4 

AC(S1,1,S3,2,[*,*],*) 

WT(S1,2,S3,3,[*,*]) 

AC(S1,3,S4,2,[*,*],*) 

(B) 

JM-sequence 

Process P3 Process P4 

AC(S1,1,S3,2,[P3,0],F) 

WT(S1,2,S3,3,[E,1]) 

@ 

NTF(S1,6,S3,5,[P3,0]) 

RL(S1,7,S3,6,[E,0],F) 

AC(S1,3,S4,2,[P4,1],F) 

@ 

NTF(S1,4,S4,3,[P4,0],P3) 

RL(S1,5,S4,4,[E,0],F) 

(C) 

圖 4.23：使用 wait()和 notify() 運算的 Java monitor 並行程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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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空間，然而，由於測試過程中可能會發生死結或活結的狀況，執行緒會長期佔

用記憶體不釋放，故提出超時(timeout)機制來解決。 

在 Java monitor 可能產生的死結有二種，第一種為傳統的死結，有四個必要

條件，互斥(mutual exclusion)、持有並等待(hold and wait)、不可強奪(non-preemption)

和循環等待(circular wait)，當兩個執行緒各持有一個物件的使用權又想要取得對

方已取得的物件使用權時，就有可能發生，第二種是 wait()運算造成的死結，當

執行緒進入 monitor 的 waiting set 中時，若沒有其他的執行緒將他喚醒，則會一

直等待形成死結。 

活結是執行緒一直執行，應該結束卻沒有結束且沒發生死結，最常見的原因

是程式在忙碌等待(busy-waiting)，程式會等待某一個條件滿足，並不斷地去確認，

若沒有其他執行緒改變條件的狀態，則雖然程式一直在運行，但卻永遠沒辦法完

成。 

這些問題可以使用超時機制並配合 thread.stop()方法來終止執行緒，超時機制

為一開始會給定一個特定的時間，若執行緒沒在這段時間內執行完，則發出超時

訊息和執行 thread.stop()方法並紀錄當下運行狀態，在測試結束後，會統計在哪些

同步序列下會發生超時，使用者可以依據這些同步序列判斷可能發生的死結，然

而這樣的做法顯然會有誤判的時候，因此，若是發生誤判的情形，則需要將時間

拉長，避免錯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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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因為安全性問題使得 thread.stop()方法在 JDK1.2 開始已被

取消掉，因此，為了避免卡在死結的執行緒霸佔記憶體，我們將前綴重播和競爭

分析獨立成不同的程式，透過關閉程式來終止執行緒運行，以達成減少執行緒的

目的，並將競爭變異以及同步序列存成檔案格式以便不同程式間的溝通，如圖 

4.24 所示，我們將程式分成三部分-- RT Controller、Replay、Race Analyzer，RT 

Controller 負責整個測試系統的運作和檔案的儲存，Replay 負責執行前綴重播，

Race Analyzer負責競爭分析和過濾，圖 4.25顯示修改過後新的架構，RT Controller

啟動後，會啟動 Replay 程式執行前綴重播，會產生一個同步序列存到同步序列佇

列裡並結束，接著 RT Controller 會啟動 Race Analyzer 程式執行競爭分析，從同步

序列佇列中取出一個同步序列進行分析，最後將分析出來的競爭變異存到競爭變

異佇列中並結束 Race Analyzer，不斷地循環一直到競爭變異佇列為空停止測試，

最後就將結果轉換成狀態圖輸出。 

RT Controller Replay

Race analyzer

Queue to store race variants

RV
… …

Queue to store SYN-sequences

SYN
… … SYN

RV

RV

SYN
SYN-sequences 
transformation

Race analysis

Race variant filter

Prefix-based replay of R

 

圖 4.24：新的可達性測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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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ix-based replay of R

Is queue empty?
No

Yes

Derived race variant

A SYN-sequence S

Transformed SYN-sequence

Feasible race variant

Remove a race variant from Queue

Derived SYN-sequence

Remove a SYN-sequence

Queue to store race variants

RV
… …

Queue to store SYN-sequences

SYN
… …

SYN-sequences transformation

Race analyzer

Race variant filter

Execution of P with input X

Derived state graph

 

圖 4.25：新的 Java monitor 可達性測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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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可行的競爭變異 第 5 章

在做測試的過程中，需要由 Race Analyzer 來進行資料的分析，然而，Race 

Analyzer 原先是用來測試使用共享記憶體的程式，因此，我們在進行分析之前需

要進行欄位的調整，以符合共享記憶體的格式，又因為分析出來的結果是根據共

享記憶體的語義，有些競爭變異就會不符合 Java monitor 的語義，所以，分析後

要將不可行的競爭變異進行濾除，本章節將會對 Java monitor 運算如何對應成

read-write 運算及如何產生可行的競爭變異作介紹。 

 

7.1 RW 運算轉換 

Race Analyzer 原本是對共享記憶體進行分析，共享記憶體只提供讀取和寫入

運算，為了讓 Java monitor 的同步事件能在相同的 Race Analyzer 上運作，我們必

須將 Java monitor 提供的運算轉換成對應的讀取和寫入運算。因為大部分的運算

都會改變執行緒的狀態，我們都紀錄為寫入運算，然而，巢狀呼叫中因為執行緒

已經先取得 monitor 的控制權，第二次的 acquire()不需要跟其他執行緒競爭，也

不會造成執行緒的狀態變換，因此，我們將巢狀呼叫的第二次 acquire()紀錄為讀

取運算，而其相對應的 release()運算因為釋放後也還持續擁有 monitor 的控制權，

所以我們也同樣記為讀取運算。 

我們接著修改 JM-sequence 格式，稱為 DJM-sequence，每個同步事件前都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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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讀取或是寫入運算，AC(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est)調整為 RorWAC(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其中 RorW 會根據是否為巢狀做修改，若是為巢狀我們記

為 R 否則 W，相對應的 release()運算也會改成 RorWRL(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而 NTF(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 NotiID)修改成 WNTF,NotiID(Object_ID, Current_Version, L, 

[Owner, Waiting_Threads_U])，其他的運算都直接在前面加上 W。我們用圖 5.1 (A)

的例子來說明，圖 5.1 (B)是其中一種可能的同步序列，圖 5.1 (C)為其轉換後的

DJM-sequence，我們根據 acquire()運算是否為巢狀呼叫分別補上 R 或是 W，而

release()運算因為都是跟 acquire()運算成對出現，所以根據對應的 acquire()運算補

上R或W，其他的運算則都補上W，接著將 notify()運算的NotiID移至 Jave monitor

運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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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RW 運算轉換例子。 

 

 

Program 

Process P5 Process P6 

S5,0 

S5,1 

S5,2 

 

S5,3 

S5,4 

S5,5 

 

S5,6 

S5,7 

S5,8 

 

S5,9 

 

 

S5,10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Wait Entry protocol 

        wait(); 

        //Wait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S6,0 

S6,1 

S6,2 

 

 

S6,3 

 

S6,4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Notify(); 

    Notify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A) 

JM-sequence 

Process P5 Process P6 

AC(S1,1,S5,2,[P5,0],F) 

AC(S1,1,S5,5,[P5,0],T) 

WT(S1,2,S5,6,[E,1]) 

RAC(S1,6,S5,8,[P5,0]) 

RL(S1,6,S5,9,[P5,0],T) 

RL(S1,7,S5,10,[E,0],F) 

AC(S1,3,S6,2,[P6,1],F) 

NTF(S1,4,S6,3,[P6,1],P5) 

RL(S1,5,S6,4,[E,1],F) 

 

(B) 

DJM-sequence 

Process P5 Process P6 

WAC(S1,1,S5,2,[P5,0]) 

RAC(S1,1,S5,5,[P5,0]) 

WWT(S1,2,S5,6,[E,1]) 

WRAC(S1,6,S5,7,[P5,0]) 

RRL(S1,6,S5,9,[P5,0]) 

WRL(S1,7,S5,10,[E,0]) 

WAC(S1,3,S6,2,[P6,1]) 

WNTF,P5(S1,4,S6,3,[P6,1]) 

WRL(S1,5,S6,4,[E,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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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不可行競爭變異 

由於在進行競爭分析時，是針對共享記憶體的 RW-event 進行分析，產出來

的競爭變異並不能直接拿來使用，因為其中有可能部分會違反 Java monitor 語義，

我們稱為不可行競爭變異(infeasible race variant)，這種競爭變異不管程式如何執

行都無法產生，且若使用不可行競爭變異進行前綴重播，會造成程式卡在重播階

段無法進入監測階段，可能發生情況分為以下兩種： 

(1) Monitor 的 owner set 中有兩個執行緒。 

(2) 在 waiting set 中的執行緒無法達到 resurrection 的條件。 

不可行競爭變異是無法執行前綴重播，假如保留這樣的競爭變異，不僅會浪

費記憶體空間和增加不必要的時間更會導致測試錯誤，我們用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個例子如圖 5.2 所示，P7 和 P8 兩個執行緒都想要獲得共享變數"S1"的使用

權，圖 5.2 (C)是其中一種可能產生的競爭變異，在重播階段時，P8執行完 acquire()

運算後，P7 也會跟著執行 acquire()運算，這時若可以執行會造成兩個執行緒都進

入同一個共享變數的 owner set 之中，這違反 Java monitor 語義，因此，P7 在執行

acquire()運算時會等待 P8釋放monitor使用權，P8會一直等待進入monitor模式，

造成兩個執行緒互相等待無法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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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不可行的競爭變異例子一。 

第二個例子如圖 5.3 所示，圖 5.3 (C)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競爭變異，P9 會根

據競爭變異先執行 acquire()和 wait()，接著會想要執行 re-acquire()運算，然而，

卻沒有其他的執行緒執行 notify()運算，因此，P9 會一直卡在 waiting 狀態中，而

也因為在重播模式中，P10 會一直等待 P9 結束，兩個執行緒會互相等待，造成程

式無限等待。 

Program 

Process P7 Process P8 

S7,0 

S7,1 

S7,2 

 

S7,3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S8,0 

S8,1 

S8,2 

 

S8,3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A)  

Process P7 Process P8 

@ 

WAC(S1,1,S7,2,[P7,0]) 

WRL(S1,2,S7,3,[E,0]) 

@ 

WAC(S1,3,S8,2,[P8,0]) 

WRL(S1,4,S8,3,[E,0]) 

(B) SYN-sequence 

 

S[7]={WAC(S1,1,S7,2,[*,*])} 

S[8]={WAC(S1,2,S8,2,[*,*])} 

 

 

(C) Race Graph (D) Race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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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不可行的競爭變異例子二。 

 

 

 

 

Process P9 Process P10 

S9,0 

S9,1 

S9,2 

 

S9,3 

S9,4 

S9,5 

 

S9,6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Wait Entry protocol 

    wait(); 

    //Wait Exit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S10,0 

S10,1 

S10,2 

 

 

S10,3 

 

S10,4 

//Acquire Entry protocol 

synchronized(S1){ 

//Acquire Exit protocol 

⋮ 

    //Notify(); 

    //Notify protocol 

⋮ 

//Release Entry protocol 

} 

(A)  

Process P9 Process P10 

@ 

WAC(S1,1,S9,2,[P9,0]) 

WWT(S1,2,S9,3,[E,1]) 

WRAC(S1,6,S9,5,[P9,0]) 

WRL(S1,7,S9,6,[E,0]) 

@ 

WAC(S1,3,S10,2,[P10,1]) 

WNOT,P9(S1,4,S10,3,[P10,1]) 

WRL(S1,5,S1,4,[E,1]) 

(B)SYN-sequence 

 

S[9]={WAC(S1,1,S9,2,[*,*]), 

WWT(S1,2,S9,3,[*,*]), 

WRAC(S1,3,S9,5,[*,*])} 

 

(B) Race Graph (C) Race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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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過濾競爭變異 

在測試過程中因為會產生不可行競爭變異，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個演算法來

對他做可行性檢測，我們稱這個演算法為 filter algorithm，如圖 5.4 所示，filter 

algorithm 能夠將競爭分析出來的所有競爭變異進行檢查，將不合適的去除並保留

可行的競爭變異，最後將可行的競爭變異儲存至競爭變異佇列中以供下次前綴重

播作使用。 

Filter algorithm 的主要是去模擬執行緒的執行，透過模擬執行過程來判斷是

否為可行的競爭變異，首先我們會創造出一個虛擬的執行環境，包含 entry、waiting、

resurrected、notify set，這裡的 entry set 存放想要且已經獲得 monitor 的同步事件，

waiting set 為存放等待中的重播事件，resurrected set 存放從 waiting set 中被喚醒

準備進入 monitor 的重播事件，notify set 裡的同步事件有權喚醒其他重播事件，

接著我們會將需要檢驗的競爭變異根據全序(totally-ordered)的關係作排序，然後

依序模擬執行全序競爭變異，假設執行過程有可能執行不合理的運算，我們就將

這樣競爭變異判定為不可行的。程式在執行過程中，執行緒會在不同的狀態間轉

換，對同一個共享變數我們分為幾種情況去作討論： 

 輸入的同步事件 ei為 WAC運算時，若存在另一個同步事件 ei'為 WAC或

WRAC運算在 entry set 中，且與 ei屬於不同執行緒時，則為不可行的競爭

變異。(因為 monitor 一次只允許一個執行緒取得控制權，假設同步事件

ei已經在 entry set 中，表示 ei所屬的執行緒 T 已經取得控制權，若屬於



 

46 

 

另一個執行緒T '的同步事件 ei'再執行 acquire()運算則會造成兩個執行緒

T 和 T '都進入 monitor，明顯違反 monitor 的語義。) 

例如：RV0[0]={WAC(S1,1,S0,2,[*,*])},RV0[1]={ WAC(S1,2,S1,2,[*,*])}，如

圖 5.2，P0 獲得 monitor 的使用權後，P1 也會想要獲得，因此，違反 Java 

monitor 語義。 

 輸入的同步事件運算為 WRL時，不會發生不合法的狀況。(只有在還未

取得 monitor 時，才會造成 WRL運算為不合法，然而 acquire()和 release()

必定成對出現且發生在 acquire()之後，因此必已經取得 monitor 的控制

權。) 

 輸入的同步事件運算為 WWT或 WWTM時，不會發生不合法的狀況。(只

有在還未取得 monitor 時，才會造成 WWT或 WWTM運算為不合法，然而

wait()和 waitTime()必定發生在 acquire()之後，因此必已經取得 monitor

的控制權。) 

 輸入的同步事件 ei運算為 WRAC時，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Entry set 中不能存在其他屬於不同執行緒的同步事件 ei'。(理由同

運算為 WAC的狀況。) 

 若 waiting set 中存在一個與 ei相同執行緒的 WWT同步事件 ei'且

notify set 還存在另一個與 ei不同執行緒的同步事件 ei"，則 ei的版本

號必須大於 ei"且 ei"的版本號必須大於 ei'。(這代表同步事件 ei'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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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wait()運算後，被同步事件 ei"執行 noitfy()運算叫醒，緊接著執行

同步事件 ei的 reacquire()運算回到 owner set 的狀況，因此，版本號

要依序遞增。) 

例如：RV1[0]={ WAC(S1,1,S0,2,[*,*]), WWT(S1,2,S0,3,[*,*]), 

WRAC(S1,6,S0,5,[*,*])},RV1[1]={ WAC(S1,3,S1,2,[*,*]), 

WNTF,P0(S1,4,S1,3,[*,*]), WRL(S1,5,S1,4,[*,*])}，當讀取到 P0 的

reacquire()同步事件S0,5時，waiting set存在P0的wait()同步事件S0,3，

notify set 存在 P1 的 notify()同步事件 S1,3，因此，很明顯地同步事件

S0,3的版本號必須大於同步事件 S1,3且同步事件 S1,3的版本號也要大

於同步事件 S0,5的版本號，程式才能正常運行。 

 若waiting set中存在一個與ei屬於相同執行緒的WWTM同步事件ei'，

則 ei的版本號必須大於 ei'。(這是上一條規範的特例，代表同步事件

ei'執行完 waitTime()運算後，過一段時間後會進入 resurrected 狀態，

緊接著執行同步事件 ei的運算回到 owner set 的狀況，因此，ei的版

本號要大於 ei'。) 

  輸入的同步事件運算為 WNTF或 WNTA時，不會發生不合法的狀況。(原

因同輸入的同步事件運算為 WWT或 WWTM。) 

由上述討論可知，filter algorithm 包含所有狀態的轉換，且能將不合理的執行

順序找出來，進而達到過濾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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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A race-variant filter to perform feasibility checking 

Input: A race variant R that contain six types of synchronization events, acquire, release, wait, waittime, reacquire, notify, 

and notifyall,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WAC(U,V,L,C), WRL(U,V,L,C), WWT(U,V,L,C), WWTM(U,V,L,C), WRAC(U,V,L,C), 

WNOT,P (U,V,L,C), and WNTA(U,V,L,C), respectively. 

Output: If R is an infeasible race variant, it returns True. Otherwise, it returns False. 

(1) Generate four sets, entry_set, waiting_set, resurrected_set and nofity_set, for each Java monitor which is accessed in 

R. 

(2) Apply topological sort over R to derive an arbitrary totally-ordered sequence of events. Assume that there are n 

events in R. Let the totally-ordered sequence of events is R′, which have the order e0, e1, …, en-1. 

(3) FOR i=0 to n-1, consider the types of synchronization events, there are six cases as following. 

 Case 1: ei is WAC(U,V,L,C,P)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in the entry_set of U and the operation is WA or WRAC. 

 Return False.  // ei cannot be executed if U has been acquired. 

ELSE 

 Add ei to the entry_set of U. 

 Case 2: ei is WRL(U,V,L,C,P) 

 Let ei′ be the event in the entry_set of U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as ei. 

 Remove ei′ from the entry_set of U. 

 Case 3: ei is WWT(U,V,L,C,P) or WWTM(U,V,L,C,P) 

 Let ei′ be the event in the entry_set of U and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as ei. 

 Remove ei′ from the entry_set of U and add ei to the waiting_set of U. 

 Case 4: ei is WRAC(U,V,L,C,P)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in the entry_set of U belonging to the different thread as ei and the operation is WA or 

WRAC. 

 Return False.  // ei cannot be executed if U has been acquired. 

ELSE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in the resurrected_set of U and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as ei. 

 Remove ei′ from the resurrected_set of U and add ei to the entry_set of U. 

ELSE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WWT(U,V′,L′,C′,P′), in the waiting_set of U and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as ei.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WNOT(U,V′′,L′′,C′′,P′′), in the notify_set of U and belonging to the different thread as 

ei. 

IF V′<V′′<V 

 Remove ei′ and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and notify_set of U, repectively, and add ei to the entry_set 

of U. 

ELSE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False. 

ELSE IF there is an event ei′, WWTM(U,V′,L′,C′,P′), in the waiting_set of U and satisfying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1)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as ei and (2) V′<V. 

 Remove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of U and add ei to the entry_set of U. 

ELSE 

 Return False.  // ei cannot be executed if the thread is still not resurrected. 

 Case 5: ei is WNOT(U,V,L,C,P) 

IF the waiting_set of U is not empty 

 Add ei to the notify_set of U. 

WHILE (1) both the waiting_set of U and the notify_set of U are not empty, and (2) the number of events in the 

waiting_set of U i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events in the notify_set of U. 

 Randomly pick up two events ei′ and ei′′ from the notify_set of U and waiting_set of U, respectively.  // ei′ 

and ei′′ are not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Remove ei′ from the notify_set of U and move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of U to the resurrected_set of U. 

 Replace ei′ as WNOT(U,V,L,C,T,P) in R. 

 Case 6: ei is WNTA(U,V,L,C,P) 

IF the notify_set of U is not empty. 

FOR each event ei′ in the notify_set of U. Let ei′ is belonging to the thread T. 

 Randomly pick up an event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of U. Let ei′′ is belonging to the thread T.  // 

ei′ and ei′′ are not belonging to the same thread. 

 Remove ei′ from the notify_set of U and move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of U to the resurrected_set 

of U 

 Replace ei′ as WNOT(U,V,L,C,T,P) in R. 

IF the waiting_set of U is not empty. 

FOR each event ei′ in the waiting_set of U. 

 Move ei′ from the waiting_set of U to the resurrected_set of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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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turn True. 

圖 5.4：Java monitor 語義過濾演算法。 

我們用圖 5.3 來說明演算法的執行過程，第一步會先建立四個集合，接著，

將圖 5.3 (D)的競爭變異做拓撲排序(typological sort)得到一個全序競爭變異，結果

剛好跟原本的競爭變異相同，第三步我們會依序讀取全序競爭變異中的所有同步

事件，第一個讀到的同步事件為 P9 的 S9,2，因為為 acquire()運算，會判別為 case 

1，case 1 中會檢查到 entry set 目前是空的，因此我們將這個同步事件加入 entry set

中，接著繼續讀取下一個同步事件，為 P9 的 S9,3，判別為 case 3，接著會檢查到

entry set中存在S9,2同屬於同一個執行緒的同步事件，我們會將S9,2移出 entry set，

並將 S0,3加入 waiting set，再來會讀取第三個同步事件 S9,4，判別為 case 4，這時

會檢驗四個 IF 判斷式，發現都不符合，最後會傳回 false，判斷為不可行競爭變

異。 

 

7.4 完成可達性測試 

在運行可達性測試的過程，我們會藉由 race analyzer 不斷地產生新的競爭變

異，利用競爭變異先引導程式依據固定順序執行，再接著讓受測程式自由執行，

得到完整的 JM-sequence，然而，這些競爭變異卻有可能因為違反 Java monitor 的

語義，使得程式在執行前綴重播時，就卡在重播階段中，造成記錄到不正確的

JM-sequence，因此，我們加入 filter algorithm 將不可行競爭變異過濾掉，而由定

理一可知，只要產出的競爭變異為可行的，必不會卡在重播階段中，而能記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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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 JM-sequence。 

 

證明：給定一個使用 Java monitor 的並行程式 P，含有兩個執行緒 P0 與 P1，如

圖 5.5，假設 P 在測試過程中會產生一個有死結的競爭變異 R，其中包含兩個

acquire() 運算的同步事件 E ∈ P0 和E′ ∈ P1且 E 發生於 Eʹ之前，若競爭分析選取

E′為反轉邊(edge)的節點(node)，在競爭分析運作時，所有沒有發生在 Eʹ之前的節

點都會被拿掉，所以 Eʹ必須已經做完且發生 E 在之前，與假設矛盾。 

AC(O1)

P0 P1

AC(O2) AC(O1)

AC(O2)

RL(O1)

RL(O2)

RL(O2)

RL(O1)

E E’

Program P

 

圖 5.5 有死結的 Java monitor 並行程式。 

 取得正確的 JM-sequence 後，接著要將 JM-sequence 轉換成 DJM-sequence 傳

給 Race Analyzer 分析，由定理二可知，在每次競爭分析後，皆能獲得可行的競爭

變異，因此，可達性測試就可正常地完成。 

 

證明：給定任一個 DJ 經過競爭分析產出來的競爭變異，都有可能為可行或不可

定理一：γ ∈ R ,𝑅 是由𝑟𝑎𝑐𝑒 𝑎𝑛𝑎𝑙𝑦𝑧𝑒𝑟產生的競爭變異。 在完成重播階段後，

任一個γ皆不可能會進入死結狀態(dead lock state)。 

定理二：給定一個由 JM-sequence J 所產生的 DJM-sequence DJ，經過競爭分

析和 filter algorithm 後，所產生的競爭變異中，其執行不可能會進入死結狀態

(dead lock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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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 filter algorithm 能將不可行的過濾掉，只留下可行的競爭變異，因此，由

可行競爭變異的定義可知，剩下的競爭變異皆不可能進入死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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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與實驗結果 第 6 章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30]和[31]提出的部分 benchmarks 進行測試，使用的

測試電腦為 ACER Veriton L460，CPU：Intel Core 2 Duo E8400，記憶體：2GB，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Vista 32-bit Editon，Java 版本：JRE (build 

1.7.0.0_03-b05)。 

一開始我們先測試不使用 wait()和 notify()的並行程式，表格 6.1 為四個例子

的實驗結果，前兩個例子是針對因為取得物件 monitor 順序不同造成的死結進行

測試，差別在 DeadLock1 中有加入一個沒有受到保護的共享變數，兩個例子都存

在兩個執行緒和兩個使用 Java monitor 控制的共享變數"s1"及"s2"，第一個執行緒

會先取得"s1"再取得"s2"，第二個執行緒則是反向取，其中死結情況會發生在第一

個執行緒取得"s1"的控制權，而第二個執行緒取得"s2"的控制權，這時會因為兩個

執行緒都想要取得對方的共享變數而互相等待，第三個例子是測試誤用鎖(lock)

的情況，程式中有兩個執行緒和一個共享變數，一個會拿共享變數類別的鎖，一

個會拿共享變數物件的鎖，所以實際上並沒有保護的效果，這個例子不會產生死

結，以上三個例子都是從[30]中取出的例子，第四個例子是修改[31]中的 Withdraw

例子，分別讓兩個執行緒執行一次，對兩個不同的帳戶做領錢與提錢的動作，檢

查是否會產生死結。 

 

Name DeadLock1 DeadLock2 WrongLock Withdraw 

Number of different SYN-sequences/ 8/9 3/5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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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number of tests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39 22 9 14 

.Number of transition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54 26 12 18 

Time required to perform reachability 

testing 

23486 ms 12718 ms 5732 ms 6460 ms 

Time required to generate reachable 

state graph 

62 ms 16 ms 17 ms 16 ms 

Limitation of timeout 5s 5s 5s 5s 

Number of deadlock states 1 1 0 0 

Number of distinct SYN-sequences 

which enter deadlock states 

1 1 0 0 

表格 6.1： Deadlock1、Deadlock2、 Withdraw 和 WrongLock 程式測試結果。 

接著，我們從[30]中找出三個例子是有加入 notify()和 wait()運算進行測試，

表格 6.2 顯示出測試 LoseNotify 和 Producer & Consumer 例子的結果，在

LoseNotify 程式中，有兩個執行緒和兩個共享變數，其中一個是用來保證同時間

只會有一個執行緒執行 wait()或 notify()運算，另一個為實際存取的物件，因為每

當執行緒要執行 wait()運算時，他必已經獲得這兩個變數的 monitor，然而，接著

執行的 wait()運算只會放掉一個 monitor，因此，還會擁有另一個共享變數的

monitor，造成另一個執行緒無法執行，所以這個程式會一直進入死結的情況，另

外一個例子是 Producer & Consumer 程式，每個生產者(producer)和消費者

(consumer)都會執行一次，我們特別調整不同個數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測試。

最後，表格 6.3 是測試 Dining philosophy 程式的結果，我們也調整不同數量的哲

學家和吃飯次數來比較，第一個是兩個哲學家吃一次的結果，第二個例子為兩個

哲學家吃兩次，第三個例子為三個哲學家吃一次，最後的例子是三個哲學家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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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結果。 

 

Name LoseNotify Pro&Con 1 Pro&Con 2 Pro&Con 3 

Number of different SYN-sequences/ 

total number of tests 

2/3 2/2 58/101 8/8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17 13 149 41 

Number of transition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17 13 184 47 

Time required to perform reachability 

testing 

19111 ms 6467  ms 158543 ms 10894 ms 

Time required to generate reachable 

state graph 

15 ms 31 ms  243 ms 62 ms 

Limitation of timeout 5s 5s 5s 5s 

Number of deadlock states 1 0 0 0 

Number of distinct SYN-sequences 

which enter deadlock states 

2 0 0 0 

 Pro&Con1 : One producer and one consumer. 

Pro&rCon2 : Two producers and two consumers. 

Pro&Con3 : Two producers and one consumer. 

表格 6.2：LoseNotify 和 Producer & Consumer 程式測試結果。 

 

Name DiningPhil1 DiningPhil2 DiningPhil3 DiningPhil4 

Number of different SYN-sequence s/ 

total number of tests 

3/3 11/19 7/7 106/348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22 69 97 553 

Number of transitions in the reachable 

state graph 

26 88 171 1056 

Time required to perform reachability 

testing 

11203 ms 58752 ms 14092 ms 540147 ms 

Time required to generate reachable 

state graph 

32 ms 82 ms 78 ms 23624 ms 

Limitation of timeout 5s 5s 5s 5s 

Number of deadlock states 1 4 1 8 

Number of distinct SYN-sequences 1 4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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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enter deadlock states 

 DiningPhil 1 : Two philosophies, eat once. 

DiningPhil 2 : Two philosophies, eat twice. 

DiningPhil 3 : Three philosophies, eat once. 

DiningPhil 4 : Three philosophies, eat twice. 

表格 6.3：Dining philosophy 程式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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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未來展望 第 7 章

7.1 結論 

這篇論文討論的是如何找出使用 Java monitor 程式的競爭狀況與順序，並行

程式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因為非決定性行為造成結果的不確定性，導致錯誤產生。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使用可達性測試技術配合一套應用於 Java monitor 上

的同步控制協定達成測試目標，我們將每個協定插入於相對應地位置，就能完整

正確地紀錄程式執行的先後順序，並將得到的同步序列進行競爭分析，加上一個

用來過濾不合 Java monitor 語義的演算法保證獲得可行的競爭變異，更能減少不

必要浪費的時間，此外，我們不須綁定特定的語言且還能完整地找出程式所有狀

態和發生死結的位置。 

 

7.2 展望 

我們已完成對 Java monitor 相關 method 的前綴重播，未來可以更進一步對執

行緒相關的 method 也進行測試，例如：interrupt()、join()、suspend()或 resume()

等。關於 state 的部分，雖然我們已經完成一些相關並行程式的測試，然而，若是

執行緒個數或是共享變數的存取太多時，可能會發生狀態爆炸(state exploration)

的問題，若是也能解決這樣的問題，測試的範圍可以應用更廣。另外，目前使用

可達性測試技術，如果程式中含有迴圈，可能會產生無限多個競爭變異，造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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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永不中止，因此，可以配合使用 DET 技術來解決。 

目前的實驗結果僅在 PC 上完整測試，Android 部分雖然可以運行，但仍有許

多問題有待解決，包含執行緒的銷毀、activity 的管理等，未來希望能完整地在

Android 平台上進行測試，並更發揮分散式的概念，同時地在多台攜帶式手持裝

置同時進行測試，以達到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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