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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服务器实作

基于前面两章的内容，我们从这章就可以开始讲解服务器的一些实作代码，读者可
以通过本章很容易了解一台网络服务器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网络服务器，顾名思义，就是为应用端、客户端提供服务的程序，从本质上讲，它
从客户端取得数据或者协议，通过这些数据或
者 协 议 来 进 行 逻 辑 运 算 和 结 果 计 算， 将 处 理
完 的 结 果 返 回 给 客 户 端， 以 此 往 返， 如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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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3-1

服务器的核心功能

在图 3-1 中，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到服务
器端的作用，是的，仅此而已，核心功能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我
们还得对不同的项目加上加密、数据库、负载均衡等功能，这样才能称得上一台标准的
服务器。

3.1

构建 Python Websocket 服务器
或许很多读者都听说过 Websocket，但是真正接触过的并不多。Websocket 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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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技术出现的一个最新的 Web 服务类型的协议标准，可以说它就是为 HTML5 配备
的，它实现了客户端和服务器全双工的功能。
我 们 知 道， 原 有 的 HTML 标 准 都 是 被 动 式 的， 也 就 是 客 户 端 发 送 一 段 请 求， 服
务器接收请求并且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如果用户不刷新，浏览器的页面就永远不会
刷新，这就是所谓的单工的功能，即某一侧只能接收或者发送数据，并不能同时进行
交互。
基于这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开发者开始琢磨要找到一套良好的用户交互
机制，虽然 Web 浏览器上跑某些任务的效率完全不能和应用程序比，但至少要让用户能
感受到良好的交互体验，于是 Ajax 和 Comet 技术应运而生。
做 Web 前端的程序员非常明白 Ajax 技术，所谓 Ajax 技术，即将服务器端的事件排
列在待处理的队列中，根据轮询的时间依次将处理完的结果发送给浏览器，用这种方法
来模拟服务器主动发送请求给浏览器，在轮询的空隙进行实时消息的传递，所以，Ajax
技术并不是真正实现双工通信，只是模拟了双工通信。
于是 Comet 技术应运而生。Comet 技术就是在 Ajax 技术的基础上，让服务器端保
持客户端的 HTTP 连接，尝试使用服务器进行推送消息。Comet 技术有几个变种：第
一种是定时推送，也就是当客户端发起请求后，服务器端不管如何都会每隔 N 秒进行
消息反馈，这样虽然会将对服务器负载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对于一些实时要求高的
Web 需求来说，用户体验会非常差；第二种是当服务器有内容更新后，立刻推送给客
户端，并且关闭连接，这样会提高用户体验，但是对于服务器的负载也是相当严重的；
第三种就是一直保持客户端 HTTP 连接的开销，不停地传送数据给客户端，所以这种
方式也称作 Stream 流的方式。由于服务器推送的方式，这种 Comet 技术也被称为反向
Ajax 技术。
由于所有这些内容都需要花费开销，于是 Flash 等利用插件的 Socket 技术也蓬勃发
展了起来，当然 Flash 等浏览器插件确实能实现双工通信，但是开发起来并不容易（开发
人员还要多学一门语言），运行效率也并不高（插件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网页也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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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纷繁复杂，利用原生网页就能使用的双工通信就应运而生。

3.1.1

Websocket 的应用场景

那么 Websocket 的双工通信是如何实现的呢？它事实上是建立在 TCP 基础上的 HTML5
协议，在这些基础上，实现了连接加密握手和关闭加密握手以及双工通信。
我们来看一下 Websocket 的基本握手协议是如何运作的。
客户端部分：
GET /chat HTTP/1.1
Host: server.xyz.com
Upgrade: websocket
Connection: Upgrade
Sec-WebSocket-Key: xsdouiaDDBub25jZQ==
Origin: http://xyz.com
Sec-WebSocket-Protocol: chat,
Sec-WebSocket-Version: 13

服务器端响应部分：
HTTP/1.1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Upgrade: websocket
Connection: Upgrade
Sec-WebSocket-Accept: s3psauiodASDZRbK+xOo=
Sec-WebSocket-Protocol: chat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作用：
“
Upgrade ：WebSocket ”：这是一个特殊的 HTTP 请求，请求的目的是要将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的通信协议从 HTTP 协议升级到 WebSocket 协议。
“
Sec-WebSocket-Key ”： 是 一 段 浏 览 器 BASE64 加 密 的 密 钥， 我 们 将 在 后 续 的
Python 实作代码中看到。
：服务器端在接收到的 Sec-WebSocket-Key 密钥后追加一段魔
“Sec-WebSocket-Accept”

法字符串（Magic String）
，形式为“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
，
并将结果进行 SHA-1（我们在第 2 章介绍过）散列签名，然后再进行 BASE64 加密
返回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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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WebSocket-Protocol ”：表示客户端请求提供的可供选择的子协议，及服务器
端选中的支持的子协议。
“
Origin ”：服务器端用于区分未授权的 websocket 浏览器。
“
HTTP/1.1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其中 101 为服务器返回的状态码，所有非
101 的状态码都表示 handshake 并未完成。
这是一段标准的 Websocket 握手协议的协议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Websocket 具体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
移动端 App，现在手机和平板 App 呈爆炸式发展，有一些以前只能在 App 应用做到
的服务，随着硬件的发展，都可以放在浏览器进行操作，因为移动端的浏览器比 PC 端支
持的特性更统一、更完善（移动端的竞争相当激烈，如果有哪个浏览器没有支持最新的
特性，将会遭到用户无情地抛弃）。那么在移动端 App 上，很多只需要套一个 App 外壳、
事实上为 Web 浏览器的轻应用，将会使得 Websocket 有用武之地。
社交应用和聊天程序，以前谷歌的聊天程序 gtalk 和 gmail 使用了 Ajax 技术，但是现
在看来，如果谷歌重做一份网页聊天程序，当然会用到 Websocket 技术，由于实时性获
得了保障，所以实时聊天和 SNS 即时社交成为了可能。
许多大量数据计算并不停刷新的证券、交易等应用，也可以使用 Websocket 来实现，
本来在 PC 端使用原生应用开发的程序，现在也可以使用 Web 方式来实现了。
实时新闻、体育报道也成为可能，当然还有内容更丰富的 HTML5 多人联网游戏，
这些实时性交互的工作本来只能由 Flash 端编写，现在改用 HTML5 将使工作变得非常方
便和高效。
我 们 还 可 以 使 用 Websocket 来 进 行 协 同 编 程， 协 同 工 作， 本 来 需 要 使 用 Ajax 或
者 Comet 来 实 现 的 协 同 工 作（定 期 发 送 请 求， 服 务 器 端 进 行 推 送） 的 部 分， 现 在 用
HTML5+Websocket 来编写都不是问题，且效率更高，在浏览器端和服务器端看起来，负
载和计算量都比以前更为高效，A 同事完成的文档和代码，在 B 同事的客户端立刻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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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
综合这些应用场景，我们可以看到，编写 Websocket 服务，最主要服务于多用户、实
时性需求高、不间断地接收和刷新数据的应用，在这些需求下，Websocket 完全可以胜任。

3.1.2

实作 Websocket 握手协议

前面我们介绍了关于 Websockt 的一些基础内容，在本节中我们将实作 Websocket 的
部分代码。当然，Websocket 可以用几乎任何语言来实作，包括 PHP，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在 https://github.com/nicokaiser/php-websocket 下载最新的 git 版本，笔者使用了纯 PHP 实
现了 Websocket 的服务器代码，而且很方便地就能实作一份服务器代码。
现在要做的就是使用 Python 来编写 Webserver 最基础的服务，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的
是握手协议，在后续的章节中会涉及多线程和多进程的一些问题，以及 Python 解释器具
体存在的问题。
当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要进行通信的时候，TCP 协议底层要进行三次握手（SYN、ACK），
我们所说的 Websocket 握手包是在这更上层的握手包，也就是应用层的握手，在握手完
毕之后，就可以进行一般通信的传输了。
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些要使用到的库：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socket
threading
sys
os
base64
hashlib
struct
json

我们看到，在之前几个小节介绍过的一部分库都集合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在后续
的代码里面将会看到 BASE64 编解码的部分，散列算法等。
HOST = 'localhost'
PORT =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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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_STRING = '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
HANDSHAKE_STRING = "HTTP/1.1 101 Switching Protocols\r\n" \
"Upgrade:websocket\r\n" \
"Connection: Upgrade\r\n" \
"Sec-WebSocket-Accept: #1\r\n" \
"WebSocket-Location: ws://#2/chat\r\n" \
"WebSocket-Protocol:chat\r\n\r\n"

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定义部分，有 localhost、port 以及握手字符串等的定义，那么
MAGIC_STRING 是什么呢？
有些好奇的读者会问，为什么 MAGIC_STRING 是这个字符串呢？能不能修改呢？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途呢？
MAGIC_STRING 即魔术字串（Magic String），这个字串是不能被改变的，也就是说
它是在 RFC6455 标准中规定的值。那么为什么要定义这个值呢？我们先来进一步探讨整
个 Websocket 的握手过程。

3.1.3

MAGIC_STRING 在 Websocket 中的作用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部分的协议头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看到了，服务器在接收到客户
端的握手协议后，会作出如下的流程动作：
服务器端先根据头来判断是否为 Websocket 协议，是的话就会做握手处理，然后再进行数
据的相互发送。握手：服务器端获取到客户端发送过来的 Sec-WebSocket-Key 值，然后将获取
到的 key 值与我们刚才讲到的 MAGIC_STRING“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
连 接 成 一 个 新 的 Key 串， 比 如，"dadsaDSAWEwqewq = = 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将新生成的串进行 SHA1 编码，生成一个由多组两位十六进制数构成的加
密串，比如 "dadsaDSAWEwqewq = = 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 将生成
"de4435713dad5fb07e644392e0751c4593ddbaef"，把加密串按每两位十六进制数字分隔，进行
BASE64 编码生成最终的 Key，将最终生成的 Key 以 Sec-WebSocket-Accept:key 值整合到返
回头中返回客户端。
那么读者要问了，你还是没有解释 MAGIC_STRING 究竟是怎么回事。在 RFC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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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是这么写的，使用 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 作为 GUID 是完全
没有理由的，只是选择它作为一个 Websocket 协议的全局标识符，也就是说，看起来其他
网络程序不太会用这个字符串作为自己的 GUID 使用，加密后的结果当然也不尽相同了。
原来 MAGIC_STRING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是标准规则制定了随机选择一个
GUID 作为 Websocket 握手协议传输时候的加密标识而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握手的具体函数内容：
def handshake(con):
headers = {}
try:
shake = con.recv(1024)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return False
if not len(shake):
return False
try:
header, data = shake.split('\r\n\r\n', 1)
for line in header.split('\r\n')[1:]:
key, val = line.split(': ', 1)
headers[key] = val
if 'Sec-WebSocket-Key' not in headers:
print ('not websocket.')
con.close()
return False
sec_key = headers['Sec-WebSocket-Key']
res_key = base64.b64encode(hashlib.sha1(sec_key + MAGIC_STRING).
digest())
str_handshake = HANDSHAKE_STRING.replace('#1', res_key).replace('#2',
HOST + ':' + str(PORT))
print str_handshake
con.send(str_handshak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我们看到，在 recv 到数据流之后，将内容分割开，形成一个字典，在字典 Key 中如
果没有找到相应内容（我们看到在这里是“ Sec-WebSocket-Key ”作为 Key），随后，按
照上述所说的 Websocket 计算步骤，加上 MAGIC_STRING 进行 SHA1 的散列，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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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64 编码，最后将计算结果传送回去。这一整个流程下来，握手过程就结束了。

3.1.4

Websocket 启动

在详细介绍了 Websocket 的握手协议后，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Websocket 的启动方式。
我们知道 Websocket 是附加在 TCP 协议层之上的一种协议，那么事实上它的启动方
式就类似 TCP，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def start_service():
global HOST
global POR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ock.setsockopt( 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
try:
sock.bind((HOST, PORT))
sock.listen(1)
print "bind "+ str(PORT)+",ready to use"
except Exception, e:
print("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quit")
print e
while True:
time.sleep(1)
try:
connection, address = sock.accept()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else:
print "Got connection from ", address
if handshake(connection):
print "handshake success"
try:
# SOME THREAD CODE
print 'new thread for client ...'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print 'start new thread error'
connection.close()

我隐蔽了开启线程操作的代码，因为现在还没有讲到线程部分。我们看到，在函
数初始的地方，和第 1 章的 Socket 初始方式是一样的，然后到了握手的流程，这在前
面一个小节已经介绍到了，接下来就是启动多线程进行数据的接收发送和逻辑运算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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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后续几节着重介绍多线程服务以及 Python 多线程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3.1.5

Websocket 消息拆分和读取

我们从浏览器传送过的包看一下 Websocket 的格式是怎样的，（接收）从浏览器或者
客户端传送过来的数据包，包裹格式是这样：固定字节 + 包的长度信息 + 掩码 + 数据。
固定字节可以忽略不做处理，我们来看一下包长度的数据：
包长度的第一位一定是 1，其余的 7 位取 0 ～ 127 的整数，其中 1 ～ 125 则表示长度，
如果是 126，则表示只有 2 个字节的长度，127 表示有 4 个字节长度。
掩码是在长度信息后面 4 个字节，之后会和数据进行运算才能得到真正的数据。真
正的数据是由数据包的每一位 X 和掩码的第 N%4 位进行异或运算（我们在前面几章讲
过），N 是 X 在数据中的索引数值。
而返回数据的长度（发送）内容是：固定字节 + 包长度信息 + 原始数据。
固定字节为十六进制的 0x81，计算发送数据的长度是否超过了 125 字节，然后由
65535（十六进制 0xFFFF）生成 1、3、9 个字节的数据长度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接收和发送的 Python 代码。
1）接收：
def recv_data(self, num):
try:
all_data = self.con.recv(num)# 原生 recv
if not len(all_data):
return "" #get nothing
except:
return ""
else:
len = ord(all_data[1]) & 127
if len == 126:
masks = all_data[4:8]
data = all_data[8:]
elif len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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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s = all_data[10:14]
data = all_data[14:]
else:
masks = all_data[2:6]
data = all_data[6:]
raw_str = ""
i = 0
for d in data:
raw_str += chr(ord(d) ^ ord(masks[i % 4]))
i += 1
return raw_str

2）发送：
def send_data(self, data):
if data:
data = str(data)
else:
return False
token = "\x81" # 固定长度
length = len(data)
if length < 126:
token += struct.pack("B", length) #struct 用于处理二进制数据流
elif length <= 0xFFFF:
token += struct.pack("!BH", 126, length)
else:
token += struct.pack("!BQ", 127, length)
data = '%s%s' % (token, data)
self.con.send(data)
return True

这样，发送和接收的代码就按照上面所写的进行了处理。Python 标准库 struct 就是
用于处理二进制数据的，或者更进一步地查询手册或者官方文档，以期进一步了解上述
代码的用途。

3.2

多线程服务器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要着重讨论一下多线程相关的知识。
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多线程、多进程、超线程、

并发、并行等概念目不暇给，很多程序员始终无法明白这些名词之间的意义以及如何编
程，下面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各个名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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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Process）：进程是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对于操作系统的抽象，操作系统给每

一个进程分配了独立的处理器资源、内存、磁盘空间（或者网络）资源。
线程（Thread）：线程是指在一个单独进程中，对于 CPU 和内存而言的多个工作单

位，所有线程在进程中的资源都是共享的（全局数据、执行代码等）。
并发（Concurrenty）：并发放在网络服务器上的概念，就是在同一台物理服务器或

者逻辑服务器上同时能承载的用户数，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客户端发来的逻辑数据。
而放在计算机的架构上，指的是 CPU 在同一时间“同时”执行多个线程或者进程
的能力，事实上是 CPU 在极短时间内来回切换多个任务进行运算。
超线程（Hyber Threading）：多核 CPU 的任意一个物理核可以通过超线程技术在极

端时间内同时执行两个或多个计算任务。
并行（Parallelism）：注意并行不是并发，并行指的是指令集的并行，即 CPU 同时执

行多条指令的属性，比如 SIMD、MMX、SSE、SSE2 等，这些指令集能使用单条
指令执行多条数据运算，比如多媒体、3D 图形图像、网络数据流等方面的运算。
关于多线程、多进程、并行等的简短概念就描述到这里。现在读者或许明白了，为
什么一个服务器程序，需要用到多线程编程。
我们不需要关心 CPU 或者总线传输等极端底层的知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台服务
器提供服务给客户端，由于一般都是单开一个进程（见上面描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处理无数个从网络连进来的客户端，进行运算、操作、返回结果等的操作，在单个
进程的模式下，使用多线程是最理想也是大家都默认的一种编程方式。
在前面小节中，我们描述了 Websocket 的启动、握手、接收数据和传输数据的方式，
但是我们缺少一个比较主要的模块，那就是多线程的模式启动。

3.2.1

Python 的多线程模式

在本节中，我们将深入理解 Python 的多线程模式。
相信很多人都认为，甚至一直以来没有过任何的疑虑，那就是所谓的 Python，就是

66

第一部分

网络和服务器

在 https://www.python.org 上下载来的各个版本的源码包，进行编译产生的 Python 可执行
文件 Interpreter（解释器），或者直接下载各个操作系统所对应的二进制包，安装完毕后，
这就是 Python。从广义上讲，这似乎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看起来似乎没错，然
而，请打开思维局限，因为所谓的编程语言只是“语言”本身而已，严谨地讲，语言本
身和任何实现没有本质的联系。
在第 1 章的时候我们讲过，Python 原生是使用 C 语言编写的，默认是 CPython，包
括很多语言，都是使用 C 语言编写的，因为 C 语言是中级语言，在所有编程语言中，它
最接近硬件底层，但又最贴近人类语言习惯（汇编则没那么贴近人类语言习惯），C 语言
是在硬件底层和人类语言中找到最良好平衡的语言（关于编程语言我们将在本书的附录中
进行详细描述），那么既然是 C 语言编写的，Python 本身很多函数就带有 C 语言所应有的
属性，包括线程的模块。
编程语言是有一整套语义和体系的编程语言，就像 Ruby、Lua、C、C++、Perl 等，
但按着该语言制定好的规则所编写的源代码，输入进电脑使之能够运行，则有许多种方
法，比如编译成操作系统能识别的二进制文件，使之能够通过操作系统的 Loader 载入并
映射到内存地址上运行，比如编译成中间文件，通过虚拟机映射给操作系统，再由操作
系统用 Loader 投射到内存地址运行，比如使用解释器直接读取源代码，使用解释器来让
操作系统运行。而 Python 就属于解释器直接读取源代码的类型。如果你要说这是脚本语
言，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就是一串人类能看懂的 Script 脚本；要说这是动态语言也对，因
为它在最基础的语法查错后，就开始运行源代码中所写的内容，所以只有在解释器运行
到某一行代码的时候才能检查到这行代码在运行的时候是否会有错误。
其次，请记住，Python 是一种语言，它定义了语法标准、语法规则，但是这和它的
实作并无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任何编程语言的编译器、解释器、虚拟机，都可以用任
何合适的语言来编写，比如 C 语言编译器可以用 Python 来编写，Ruby 解释器可以用 Go
语言编写，等等。
说到这里，我们头脑中就有了一个概念，也就是说，Python 并非只是官方提供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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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器的唯一版本，当然，绝大多数 Python 用的都是这个版本，也就是用 C 写成的解释
器，我们叫它 CPython。
所以，我们就目前最流行的 CPython 来看一下 Python 多线程的解决方案以及它所
存在的问题。注意，本书涉及的 Python，都默认为 CPython，也就是官方提供的解释器，
除非特别需要，会特殊注明，比如 Jython、IronPython 等。
Python 的多线程写起来相当简单，考虑下面代码，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个线程：
#coding=utf-8
import threading
from time import sleep
def foo1(a):
for i in range(2000):
print 'foo1', i, a
sleep(1)
i += 1
def foo2(a):
for i in range(1000):
print 'foo2', i, a
sleep(5)
i += 1
threads = []
t1 = threading.Thread(target=foo1,args=('foo1 arg',))
threads.append(t1)
t2 = threading.Thread(target=foo2,args=('foo2 arg',))
threads.append(t2)
if __name__ == '__main__':
for ts in threads:
ts.setDaemon(True)
ts.start()

在 Python 中有两个库，一个是 thread，一个是 threading，相对于语言来说，thread
库更为底层，而 threading 库则在 thread 库之上做了封装，在 Python 3 中，thread 库被修
改为 _thread。我们上面的例子是由 threading 库来完成的。
下面来看一下使用 thread 实现多线程的处理模式：
import string, threading, time
def thread_ma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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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ount, mutex
threadname = threading.currentThread().getName()
for x in xrange(0, int(a)):
mutex.acquire()
count = count + 1
mutex.release()
print threadname, x, count
time.sleep(1)
def main(num):
global count, mutex
threads = []
count = 1
mutex = threading.Lock()
for i in xrange(0, num):
threads.append(threading.Thread(target=thread_main, args=(5,)))
for t in threads:
t.start()
for t in threads:
t.join()
if __name__ == '__main__':
num = 4
main(4)

我们在这段代码中看到了锁的使用，在下一节将深入探讨关于锁的用法。

3.2.2

锁

在多线程的编程中，锁是使用率比较高的一种编程技法，为什么要使用锁？锁有几
种形式呢？
互斥锁（Mutual exclusion，Mutex）是一种用于多线程编程，防止两条线程同时对同
一公共资源（比如全局变量）进行读写的机制。目的是通过将代码切片成一个一个的临界
区域（critical section）达成。临界区域指的是一块对公共资源进行访问的代码，并非一种
机制或是算法。一个程序、进程、线程可以拥有多个临界区域，但是并不一定会应用互
斥锁。
需要此机制资源的例子有：旗标（ﬂag）、队列（queue）、计数器（counting）、中断处
理（intercept）程序等用于在多条并行运行的代码间传递数据、同步状态等的资源。维护
这些资源的同步、一致和完整是很困难的，因为一条线程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被暂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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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或者恢复（唤醒）。
例如：一段代码（甲）正在分步修改一块数据。这时，另一条线程（乙）由于一些原
因被唤醒。如果乙此时去读取甲正在修改的数据，而甲碰巧还没有完成整个修改过程，
这块数据的状态就处在极大的不确定状态中，读取到的数据当然也是有问题的。更严重
的情况是乙也往这块地方写数据，这样一来，后果将变得不可收拾。因此，多个线程间
共享的数据必须被保护。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临界区域处
于运行状态，而其他临界区域，无论是读是写，都必须被挂起并且不能获得运行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编写普通代码来实现类似的行为。比如在全局声明一个变量，使用锁
的时候设置为 1，释放设置为 0，考虑下列代码：
while (test_and_set(lock) == 1);

lock 值为 1 表示锁被占用，为 0 则是空闲。
在检查并设置机制中，一个核心是在对锁标志执行读写的过程当中不会释放占用的
访问总线。该种方法又称为自旋锁。但是该种模拟锁的程序会对处理器造成负荷，因为
申请占用锁的过程中会不间断地对一个标志位进行读写，并且该种模拟不允许乱序执行，
因为这会破坏其机制（除非模拟得很精巧）。
更为常见的是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互锁库，这种库通常设计为在有硬件支持时使用
硬件机制，仅在找不到支持的硬件时才用软件模拟，并且结合线程调度对锁性能进行优
化。比如一个线程要使用一个已经被占用的锁，这时候操作系统会把这个线程挂起，然
后切换上下文到另外一个可以继续运行的线程，若是没有别的线程要继续运行的话，系
统就让处理器进入低功耗状态，而不是让这个线程消耗大量处理能力进行自旋来等待锁
释放，这也就是操作系统锁提供的好处。
现代的互斥锁大多使用队列和上下文切换以达到节约资源和降低延迟的目的。但是
总有些情况下，挂起一个进程，然后过一阵子再恢复，所用的时间会比让进程在那里自
旋等待用的时间长。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多会使用自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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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GIL，就是 Global Interpreter Lock，即全局解释锁（Ruby 也同样存在，我们在
最后一章也会提到），我们来看一下网上对于 GIL 的全面解释：
C-Python 的线程是操作系统的原生线程。在 Linux 上为 pthread，在 Windows 上为
Win thread，完全由操作系统调度线程的执行。一个 Python 解释器进程内有一条主线程以
及多条用户程序的执行线程。即使在多核 CPU 平台上，由于 GIL 的存在，所以禁止多线
程的并行执行。
Python 解释器进程内的多线程是合作多任务方式执行。当一个线程遇到 I/O 任务时，
将释放 GIL。计算密集型（CPU-bound）的线程在执行大约 100 次解释器的计步（ticks）
时将释放 GIL。计步（ticks）可粗略看作 Python 虚拟机的指令。计步实际上与时间片长
度无关。可以通过 sys.setcheckinterval() 设置计步长度。
在单核 CPU 上，数百次的间隔检查才会导致一次线程切换。在多核 CPU 上，存在
严重的线程颠簸（thrashing）。
Python 3.2 开始使用新的 GIL。在新的 GIL 实现中，用一个固定的超时时间来指示当
前的线程放弃全局锁。如在当前线程保持这个锁，且其他线程请求这个锁的时候，当前
线程就会在 5ms 后被强制释放掉这个锁。
我们可以创建独立的进程来实现并行化。Python 2.6（含）以上版本引进了 multiprocessing 这 个 多 进 程 包。 或 者 把 关 键 部 分 用 C/C++ 写 成 Python 扩 展， 通 过 ctypes 使
Python 程序直接调用 C 语言编译的动态库的导出函数，我们会在后面几节进行详细描述。
通过上面的描述，结合在 3.2.1 节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C-Python 的 GIL 的问
题存在于 C-Python 的生成语言，即原生语言 C 语言之上。由于 GIL 为了保证 Python 解
释器的顺利运行，所以事实上的多线程只是模拟切换线程而已，而这一切，如果你使用
的是 IO 密集型任务的时候，将会提高速度，而如果是 CPU 密集型的任务，或许将会得
到比单线程更慢的速度。事实上 GIL 是一个全局的排他锁，它并不能很好地利用 CPU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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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 CPU 密集型的代码，了解单线程和多线程的区别。
单线程版本：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import time
def my_counter():
i = 0
for x in range(10000):
i = i + 1
return True
def run():
thread_array = {}
start_time = time.time()
for tt in range(2):
t = Thread(target=my_counter)
t.start()
t.join()
end_time = time.time()
print("count time: {}".format(end_time - start_time))
if __name__ == '__main__':
run()

多线程版本：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import time
def my_counter():
i = 0
for x in range(10000):
i = i + 1
return True
def run():
thread_array = {}
start_time = time.time()
for tt in range(2):
t = Thread(target=my_counter)
t.start()
thread_array[tid] = t
for i in range(2):
thread_array[i].join()
end_time = time.time()
print("count time: {}".format(end_time - start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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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name__ == '__main__':
run()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 ranger 的数字改得更大，看到更大的差异。
当计步的 ticks 完成后，将会达到一个释放锁的阈值，释放完后立刻又取得锁，然而
这在单 CPU 环境下毫无问题，但在多 CPU 环境下，当第二块 CPU 被唤醒线程的时候，
第一块 CPU 的主线程又直接取得了主线程锁，这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第二块
CPU 不停地被唤醒，第一块 CPU 拿到了主线程锁继续执行内容，第二块继续等待锁，唤
醒，等待，唤醒，等待，这样，事实上只有一块 CPU 在执行指令，浪费了其他 CPU 的
时间。
这也就是我们在 3.2.1 小节中提到的由 C 语言开发的 Python 语言的问题，当然在基
于 Java 写成的 Python（Jython）和基于 .NET 的 Python（Iron Python）中并没有 GIL 的问题，
事实上，它们连 GIL 都不存在；我们也可以使用新的项目 PyPy，所以，这些内容也就是
由于实现语言的差异而造成的差异。

3.2.4

multiprocess 的解决思路

在 Python 2.6（含）以上版本提供的 multiprocess 是为了弥补 GIL 的效率问题而出现
的，不同的是它使用了多进程而不是多线程。每个进程有自己独立的 GIL，因此也不会
出现进程之间、CPU 之间进行 GIL 的争抢。
当然 multiprocessing 也不是银弹。它会增加程序实现时线程间数据通信和同步的困
难。就拿计数器来举例子，如果我们要多个线程累加同一个变量，对于 thread 来说，声
明一个 global 变量，用 thread.Lock 的 context 就可以了。而 multiprocessing 由于进程之
间无法看到对方的数据，只能通过在主线程声明一个 Queue，put 再 get 或者用共享内存、
共享文件、管道等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multiprocess 共享内容数据的方案：
from multiprocessing import Process, Queue
def 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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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ut([4031, 1024, 'my data'])
if __name__ == '__main__':
q = Queue()
p = Process(target=f, args=(q,))
p.start()
print q.get()
p.join()

这样的方案虽说可行，但是编码效率会变低，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

3.2.5

给 Websocket 加上多线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加上线程的 Websocket：
class Th(threading.Thread):
def __init__(self, connection, layout):
threading.Thread.__init__(self)
self.con = connection
self.id = layout
print “ init data: ”, self.con, ",",self.id
def run(self):
timeout=0
self.con.setblocking(0) #settimeout(15)
while True:
try:
time.sleep(1)
buf = self.recv_data(1024)
if len(buf) <= 0:
timeout += 1
else:
timeout = 0
if timeout >= 10:
print 'timeout, close'
break
print buf, "\n"
if buf == "exit":
break
buf = web_logic.function( buf, self.con, self.id )
self.send_data( buf )
except Exception, e:
print "err found ", e, self.con,"\n"
break
self.con.close()

在这个基础的 thread 类里，我们继承了来自 Python 的标准 thread，在里面实现了初
始化和运行线程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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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start_service 函数里加上线程代码：
def start_service():
global HOST
global POR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ock.setsockopt( 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
try:
sock.bind((HOST, PORT))
sock.listen(1)
print "bind "+ str(PORT)+",ready to use"
except Exception, e:
print("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quit")
print e
while True:
time.sleep(1)
try:
connection, address = sock.accept()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else:
print "Got connection from ", address
if handshake(connection):
print "handshake success"
try:
t = Th(connection, address)
print 'new thread for client ...'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print 'start new thread error'
connection.close()

这样，结合多线程就得到了一份完整的 Websocket 服务器端的代码。
小结

虽然在 C-Python 的解释器实作中，GIL 并不能提供更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但是在
普通运作的情况下，比如这里的 Websocket 服务器代码，确实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多客户端进行并行的逻辑运算，如果是在对环境和要求都很严苛的情况下，
推荐使用 multiprocess 解决方案，毕竟多进程能充分利用 CPU 多核的优势，避开
GIL 存在的问题，唯一要考虑的是在编码上会更加繁琐和复杂。但是在一般应用
中，Python 的多线程足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平时我们在编码的时候，要注
意，如果是 IO 密集型的项目，比如 HTTP 请求、读写文件、管道等，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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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程，而 CPU 密集型，比如并行进行的逻辑运算、加解密等任务，可以使用多
进程的模式。

3.3

线程池
我们在编写服务器的时候，必然要面对多客户端同时并发这样的任务，这时候，线

程或者进程是必不可少的编程手段，一般我们使用多线程就能很好地解决任务。在这章
中，我们暂不讨论淘宝、支付宝等海量数据的并发如何解决，而是讨论普通线程该如何
解决多客户端并发的问题。
我们在编程中，希望能拿到完美、优秀的代码库来使用，或者我们自己来编写线程
池，或者用别人已经造好的车轮来进行编程。线程池这样的思路在编码过程中是不可或
缺的。
上一节介绍的 multiprocess 库拥有默认自带的线程池和进程池，直接使用也没有任
何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来思考下线程池的一些概念。因为很有可能我们在项目中，使用
Python 默认的线程池并不能方便地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
线程池是一种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型，和内存池、资源池等类似，所谓线程池，一
定有一个生产线程→任务←消费者线程池线程，这样的模型存在，至于线程（进程）中的
共享内容，则可以通过 Queue 或者其他方式取得。

3.3.1

默认线程池和进程池

我们先来看下进程池的使用：
import multiprocessing
def Test(a, b):
print str(a) + '->' + str(b) + '\t'
def MPTest():
pool = multiprocessing.Pool(processes = 6)
for i in range(1000):
pool.apply_async(Test, (i, i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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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close()
pool.join()
if __name__ == '__main__':
MPTest ()

multiprocessing.Pool 是一个默认的进程池，同样的，multiprocess 也提供了一个线程
池，接口是 dummy，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进程池和线程池之间进行切换，比如做一些判
断，随时切换到进程、线程模式：
from multiprocessing import Pool # 进程池
from multiprocessing.dummy import Pool as ThreadPool

# 线程池

类似这样在代码中做判断，即可做到线程和进程的切换。
进程池的一些方法：
apply(func[, args[, kwds]]) ：使用 arg 和 kwds 参数调用 func 函数，结果返回前会一

直阻塞。因为这个原因，apply_async() 更适合并发执行，所以我们在上面一个例
子程序中看到了 apply_async 的调用情况，另外，func 函数仅被 pool 中的一个进程
运行。
apply_async(func[, args[, kwds[, callback[, error_callback]]]])：apply() 方法的变体，

会返回一个结果对象。如果回调函数被指定，那么回调可以接收一个参数然后被
调用，当结果准备好回调时会调用回调函数，调用失败时，则用 error_callback 替
换回调。回调里面的代码应被写成立即完成，否则处理结果的线程会被阻塞。
close()：阻止更多的任务提交到 pool，待任务完成后，工作进程会退出。

terminate() ：不管任务是否完成，立即停止工作进程。在对 pool 对象进程垃圾回

收的时候，会立即调用 terminate()。
join()：等待工作线程的退出，所以在调用 join() 前，必须调用 close() 或者 terminate()，

这样做是因为被终止的进程需要被父进程调用 wait（join 和 wait 等价），否则进程
会成为僵尸进程。

3.3.2

协程

协程（Coroutine）的概念不同于线程，虽然它看起来似乎可以模拟线程，但是两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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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不相等。协程在 Lua 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它看上去像是函数调用，然而在内部却能
进行中断，待执行完毕再回来继续执行其他内容。
我们先创建一个生成器（Generator）函数：
def foo():
a, b = 0, 1
while True:
yield a
a, b = b, a+b

然后我们可以在 for 循环中这样使用它：
for i in foo():
print i

这样做不仅快而且不会给内存带来压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值都是动态生成的，而
不 是 将 它 们 存 储 在 一 个 列 表 中。 更 概 括 地 说， 现 在 我 们 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使 用 yield 便
可获得一个协程。协程会消费掉发送给它的值。Python 自己实现的 grep 就是个很好的
例子：
def grep(pattern):
print "Searching for ", pattern
while True:
line = (yield)
if pattern in line:
print(line)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协程。它不再包含任何初始值，相反要从外部
传值给它。我们可以通过 send() 方法向它传值。例如：
search = grep('coroutine')
next(search)
search.send("I love you")
search.send("Don't you love me?")
search.send("I love coroutine instead!")

发送的值会被 yield 接收。next 方法是为了启动一个协程。就像协程中包含的生成器
并不是立刻执行，而是通过 next() 方法来响应 send() 方法。因此，你必须通过 next() 方
法来执行 yield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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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调用 close() 方法来关闭一个协程，示例如下：
search = grep('coroutine')
search.close()

如果读者觉得以上这些知识还是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项目需求，我们还有第三方库可
以选择。

3.3.3

第三方库

在 Python 多线程的第三方库里，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库，一个是 eventlet，另一个是
gevent，eventlet 可以用来处理多线程方面的任务，它使用的是绿色线程概念，所以资源
开销很少。所谓绿色线程，是线程内的概念，同一个线程内的绿色线程之间是顺序执行
的，绿色线程之间想要实现同步，需要开发人员在阻塞的代码位置显式地植入 CPU 让
渡，此时 HUB 接管进行调度，寻找同一个线程内另一个可调度的绿色线程。但是绿色线
程并不能跨线程同步。
我们在这一节中着重介绍的是 gevent。这里结合了 gevent 的文档以及我自己的一些
内容，并采用了 gevent 社区编写的手册和部分代码来进行讲解。
在 gevent 中用到的主要模式是 Greenlet，它是以 C 扩展模块形式接入 Python 的轻量
级协程。Greenlet 全部运行在主程序操作系统进程的内部，但它们被协作式地调度。
这与 multiprocessing 或 threading 等提供真正并行构造的库是不同的。这些库轮转使
用操作系统调度的进程和线程，是真正的并行。
并发是大任务可以分解成一系列的子任务，后者可以同时执行或异步执行。两个子
任务之间属于上下文切换。
在 gevent 里面，上下文切换是通过 yielding 来完成的。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有两
个上下文，通过调用 gevent.sleep(0)，各自 yield 对方。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只有一个协
程在运行。
import gevent
def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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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Running in foo')
gevent.sleep(0)
print('Explicit context switch to foo again')
def bar():
print('Explicit context to bar')
gevent.sleep(0)
print('Implicit context switch back to bar')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foo),
gevent.spawn(bar),
])

在网络或 IO 的函数中使用 gevent，这些函数会被协作式地调度，gevent 的真正能力
会得到发挥。gevent 处理了所有的细节，保证网络库会在可能的时候，隐式交出 Greenlet
上下文的执行权。
看下面的例子：
import time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select
start = time.time()
tic = lambda: 'at %1.1f seconds' % (time.time() - start)
def gr1():
print('Started Polling: %s' % tic())
select.select([], [], [], 2)
print('Ended Polling: %s' % tic())
def gr2():
print('Started Polling: %s' % tic())
select.select([], [], [], 2)
print('Ended Polling: %s' % tic())
def gr3():
print("Hey lets do some stuff while the greenlets poll, %s" % tic())
gevent.sleep(1)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gr1),
gevent.spawn(gr2),
gevent.spawn(gr3),
])

我们看到，select() 函数通常是一个在各种文件描述符上轮询的阻塞调用。
在这个例子中，执行这个函数的副作用是每次 task 在执行过程中都会随机地停几秒。
import gevent
import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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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task(pid):
gevent.sleep(random.randint(0,2)*0.001)
print('Task %s done' % pid)
def synchronous():
for i in range(1,10):
task(i)
def asynchronous():
threads = [gevent.spawn(task, i) for i in xrange(10)]
gevent.joinall(threads)
print 'Synchronous:'
synchronous()
print 'A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所有的 task 都同步执行，但当每个 task 在执行时主流程被阻塞（主流程的执行暂时
停止）。
将 task 函数封装到 Greenlet 内部线程的 gevent.spawn。初始化的 greenlet 列表存放在
数组 threads 中，此数组被传给 gevent.joinall 函数，后者阻塞当前流程，并执行所有给定
的 Greenlet。执行流程只会在所有 greenlet 执行完后才会继续向下走。
异步部分的本质是随机的，而且异步部分的整体运行时间比同步大为减少。事实
上，同步部分的最大运行时间，即每个 task 停 0.002 秒，导致整个队列要停 0.02 秒。而
异步部分的最大运行时间大致为 0.002 秒，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task 会阻塞其他 task 的
执行。
异步地向服务器取数据，取数据操作的执行时间依赖于发起取数据请求时远端服务
器的负载，各个请求的执行时间会有差别。
import gevent.monkey
gevent.monkey.patch_socket()
import gevent
import urllib2
import simplejson as json
def fetch(pid):
response = urllib2.urlopen('http://xxx.com/xxx.json')
result = response.read()
json_result = json.loads(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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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time = json_result['datetime']
print 'Process %s: %s' % (pid, datetime)
return json_result['datetime']
def synchronous():
for i in range(1,10):
fetch(i)
def asynchronous():
threads = []
for i in range(1,10):
threads.append(gevent.spawn(fetch, i))
gevent.joinall(threads)
print 'Synchronous:'
synchronous()
print 'A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就像之前提到的，Greenlet 具有确定性。在相同配置相同输入的情况下，它们总是
会产生相同的输出。下面，我们在 multiprocessing 的 pool 之间执行一系列任务，与在
gevent 的 pool 作比较。
import time
from gevent.pool import Pool
def echo(i):
time.sleep(0.001)
return i
p = Pool(10)
run1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2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3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4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print run1 == run2 == run3 == run4
from multiprocessing.pool import Pool
p = Pool(10)
run1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2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3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run4 = [a for a in p.imap_unordered(echo,
print(run1 == run2 == run3 == run4)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xrange(10))]

即使 gevent 通常带有确定性，当开始与如 Socket 或文件等外部服务交互时，不确定
性也可能存在。因此尽管 gevent 线程是一种“确定的并发”形式，使用它仍然可能会遇
到像使用 POSIX 线程或进程时遇到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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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并发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竞争条件。当两个并发线程或者进程都依赖于某个共
享资源同时都尝试修改它的时候，就会出现竞争（我们在锁这个章节介绍过这些内容）。
这会导致资源修改的结果状态依赖于时间和执行顺序。我们会做很多努力尝试避免竞争
条件，因为它会导致整个程序行为变得不确定和缓慢。
最好的办法是始终避免所有全局的状态。
gevent 对 Greenlet 初始化提供了一些封装：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Greenlet
def foo(message, n):
gevent.sleep(n)
print(message)
thread1 = Greenlet.spawn(foo, "Hello", 1)
thread2 = gevent.spawn(foo, "I live!", 2)
thread3 = gevent.spawn(lambda x: (x+1), 2)
threads = [thread1, thread2, thread3]
gevent.joinall(threads)

可以子类化 Greenlet 类，重载它的 _run 方法。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Greenlet
class MyGreenlet(Greenlet):
def __init__(self, message, n):
Greenlet.__init__(self)
self.message = message
self.n = n
def _run(self):
print(self.message)
gevent.sleep(self.n)
g = MyGreenlet("Hi there!", 3)
g.start()
g.join()

Greenlet 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失败，如未能成功抛出异常，不能停止运行或消耗
太多的系统资源等。
Greenlet 的状态通常是一个依赖于时间的参数。在 Greenlet 中有一些标志，让你可以
监视它的线程内部状态，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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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et 的标志
功能

类型

started

枚举

Greenlet 是否已经启动

ready()

枚举

Greenlet 是否停止

successful()

枚举

Greenlet 是否停止并且没有异常

value

任意值

Greenlet 的返回值

exception

异常

Greenlet 内抛出未捕获的异常

示例代码如下：
import gevent
def win():
return 'You win!'
def fail():
raise Exception('You fail at failing.')
winner = gevent.spawn(win)
loser = gevent.spawn(fail)
print(winner.started) # True
print(loser.started) # True
try:
gevent.joinall([winner, loser])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This will never be reached')
print(winner.value) # 'You win!'
print(loser.value) # None
print(winner.ready()) # True
print(loser.ready()) # True
print(winner.successful()) # True
print(loser.successful()) # False
print(loser.exception)

当主程序（main program）收到一个 SIGQUIT 信号时，不能成功做 yield 操作的 Greenlet
可 能 会 意 外 地 挂 起 程 序 的 执 行， 导 致 僵 尸 进 程， 所 以 它 需 要 在 Python 解 释 器 之 外 被
kill 掉。
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在主程序中监听 SIGQUIT 信号，在程序退出时调用 gevent.shutdown。
import gevent
import signal
def run_forever():
gevent.sleep(1000)
if __name__ == '__main__':
gevent.signal(signal.SIGQUIT, gevent.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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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 gevent.spawn(run_forever)
thread.join()

超时的设置是对一块代码或一个 Greenlet 的运行时间的约束。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Timeout
seconds = 10
timeout = Timeout(seconds)
timeout.start()
def wait():
gevent.sleep(10)
try:
gevent.spawn(wait).join()
except Timeout:
print('Could not complete')

超时的类也可以用在上下文管理器中，也就是 with 语句内。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Timeout
time_to_wait = 5 # seconds
class TooLong(Exception):
pass
with Timeout(time_to_wait, TooLong):
gevent.sleep(10)

gevent 也提供了针对各种 Greenlet 和数据结构相关的超时参数：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Timeout
def wait():
gevent.sleep(2)
timer = Timeout(1).start()
thread1 = gevent.spawn(wait)
try:
thread1.join(timeout=timer)
except Timeout:
print('Thread 1 timed out')
timer = Timeout.start_new(1)
thread2 = gevent.spawn(wait)
try:
thread2.get(timeout=timer)
except Timeout:
print('Thread 2 timed out')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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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ent.with_timeout(1, wait)
except Timeout:
print('Thread 3 timed out')

我们来看 gevent 的猴子补丁，读者之前可能注意到我们提到了 monkey.patch_socket()
命令，这个命令是用来改变标准 Socket 库的。
import socket
print(socket.socket)
print "After monkey patch"
from gevent import monkey
monkey.patch_socket()
print(socket.socket)
import select
print select.select
monkey.patch_select()
print "After monkey patch"
print select.select
class 'socket.socket'
After monkey patch
class 'gevent.socket.socket'
built-in function select
After monkey patch
function select at 0x1924de8

Python 的运行环境允许我们在运行时修改大部分的对象，包括模块、类甚至函数。
虽然很好玩，如果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是极难调试的。在极端情况下，当一个库需要修
改 Python 本身的基础行为时，猴子补丁就有用了。这时，gevent 能够修改标准库里大
部分的阻塞式系统调用，包括 Socket、ssl、threading 和 select 等模块，将其变为协作式
运行。
比如，Redis 的 Python 库通常使用常规的 tcp socket 来与 redis-server 通信。通过简
单地调用 gevent.monkey.patch_all()，可以使得 redis 绑定协作式的调度请求，与 gevent 栈
的其他部分一起工作。这让我们可以将一般不能与 gevent 共同工作的库结合起来，而不
用写更多的代码。

3.3.4

gevent 的数据结构

我们这一节来看一下 gevent 的事件，事件（event）是一个在 Greenlet 之间异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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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event import Event
evt = Event()
def setter():
print('A: Hey wait for me, I have to do something')
gevent.sleep(3)
print("Ok, I'm done")
evt.set()
def waiter():
print("I'll wait for you")
evt.wait() # blocking
print("It's about time")
def main():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setter),
gevent.spawn(waiter),
gevent.spawn(waiter),
gevent.spawn(waiter),
])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事件对象的一个扩展是 AsyncResult，允许你在唤醒调用上附加一个值。它有时也被
称作 future 或 defered。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event import AsyncResult
a = AsyncResult()
def setter():
gevent.sleep(3)
a.set('Hello!')
def waiter():
print(a.get())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setter),
gevent.spawn(waiter),
])

队列是一个排序的数据集合，get 和 put 是在 Greenlet 之间通过可以安全操作的方式来实
现的。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 Greenlet 从队列中取出一项，此项就不会被同时执行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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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et 再取到了。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queue import Queue
tasks = Queue()
def worker(n):
while not tasks.empty():
task = tasks.get()
print('Worker %s got task %s' % (n, task))
gevent.sleep(0)
print('Quitting time!')
def boss():
for i in xrange(1,25):
tasks.put_nowait(i)
gevent.spawn(boss).join()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worker, 'steve'),
gevent.spawn(worker, 'john'),
gevent.spawn(worker, 'nancy'),
])

队列也可以阻塞在 put 或 get 操作上。
put 和 get 操作都有非阻塞的版本，put_nowait 和 get_nowait 不会阻塞，然而在操作
不能完成时，则会抛出 gevent.queue.Empty 或 gevent.queue.Full 异常。
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让 boss 与多个 worker 同时运行，并限制 queue 不能放入多于 3
个元素。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queue import Queue, Empty
tasks = Queue(maxsize=3)
def worker(n):
try:
while True:
task = tasks.get(timeout=1) # decrements queue size by 1
print 'Worker %s got task %s' % (n, task)
gevent.sleep(0)
except Empty:
print('Quitting time!')
def boss():
for i in xrange(1,10):
tasks.put(i)
print 'Assigned all work in iter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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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in xrange(10,20):
tasks.put(i)
print('Assigned all work in iteration 2')
gevent.joinall([
gevent.spawn(boss),
gevent.spawn(worker, 'steve'),
gevent.spawn(worker, 'john'),
gevent.spawn(worker, 'bob'),
])

Group 是一个运行中 Greenlet 的集合，集合中的 Greenlet 像一个组一样会被共同管
理和调度。它也兼饰了像 Python 的 multiprocessing 库那样的角色。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pool import
def talk(msg):
for i in xrange(3):
print(msg)
g1 = gevent.spawn(talk,
g2 = gevent.spawn(talk,
g3 = gevent.spawn(talk,
group = Group()
group.add(g1)
group.add(g2)
group.join()
group.add(g3)
group.join()

Group

'bar')
'foo')
'fizz')

在管理异步任务的分组上它是非常有用的。
Group 也以不同的方式为分组 Greenlet 分发工作和收集它们的结果提供了 API。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getcurrent
from gevent.pool import Group
group = Group()
def hello_from(n):
print 'Size of group %s' % len(group)
print 'Hello from Greenlet %s' % id(getcurrent())
group.map(hello_from, xrange(3))
def intensive(n):
gevent.sleep(3 - n)
return 'task', n
print 'Ordered'
ogroup = Group()
for i in ogroup.imap(intensive, xran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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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
print 'Unordered'
igroup = Group()
for i in igroup.imap_unordered(intensive, xrange(3)):
print(i)

pool 是一个为处理数量变化并且需要限制并发的 Greenlet 而设计的结构。在需要并
行地做很多网络和 IO 的任务时常常需要用到它。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pool import Pool
pool = Pool(2)
def hello_from(n):
print 'Size of pool %s' % len(pool)
pool.map(hello_from, xrange(3))

构造 gevent 驱动的服务时，会围绕一个池为整个服务的中心。下面的例子是在各个
Socket 上轮询的类。
from gevent.pool import Pool
class SocketPool(object):
def __init__(self):
self.pool = Pool(1000)
self.pool.start()
def listen(self, socket):
while True:
socket.recv()
def add_handler(self, socket):
if self.pool.full():
raise Exception("At maximum pool size")
else:
self.pool.spawn(self.listen, socket)
def shutdown(self):
self.pool.kill()

信号量是一个允许 Greenlet 相互合作，限制并发访问或运行的低级语法。信号量有
两个方法，acquire 和 release。在信号量是否已经被 acquire 或 release，和拥有资源的数
量之间不同，被称为此信号量的范围。如果一个信号量的范围已经降低到 0，它会阻塞
acquire 操作直到另一个已经获得信号量的 Greenlet 被释放。
from gevent import sleep
from gevent.pool import Pool
from gevent.coros import BoundedSemaphore
sem = BoundedSemapho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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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worker1(n):
sem.acquire()
print('Worker %i acquired semaphore' % n)
sleep(0)
sem.release()
print('Worker %i released semaphore' % n)
def worker2(n):
with sem:
print('Worker %i acquired semaphore' % n)
sleep(0)
print('Worker %i released semaphore' % n)
pool = Pool()
pool.map(worker1, xrange(0,2))
pool.map(worker2, xrange(3,6))

范围为 1 的信号量也称为锁。它向单个 Greenlet 提供了互斥访问。信号量和锁常常
用来保证资源只在程序上下文被单次使用。
Gevent 也允许指定局部于 Greenlet 上下文的数据。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local import local
stash = local()
def f1():
stash.x = 1
print(stash.x)
def f2():
stash.y = 2
print(stash.y)
try:
stash.x
except AttributeError:
print("x is not local to f2")
g1 = gevent.spawn(f1)
g2 = gevent.spawn(f2)
gevent.joinall([g1, g2])

很多集成了 gevent 的 Web 框架将 HTTP 会话对象以线程局部变量的方式存储在 gevent 内。
gevent 1.0 起，gevent.subprocess 已经添加了支持协作式地等待子进程的一个 Python
subprocess 模块的修补版本。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subprocess import Popen, PIPE
def 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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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rue:
print("cron")
gevent.sleep(0.2)
g = gevent.spawn(cron)
sub = Popen(['sleep 1; uname'], stdout=PIPE, shell=True)
out, err = sub.communicate()
g.kill()
print(out.rstrip())

很 多 人 想 将 gevent 和 multiprocessing 一 起 使 用。 但 是 multiprocessing 的 进 程 间 通
信默认不是协作式的。基于 multiprocessing.Connection 的对象（例如 Pipe）暴露了文件
描述符，而 gevent.socket.wait_read 和 wait_write 可以用来在直接读写之前协作式地等待
ready-to-read 和 ready-to-write 事件。
import gevent
from multiprocessing import Process, Pipe
from gevent.socket import wait_read, wait_write
a, b = Pipe()
c, d = Pipe()
def relay():
for i in xrange(10):
msg = b.recv()
c.send(msg + " in " + str(i))
def put_msg():
for i in xrange(10):
wait_write(a.fileno())
a.send('hi')
def get_msg():
for i in xrange(10):
wait_read(d.fileno())
print(d.recv())
if __name__ == '__main__':
proc = Process(target=relay)
proc.start()
g1 = gevent.spawn(get_msg)
g2 = gevent.spawn(put_msg)
gevent.joinall([g1, g2], timeout=1)

组 合 multiprocessing 和 gevent 会 依 赖 于 操 作 系 统 的 缺 陷， 比 如，multiprocessing.
Process 创建之前的 greenlet 创建动作，会在父进程和子进程两方都运行。
最后是 Actor，Actor 模型是一个由 Erlang 语言变得普及的高层的并发模型。简单地
说，它就是许多个独立的 Actor，每个 Actor 有一个可以从其他 Actor 接收消息的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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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 内部的主循环遍历它收到的消息，并根据它期望的行为来采取行动（即事件处理）。
gevent 没有原生的 Actor 类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简单的、子类化的 Greenlet 内使用
的队列。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queue import Queue
class Actor(gevent.Greenlet):
def __init__(self):
self.inbox = Queue()
Greenlet.__init__(self)
def receive(self, message):
raise NotImplemented()
def _run(self):
self.running = True
while self.running:
message = self.inbox.get()
self.receive(message)

下面是一个示例：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queue import Queue
from gevent import Greenlet
class Pinger(Actor):
def receive(self, message):
print(message)
pong.inbox.put('ping')
gevent.sleep(0)
class Ponger(Actor):
def receive(self, message):
print(message)
ping.inbox.put('pong')
gevent.sleep(0)
ping = Pinger()
pong = Ponger()
ping.start()
pong.start()
ping.inbox.put('start')
gevent.joinall([ping, pong])
小结

这里我们看到第三方库 gevent 在 Python 中的使用，利用 gevent，我们可以很方便
地编写并发的代码，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各种服务器和数据库的配置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