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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 HACKS 推薦序

程式免不了有 bug，bug總是在超乎人們想像的地方出現。世界上最早的
bug，似乎是飛進電腦繼電器裡的蛾，被繼電器接點夾住的飛蛾，導致電
腦的運作發生問題。由於這個故事的契機，使得程式出錯的情形被稱為

「bug」。聽說這隻蛾後來被 COBOL開發者 Grace Hopper貼在日記裡當
成紀念品。 

在這之後過了半個世紀，bug仍然不斷出現。「程式不會照著想法執行，
只會照著寫法執行」成了程式設計者之間相傳的諺語。就某種意義而言，

bug或許是讓人們能看到自身極限的東西，但大多數 bug都只是讓程式設
計者稍微煩惱一陣子的可愛玩意兒，不過最近 bug引起的「事件」卻也
不時佔據著新聞版面。 

程式設計師的工作是寫程式，不過隨著電腦的普及，程式變得越來越複

雜，要寫出毫無缺陷的程式便顯得非常困難，也因此所有程式都必然需

要處理 bug。就筆者個人來說，程式設計師大半的時間似乎都花在尋找
bug、修復 bug上。 

不過，盲目地尋找 bug通常是沒辦法順利完成工作的，因為 bug有 bug
的找法及修正法。特別是在尋找、鎖定 bug的過程中，有各式各樣的技
巧可以運用。「debug」這個詞給人的印象是「修復臭蟲」，不過實際上，
已經知道位置的 bug通常沒什麼好怕的，它幾乎都是可以很快修正好的，
debug的精髓在於尋找 bug、鎖定位置的過程。本書說明了程式設計師在
身經百戰之後所獲得的尋找 bug及修復技巧，尤其是平常比較沒機會看
到的 Linux kernel相關 bug的 hacks，更是貴重的資訊。其中或許有不少
hacks是許多程式設計師平常會使用的技巧，但這些技巧的想法仍然很值
得參考。特別是 gdb與 valgrind、oprofile等便利工具的詳細說明，非常值
得一讀。另外本書也有討論到 2個 Ruby bug，十分難得。

期待本書能成為各位在與 bug格鬥的日子裡，更得心應手的指南。

2009年 3月於羽田機場
松本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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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記載的是，程式設計者在寫程式的時候無可避免的「debug」(除錯 )

過程。Debug不限於特定程式語言或開發環境，不管是哪一種程式設計
工作都無法避免，但在這個領域中，至今還沒什麼人統整歸納、甚至也

找不到適當的參考書籍。

程式設計入門書這麼多，為什麼幾乎看不到除錯的入門書呢？ 

程式設計者的作業流程包含設計、寫碼、測試、除錯，把許多時間花在

debug的情形並不少見。實際上，也有許多人表示軟體開發的成本很多都
不是花在寫新軟體，而是花在現有軟體的擴充、變更、修正錯誤等等。 

比起寫新程式，除錯的工作常常令人覺得更難。有這麼多廣為流通的書

籍在討論設計與寫碼、測試相關的最佳實務，而身為軟體開發重要階段

的「debug」卻幾乎找不到入門書，令筆者感到有點奇妙。 

「Debug」這項工作，十位程式設計者有十種不同的作法，是非常因人而
異的工作。有所謂的除錯達人，就有不擅長除錯的人。當然也有著輕鬆

哼著歌，像魔法一樣找到 bug進而修正的 hacker。

這次編寫《Debug Hacks除錯駭客》這本書，就是要全力把我們遇到的案
例，以具體的除錯方法展現出來。

希望透過記錄我們使用的除錯手法，進而理解自己使用的技巧。為什麼

要用這個指令除錯呢？原本又是怎麼找到這個 bug的？我們會嘗試透過
這樣自問自答的過程，來揭露「debug」這項工作的全貌。

我們以實際工作上遇到的案例為基礎，記下各個 hacks。有些內容為了簡
化說明而寫了新的測試程式，不過這些內容都是以實際遇到的 bug為基
礎。希望透過實際案例，不只是空談理論，而是記下真正的經驗。

像這樣記錄除錯的過程，若是我們的除錯方法有改良的空間，因為有了

明確的記錄，就能以它為基礎討論出其他的方法，甚至是成為新方法的

啟發。儘管單純，筆者仍相信這是個很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說，它正

是這種粗俗作業的累積，才能讓除錯手法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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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這些案例一定有更好的做法。想討論更棒的除錯方法，需要先

有良好的基礎，而我們希望這本《Debug Hacks除錯駭客》能成為這樣的
基礎。特別期待各位 hackers (程式設計老手 )能一邊拿自己的風格比對，
一邊讀這本書。如果能從各種觀點討論我們的作法的適用範圍、長處或

短處，也能讓我們更瞭解專業程式設計者的除錯手法。 

除錯方法與其說是這麼明白寫出來的東西，不如說它更像是隨著經驗培

養而成，就某個角度而言屬於秘傳的技法。除了不斷累積身為程式設計

者的經驗之外，我們認為精通除錯的技巧，就等於強化了我們身為專業

程式設計者的基本能力。

此外，如果像我們這樣把自己的除錯手法廣為公開的風格成為慣例的話，

就能讓更多人共享最佳實務，成為程式設計者所擁有的貴重資產。

除錯的方法，隨著工具與開發環境的進步，想必今後仍然會不斷變化。

而我們自己對於除錯、程式設計風格的理解，也能得以不斷進化。為了

主動精進，我們也希望與本書的許多程式設計者一同繼續鍛鍊。

本書所需的知識與目標讀者

本書主要的對象，是使用 C、C++等程式語言的應用程式開發者，以及
Linux kernel開發者。本書沒有特別假設語言、開發環境，但所舉的例子
是使用 Linux環境。在做低階除錯時，需要電腦架構、程式語言的基礎
知識。另外也需要作為開發環境的 Unix系列程式設計環境的基礎知識。
除此之外的知識並未多做假設。 

適合的讀者，是自己設計程式、實作、測試、除錯的初級到中級程式設

計者；寫給希望進一步提昇自己程式設計能力的讀者。我們認為不僅 C、
C++程式設計者能獲益，對於使用 Perl、PHP、Python、Ruby等 scripting
語言寫程式的讀者來說，我們提到的許多手法，就算是語言、工具不一

樣，還是能作為參考。另外對使用 Windows與 Mac等不同平台的程式設
計者來說，應該也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我們特別希望學生能閱讀本書。在看過一輪程式設計語言的入門書之後，

如果想進一步精通程式設計的話，本書的 hacks應該很有參考價值。我們
總是抱著「如果這本書出現在自己學生時代的話一定很想看」的心態在

編輯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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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 scripting語言寫程式的人來說，平常幾乎不會意識到電腦架構、
機器語言等等。但是比如說，要是 Ruby的執行環境突然 segmentation 
fault當掉、需要修復的時候，就需要本書討論的知識與技法了。對於希
望擴充自身程式設計領域的人來說，本書應該能成為契機。 

我們也十分希望擁有獨自風格的 hacker (程式設計老手 )能閱讀本書，並
能儘管提供意見。特別是現在幾乎沒有直接討論 Linux kernel除錯的參考
書，因此我們對這本書的組成，包含討論範圍、假想讀者群等等，如果

能知道各位讀者「如果是自己的話會這麼做」的想法，那就太棒了。

本書討論的內容與不討論的內容

本書主要是選定 Linux的應用程式與 Linux kernel的案例，除了這些剛好
是我們的工作領域之外，沒有其他的原因。 

提到程式設計，還包含有 Web應用程式、嵌入系統、遊戲、middleware
等等各式各樣的領域。這些領域應該各自有特殊的除錯手法，但本書不

會討論。筆者認為應該沒有涵蓋所有領域的萬能除錯手法，所以本書把

焦點放在一般的除錯手法。在許多情形下，應該都能運用這些想法才對。

討論的內容

本書將介紹除錯的基本想法、作法。不僅包含應用程式的除錯，也會提

到 OS (Linux kernel)的除錯。另外像 gdb這類 debugger (除錯工具 )的使
用方法、dump的分析方式、crash的用法、kprobe與 oprofile等除錯時很
方便的工具也會討論到。 

除了本書討論的工具以外，還有許多很棒的工具。比如：ftrace、
LTTng、dmalloc、blktrace、lockdep、kgdb、KDB、utrace、lockmeter、
mpatrol、e1000_dump、git-bisect、kmemcheck等等，可惜這些工具不會
討論到。十分期待各位讀者們能提供這些工具的 Debug Hacks。

不討論的內容

本書不會提到程式設計的一般知識，像是軟體設計、容易除錯的寫碼方

式、測試方法論等等。TDD (測試驅動開發 )是把測試、除錯合而為一的
開發流程，不過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 

此外，一般在發生問題的時候，如何分割問題、workaround (迴避問題 )

等想法也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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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焦點，放在發生問題 (bug)之後，如何將它修正的狹義 debug上。

本書結構

第一章　暖身準備，說明 debug究竟是怎樣的過程。也會描述本書《Debug 
Hacks除錯駭客》的整體樣貌。

第二章　Debug 之前應該知道的事情，說明 debug的時候必需的基礎知
識：Debugger (GDB) 的用法、Intel架構的基礎、stack ( 堆疊 ) 的基礎
知識、呼叫函式時傳遞引數的方式、assembly (組合語言 )的練習方式 
等等。

第三章　Kernel Debug 的準備，說明 Linux kernel debugging的基礎知識，
包括：Oops訊息的解讀方式、serial console的用法、透過網路取得 kernel
訊息的方式、SysRq按鍵、各種 dump的取得方式、crash指令的用

法、透過 IPMI與 NMI watchdog取得 crash dump的方法、kernel特有的
assembly指令等等。

第四章　應用程式 Debug 實務，說明實際 debug一般應用程式的方法。網
羅 Stack overflow (堆疊溢位 )造成的 segmentation fault (記憶體分段錯誤 ; 
SIGSEGV)、backtrace無法正常顯示、操作陣列出錯導致破塊 stack、活用
watchpoint偵測記憶體操作有誤的情形、malloc()/free()的問題、應
用程式卡住的狀況等等，各種不同情形下的 debug手法。

第五章　Kernel Debug 實務，說明 kernel出問題時的 debug方法。涵蓋
Kernel panic (取用 NULL指標、list破壞、race condition)、kernel卡住 (無
窮迴圈、spinlock、realtime process)、運作速度變慢、CPU負荷提高等情
形下的 debug方式。

第六章　致勝 Debug 技巧，介紹 debug的時候會用到的各式工具，以及一
些 know-how之類、範圍比較廣的東西。會提到的工具包含有：strace、
objdump、Valgrind、kprobes、jprobes、KAHO、systemtap、proc 檔 案 系

統、oprofile、VMware vprobe、fault injection、Xen等等。其他還會提到
OOM Killer的運作機制、透過 GOT/PLT呼叫函式的機制、initramfs、使
用 RT Watchdog偵測 realtime process卡住的方法、調查手邊的 x86機器是
否支援 64-bit的方法等等。

附錄　Debug Hacks 用語的基礎知識，將解說本書登場的用語。閱讀各

Hacks時，若碰到不明白的用語，可以試著在這個附錄裡搜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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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使用方法

本書除了第一章之外，並未特別假定閱讀順序。已經具備基礎知識的讀

者，也可以跳著閱讀自己有興趣的部分。閱讀的方式當然隨各位喜好而

定。如果想把握基礎知識的話，請仔細閱讀第一章、第二章，並注意一

下參考文獻。若您已經是經驗老到的 kernel hacker，可能會覺得本書提到
的工具使用方式、解說內容騷不到癢處。假如真是如此，而又能為筆者

們回饋一些 hacker流的吐槽的話就太棒了。

本書編排慣例

定寬字（sample）

代表檔名、範例程式碼、輸出、指令等等。

定寬粗體字（sample）

代表使用者輸入。

代表提示、建議等等。

代表注意、警告等等。

各 Hack左側的溫度計圖示，代表各個 Hack相對的難易度。

入門 中等 專家

意見與問題

本書的內容，筆者群已盡最大的努力檢驗與確認，但應該還是可能出現

有問題、不正確的地方，或是會導致誤解與混亂的寫法、錯字等等。如

果在閱讀本書的過程有發現這些情形，敬請不吝指正，以便改善今後的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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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H A P T E R  O N E

暖身準備
HACK #1-3

何謂除錯？
本書將說明 debug流程從基礎到應用的相關知識。

說起來「除錯」究竟是怎樣的作業呢？只要是程式設計者，都會做這件

事，但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找不到關於流程的詳細描述。若有十位程式設計

者，就會有十種不同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幾乎不會被明確記錄下來。

在這本書裡，我們會以自己的除錯經驗為基礎，說明除錯的方法。我們不

能說這些是最棒的方法或是沒有其他方法了。但像這樣把除錯方法明確記

載下來，想必還是有其價值—有了明確的記錄，經驗尚淺的程式設計者就

有機會直接學習找不到人傳授的除錯方法，對經驗豐富的程式設計者來

說，也有機會確認自己對除錯這項工作的思考方式。我們特別希望各位經

驗豐富的程式設計者能閱讀本書，並對照內容與自己習慣的做法有何不

同。如果能把這些差異分享、累積，就能讓所有程式設計者提昇對程式設

計、除錯等工作的理解。

程式設計流程

程式設計者寫碼、將程式完成的過程，應該包含需求定義、設計、寫碼、

測試、除錯等流程。這邊要特別討論寫碼、測試、除錯。

在寫碼的時候，如果覺得已經完成某個程度了，就會開始編譯、建構，然

後修改到編譯、建構過程都不會出錯為止。

只要不出現編譯錯誤，通常就算不完善，也大概能動了。總之，先執行然

後看看能不能得到期望的行為。比起正式的測試，這不過是確認能不能執

行、運作而已。在這個地方，造成無法啟動、當掉的 bug都希望在進入測
試階段之前除掉。

#1
H A C K



2 | Chapter 1,  暖身準備

HACK
#1 何謂除錯？

寫碼　→ 　　編譯 ( 建構 ) 　→ 　　編譯錯誤　→ 　　能否啟動　→ 

圖 1-1　寫碼流程

除錯與測試

在簡略的測試之後 (確認能否啟動等最低限度的功能 )，就開始測試與除
錯工作。

這邊先定義一下「測試」與「除錯」。

「測試」指的是確認程式的行為是否符合規格。當與期望的行為 (規格 )
不同的時候，就稱為 bug。測試是尋找程式裡的 bug的過程。

Debug (除錯 )就是以某些做法，將找到的 bug修正的過程。

測試與除錯，是目標完全不同的過程，最初就先記住這點吧。良好的測試

是要在限定時間裡盡可能找到更多 bug，良好的 debug則是要在限定時間
裡盡可能修正更多 bug。

Bug不僅會在正式的測試流程裡找到，日常使用過程中也會無意找到，其
他使用者也有機會找到，要找到 bug有各式各樣的管道。

Debug則是在知道有 bug之後才開始。

就算沒有正式認定為 bug，也有人在收到「程式的行為不知為何改變了」
之後就開始尋找，並且將這些作業納入廣義的「debug」之中。不過本書
使用的定義仍然是，在發現 (或找到 ) bug之後，利用某些做法將它修正
的過程。

「找 bug」這件事

良好的測試能找到許多 bug。進行測試，就是為了找到更多 bug。

從測試的角度來看，找到 bug就代表測試是成功的。這時，程式的行為跟
規格不一樣，算是「失敗」，但是對測試來說，因為有找到 bug，所以是
「成功」的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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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
#1何謂除錯？

也有人覺得，不應該說「bug被發現了」，而是要說「發現了 bug」。這是自
己透過測試找到 bug的觀點。可以感受到積極的把 bug都找出來的幹勁。

Bug不是自然發生的東西，而是程式設計者自己寫下的，所以不是被動遇
到 bug，而是想主動找到 bug並將它們修正。

身為程式設計者，想必都希望在其他人發現 bug之前，自己先發現 bug吧。

另外也有在開始寫碼之前，先寫測試程式的觀點。這稱為 TDD (測試驅
動開發 )。這個方法不是「要為程式做測試」，而是「所有程式都已經有
預先準備好的測試」。本書不會詳細討論，簡單來說，這可以說是把測試

與寫碼、除錯過程一體化的開發方法論。

Bug的分類

程式的行為可以分成下面幾種情形。

① 行為合乎預期，結束執行。

② 行為不合乎預期，結束執行。

③ 無法結束。

在這邊把程式單純化，當成資料輸入、得到輸出的東西，「測試」就是準

備幾組輸入資料，接著檢查對應輸出內容的過程。

①是輸入資料得到的輸出，與期望的輸出 (規格 )相同，並結束執行的狀
況。這時因為沒有發現 bug，所以也沒必要 debug。但是，這只代表測試
過程中沒有找到 bug，不代表 bug不存在。

②是輸入資料得到的輸出與期望不同的情形。我們就當成發現 bug。

③是因為無窮迴圈或是死結等情形，導致輸入資料沒有得到輸出資料，也
沒有結束執行的狀況。

我們在②與③的情形就需要展開 debug工作。本書會說明這類 bug要如何
進行 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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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的流程

除錯
↓

寫碼　→ 　測試

圖 1-2　Debug的流程

Bug有時跟前面講的一樣透過測試發現，有時則是由第三者發現。Debug
的過程如下所示。

① 重現 Bug

② Debug

③ 確認行為 (測試 )

④ 如果行為與預期相同就結束。如果行為仍然不如預期，則回到②。

本書將討論各種不同 bug的 debug手法。

參考文獻

•《The Art of Software Testing, 2/e》 by Glenford J. Myers, 978-0471469124

— Hiro Yoshioka 

Debug Hacks 地圖
討論典型的 bug分類手法，以及與本書 Hacks的對應。

Bug究竟屬於什麼種類，在一開始很難判斷。這邊要來看看，發生的 bug
要如何歸納種類，能在本書的哪些 Hacks看到解決問題的提示。

圖 1-3與圖 1-4把障礙的種類分成「異常結束」、「不結束」、「其他現象」三
類，而後分別討論可能引發這些 bug的大致原因及相關的 Hacks編號。

#2
H A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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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可能在

Kernel 

沒有順利取得

dump的情形

Oops訊息
HACK #15

原因很可能在

應用程式

GDB 的用法

HACK #5~#7
活用第六章的經驗

#40的原因是
應用程式

程式異常結束

WDT偵測到異常
HACK #36~#40

其他原因

記憶體操作失誤

HACK #26~#30

從 kernel message
分析

HACK #38

設定 dump吧
HACK #19
HACK #20

Kernel
panic ?

有設定

dump嗎？

因為 SIGSEGV

而結束？

有成功取得

dump？

原因分類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呼叫 BUG()
HACK #35

記憶體操作失誤

HACK #33~#35

圖 1-3　程式異常結束時可參考的 Hacks

參考表 1-1

WDT無法偵測到
異常的情形 ( 偵測到

的話會 kernel panic)

用 top等
工具觀察

程式無法結束

SysRq鍵與 minicom的用法
HACK #16
HACK #18

WDT的設定方法
HACK #22
HACK #23

記憶體洩漏

HACK #45
HACK #46
HACK #54

效能降低

HACK #41
HACK #42

懷疑 Kernel
有問題？

有設定

WDT嗎？

無窮迴圈

HACK #32

死結

HACK #31

負荷很高？No

No
Yes

Yes

No

Yes

其他現象

圖 1-4　程式無法結束時可參考的 H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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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導致 Kernel有問題的現象

判定方法 結果

ps 顯示到一半停住 
狀態是 D

ping 沒有回應

鍵盤 無法輸入文字

kill -9 無法終止

strace 無法 attach (沒有回應 )

gdb 無法 attach (沒有回應 )

觀察 kernel message 看到 softlockup之類的訊息

小結

本節討論了典型的 bug如何分類，以及對應到本書的哪些 hacks。本 hack
應該對進一步閱讀本書有幫助。

— Kazuhiro Yamato、Toyo Abe、Naohiro Ooiwa 

Debug 經驗談
介紹 debug之前與分析的經驗。

在發現 bug的時候，為了決定 debug的方向，必須先收集資料、掌握現狀
才行。

找到 bug狀況有幾種。

① 測試時發現

② 其他情形下發現

①有很大的確定意義，可以沿著測試的流程檢驗。如果是可以重現的
bug、或者是自己開發的程式，應該能很快修正。

②是比較棘手的狀況。②的 bug可能是自己發現，也可能是其他人發現
的，因此找到 bug的環境可能與測試環境不同。另外應該也有不少 bug是
在同時測試許多功能、進行負載測試的時候發現的。

不管哪種 bug都需要修正，而本 hack對於難度較高的②想分享以下這些
經驗。

#3
H A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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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現 bug之前的經驗

2. 重現 bug之後的經驗

3. 分析的經驗

4. 問題原因不明時的經驗

1.重現 bug之前的經驗

發現 bug之後，透過 dump等線索重現 bug就成了很重要的事情。

這邊要說明重現 bug之前的準備工作與經驗 (關於如何製作重現測試程
式 (TP)，請參考「Kernel Panic (List破壞篇 )」[HACK #34]。關於如何採取

dump，請參考「使用 diskdump取得 kernel crash dump」[HACK #19]、「使用

Kdump取得 kernel crash dump」[HACK #20])。

建立環境

發現 bug之後就要進入 debug工作，但檢驗時的硬體或軟體如果不同的
話，程式行為也可能會改變。

利用發現 bug的同一台機器重現是最好的，如果辦不到的話，就要盡可能
設定成發生問題時的環境。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都希望盡可能相同。首

先使用同樣的硬體，就算使用其他硬體重現，NIC與 CPU的數量也要盡
可能一樣。軟體方面，從 OS版本到分割區與 swap大小這些細節也都要
盡可能相同。

就筆者的經驗來說，設定成下列環境，比較有機會重現 bug。

 ● 傳給 mount與 module的引數．選項

 ● 網路通訊對象的硬體 (NIC)

 ● 硬碟製造商

 ● 設定檔內容

曾經有一次，在測試用的內部網路無法重現 bug，但在其他環境卻能
重現。後來發現原因是內部網路無法連上 NTP server，因此無法重現
連線過程。

再舉另一個例子，曾經連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ifcfg-
eth*的設定都完全相同，還是沒辦法重現 bug。後來發現原因是 /
etc/sysconfig/network的設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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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在重現第三者發現的 bug時，如果有疑問或是必須知道的資訊，就統整後
一起來詢問。反覆詢問細節問題會讓對方疲乏，所以在完成一輪必要工作

之後，再把問題、擔心的地方統整起來詢問。另外對方也可能覺得跟 bug
沒關係，而沒有傳達一些重要的資訊。在詢問的時候，也要把這種情形考

慮進去。

以前曾經取得別人寫的 TP來執行，卻無法重現 bug。持續做了一星
期仍然無法重現，最後捨棄至今為止隔幾分鐘執行一次的方式，隨

手隔幾秒執行一次，就重現了 bug。儘管一開始確認了 TP的執行方
式，因為回答的人並不是實際撰寫 TP的人，因此沒有跟筆者提到要
隔幾秒執行一次。順道一提，這個問題跟 I/O cache有關，必須在首
次執行 I/O的時候執行 TP才能重現 bug。

檢查設定

有時急著想解決 bug，會在設定犯下簡單的錯誤。無法重現 bug的時候，
先檢查硬體纜線與設定內容，並仔細觀察指令的輸出資料。

2.重現 bug之後的經驗

這邊說明重現 bug之後的經驗。

確認現象

有時看起來像是重現了 bug，其實是不一樣的現象。要確定確實重現了
bug的現象。

確認重現率、時間

能 100%重現、還是要在特定時機才能重現，會大幅影響 debug的手法與
需要的時間。

有時執行了 30分鐘仍然無法重現，卻在執行 10小時之後成功重現。因此
事先掌握重現所需的時間及機率。

3.分析時的經驗

這邊說明如何動手分析、縮小問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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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睛確認現象

舉例來說，遇到做了什麼事就會重開機的狀況。這時要檢查做了什麼動

作之後就會重開機、還是過了數十秒之後才會被 watchdog重開機。此時
一併確認重開機之前能不能用鍵盤輸入文字、能不能 ping到，這些都對
未來的 debug有幫助。假如每次重現的時間都一樣的話，也要把時間記下
來，這個值在之後 debug的時候常常都能幫上忙。

曾經在 shell裡面執行 sleep 1之後，發現睡眠時間明顯比一秒還
長。就算以 time指令檢測，如果 kernel的 timer有 bug的話，指令
的輸出就沒有參考意義。實際確認現象，發現睡眠時間約 5秒 (+4
秒 )、同時每次的秒數都一樣。之後執行 sleep 10看看時間是變成
十倍 (50秒 )還是 10+4的 14秒。結果發現睡了 14秒，而這成為解
決 bug的線索。

舉個稍微不同的例子，常常有人問到「console訊息不會顯示到畫
面上」。遇到這種情形可以試著執行 echo 7 > /proc/sys/kernel/
printk看看。如果訊息層級低於這個檔案設定的層級，就不會顯示
到畫面上，所以必須留意。

盡可能縮小範圍

如果執行三個 TP (測試程式 )會觸發 bug的話，可以試著逐一執行看看。
假若鎖定到其中一個導致 bug，就能讓 debug工作變簡單；要是不同時執
行三個 TP就不會觸發 bug，也能用不同的觀點 debug。透過選項縮小範
圍的例子可以參考「應用程式卡住 (無窮迴圈篇 )」[HACK #32]，如果有相

關選項的話就調整看看吧。限定範圍、調整引數，應該也能縮短重現所

需的時間。改變引數提昇重現機率的例子可以參考「Kernel Panic (Race 
Condition篇 )」[HACK #35]。

如果遇到檔案系統 journal 相關的 bug，用 mount -o commit=1把
commit時間從預設的 5秒縮短到 1秒，或許會更容易重現。要是遇
到 e1000驅動程式的 buffer相關 bug，可以試著用 ethtool -G ethX 
rx 64 tx 64把收發訊的 buffer變小等等，隨著 bug改變各種不同的
引數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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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Kernel Config、開機選項縮小範圍

如果遇到 kernel的 bug，可以修改開機引數、kernel配置選項縮小尋找範
圍。想確認是不是 SMP環境下發生的 bug，可以在開機選項加上 nosmp強

制進入 UP模式。e1000驅動程式相關的 bug或許關閉 NAPI可以縮小尋
找範圍也說不定。

透過版本縮小範圍

開放原始碼軟體經常修正、更新。目前系統使用的軟體，有時可能會遇

到版本大幅更新。若新版軟體不會觸發 bug的話，就只要檢查兩者差異即
可。透過版本縮小尋找範圍的例子可參考「應用程式卡住 (無窮迴圈篇 )」
[HACK #32]、「Kernel卡住 (無窮迴圈篇 )」[HACK #36]。反之要是升級版本之

後觸發 bug的話，就要檢查舊版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也確認其他做法

不要只用一個訊息判斷，也搭配其他資訊一併確認。網路相關資訊不只

ifconfig可以顯示，也能搭配 ip指令、route指令與 /proc/net的資訊一併

判斷。有時指令顯示的內容也會有錯。

根據事實做判斷

看到現象之後，有時會覺得「這很可能就是原因」，這時不要毫無依據地

用外觀下決定，而是要確實進行確認。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就找不到真正

的原因。常常在解決的時候才感嘆「沒想到竟然是這個原因」。

4.問題原因不明時的經驗

在調查問題的時候，有時找不到原因，同時也無路可突破。也有可能遇到

難以說明的情形。這邊就要說明這些情形的經驗。

懷疑硬體

在為軟體 debug的時候，如果遇到無論如何都無法說明的現象、就算不改
變條件還是每次得到不同結果的時候，可以試著懷疑硬體看看。要是一開

始就懷疑硬體的話，原本可以修得好的 bug也會修不好，但是在程式行為
不自然的狀況下，有可能是硬體出了問題。而硬體發生問題的狀況，也有

開不了電源的明顯情形，以及看起來像是軟體 bug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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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遇過分割區突然消失的現象。因為當時經常更新軟體，所以最

初覺得是軟體的問題。但是偶爾分割區又會突然出現。那時在硬碟

附近發現掉了一些電子零件，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狀況，把硬碟

翻過來一看，上面真的有地方掉了零件。後來，換了不同的硬碟，

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還有個筆者聽別人轉述的案例。看起來像是 bug的情形，一直在軟
體裡找問題，結果最後發現是硬體接頭裡面有一隻腳位被折斷了。

EDAC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bluesmoke) 

Linux擁有檢測、通知同位檢查錯誤的 EDAC功能 (在納入 stock kernel
之前稱為 bluesmoke)。EDAC可以偵測記憶體的 ECC同位檢查錯誤及
PCI bus的同位檢查錯誤。

記憶體發生 ECC同位檢查錯誤的時候，硬體部份的 MCH (Memory 
Controller Hub)會在暫存器留下錯誤的詳細資訊，並引發 NMI中斷。
EDAC就透過 NMI中斷來偵測錯誤。EDAC會檢查 MCH的暫存器，如
果是可以修正的 1-bit錯誤就引發警告，2-bit以上無法修復的錯誤則會刻
意引發 kernel panic。PCI bus的同位檢查錯誤則是以 polling的方式檢查
暫存器，可以在偵測到錯誤的時候引發 kernel panic等動作。

您可以透過 sysfs檔案系統修改設定、取得統計資訊，也可以看到發生錯
誤的記憶體 DIMM編號。

詳細資訊請參考 kernel source裡面的 Documentation/drivers/edac.txt以及
Documentation/edac.txt。

尋找過去發生相同 bug的修正

不知道原因、找不到方向的時候，可以查查看以往是否發生過類似的

bug。在 git或 Bugzilla用關鍵字搜尋，或許會看到類似的問題，成為解決
的提示。

無法重現、不知道原因的情形

有時會因為資訊不足而無法重現、解明原因，或是遇到沒有時間、不能進

一步分析的狀況。在這些狀況下，可以為程式加上輸出 debug資訊的機制。
下次發生類似的狀況時，直接顯示相關資訊或是得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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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生 Bug做好準備

突然發現 bug的時候，如果不知道先前做了什麼事，就很難還原。因此不
管何時都要做好隨時可能遇到 bug的準備。如果會自動執行 TP的話，就
讓它輸出記錄檔，就算在深夜執行，也能稍後檢查記錄內容。記憶體與網

路、I/O、CPU使用率等等，如果定期採取記錄的話，debug就會比較簡
單。利用 sar、top、free、/proc/meminfo、/proc/slabinfo等管道，根據狀況

採取記錄吧。

與同事說明

不管怎樣都找不到原因的時候，可以試著與同事說明狀況。為了說明狀

況，自己必須先做好一定程度的歸納。在這個過程之中，開口詢問之前就

自己解決的狀況並不少見。另外，也常在與同事說明之後，得到解決的線

索或提示。但是因為同事也很忙，所以不要什麼都問，只問一直都無法解

決的問題。

尋求社群協助

Linux這樣的開放原始碼軟體，擁有許多社群。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
以到開發者的論壇網站詢問看看。直接詢問全世界最理解原始碼的開發

者，應該能得到最確切的資訊，所以可以多活用這些管道。提案或幫助修

正 bug的話，對方應該也會很高興。社群協助修正的例子可以參考「CPU
負荷變高的問題」[HACK #42]。

小結

這邊介紹了除錯前準備時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幫助您順利分析的經驗。

儘管是很基本的內容，在忙碌的時候還是常常被忽略。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的事情，所以請好好記住。

參考文獻

• EDAC Project  
http://bluesmoke.sourceforge.net/ 

— Naohiro Ooiw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