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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程序标注技术能够勾勒程序代码中的各种数据属性和软件行为，提出了使用许可类型系统作为沟通

程序标注和程序代码的桥梁，从程序代码的角度分析和验证了程序的安全性，进而提升了整个软件系统的可

靠性和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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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软件测试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及早抓住

程序代码中的一些错误，但仅仅依靠测试已经无

法满足当前社会对可信软件的要求。为了确保软

件系统正确地运行，需要一种方法来表述并验证

软件的多种可信行为以及程序中各种数据单元之

间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许可类型和程序

标注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地实现模块化的程序分

析和验证，客观上成为一种系统化验证软件代码

可信性的便捷途径。

１　面向对象程序中的程序标注

程序标注最初是以一种固定的格式加入到源

代码中，用以表述某些程序属性，它们可以由用户

自由定义，并透明于程序语言的编译系统及运行

环境［１］。此时的标注也被认为是一种承诺，即程

序设计人员承诺其创作的程序代码是严格遵守程

序标注的规范要求。人们使用标注的初始目的在

于以一种接近人类语言的形式显式地说明和规范

程序行为，使得程序更加容易理解，进而增强代码

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２］。

随着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逐渐成为软件开发

领域内的主流范型，理解和把握程序中对象间的

相互关系成为分析验证软件系统安全性和可信性

的关键技术。程序标注能够以用户的设计意图为

基础，精确地刻画面向对象程序中的各种数据属

性和软件行为。

１．１　所有权标注

对象的所有权标注声明了该对象直接或间接

地拥有原本不属于该对象的其他对象的属性状

态［３］，通过构建对象间的从属关系，体现了程序作

者的一种封装性意图。

图１中的程序片段标注了链表对象Ｌｉｓｔ拥

有该链表中所有的Ｎｏｄｅ对象。Ｌｉｓｔ的对象实例

将作为其属性成员ｈｅａｄ所引用的 Ｎｏｄｅ对象的

持有者。当将狀１赋值给ｌ２．ｈｅａｄ时，赋值式两侧

的持有者不匹配，违反了所有权标注的意图。

图１　所有权标注

Ｆｉｇ．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　效果标注

效果标注将声明函数方法可能访问（读或写）

的属性实例，从而构成了该函数的前（后）置条件。

如图２所示，ｓｅｔ犡 和ｇｅｔ犢 的效果分别是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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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狓 的写操作和狔 的读操作。函数体内部的

各种具体操作必须遵循显式声明的函数效果。

图２　函数效果标注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　惟一性标注

惟一性标注通常附加于程序中引用的数据类

型，声明该引用（若不为空）是惟一指向被引用对

象的引用，如图３所示。

图３　惟一性标注

Ｆｉｇ．３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　恒定和只读标注

一个对象被称为是恒定的，当且仅当一旦该

对象的初始化完成，其状态不允许被更改。相反，

只读对象引用只是禁止通过该引用修改对象，却

并不限制程序操作使用其他的引用对对象状态进

行更新，如图４所示。恒定标注是作用于对象实

体的，而只读标注是用来标注对象引用的。

图４　恒定和只读标注

Ｆｉｇ．４　Ｉｍｍｕ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ａｄｏｎｌｙ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　（多）保护锁标注

为了避免并发程序中的数据竞争，人们通常

使用互斥锁对数据状态进行保护，如图５所示。

凡是含有对ｂａｌａｎｃｅ属性进行直接访问操作的函

数，必须声明该函数的调用线程在调用动作发生

时已经锁定（获取）了ｂａｌａｎｃｅ的保护锁。

用户也可以对某个属性实例施加多保护锁。

如图６所示，ｄｕｒａｔｉｏｎ成员属性受到犵１和犵２的共

同保护，意味着只有当它们都被上下文线程锁定

之后才能对该ｄｕｒａｔｉｏｎ属性进行访问操作。这

种多重保护曾经以对象多所有权的形式出现［４］，

但是多所有权侧重于对整个对象状态的保护，而

本文中的多保护锁可以声明对对象成员的保护，

形式上更加灵活，粒度也更细腻。

图５　保护锁标注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ｋ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　多保护锁标注

Ｆｉｇ．６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ｋ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　类型系统

许可类型能够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表述多种

程序标注的高层语义，通过预先定义的各种类型

规则，可以分析和验证程序中代码动作和程序标

注的匹配性，形式上构成了连接程序标注和代码

的桥梁［５］，有助于实现基于可信软件的代码分析

和验证。程序标注、许可类型和程序代码之间的

关系如图７所示。

图７　程序标注、许可类型和程序代码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ｅ

在许可类型系统中，程序状态为所有对象的

成员属性所组成的集合。一个许可令牌（以Π表

示）是允许对某个程序状态进行操作的抽象值［６］。

２．１　单位许可

对象的每个成员属性将关联一个单位许可：

Π：：＝ρ．犳→ρ′

其中，ρ和ρ′为对象；犳是属性名称。一个单位许

可（也称为写许可）允许对相应的成员属性进行读

或写访问。一个进（线）程持有狉．（ρ．犳→狉）是对

ρ．犳进行访问的前提条件。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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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复合许可和片段许可

复合许可由两个子许可合并而成：

Π：：＝Π１  Π２

一个许可能够按比例狇进行裁剪：

Π：：＝狇Π１，０＜狇≤１

　　写（单位）许可经过剪裁后将成为读许可。通

过综合运用复合和裁剪等形式变换，能够有效地

分割或合并各种许可。

２．３　许可令牌的嵌套

许可令牌间的嵌套关系以断言的形式呈现：

Π：：＝Π１ Π２

这种嵌套关系通常具备两种作用：抽象和保护。

一旦获得某个许可令牌，则嵌套于其中的许可也

可随之呈现，如图８所示。

图８　许可令牌的几种形式变换

Ｆｉｇ．８　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程序标注的类型验证

许可类型系统提供了一种表述程序标注语义

的形式化方法，通过定义许可类型的类型检测规

则，可以较为方便地验证以许可类型格式表述的

程序标注是否与具体的程序代码相匹配。

３．１　程序标注的许可类型表述

对象所有权中的从属关系本质上可以使用许

可嵌套直接表述。图１中，类 Ｎｏｄｅ的所有权标

注＠ｏｗｎｅｄｂｙｇ可以记为：

（狉ｔｈｉｓ．Ａｌｌ→⊥）狉犵．Ｏｗｎｅｄ

其中，狉ｔｈｉｓ和狉犵 分别指代Ｎｏｄｅ对象实例和其类参

数实例；Ａｌｌ和 Ｏｗｎｅｄ为特殊定义的成员属性

（这种特殊的成员属性包括本文后面提到的Ｉｍ

ｍｕｔａｂｌｅ和Ｐｒｏｔ，在文献［１］中也被称为数据组，

其引用的对象记为⊥），前者容纳其对象自身的属

性状态，后者容纳其对象所持有的所有其他对象

状态。基于这种要求，以下三式也随之成立：

狉．（狉ｔｈｉｓ．ｎｅｘｔ→狉）狉ｔｈｉｓ．Ａｌｌ

（狉犵．Ｏｗｎｅｄ→⊥）狉犵．Ａｌｌ

（狉ｔｈｉｓ．Ｏｗｎｅｄ→⊥）狉ｔｈｉｓ．Ａｌｌ

　　函数效果标注主要区分对不同属性实例的读

写操作。如图２中的＠ｗｒｉｔｅｓｔｈｉｓ．狓和＠ｒｅａｄｓ

ｔｈｉｓ．狔分别对应写许可狉．（狉ｔｈｉｓ．狓→狉）和读许

可。函数的调用者必须提供指定的许可令牌，而

被调用的函数体可以假设当前上下文线程在函数

执行开始处已经持有这些许可令牌。

与对象所有权的思想类似，将指针的惟一性

理解为对其所引用数据的限制访问，而非通常意

义上的完全禁止别名指针。除了惟一指针，其他

的别名指针都无法获得访问其所引用数据对象的

许可令牌。在许可类型系统中，将对某个数据单

元的单位许可全部赋予指向该数据单元的引用指

针，图３中的标注＠ｕｎｉｑｕｅ的语义可以用下列许

可类型进行表述：

狉．（狉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Ｔｏｐ→狉Π狉）狉ｔｈｉｓ．Ａｌｌ

Π狉 ＝ （狉≠ｎｕｌｌ狉．Ａｌｌ→⊥）

允许访问属性实例狉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Ｔｏｐ的单位许可令牌

狉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Ｔｏｐ→狉和Π狉组成复合许可，其中，Π狉被

定义为一种条件表达式的形式，即一旦狉ｔｈｉｓ．ｌｅｆｔ

Ｔｏｐ所引用的对象不为ｎｕｌｌ，则该对象的所有状

态也同时呈现。

将只读指针所引用数据的读许可预先放置于

一个公共位置（０．Ｏｗｎｅｄ），当只读指针被用来访

问数据对象时，操作线程从该公共位置“临时”获

取读许可，访问结束后归还；当其他别名指针被用

来访问数据对象时，也可以从公共位置获取读许

可，结合原有的读许可令牌组成完整的写许可，如

图４中的＠ｒｅａｄｏｎｌｙ可以表述为：

狉．（狉ｔｈｉｓ．ｇｒａｄｅ→狉Π狉）狉ｔｈｉｓ．Ａｌｌ

Π狉 ＝ （狉≠ｎｕｌｌ （
１

２
狉．Ａｌｌ→⊥）０．Ｏｗｎｅｄ）

　　恒定对象标注的处理方式与之类似，一旦该

对象被初始化完毕，则其对象状态的部分许可被

收容到公共位置０．Ｉｍｍｕｔａｂｌｅ，其余部分被丢弃。

从而导致后续任何部分都无法获得完整的写许

可，不允许执行对对象状态的任何更新操作。

保护锁标注将严格设定成员属性的读写保护

锁对象［７］，如图５所示，ｂａｌａｎｃｅ属性的保护关系

通过许可嵌套的方式进行表述：

狉．（狉ｔｈｉ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ｔ）狉ｔｈｉｓ．Ｐｒｏｔ

锁对象的特殊成员Ｐｒｏｔ将收容所有被该锁对象

保护的许可令牌。在类型检测中，当某个对象狉

被上下文线程锁定时，狉．Ｐｒｏｔ→⊥将自动呈现，从

而使得任何嵌套于其中被保护的许可令牌也可以

通过挖掘变换间接地呈现出来，对应的各种程序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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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也将被允许进行。

多保护锁标注的许可类型语义表述将被保护

成员属性的写许可分拆为多个读许可，并使之被

不同的保护锁收容。如图６中的多保护锁程序标

注可以使用如下方式表述：

狉．（
１

２
Π犱 狉犵１．Ｐｒｏｔ

１

２
Π犱 狉犵２．Ｐｒｏｔ）

Π犱 ＝狉ｔｈｉｓ．ｄｕｒａｔｉｏｎ→狉

　　图５和图６中的函数方法锁需求的标注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ｌｏｃｋ１，ｌｏｃｋ２，…表明函数调用的前提条

件是相应的锁对象已经被获得。这种需求以许可

类型的形式加以表述：狉Ｌｏｃｋ１．Ｐｒｏｔ→⊥狉Ｌｏｃｋ２．

Ｐｒｏｔ→⊥…。

３．２　类型系统的可靠性

类型系统的可靠性可以确保类型正确的程序

不会出错。在许可类型系统中，程序不会出错意

味着程序代码完全符合嵌入其中的程序标注，即

两者是相匹配的，满足可信软件代码的安全性要

求。有关许可类型系统的类型规则和可靠性证明

可以参考文献［８］。

通过预定义的类型规则，可以实现对代码和

标注的匹配性检测，从而验证代码的可信性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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