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性能追踪建议

没有远见和规划，这样解决性能问题是痛苦的。产生问题的原因一次又一次从指尖溜
走，不仅浪费时间并且让你备感受挫。但是，如果按照正确的步骤，就可以把令人沮丧的
性能追踪转变为有趣的侦探故事。每一条信息都让你更接近问题的根源。人不可能总是可
信的，证据将是你唯一的朋友。当你开始研究问题的时候，会遇到不寻常的波折，追踪之
初发现的信息最后可能会帮你解决问题。最棒的部分就是，当你最终逮住“坏小子”并修
复问题时，会感觉到肾上腺素的刺激和成就感。
如果你从来没有调查过性能问题，那么第一步会是决定性的。不过，听从下面几个明
显或隐晦的建议，可以节约时间，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找出性能问题的原因。本章目标是
提供一系列建议和指导来帮助读者追踪性能问题。在研究系统或应用程序出现的问题时，
这些建议告诉你怎样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这些建议，大多数都是从浪费的时间和令人沮
丧的死胡同中辛苦得到的教训，它们有助于快速并有效地解决你的性能问题。
阅读本章后，你将能够：
 避免重复他人的工作。
 避免重复自己的工作。
 避免因收集的误导信息而导致的虚假线索。
 为你的研究创建有用的参考文档。
尽管所有的性能调查都是有瑕疵的（“如果一开始就能想到”是你的口头禅），但这些建
议将会帮助你避免性能研究中的一些常见错误。

2

Linux性能优化

1.1

常用建议

1.1.1

记大量的笔记（记录所有的事情）

在调查性能问题时，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记录下看到的每一个输出、执
行的每一条命令，以及研究的每一个信息。结构清晰的记录能让你只查看记录就可以检验
关于性能问题原因的猜想，而不是重新运行测试。这能节约大量时间。写下来并且创建性
能记录。
在 性 能 调 查 之 初， 我 通 常 会 为 其 创 建 一 个 目 录， 在 GNU Emacs 中 打 开 一 个 新 的
“ Notes ”文件，开始记录系统的信息。之后，将性能结果保存到这个目录，并将有意思的
和相关的信息保存到 Notes 文件。建议将下面的内容添加到你的性能调查文件和目录中：
 记录硬 / 软件的配置情况—记录下的信息包括硬件配置（主存容量、CPU 类型、网
络和磁盘子系统）和软件环境（OS 和软件的版本、相关配置文件）。这些信息看上去
很容易在之后重现，但是在追踪问题时，你可能会大幅度地修改系统配置。认真细
致的笔记有助于在特定的测试过程中弄清楚系统配置。
示例：每次测试时，保存 cat /proc/pci、dmesg 和 uname -a 的输出。
 保存并组织性能结果—运行很长时间后还能评估性能结果是很有价值的。记录系
统配置的同时，也记录测试结果。这使你得以比较不同的配置是如何影响性能结果
的。如果需要，可以重新运行测试，但是测试一种配置是耗费时间的过程。只需让
笔记保持条理清晰，避免重复工作则效率更高。
 写下命令行调用—在运行性能工具时，常常需要用困难复杂的命令行来准确定位
到你感兴趣的系统区域进行测量。如果想重新测试，或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上运行相
同的测试，那么，复制这些命令行不仅令人厌烦，并且在初次尝试时，不容易做对。
更好的办法是准确记录下你键入的信息。这样在之后的测试中就能够完全重现命令
行，而在回顾之前测试结果时，也可以看到你测量的内容。Linux 命令 script（详见
第 8 章）或者从终端“剪切粘贴”都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好方法。
 记录研究信息和 URL—调查性能问题时，将在互联网上发现的相关信息记录下来
是很重要的，不论发现的途径是电子邮件，还是人际交往。如果你找到一个看上去
相关的网站，就把它剪切粘贴到你的笔记中。（网站是会消失的。
）当然，还要记录下
URL，因为你可能在之后还要查看这个网页，或者网页所指信息对后面的调查会变
得重要起来。
在收集和记录所有这些信息时，你可能会疑惑：这样做值得吗？有些信息眼下显得毫
无作用或有误导性，但它在将来可能是有用的。（好的性能调查就像一部优秀的侦探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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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令人迷惑，但最终都会真相大白。
）在调查问题时，请牢记以下
几点：
 结果的含义可能是不明确的—性能工具给你的信息并不总是清晰明了的。有的时
候，你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理解某个结果的含义。之后，你可以回过头以新的视角
重新审视那些看似无用的测试结果。实际上，旧信息可能会驳斥或者证明关于性能
问题本质的某个特定理论。
 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用的（这也就是你要记录的原因）—记录已运行的测试信息以及
系统配置信息的原因不见得会立即明晰。这一点在你试图向开发人员或管理人员解
释系统性能不佳的原因时是非常有用的。通过记录和整理调查过程中你所见的一切，
你就有证据支持特定理论，同时也具备大量的测试结果来证明或驳斥其他理论。
 定期回顾你的笔记可以得到新的想法—当你为性能问题积攒了大量的信息时，那
就定期回顾它们。重新审视会让你关注结果，而不是测试。当许多测试结果放在一
起被同时查看时，问题的原因也许就会自动浮现。回顾你收集的数据，就可以在不
实际运行任何测试的情况下进行理论检验。
在调查问题时，重做一些工作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重做工作上花费的时间越
少，你的效率就越高。如果你写了大量的笔记，并有办法在发现信息时记录它们，那么你
就可以依赖已经做过的工作，而避免重复运行测试以及重复研究。保持笔记的可靠性和一
致性，从而节省时间减少挫折。
例如，在调查性能问题后，最终确定为硬件原因（主存慢、CPU 慢等），你可能会想通
过升级慢速硬件，并重新运行测试来检验这个想法。通常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获得新硬件，
而在你可以重新运行测试之前可能已经过了很久。当最终可以开始的时候，你想要在新老
硬件上运行同样的测试。如果你已经保存了之前的测试调用和测试结果，那么，你马上就
知道要怎样为新硬件进行测试设置，同时也可以比较新的结果与保存的旧结果。

1.1.2

自动执行重复任务

当开始调整系统改进性能时，键入复杂命令行很容易出现错误，而无意中使用的不正
确参数和配置则会产生误导性的性能信息。因此，自动执行性能工具调用和应用程序测试
是一个好办法：
 性能工具调用—有些 Linux 性能工具的命令行相当复杂，给自己省点力，把它们
保存到一个 shell 脚本中，或是将所有命令都放到可以进行剪切粘贴的参考文件中。
这可以让你少受些挫折，并且让你多少有些信心：用来调用工具的命令行是正确的。
 应用程序测试—大部分应用程序有着复杂的配置，要么通过命令行，要么通过配
置文件。你会经常重新运行要多次测试的应用程序，若将调用保存为脚本，就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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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弯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键入 30 个字符的命令看上去很容易，但这样的操作重
复 10 次后，你就会向往自动执行了。
尽可能多地自动执行，就能减少错误。使用脚本自动执行，可以节省时间，并有助于
避免因不当工具和测试调用造成的误导性信息。
举个例子，你想在特定工作负载下或某段时间内监控系统，但是在测试结束时，你可
能不在现场。这种情况下，脚本就很好用了，在测试完成时，可以自动收集、命名、保存
全部生成的性能数据，并将它们自动放到“ Results ”目录中。有了这些基础之后，你就能
按照不同的优化和调整重新运行测试，并且不用担心数据是否已经保存好。你反而可以集
中精力找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去管理测试结果。

1.1.3

尽可能选择低开销工具

一 般 情 况 下， 观 察 系 统 会 修 改 系 统 的 行 为。（对 物 理 爱 好 者 来 说， 这 就 是 海 森 堡
（Heisenberg）不确定性原理。
）
具体而言，在使用性能工具时，它们会改变系统的行为方式。调查问题的时候，你想
要看看应用程序是如何执行的，同时还必须处理性能工具引发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弊
端，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存在，并努力将其最小化。有些性能工具能够给出高度精确的系统
信息，但其检索信息的开销也很高。高开销工具对系统行为带来的变化大于低开销工具。
如果你只需要了解系统的粗略信息，那么使用低开销的工具是更好的选择，即使它们不够
准确。
例如，对于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工具 ps 能给出其主存数量和类型的相当不错但粗糙
的概况。那些准确性更高，但是影响较大的工具，如 memprof 或 valgrind，虽然也能提供
这些信息，但是它们消耗的主存和 CPU 资源比只使用原始应用程序要大，因此会改变系统
行为。

1.1.4

使用多个工具来搞清楚问题

虽然在找出性能问题原因的时候，如果只需要用一个工具那将是非常方便的，但这种
情况相当少见。实际上，你使用的每一种工具都会为问题的原因提供线索，因此，你必须
同时使用多个工具来真正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比如，一种性能工具会告诉你系统存在大量
的磁盘 I/O，而另一种工具则告诉你系统使用了大量的交换。如果只以第一个工具的结论
制定解决方案，你可能会简单地选择更快的磁盘驱动器（然后发现性能问题仅仅改善了一
点点）。而将两种工具的结果放在一起，你就会判断出：大量的磁盘 I/O 是由大量使用的
交换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买更多的主存以减少交换（这样就不会再有大量的
磁盘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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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单一地使用任何一种工具，同时使用多个性能工具通常能让你对性能问题有更清
晰的了解。
寓言：盲人摸象
三个盲人在一头大象旁边，想要搞清楚它长什么样子。第一个人拉住了尾巴，说
道：“大象就像一根绳子。”第二个人摸到了象腿，说道：“大象像一棵树。”第三个人摸
到了大象一侧的身体，说道：“大象像一堵厚实的墙。”
显然，没有一个人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如果他们将各自的印象进行共享和组合，那
么，他们就可能发现大象真正的模样。别做摸象的盲人。同时使用多种性能工具找出问
题的原因。

1.1.5

相信你的工具

性能追踪的过程中，最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的时刻之一，就是工具显示了一个“不可
能”的结果。某些“不会”发生的事情却明明白白地发生了。第一反应会认为工具坏了。
不要被直觉愚弄了，工具是公正的。虽然它们可能会不正确，但这更有可能是因为应用程
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要使用工具来调查问题。
举个例子，Gnome 计算器使用超过 2000 个系统调用只为了实现加载和退出。如果没有
性能工具来证明这个事实，那么，仅仅为了启动和停止应用程序就需要如此之多的系统调
用看上去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性能工具能够显示其发生的位置和原因。

1.1.6

利用其他人的经验（慎重）

在调查任何一个性能问题时，你可能会发现问题令人不知所措。不要独自面对它。问
问开发者是否见过同样的问题。试着找到其他解决过你所遇问题的人。在互联网上搜索类
似的问题，并希望找到解决方案。给用户和开发人员发电子邮件。
本条建议附带一个提醒：即使开发者认为了解自己的应用程序，他们也不见得总是对
的。如果开发者不认同性能工具的数据，那么，他们也许是错的。向开发者展示你的数据
以及你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通常会帮你重新解释数据或者解决问题。不论是哪种
情况，都会将你的调查向前推进一些。如果你的数据表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就不要
害怕与开发者有分歧。
比如，你通常可以按照在 Google 上搜索类似问题得到的指导来解决性能问题。很多
时候，在调查一个 Linux 问题时，你会发现之前已经有人遇到过了（即使是几年前），而
且还在公共邮件列表中报告了解决方法。使用 Google 是很容易的，它可以为你节省几天
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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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性能调查概要
本节列出了开始性能调查时的几个重要步骤。由于终极目标是解决问题，因此最好的

方法是在你接触性能工具之前就开始研究问题。遵循如下特定步骤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并且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1.2.1

找到指标、基线和目标

性能调查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当前的性能，并明确其应提升的程度。如果你的系统明显
性能不佳，你就可以确定值得花时间进行研究。但是，如果系统性能接近其峰值，那么就
不值得研究。明确性能峰值有助于你设置合理的性能期望值，并能给你一个性能目标，这
样你就知道何时应该停止优化。你可能总是没有目标地时不时对系统做一点调整，这会浪
费大量的时间，只为得到一些额外的性能，即使你可能并不真的需要它们。
1.2.1.1

确定指标

要想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优化，你必须为系统自行确立或是使用已发布的指标。指标是
一种客观的度量，用于指示系统的执行情况。例如，如果你要优化一个 Web 服务器，你就
可以选择“每秒服务的 Web 请求数”。如果你没有一个客观的途径来度量性能，那么在调
整系统的时候，你几乎无法确定是否取得了进展。
1.2.1.2

确定基线

在你明确了如何度量特定系统或应用程序的性能之后，确定当前的性能等级就很重要了。
在调整和优化之前，运行应用程序并记录其性能，这就是基线值，它是性能调查的起点。
1.2.1.3

确定目标

在你确定了性能指标和基线后，现在需要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引导你完成性能追踪。
你可以无限期地调整系统，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获得更加好一点的性能。如果你制定了目
标，那么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整个过程。要选择合理的目标，下面是一些好的起点：
 寻找其他有相同配置的人，询问他们的性能指标—这是理想状态。如果你能发现
某人拥有相似的系统和更好的性能，则不仅能为你的系统选定目标，还能与这个人
一起工作：他可以确定为什么你的配置更慢，以及该配置有何不同。在研究问题时，
使用另一个系统作为参照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查找工业标准测试程序的结果—许多网站都比较了计算机系统各方面的基准测试
结果。有些基准测试结果是经过异常的努力得到的，因此，它们可能不能代表真实
的使用情况。不过，很多基准测试网站给出了特定结果使用的配置，这些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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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你调整系统提供线索。
 在不同的 OS 或应用程序上使用你的硬件—可能要在你的系统上运行不同的软件以
实现相似的功能。比如，如果你有两个不同的 Web 服务器，其中一个运行较慢，那
么就试试另一个，看它的性能是否好一些。或者，在另一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同一个应用程序。如果上述任一情况下系统执行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么，你就会知
道原来的应用程序还有改进的空间。
如果用现有的性能信息来指导你的目标，那么你有更好的机会来选择一个积极的，但
也并非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抓住低处的果实
性能追踪的另一种方法是选择在特定时间段内进行追踪，而不是选择一个目标，在
这段时间内尽可能地对性能进行优化。如果应用程序从未被优化过，那么通常在给定工
作负载下，会有一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这些容易被修复的问题称为“低处的果实”。
为什么是“低处的果实”？打个比方，将性能调查想象成你饿了，正站在一棵苹果树
下。你会采摘最靠近地面，也是你最容易够到的苹果。这些低处的苹果与果树稍高处较
难够到的苹果一样能够填饱你的肚子，但是采摘它们只需花费很少的力气。相似的，如
果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优化一个应用程序，你可能会试着修复那些最简单明显的问题（低
处的果实），而不是做一些更困难的、根本性的变化。

1.2.2

追踪近似问题

使用性能工具为确定问题原因打开第一个口子。通过初始的粗略尝试，你能对问题形
成大致的看法。这个简单切口的目的就是收集足够的信息传递给程序的其他用户和开发者，
以便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良好的书面记录来解释你认为问题
是怎样的，以及什么样的测试使你得出了这个结论。

1.2.3

查看问题是否早已解决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确定是否有其他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性能调查可能是一个冗长且
费时的事情，如果你正好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工作，那么在你开始之前就将抢占先机。因为你
的目的就是要改进系统性能，所以解决性能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其他人已有的成果。
尽管你很可能对性能问题的具体建议持保留态度，但是这些建议具有启发性，可以使你了
解到其他人可能已经研究过相似的问题，他们是如何试着解决问题的，以及他们是否成功了。
下述这些地方也能寻求性能建议：
 在 Web 上查找相似的错误信息 / 问题—这通常是我调查的第一步。Web 搜索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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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揭示很多与应用程序以及你正在查找的具体错误情况相关的信息。它们还可以指
向其他用户所尝试的系统优化，还可能提示哪些有作用、哪些没有作用。成功的搜
索可以产生好几页能够直接用于你的性能问题的信息。要发现有相似性能问题的人，
使用 Google 或 Google 论坛搜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在应用程序邮件列表上求助—大多数流行或公开开发的软件都有软件使用者的邮
件列表，这是寻找性能问题答案的绝佳地方。读者和贡献者通常在软件运行以及保
持其性能良好方面有经验。搜索一下邮件列表的存档，因为有人可能会问过相同的
问题。而随后对原始消息的回复也许就描述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回复，
就向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发邮件，询问他是否找到了解决方法。如果这样也不行，
或是没有其他人提出过相似的问题，那么在列表上发邮件说明你的问题，幸运的话，
也许已经有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向开发人员发邮件—很多 Linux 软件在文档的某个位置包含了开发者的 e-mail 地
址，如果在互联网和邮件列表中搜索失败，你可以尝试直接给开发者发邮件。开发
人员通常非常忙，不见得有时间回复邮件。但是，相比其他人，他们更加了解软件，
如果你能向开发者提供对性能问题条理清晰的分析，并愿意和他一起工作，那么开
发者也许能帮助你。虽然开发者关于性能问题原因的想法不见得正确，但是他们可
能会给你指出一个富有成果的方向。
 与内部开发人员交谈—最后，如果产品是内部开发的，你就可以与内部开发人员
通电话或发邮件。这和与外部开发者联系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内部人员可能会在
你的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或是给你指出内部的知识库。
依靠其他人的工作，你也许在性能调查开始之前就能解决问题。至少，你有可能找到
一些有希望的方法来调查，所以，最好总是看看别人有什么发现。

1.2.4

项目开始（启动调查）

现在你已经详细了解了别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接下来必须开始性能调查了。后续章
节将详细介绍工具和方法，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提示能让你的工作效果更好：
 分离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删去任何运行于被调查系统的多余的程序或应用。运
行许多不同应用程序的系统，其负载较重，会影响性能工具收集信息的准确性，并
最终将你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利用系统差异发现原因—如果你能发现一个相似的系统具有更好的性能，那么这
对问题调试将是一个有力的帮助。使用性能工具的问题之一就是，你不一定有好的
方法知道性能工具的结果是否指明了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系统和一个差的系统，
你就可以在这两个系统上运行同样的性能工具，并比较它们的结果。如果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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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通过找出系统差异来确定问题的原因。
 一次只改变一件事—这点非常重要。要真正确定问题出在哪儿，一次只能有一个
变化。这可能会很花时间，并让你运行多个不同的测试，但它的确是发现你是否解
决了问题的唯一途径。
 始终在优化后重新测量—如果你稍稍调整了系统，那么在调整后对所有的事情重
新进行测量是很重要的。当你开始修改系统配置时，所有之前生成的性能信息可能
不再有效。通常，在你解决一个性能问题时，别的问题会随之而来。新问题可能与
老问题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你真的需要重新运行性能工具来确保正在调查的问
题没有出错。
遵循这些建议能帮助你避免误导，并有助于确定性能问题的原因。

1.2.5

记录，记录，记录

如前所述，记录你所做的事情以便之后回顾和审查，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如果你已经
开始追踪性能问题，那么在你的脑海中就会有大量新增的笔记和 URL。它们可能杂乱无章，
混成一团，但现在你明白它们的意思，知道它们的组织结构。在解决问题后，花些时间重
写你的发现以及为什么你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包括测量得到的性能结果和做过的实验。虽
然看上去工作量很大，但却是非常值得的。几个月后，曾经做过的测试很容易就会被忘记，
如果没有将结果记录下来，最终你可能会重做测试。如果在这些测试还记忆犹新时撰写了
报告，你就不用重做这些工作，而只需要依靠这些记录就行。

1.3

本章小结
追踪性能问题应该是个令人满意且兴奋的过程。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你

的问题追踪将会事半功倍。首先，确定是否有其他人遇见过相似的问题，如果有，尝试他
们的解决方案。要对他们告诉你的保持怀疑，要寻找具有类似问题经验的人。为你的性能
追踪设立合理的指标和目标，指标使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结束追踪。自动执行性能测试。
生成测试结果和配置信息时，要确保将它们记录下来，以便之后可以审查这些结果。保持
结果的条理性，记录下任何与你的问题相关的研究和其他信息。最后，定期回顾你的笔记，
找出之前可能被漏掉的信息。如果遵循了这些原则，你的问题调查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和一个清晰的过程。
本章给出了性能调查的基本背景，后续章节将会覆盖 Linux 特有的性能工具。你将学
习如何使用工具，它们可以提供什么类型的信息，以及如何组合使用它们找出特定系统的
性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