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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动机
并发缺陷普遍存在于并发程序中，而由于并发执行的不确定性，对于并发缺陷的检测，重现以
及正确修复都是非常困难的。手工修复程序缺陷不仅耗费人力，并且极易出错，因而并发缺陷的自
动化修复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对于原子缺陷的高质量自动化修复。
某线程对某个共享对象的连续迁移序列具备原子性，意味着它不允许别的线程在该序列中间对
该对象进行读或写操作。违反了原子性而导致程序出错，就属于原子性错误。

图 1.原子性缺陷示例

如图 1(a)是原子性错误的一个简单例子，如图 1（b）所示，对于原子性错误的主要修复思想是
通过加锁来防止别的线程在相应序列中间对该对象进行读和写操作，例如 AFix, Axis, Grail, Gadara。
我们称这些方法为 Gate Lock Algorithm，简称 GLA。HFix 也是尝试用调整锁的方式来修复原子性缺
陷。通过添加新锁的方式进行原子性修复，极易引入新的死锁问题，同时也可能会引入严重的性能
缺陷。

图 2. 程序中的原子性缺陷示例及 GLA 修复

如 图 2 （ b ） 是 Mozilla 源 码 中 的 一 个 原 子 性 缺 陷 实 例 。 该 原 子 性 缺 陷 发 生 在 全 局 变 量
gCurrScript 上，GLA 修复方法在引入新锁的过程中，引入了新的锁序 l->G 和 G->l,从而引入了一个
l 和 G 上的死锁问题。
如图 2（a）是 Apache 源码中的一个原子性缺陷实例。该原子性缺陷发生在两个结构体变量上：
buf->output 和 buf->outcnt。只有当两个线程的 buf 对象指向同一个地址时，原子性缺陷才会真正发
生，而 GLA 通过添加全局保护锁的方式，会串行化所有线程的执行，造成过度序列化，引起较大
的性能缺陷问题。

图 3. Grail 对原子性缺陷实例修复

如图 3 所示，针对过度序列化问题，Grail 根据原子性错误中的相关变量进行哈希计算得到一个
与上下文变量相关的锁，从而避免了线程的完全序列化执行，但是 Grail 计算锁的过程复杂，修复
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并且该修复方式并不能保证正确修复，和图 2（b）中的分析一样，也会引入
新的死锁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代码结构，可适配性提供修复方案的修复技术 AlphaFixer.
2、 我们的工作

图 4. AlphaFixer 修复策略框架

如图 4 所示，AlphaFixer 对于给定的原子性缺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修复：
第一步：确定导致原子性缺陷发生的变量周围是否已存在锁对变量进行保护，如果有，我们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锁调整从而实现缺陷修复，进行第三步，如果没有，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确定导致原子性缺陷发生的变量的可见性，即全局变量或者类/结构体变量，根据变量的可
见性，添加相应级别的保护锁；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确定调整锁或者添加保护锁的过程中是否引入了新的内部锁序，如果有，那么调用 DFixer
中的锁提前同步获取的方法，进行锁序消除。

我们以图 2 中的两个原子性缺陷实例来具体说明 AlphaFixer 对他们的修复：
如下图 5（a）所示,变量 buf->output 和 buf->outcnt 周围不存在现有保护锁，那么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新的锁，由于是结构体变量，所以，我们在对应的结构体内添加一个 G 锁，然后在相应的位置添加
该锁的获取和释放操作，即图中的红色标注代码部分。
如下图 5（b）所示，变量 gCurrScript 周围已经存在现有的保护锁 l，相应的，我们只需要调整 l 锁
的保护范围进行缺陷修复，即途中的红色标注代码部分。

图 5. AlphaFixer 对原子性缺陷实例的修复

3、 实验结果
实验中，我们选取了 15 个程序中的 15 个原子性缺陷，从性能和修复正确性上进行了对比实验。
表 1. AlphaFixer.，GLA, Grail 的实验结果

表 1 实验数据表明，和 GLA, Grail 以及 HFixer 方法相比，AlphaFixer 成功修复了所有的原子性
缺陷，而 GLA 和 Grail 只能正确修复其中的 10 个原子性缺陷。HFixer 由于其可修复缺陷类型的限
制，只能正确修复其中的 2 个原子性缺陷。另外，在性能上，AlphaFixer.仅仅引入了约 21.1%的
Overhead，而 GLA 和 Grail 分别引入了超过 120.2%和 82.9%的 Overhead。
为了对比 AlphaFixer 和 Grail 修复代码的可读性，我们特地设计了两个工具可读性比较的调研
问卷，邀请了 40 位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包括 3 位数学专业，4 位金融，33 位计算机专业）填写我们
的问卷。
表 2. AlphaFixer, Grail 可读性对比问卷调研结果

如表 2 数据显示，超过 85%的参与者认为，AlphaFixer 的修复代码比 Grail 的修复代码更具有
可读性，更加简单易懂；并且超过 67%的参与者认为，Grail 修复代码比 AlphaFixer 可能带来更大
的性能问题。
综上所述，AlphaFixer 相比于现有的原子性修复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1）
（2）
（3）

能够正确修复原子性缺陷，保证不引入死锁问题
不会造成较大的性能缺陷
修复代码简洁易懂，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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