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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程序切片的相关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但针对 Java 程序的静态切片工具却非常少见。为便于展开切片应用研究，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系统依赖图的 Eclipse 切片插件—Slithice。该插件支持不同粒度的底层分析和系统依赖图构建，
从而可以使切片算法能够在精度和性能之间进行权衡，适应各种规模程序的分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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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theory of program slicing is highly developed, but open tools for slicing Java
programs are still rarely seen. To support the research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gram slicing techniques,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Eclipse slicing plugin named Slithice. The tool can perform system dependence graph
based program slicing. It provides many options for the basis analyses and the system dependence graph
construction. This can let the users make better trade-off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and hence make the
tool more suitable for analyzing programs of various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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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程序切片[1][2]的相关理论已经较为成熟，
但在工具实现方面，主要的工作关注 C 程序[3][4]，
以及 Java 程序的动态切片[5][6]，针对 Java 的静态切
片工具依然非常少见。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
括多个方面：首先，程序切片依赖于许多底层的程
序分析技术，因此实现起来较为困难；另外，代码
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切片算法必须经过一定
的优化才能适应实际程序分析的需要。打造一款实
际可用的切片工具存在许多挑战。目前，公开可获
得的 Java 程序静态切片工具主要是 Indus[7][8]。Indus
具有强大的功能，但该工具不是基于依赖图实现
的。对于经典的基于系统依赖图的程序切片[9]，尚
未见到可公开获取的工具。
我们认为基于系统依赖图的程序切片应用广

泛，其底层的依赖图可用来实现代码重构、克隆代
码分析等多种不同的软件工程目标，在该依赖图上
也可灵活配置不同的切片算法，因此此类切片方法
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便于展开程序切片应用研究，
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个 Eclipse 下的程序切片插件
—Slithice[10]。Slithice 可对 Eclipse 中的项目作基于
系统依赖图的静态切片。为保证伸缩性，该工具支
持不同精度和性能的指针分析，支持采用不同的粒
度来对动态堆空间进行抽象，可允许创建不同粒度
的系统依赖图参数节点，允许进行限定深度的库模
块分析，从而可以使算法能够在精度和性能之间进
行更好的权衡，适应不同规模程序的分析需要。
在获得切片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并实现了
了一个切片结果的呈现系统。它可用柱状图展现切
片结果在不同文件中的分布。对于每个文件，可用
缩略图形式，显示切片覆盖的代码在文件中的分

———————————————
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0903026, 61100034)资助. 钱巨，男，1981年生，博士，E-mail: jqian@nuaa.edu.cn，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分
析与测试. 陶彬贤，男，1988年生，硕士研究生，E-mail: taobinxian@nuaa.edu.cn，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分析与测试.

全国软件与应用学术会议

2

布，也可在编辑器中以高亮方式展现切片结果。对
于每个语句行，Slithice 可显示该行依赖的语句，并
支持在互相依赖的语句之间进行跳转。在后续章节
中，本文将详细介绍 Slithice 切片工具的设计思想
以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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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即可构建 Jimple 中间表示层的系统依赖图，在
该依赖图上可进行过程间程序切片。为进行中间表
示层的切片，我们先将源代码层设定的切片准则翻
译为中间代码层的切片准则，如此即可实现从源代
码层切片到字节码层切片的转换，最终的切片结果
可通过行号和名字映射再次返回到源代码层。

2 系统总体结构
Slithice 切片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该
系统的分析过程分为多个层次。底层是待分析程序
的源代码以及字节码。在底层程序的基础上，分析
分为两路。一路基于 Soot 字节码分析平台[11]，构建
与字节码相对应的 Jimple 程序中间表示，并在该表
示上构建依赖图，进行中间代码层的切片；另一路
在源代码层基于 Eclipse JDT 工具构建程序语法
树。最后，通过行号信息和程序实体名称信息，可
将 Jimple 中间表示层的切片结果反映到 JDT 语法树
中，进而借助 JDT 在 Eclipse 视图中进行显示，并
在源代码编辑器中高亮标注。
在 Jimple 中间表示层的分析方面，Slithice 首
先进行指针分析，获得每个指针变量的指向信息。
在指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类型继承信息
等，构建程序调用图。以指向信息、调用图等为基
础，可进行控制流分析和数据流分析。通过控制流
分析，可采用经典的必经节点分析法，获得语句间
的控制依赖[12]。在数据流分析方面，Slithice 第一步
先通过副作用分析获得每个语句或方法可能读写
的外部可见存储空间集，然后通过可达定义迭代获
得各个方法中的定义—使用对，通过定义—使用对，
可得到语句之间的数据依赖。结合控制依赖和数据

3 指针和副作用分析
指针和副作用分析是程序切片的重要基础，
Slithice 支持不同粒度的指针和副作用分析（如图 2
所示）。在指针分析方面，该工具首先支持 Soot 中
提供的 Spark 流和上下文不明感的指针分析方法。
Spark 方法提供了较好的精度，但对大型程序仍然
分析较慢。为提高效率，Slithice 还支持一种基于类
型的指针分析方法（Type-Based），和一种素朴的指
针分析方法（Naïve）。基于类型的指针分析以类型
作为运行时对象的静态抽象，用一个指针变量运行
时允许绑定的动态类型的集合作为该指针变量的
指向集描述。研究表明，对一些应用，基于类型的
指针分析也可以取得不错的分析效果[13]。Naïve 分
析方法不对堆空间进行详细区分，它以一个普通对
象和一个数组来抽象所有运行时对象，根据指针变
量的类型判定其指向集是包含所有这两个抽象对
象或是其中某一个。该方法具有最佳的性能，但精
度稍差，适合用来分析规模非常大的程序。
在指针分析的基础上，Slithice 支持四种不同粒
度的副作用分析。Field-Sensitive 分析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区分针对不同实例对象属性域的读和写；
Field-Based 分析不区分对象，但能够区分对不同属
性域的读写；Type-Based 分析可区分对不同类型对
象的读写；Naïve 分析可识别对数组和一般对象的读
写，但不对具体对象作详细区分。在 Spark 指针分析
下，采用 Field-Sensitive 的副作用分析对于许多语句

图 1 Slithice 总体结构


Eclipse Java development tools (JDT). http://www.eclipse.org/jdt/

图 2 不同粒度的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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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数以万计的可能读写空间，这将对后继分析
的性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支持不同粒度的副作用
分析可允许用户在精度和性能之间进行更多选择。

4 系统依赖图构建
与已有的许多面向对象程序切片方法[1]类似，
Slithice 将方法的接收对象当作一个隐藏的参数，将
多态调用解析为到最终目标方法的调用，来将 Java
程序的切片问题转换为一般的过程间切片问题，构
建系统依赖图完成程序切片。
在构造系统依赖图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对各个方法创建对应外部可见存储空间读写的
形参节点和实参节点。被读写的外部可见空间可通
过副作用分析获得。由于静态分析的保守性，一个
方法的副作用集常常非常巨大。这使得据此而构建
出来的参数节点有时数量过于庞大，影响了切片分
析的效率。为减少系统依赖图中形参和实参节点的
个数，Slithice 提供了 Field-Sensitive、Field-Based、
Type-Based 和 Naïve 多种不同的粒度来构建参数节
点。这些粒度与副作用分析中的堆空间抽象粒度含
义类似，通过将不同的参数节点抽象归结为同一个
节点，可降低系统依赖图的规模，提高分析性能。
在上述各个粒度中，Field-Based 粒度上构建的系统
依 赖 图 与 Larsen 等 [14] 的 依 赖 图 接 近 ， 而
Field-Sensitive 粒度上构建的依赖图与 Liang 等[15]
的依赖图接近。通过控制参数节点的抽象粒度，可
支持现有的多种面向对象程序切片算法。
在 Java 程序切片中，庞大的库程序是造成切片
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实验表明，即使分
析一个简单的输出语句，也会涉及到 5000 个以上
的库方法。为避免在库方法的分析上投入过多的时
间，Slithice 支持限定深度的库程序分析。比如，若
设定库程序的分析深度为 2，则两层调用深度以内
的库方法，将被当作一般方法来分析，而对于调用
深度多于两层的库方法，我们对其进行一般的指针
分析和副作用分析，但不计算方法体内的定义—使
用关系，不分析从输入参数到输出参数之间的数据
传递，而是假定每个输出参数依赖于所有输入参
数。如此虽然降低了分析精度，但精度损失主要在
库程序方面，对用户代码上分析的影响相对较小。
构建完系统依赖图后，通过经典的依赖图上的
两遍遍历算法[9]就能获得一个切片准则所对应的过
程间程序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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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切片的基本步骤
使用 Slithice 工具进行切片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步
骤。首先，设置依赖图和切片的相关配置，如图 3
所示。这一步将设置底层采用的指针分析、副作用
分析方法，以及依赖图中参数节点的构建粒度等。

图 3 系统依赖图和切片配置

在此基础上，下一步需要设置程序的入口，也
即指出程序 main 入口方法所在的类。图 4 给出了
具体的设置界面，在该图中，点击“…”按钮，工
具将列出所有带 main 方法的类，用户只需从中选
择一个即可。

图 4 设置程序入口

选定程序入口后，Slithice 将自动在后台构建完
整的系统依赖图，完成后将提示用户可以开始进行
程序切片。用户只需在 Java 编辑器中选中一行，点
击右键菜单中的“New Slicing Criterion”项即可开
始配置切片准则。配置界面如图 5 所示。
配置好切片准则后，系统将在后台获得其对应
的切片。切片将通过全局分布视图和单个文件中的
代码高亮呈现给用户。图 6 给出了呈现界面，下方
的树表是全局分布视图，柱状条表明了切片在不同
文件中的分布情况。柱状条中的竖线是相关文件内
切片覆盖语句分布的缩略图展示。上方的编辑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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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代码高亮，还支持依赖向导。用户在选择某个
语句后，可通过快捷键调出依赖向导窗口，该窗口
列出了当前语句所依赖的其它语句，点击窗口中的
语句，可直接跳转到所依赖的语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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