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CHAPTER 2

Node.js 基础

Node.js 是一个使用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的模型，轻量又高效，是专为网络服务而设计
的 JavaScript 执行环境。随着 Node.js 的快速发展，其已经逐渐跨出了仅仅应用于网络服务器
的范畴，本书的主要核心大部分是基于 Node.js 来介绍的，所以有必要一开始就对 Node.js 做一
个清晰的介绍。图 2-1 所示是 Node.js 的系统框图，整个 Node.js 由标准库、V8 引擎，以及用
Libuv 实现的事件循环与非阻塞式 I/O 组成。下面我们来依次讲解 Node.js 中的这些模块。
Node.js 系统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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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1

Node.js 的系统框图

标准库
早期的浏览器 JavaScript 中并不存在标准库的概念，甚至于在设计 JavaScript 时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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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概念都没有，JavaScript 语言无非是嵌入在浏览器里的一小段代码片段，整个 JavaScript
语 言 只 包 含 一 些 基 础 原 生 对 象 和 类 型， 更 多 的 对 象 和 API 取 决 于 其 所 在 的 浏 览 器， 在
JavaScript 里只能调用浏览器已经封装好的接口。因此，模块化在当时的 JavaScript 并没有什
么用处和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Node.js 之前 JavaScript 缺少这些功能。
 JavaScript 没有模块系统。没有原生地支持密闭作用域或依赖管理。
 JavaScript 没有标准库。除了一些核心库外，没有文件系统的 API，没有 I/O 流 API 等。
显然致力于将 JavaScript 应用到服务器上的 Node.js 不能接受这样的 JavaScript 现状。而
解决上面这一系列问题的是 CommonJS（http://www.commonjs.org）规范的出现，其制定了
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标准规范，其目标是构建 JavaScript 在包括 Web 服务器、桌面、
命令行工具及浏览器在内的各方面的统一生态系统。而 Node.js 就是这些规范的一种实现，
Node.js 自身实现了 require 方法（作为其引入模块的方法）。下面我们来简单学习一下 Node.js
的模块定义与使用方法。Node.js 通过 export 方法在模块内部暴露接口方法，通过 require 方
法来加载模块。

2.1.1

简单模块定义和使用

在 Node.js 中，定义一个模块十分方便。我们以计算圆形的面积和周长两个方法为例来表
现 Node.js 中模块的定义方式 。
一

var PI = Math.PI;
exports.area = function (r) {
return PI * r * r;
};
exports.circumference = function (r) {
return 2 * PI * r;
};

将这个文件存为 circle.js，并新建一个 app.js 文件，并写入以下代码：
var circle = require('./circle.js');
console.log( 'The area of a circle of radius 4 is ' + circle.area(4));

可以看到模块调用十分方便，只需要用 require 方法调用需要的文件即可。
在 require 所需文件之后，定义在 exports 对象上的方法便可以随意调用。Node.js 将模块
的定义和调用都封装得极其简单方便，从 API 对用户友好这一个角度来说，Node.js 的模块机
制是非常优秀的。
Node.js 的模块分为两类：一类为原生（核心）模块，另一类为文件模块。原生模块在
一

参考 http://www.infoq.com/cn/articles/nodejs-module-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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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js 源代码编译的时候编译进了二进制机器码可执行文件 .node，对应的源代码为 C++ 文
件，加载的速度最快。文件模块是动态加载的，加载速度比原生模块慢，对应的是 JavaScript
文件。但是 Node.js 对原生模块和文件模块都进行了缓存，于是在第二次进行 require 时，是
不会有重复开销的，这一设计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一机制完全符合 Node.js 的一次编译模式，
当 Node.js 加载了文件模块后，会将其中的 JavaScript 代码编译成二进制机器码，然后将编译
结果缓存起来。因此，在编写 Node.js 程序时，推荐的设计模式是在程序的一开头就将所有
用到的模块用 require 方法进行加载。在 Node.js 启动阶段就把所有用到的库都加载到缓存中，
避免在后面运行时因为加载与编译代码而出现的程序停顿。
对于 Node.js 模块的加载顺序与优先级，可以通过下面的代码方便地显示出来。加载的一
般优先级是当前目录→当前项目→ Node.js 所在目录。
console.log(module.paths);

2.1.2

标准库 API 编程

对于学习 Node.js 用 JavaScript 编写服务器程序来说，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是学习如何使
用标准库。掌握了标准库的使用方法，基本上就掌握了基于 Node.js 的 JavaScript 最基本部
分。对于作为网络服务器使用的 Node.js 来说，网络通信编程应该是最基础的标准库了。下
面我们通过分析一个 Node.js 网络编程的实例来学习 Node.js 的 JavaScript 编程基础以及标准
库 net 库的使用方法，网络编程可以分为服务器端与客户端两个部分。
1）服务器端 server.js：
var net = require('net');
var server = net.createServer(function(c) {
// 创建 TCP 服务器端
console.log('client connected');
c.on('end', function() {
// 响应关闭 TCP 连接
console.log('client disconnected');
});
c.write('Hello!\r\n');
// 发送欢迎信息
c.pipe(c);
// 实现回环，转发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
server.listen(8124, function() {
// 监听 8124 端口上的客户端 TCP 连接
console.log('server bound');
});

2）客户端 client.js：
var net = require('net');
var client = net.connect({port: 8124},
function() {
console.log('connected to server!');

// 创建 8124 端口上的 TCP 连接
// 连接响应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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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write('Hello!\r\n');
});
client.on('data', function(data) {
console.log(data.toString());
client.end();
});
client.on('end', function() {
console.log('disconnected from ser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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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对端发送欢迎信息
// 接受对端的数据时的响应
// 关闭 TCP 连接
// 关闭 TCP 连接时的响应

上 面 的 程 序 构 成 了 最 简 单 的 TCP 服 务 器 端 与 客 户 端 程 序。 从 程 序 可 以 看 出， 在
JavaScript 编程中基于事件响应的编程模式是最常用的编程模式，JavaScript 程序的执行完全
是事件驱动的。由于 JavaScript 是单线程的，虽然基于事件驱动的模型具有很高的性能，但
是其单线程特性决定了 JavaScript 只能运行在单个处理器上，为了更大限度利用多处理器带
来的优势，Node.js 提供了集群标准库 cluster 来实现多个 Node.js 进程组成一个集群，以提高
系统的并行性能以及充分利用多核处理器优势。更进一步的内容，如适用于跨节点的 Node.js
集群架构设计将在 2.7 节详细介绍。
集群服务器端 server.js ：
var cluster = require('cluster');
var net = require('net');
var numCPUs = require('os').cpus().length;
if (cluster.isMaster) {
// 自己是主进程
for (var i = 0; i < numCPUs; i++) { // 根据当前处理器个数创建 Node.js 进程
cluster.fork();
}
cluster.on('exit', function(worker, code, signal) {
// 响应工作进程退出事件
console.log('worker ' + worker.process.pid + ' died');
});
} else {
// 在工作节点上处理客户端 TCP 连接，所有的工作进程会共享同一个 TCP 连接
// 以下代码和单进程的服务器端程序一样
var server = net.createServer(function(c) { //'connection' listener
console.log('client connected');
c.on('end', function() {
console.log('client disconnected');
});
c.write('hello\r\n');
c.pipe(c);
});
server.listen(8124, function() { //'listening' listener
console.log('server bou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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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看到详细的 Node.js 主进程与工作进程的信息，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来运行 Node.js：
$ NODE_DEBUG=cluster node server.js

在 2.1.3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最常用、最简单的标准库 console 对象；在 2.3 节，我们会
详细介绍标准库 fs 的一个例子；在 2.4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标准库 event 的一个例子；在 3.3.1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标准库 buffer ；在 3.3.4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标准库 http 的例子；在 3.4
节表 3-1，我们会详细介绍 Node.js 每一个 API 的具体说明；在 7.4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标准
库 https 的使用例子。

2.1.3

标准库 console 模块

要想学习 Node.js 编写服务器程序，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是阅读标准库，学习标准库中
的代码设计思想。首先，标准库是你在今后的编程学习中每天必须要用到的；其次，标准库
是由设计 Node.js 的程序员写的，他们对 Node.js 机制的理解是最深入的。通过学习他们的程
序，能够最快地理解与掌握 Node.js 的编程模式与设计模式。我们就以标准库的 console 模块
为例，简单分析一下标准库代码，学习 Node.js 标准库的设计。
查阅 Node.js 标准库文档，我们可以看到 console 模块包括以下方法：
 console.log([data], [...])
 console.info([data], [...])
 console.error([data], [...])
 console.warn([data], [...])
 console.dir(obj)
 console.time(label)
 console.timeEnd(label)
 console.trace(message, [...])
 console.assert(value, [message], [...])
进入 Node.js 源代码，在 lib 目录下可以找到所有标准库的 JavaScript 实现部分，其中
console.js 就是 console 模块的源代码。代码分析如下 ：
一

// 指示 JavaScript 引擎切换到严格模式，使用严格模式可以帮助代码编写者提高 JavaScript 代码质量。
// 在严格模式下，很多原来在浏览器端只是作为警告的问题会作为错误或抛出异常。对于 JavaScript 库程序
// 开发，应该始终坚持采用严格模式
'use strict';
// 引入 Node.js 的工具类包，包括一些有用的帮助函数，这里主要使用的是格式化字符串的部分
var util = require('util');

一

参考 http://blog.csdn.net/leoleocs/article/details/5046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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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台对象构造函数
//@stdout 标准输出对象
//@stderr 标准错误输出对象
// 在 JavaScript 中，函数是第一等公民 , 所谓第一等公民是指函数和对象是平等的，在一些常见的编程语言（如
// C++ 或 Java）中，函数是隶属于对象的。从控制台对象的构造可以看出，对象的构造函数其实就是函数本身，而
// 函数自己又代表了这一对象，这充分体现了函数与对象的对等性。在后面的章节还将继续研究这种函数式编程特性
function

Console(stdout,

stderr)

{

// 检查当前对象是否为 Console
if (!(this instanceof Console)) {
return new Console(stdout, stderr);
}
// 检查输入参数，确保输入参数 stdout 对象有 write 属性，并且为函数
// 也就是说，只要对象有 write 属性，都可以作为 stdout 对象
if (!stdout || !util.isFunction(stdout.write)) {
throw new TypeError('Console expects a writable stream instance');
}
// 如果 stderr 的参数没有被指定，则直接使用 stdout 参数
// 在 JavaScript 中，函数在调用时的参数个数可以和声明时不同，在这里调用构造函数时只提供一个
// 参数，那么第二个参数 stderr 的值会是空值 null
if (!stderr) {
stderr = stdout;
}
// 定义属性
var prop = {
writable: true,
enumerable: false,
configurable: true
};
// 属性值
prop.value = stdout;
// 为 Console 对象定义 _stdout 属性
Object.defineProperty(this, '_stdout', prop);
// 属性值 prop.value = stderr;
// 为 Console 对象定义 _stderr 属性
Object.defineProperty(this, '_stderr', prop);
// 属性值
prop.value = Object.create(null);
// 为 Console 对象定义 _times 属性
Object.defineProperty(this, '_times', prop);
// bind the prototype functions to this Console instance
var keys = Object.keys(Console.prototype);
// 将原型方法上的属性绑定到 Console 对象上
for (var v = 0; v < keys.length; v++) { var k = keys[v]; this[k] = this[k].
bind(th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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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上述 Console 的构造函数，其做了下面几步
//step1：检查参数，确保参数合法，默认 stderr 用 stdout
//step2: 为 Console 对象定义 _stdeout、_stderr 等属性
//step3: 将原型总的属性或者方法复制到 Console 对象上
// 在 JavaScript 中没有像 C++ 或 Java 那样的类概念，里只有对象。那么怎么在面向对象设计中提供类似
// 类的概念呢？ JavaScript 使用了原型对象与原型链。在 JavaScript 的世界里，原型对象可以比作当前对象
// 的类，那么所有定义在 Console 对象上的方法都需要定义在 Console 对象的原型对象上。而指向对象的原型对
// 象的是 prototype 属性。使用原型的好处是可以让对象实例共享它所包含的属性和方法。也就是说，不必在构造
// 函数中添加定义对象信息，而是可以直接将这些信息添加到原型中，而这些信息在相同类型的对象之间是共享的。
// 使用构造函数的主要问题就是每个方法都要在每个实例中创建一遍，而且这些实例是私有的，每个对象都会有一个
// 副本，就如同前面的属性值创建部分
// 定义 Console 的原型方法 log
Console.prototype.log = function ()

{

// 实质上就是调用 _stdout 的 write 方法。首先需要格式化参数
this._stdout.write(util.format.apply(this, arguments) + '\n');
};
// 实质上 info 函数是 log 函数的别名
Console.prototype.info = Console.prototype.log;
// 定义 Console 的原型方法 warn
Console.prototype.warn = function ()

{

// 实质上就是调用 _stderr 的 write 方法。需要格式化参数
this._stderr.write(util.format.apply(this, arguments) + '\n');
};
// 实质上 error 函数是 warn 函数的别名
Console.prototype.error = Console.prototype.warn;
// 直接输出某个对象
Console.prototype.dir = function (object,

options)

{

// 注意使用的还是 _stdout 属性的 write 方法
// 不过在此前，其调用的工具类 inspect 方法去格式化具体的对象
// 这个函数可以用于输出 JavaScript 对象进行调试分析
this._stdout.write(util.inspect(object, util._extend({ customInspect: false },
options)) + '\n');
};
// 时间函数，计时开始函数
Console.prototype.time = function (label)

{

// 在 times 空对象上加入 label 属性，属性值为当前时间
// 其实就是相当于开始计时函数
this._times[label] = Date.now();
};
// 时间函数，计时结束函数，并且输出时间
Console.prototype.timeEnd

=

function (label) {

// 读取开始时间
var time = this._times[label];
// 检查是否有开始时间，如果没有，则直接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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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ime) { thrownewError('No such label: ' + label); }
// 计算计时时间
var duration = Date.now()

-

time;

// 输出计时时间
this.log('%s: %dms', label, duration);
};
// 输出当前的调用堆栈信息
// 在调试或故障诊断中，这个功能非常有用，它可以帮助你快速跟踪代码的执行情况，定位当前打印日志的具
// 体位置，以及在打印之前程序所运行的轨迹
Console.prototype.trace

=

function trace() {

// 创建 Error 对象，并用全局函数 Error.captureStackTrace 来初始化
// 堆栈信息
var err = newError;
err.name = 'Trace';
err.message = util.format.apply(this, arguments);
Error.captureStackTrace(err, trace);
// 利用 error 函数，也就是 stderr 属性的 write 方法输出
this.error(err.stack);
};
// 基本等同于 assert.ok 的使用，只有第一个参数为假的时候，会有作用，也就是出错
Console.prototype.assert = function (expression) {
if (!expression) {
// 获取格式化的参数，除掉第一个为假的表达式
var arr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1);
// 只不过需要 util.format 格式化参数，即这里可以使用 '%d'、'%s' 等
require('assert').ok(false, util.format.apply(this, arr));
}
};
// 导出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新的 Console 对象，注意使用的参数为 process.stdout、process.stderr,
// 就是使用当前进程的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流来打印日志，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下面的用法
// var myConsole = require('console')
// myConsole.log('test %d', 0);
// 从官方文档中，我们可以直接用全局的 Console 对象
module.exports = new Console(process.stdout, process.stderr);// 导出 Console 的构造函数
// 我们可以使用构造函数来新建自己的 Console 对象
// var Console = require('console').Console;
// var myConsole = new Console(process.stdout, process.stderr);
module.exports.Console

=

Console;

至此，我们分析了 Node.js 标准库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块，在 lib 下有许多有用的 Node.js
标准库模块，包括承载数据的核心 buffer 模块、网络服务的核心 http 与 https 模块……限于篇
幅和本书的关注点，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深入学习，当把 Node.js 的标准
库源码都掌握了，你的 Node.js 水平一定能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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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当年在学习 C 语言的时候，找到了 C 标准库的代码，如获至宝，认真学习了几个
月，C 语言的水平有了飞跃，然后就在 8051 单片机上，自己实现了一套裁剪过的定制的嵌入
式系统轻量级标准库，至此笔者的 C 语言编程算正式学成。

2.2

V8 引擎
V8 是 Google 为 Chrome 浏览器设计的 JavaScript 执行引擎，其初衷与目标是为 Chrome

设 计 一 个 领 先 行 业 的 高 性 能 JavaScript 引 擎。 从 此 JavaScript 被 分 为 前 V8 时 代 与 后 V8 时
代。在前 V8 时代，JavaScript 是一门纯解释性质的动态脚步语言，浏览器一行一行地执行
JavaScript。在后 V8 时代，JavaScript 成为一种类似 Java 的编译语言，在 V8 之后，现代浏览
器（包括新的 IE）都是将 JavaScript 直接编译成机器指令直接让 CPU 执行。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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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JavaScript 发展简史

1995 年，当时在网景公司就职的布兰登·艾克正为 Netscape Navigator 2.0 浏览器开发一
门名为 LiveScript 的脚本语言，后来由网景公司与昇阳电脑公司组成的开发联盟为了让这门
语言搭上 Java 这个编程语言“热词”，将其临时改名为 JavaScript，日后这成为大众对这门语
言有诸多误解的原因之一，虽然后来反复强调 JavaScript 和 Java 并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发明
人和这些公司也许没有想到，到了后 V8 时代，JavaScript 越来越像 Java，程序员们越来越多
地使用 JavaScript 来完成原来使用 Java 来完成的工作，JavaScript 真的成为 Script 版的 Java。
其实在 V8 开发小组的一群程序语言专家中，核心工程师 Lars Bak 之前研发了 HotSpot，这是
用在 Sun Microsystems 公司开发的 Java 虚拟机器（VM）的加速技术，所以 V8 这一 Google
工 程 师 实 现 的 创 新 其 实 或 多 或 少 基 于 Java 语 言 的 探 索 与 发 展。 最 终 凭 借 V8 这 一 创 新，
Chrome 浏览器坐上浏览器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宝座。
Java 语言中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编译，将 Java 源代码编译成 Java 字节码（一种独立于
机器的程序编码）；另一个是执行，将 Java 字节码翻译成对应执行平台的机器码执行。Java
字节码在执行过程中有两种模式，最初通过类似脚本的语言逐条翻译执行，后来又引入了
编译执行，即将经常执行的 Java 字节码做即时编译，编译成机器码，加速执行。V8 引擎
借鉴了 Java 的编译执行过程，也引入 Java 的虚拟机概念，将整个 V8 引擎打造成可以执行
JavaScript 的虚拟机。同时，V8 借鉴了 Java 虚拟机的内存管理技术，采用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GC）技术来回收不再需要的内存空间。每个 V8 引擎都是一个具有独立地址空间
的虚拟机，不同的 JavaScript 程序在不同的虚拟机中执行，互不干扰，大大提高了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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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鉴于 Java 与 V8 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接下来的讲解中，V8 虚拟机的很多部分是和
Java 虚拟机十分类似的。

2.2.1

编译执行

V8 引擎的性能保障来源于其内置的 JavaScript 编译器，相比于 Java 的解释执行与即时
编译，V8 采用了和 C# 一样的一次编译技术，也就是 V8 采用的编译执行策略是在 JavaScript
从服务器端完成加载后，预先对所有的 JavaScript 代码进行编译。如果分析 V8 源代码，可以
发现 V8 仍然有类似 Java 字节码的中间过程，但是从外部看，V8 是直接将 JavaScript 编译成
本地的机器语言的，然后通过 CPU 直接运行这些机器码。执行过程中，编译器不再对执行过
程干预。所以，在 V8 中，编译与执行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正是由于采用一次编译技术，V8
能够将所有现代编译器的优化能力都应用到 JavaScript 的编译中，实现对 JavaScript 的高度优
化。如果读者有能力阅读 V8 的源代码，可以清晰地看到 V8 的设计完全遵循了现代编译器的
设计思路，包括前端语法树生产、中端语法树到中间语言的翻译、中间语言优化、后端中间
语言到机器语言的编译等部分。图 2-2 是 V8 的编译执行示意图。

图 2-2

V8 的编译执行

但是像 JavaScript 这种脚本语言有一个不同于编译语言的特点，就是它的弱类型。换句
话说，某个变量属于哪种类型只有在 JavaScript 语言运行过程中才能最终确定。V8 的编译器
为解决这种问题，引入了内联缓存技术来加速这类在编译期不能被优化的代码。举一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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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下面是一个 JavaScript 读取属性的例子：
function f(v) {

return v.x;}

对于 V8 的编译器来说，仅仅通过静态的编译过程无从得知是要读取一个对象自己的属性
（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还是原型对象的属性（来自于原型链上原型的属性），还是一个 getter
方法，抑或浏览器的某些自定义回调，这个属性还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 V8 要在编译的代码
中处理所有这些情况，即使一个简单的操作也会引发上百条指令。为了优化这种情况，V8 引
擎需要对这个操作进行猜测。V8 引入内联缓存机制，将猜测最可能的几个方法放到内联缓存
中（类似于处理器使用高速缓存来提高指令命中率），如果 V8 猜对了就能大大提高这类访问的
速度，如果没猜对，那么继续寻找、执行并发现正确方法，这样访问代价也不是很高。

2.2.2

垃圾回收

对于一门编程语言，内存的管理是必须要有的功能。内存管理策略有两种：一种是 C/
C++ 的由程序员自己来控制内存的分配与释放；另一种是 Java 的由程序员来分配内存而使用
垃圾回收系统来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脚本语言由于不能进行内存的控制，所以其内存管理
策略只能选择与 Java 相似的管理策略，即采用垃圾回收系统管理内存。由于 V8 的设计导向
是性能优先，为保证快速的对象分配、缩短由垃圾回收造成的停顿以及避免内存碎片，其采
用了一个这样的垃圾回收器

一

二

三

。

1）停顿：在执行垃圾回收操作的时候会中断程序的执行。图 2-3 是 V8 垃圾回收器的停
顿示意图。
GC 暂停的类型
stop-the-world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程序执行

并行式 paraller，假设也并发（conccurent）

增量式（incremental）
一个 GC 周期

并发式（concurrent）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一个 GC 周期

多个 GC 线程：
并行
V8 对 GC 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策略，是上述几种类型的混合体

图 2-3

V8 垃圾回收的停顿

一

参考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00440270。

二

参考 https://alinode.aliyun.com/blog/37。

三

参考 https://alinode.aliyun.com/blo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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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分代假设：对象的生命周期符合著名的帕累托分布，即 2/8 法则。80% 的对象死得
早，即刚被分配出来，很快就不再需要了。剩下的 20% 对象，通常倾向于永生，因此在大部
的一部分，也就是那些年龄比较年轻的对象，这让
程序中断造成的影响得以减轻。图 2-4 是对象弱分
代假设示意图。

对象数量

分情况下，V8 每个垃圾回收周期只处理整个对象堆

3）准确式垃圾回收：V8 通过数据的最后一位
对象寿命

来标记数据是指针还是数据实现了对指针的标记，
V8 总是知道内存中所有对象和指针所在的位置，这

图 2-4

对象弱分代假设示意图

避免了非准确式垃圾回收器普遍存在的错误，把对象当作指针而造成的内存溢出的情况。准
确式垃圾回收器避免了非准确式垃圾回收器带来的弊端，能够尽早无遗漏地回收内存，并且
能够在垃圾回收过程中移动对象以缓解内存碎片问题。
目前 V8 对垃圾回收机制也在不断改进，正在朝着增量、并发、并行的方向前进，并在
垃圾回收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优化，在未来 V8 可能会对物联网应用做进一步的优化。读
者可以在运行 Node.js 时加上 --trace_gc --trace_gc_verbose --print_cumulative_gc_stat 参数来
观察 Node.js 详细的垃圾回收行为。

2.3

非阻塞式 I/O
I/O 操作有两种，一种是阻塞式的，另一种是非阻塞式，这两种模式各有特点。阻塞式

I/O 就是在 CPU 进行 I/O 操作的时候，首先发起 I/O 请求，然后等待 I/O 操作完成后，接着
继续执行当前的任务并往下运行。阻塞式 I/O 的好处是它的编程模型简单，大部分编程语言
原生支持阻塞 I/O，不需要设计任何复杂的库函数或操作系统支持就能完成阻塞 I/O 的操作。
但是阻塞式 I/O 操作是非常浪费资源的，虽然现代操作系统提供的多线程与多进程的支持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但是仍然会在进程、线程切换及阻塞状态查询方面花费不
少 CPU 周期。那么为什么阻塞式 I/O 有这样的问题，其仍然是主流编程设计语言的第一选择
呢？其实这需要我们从处理器硬件以及程序的本质来看问题。
小故事
小知识

小故事小知识

处理器发展简史

在处理器硬件的体系架构中，其实可以不区分什么是 I/O 操作，什么是内存操作。这两
种操作完全可以用一种指令、一种操作来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I/O 操作会被说成内
存 I/O 操作的原因。因为对 CPU 来说，I/O 操作其实就是在内存的某一个地址写上一个数或
读取一个数。而内存操作其实是阻塞式的，在早期 CPU 中，内存的速度和 CPU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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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能在一个时钟周期读取内存的内容，所以当时并不存在内存阻塞问题，当处理器速度开
始飞速发展时，内存的速度没有跟上处理器的发展速度。为此，处理器引入了缓存机制，利
用一部分小而快的存储器来缓存一些常用的程序代码与数据，而当缓存中没有所需要的数据
时，处理器就必须停顿下来，等待内存数据的载入，这被称为内存阻塞。而 I/O 操作其实是
一个速度更慢的内存操作。随着处理器速度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处理中应用流水线技
术后，处理器速度或者主频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处理器上不得不使用多级缓存来提高处理器
访问内存的性能以减少处理器内存阻塞的时间。到最后，为了提高处理器的利用率，需要把
处理器等待内存加载数据到缓存的时间也利用上，于是出现了现代的超标量处理器。所谓标
量处理就是每次顺序执行一条指令，而超标量就是完全乱序执行，并同时执行多条指令。最
典型的就是加载指令，当使用超标量技术时，加载数据或程序的指令可以提前执行，这样当
处理器执行到需要数据的指令时，加载数据的指令正好已经完成了，从而省去了加载数据的
时间。
为了克服内存阻塞，处理器发展出了超标量技术，类似的是，软件为了克服 I/O 阻塞，
研发出了非阻塞式 I/O 机制。其原理与超标量处理器类似，在处理器遇到 I/O 操作时，不阻
塞处理器的继续运行，将后面要运行的程序提前执行，这样当 I/O 操作完成时，处理器再
执行 I/O 的响应函数，这样省去了等待 I/O 操作所花费的时间，既提高了处理器的利用率，
也提高了程序的性能，JavaScript 最初是作为浏览器的事件响应处理脚本来设计的，所以
JavaScript 天然地支持非阻塞式 I/O 操作，并且为了网页的体验几乎完全杜绝使用阻塞式 I/O，
因为 JavaScript 是单线程的，阻塞式 I/O 会使浏览器发生响应停顿，而 V8 的 Node.js 也继承
了这一点。
虽然非阻塞式 I/O 是有利于程序性能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造成了它无法替代阻塞式
I/O。这个缺点就是它破坏了程序是线性执行的这一假设，引入非阻塞式 I/O，程序将变成一
个完全乱序执行的状态，而人类阅读是遵循从前往后的线形模式，阅读乱序执行的程序会是
不小的困难。当你写一段非阻塞式 I/O 的程序时，你不知道所写的每一段程序间的前后执行
顺序，而为了强行保证一个处理流程的有序性，必须对处理逻辑做一个深度的嵌套。因为在
非阻塞的乱序执行环境下，只有嵌套在某一函数的回调函数里，逻辑上才能保证函数的执
行顺序。而一段回调函数嵌套在另一段回调函数里，这样的反复嵌套被称为 JavaScript 回调
地狱：
var fs = require("fs"); // 导入文件模块
fs.open("server.log", 'r', function(err, fd){ // 打开文件，处理回调
if (err) throw err; // 遇到错误抛出异常
var length = 100; // 读取文件长度
var position = 0;
// 读取文件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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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uffer = new Buffer(length); // 申请缓存空间
fs.read(fd, buffer, 0, length, position, function(err, bytes, data) {// 读取文件，
// 处理回调
if (err) throw err;
console.log({ // 输出读到的结果
log: data.toString(),
length: bytes
});
})
})

Node.js 在服务器端有大量的关联 I/O 操作，所以回调地狱在 Node.js 程序中非常普遍。
回调地狱有大量的嵌套使得程序的可读性非常差，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引入 Promise 设
计模式。它代表了一种可能会长时间运行而且不一定获得完整的操作的结果。这种模式不会
阻塞和等待长时间的操作完成，而是返回一个代表了承诺（promise）结果的对象：
var promise = require("bluebird"); // 使用 bluebird promise 模块
var fs = promise.promisifyAll(require('fs'), { // 为 Node.Js fs 包封装异步 promise
filter: function (name) {
return !(name === "read" || name === "write");
// 不包装 read 与 write，因为它们是多变量函数，需要特殊包装
},
});
fs.readAsync = promise.promisify(fs.read, { multiArgs: true }); // 包装异步 read
fs.writeAsnyc = promise.promisify(fs.write, { multiArgs: true });
// 包装异步 write
fs.openAsync("server.log", 'r') // 异步调用 promise 打开文件
.then(function (fd) { // 调用成功的处理函数
var length = 100;
var position = 0;
var buffer = new Buffer(length);
return fs.readAsync(fd, buffer, 0, length, position) // 异步文件读取
}).spread(function (bytes, data) { // 文件读取成功处理的数据
console.log({
log: data.toString(),
length: bytes
});
}).catch(function (error) { // 处理整个过程中遇到的错误
console.log({
error: error
});
})

2.4

事件循环
Node.js 作 为 服 务 器 端 程 序， 需 要 处 理 大 量 的 网 络 报 文， 为 了 实 现 高 性 能，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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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编写这些程序就必然需要编写大量的回调函数来实现非阻塞式 I/O 操作。而 Node.
js 为实现对大量非阻塞式 I/O 回调函数的支持引入了事件循环的设计。JavaScript 事件循环代
码如下：
while(queue.waitForMessage()){
queue.processNextMessage();
}

图 2-5 是事件循环示意图。所谓事件循环，就是在 Node.js 内部构建了一个环形的队列，
Node.js 循环往复遍历环中的每一个元素，每遇到一个元素，Node.js 会查看这个元素等待的
事件是否已经就绪，如果已经就绪，那就执行元素所指向的代码块，在整个代码块执行完成
之前，Node.js 不会走到下一个元素并执行其代码，这称为“执行到完成”。由于已知 Node.js
是单线程的，所以可以确定，在这个“执行到完成”的过程中，程序块是独占处理器的，在
程序块没有释放处理器之前，下一个事件不会得到响应。而在程序块遇到新的非阻塞式 I/O
操作等异步事件时，会执行非阻塞式 I/O 并将其回调函数对应的代码块加到事件循环队列的
末尾，等待 Node.js 下一次遍历到这个元素。而插入元素按照先后顺序排列，保证了回调的
嵌套中外层嵌套先被执行而内层嵌套后被执行。
注册回

调函数
密集型操作

请求事件

文件系统

事件循环
（单线程）

数据库
计算处理

触发回调函数

图 2-5

操作完成

事件循环

有 了 事 件 循 环 的 概 念， 我 们 来 看 看 事 件 循 环 操 作 的 完 整 例 子， 事 件 循 环 是 贯 穿 整 个
Node.js 的核心编程模型与思想，不能很好地理解下面的事件循环代码就无法很好地理解
Node.js 的运行机制。代码如下：
// 引入 events 模块
var events = require('events');
// 创建 eventEmitter 对象
var eventEmitter = new events.EventEmitter();
// 创建事件处理程序
var connectHandler = function conn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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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 连接成功。');
// 触发 data_received 事件
eventEmitter.emit('data_received');}
// 绑定 connection 事件处理程序
eventEmitter.on('connection', connectHandler);
// 使用匿名函数绑定 data_received 事件
eventEmitter.on('data_received', function(){
console.log(' 数据接收成功。');});
// 触发 connection 事件
eventEmitter.emit('connection');console.log(" 程序执行完毕。");

通过以上程序，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什么是事件循环以及它的行为模式，那么接下来我
们要问，为什么 Node.js 要使用事件循环，在分析并给出原因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小故事
小知识

小故事小知识

大型机时代的业务调度

在计算机的历史上，大型机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大型机时代，计算机资源很昂贵，以至
于通常计算机要由所有的科研机构公司一起共享，甚至于有可能一个国家，就一台计算机。
大家一起共享计算机就意味着需要设计一个管理任务的方式。最自然的方式为批处理方式。
所有的用户（包括科研机构、大学、公司等）把要计算的程序写好，按先后次序排好队，一
个个来处理，处理完前一个，再处理后一个。这样的任务管理方法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某任
务占用时间太长，后面的任务就只能等待。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任务管理又引入了分时多
道技术。分时多道程序将处理器的运行时间切成等长的一个片段，每个片段分配给多道程序
中的一个，当程序的当前时间片用完时，换另一个程序来使用下一个时间片，从时间角度来
看，这种方式对科研机构、学校、公司都公平。多道程序的分时处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在大型机的客户中，军队是重要的客户，而且军事应用通常具有实效性需求，任务一来
需要立即使用大型机做计算。为此在多道程序时间片调度基础上又引入了抢占式业务调度，
而那些只能在时间片结束后才能进行的业务调度称为非抢占式调度。
批处理、分时多道程序、抢占式调度各有优点与缺点。批处理具有最佳的吞吐量，整个
机器的运行时间会被安排得满满，中间不会有任务切换的时间浪费，而且任务间也不会有同
步问题，因为所有的执行都是计划好的，有依赖关系的程序会严格按照先后顺序执行。分时
多道程序的优点是做到时间分配公平，时间消耗较少的任务会最先完成，然后通过设计灵活
的调度算法进行动态执行，可以做到不断有任务进来、有任务完成。其缺点是有依赖关系的
任务必须要进行同步，需要在程序里保证任务执行的先后顺序，以保证当任务执行时，其依
赖的另一个任务的结果已经获得。抢占式任务调度的优点是能够保证高优先级的任务响应延
迟最短，而缺点是牺牲了整个系统的吞吐量，因为抢占越频繁，花费在任务切换上的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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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统的效率也就越差。
Node.js 选择事件循环模式作为任务调度方式，可以认为其是改进版本的批处理模式，任
务在处理过程中不可中断，也就是前面说的执行直至完成，但是事件循环模式又提供了一种
自动调度的机制，能够根据需要实现对事件进行响应，虽然响应是有延时的，需要等到当前
任务结束才能进行。
Node.js 作为服务器端程序，并发性能是它最重要的指标，只有并发的链接数越多，服
务器端才能为更多的客户端提供服务，因为每个客户端都是一个链接。而事件循环和非阻塞
式 I/O 的组合实际最大化了 Node.js 的并发 I/O 能力或者 I/O 的吞吐能力。由于 Node.js 在事
件循环上从不阻塞，当事件循环队列上的当前元素 I/O 没有完成，它会立即执行下一个元素
对应的代码块，如此处理器时间是永远被占满的，和批处理一样，系统的吞吐量达到最大化，
由于网络程序可以容忍一定的延时，事件循环带来的延时问题在 Node.js 中并不严重。在并
发量达到最大的同时，Node.js 程序还完成了任务之间的解耦，所有任务都通过在事件循环队
列上的位置来确定依赖关系，而 Node.js 总是顺序遍历这个事件循环队列，所以在 JavaScript
里无须任何同步机制，类似于自旋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在 JavaScript 里就不需要了。正是
由于这一点，JavaScript 的学习门槛相对较低，入门非常容易。
小故事
小知识

小故事小知识

网络处理器设计

中央处理器（CPU）是计算机的核心，是程序运行的地方。那么网络上的防火墙、路由器
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网络处理器（Network Processing Unit，NPU）。网络处理器的设计不
同于中央处理器的设计。在网络处理器中，最重要的模块不是算法处理单元，而是一个超高
速的硬件事件循环模块。网络处理器有比中央处理器多得多的处理单元，通常是 64 核的。基
于硬件事件循环模块，网络处理器高速地处理事件循环内的事件，事件相互之间不需要同步，
避免了因同步而引起的停顿，达到了网络报文吞吐量的最大化。同时，在设计上，处理器只
对某个事件循环上的事件执行固定的处理指令或者处理周期，如果网络报文的处理没有完成，
处理器会将中间结果重新放入环形队列中，等待下一个任务周期到来再处理，这一设计将网
络处理器响应新的报文的延时确定了下来。
由此可见，Node.js 其实就是网络处理器的软件版本。未来 Node.js 如果支持多处理器，
也会像网络处理器一样，将处理器组织在以事件循环为核心的框架里。

2.5

包管理器 NPM
虽然 Node.js 内置的标准库已经覆盖了网络操作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功能，但是标准库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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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初级，并且不能满足所有的编程需要，所以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库。而 Node.js 包管理器
（Node.js Package Manager，NPM）就是第三方应用库的管理工具，其界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NPM 网站

JavaScript 的流行多少要归功于 NPM，如果没有 NPM 管理数量众多的开源软件包，也许
就不会有现在的 JavaScript 与 Node.js。由 NPM 来管理和分发软件包，极大地方便了 Node.js
软件的管理，特别是海量的开源 Node.js 软件的管理。NPM 的思想或多或少来源于 Java 世界
的 Jar 包管理器，包括 Apache Maven。NPM 几乎可以说是继 GitHub 之后最成功的开源软件
管理系统。
在 NPM 的网站上，用户不仅可以搜索所需要的包，而且可以查看包的流行程度和下载
量，还可以给喜欢的包加上星号。当然用户也可以发布自己的包。要设计自己的包，我们首
先需要了解包结构。

2.5.1

包结构

浏览器时代的 JavaScript 缺少模块结构，更进一步的浏览器时代的 JavaScript 也缺少包管
理结构。在 JavaScript 中，包的概念是一些 JavaScript 程序的集合，相类比的是 Java 中的 Jar
包，一个 Jar 包包含了多个 class 文件。Node.js 作为服务器端程序自然也致力于改变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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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Node.js 遵循 CommonJS 标准，而 CommonJS 标准已经定义了包的结构规范（http://wiki.
commonjs.org/wiki/Packages/1.0）。NPM 则是在 CommonJS 规范的基础上，实现解决包的安
装与卸载、依赖管理、版本管理等问题。
一个符合 CommonJS 规范的 NPM 包应该是如下这种目录结构。
 一个 package.json 文件应该存在于包顶级目录下，package.json 是 NPM 的核心文件。
 二进制文件应该包含在 bin 目录下。
 JavaScript 代码应该包含在 lib 目录下。
 文档应该在 doc 目录下。
 单元测试应该在 test 目录下。
Node.js 在加载程序过程中没有找到目标文件时，会将当前目录当作一个包来尝试加载，
所以在 package.json 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段是 main。而实际上，main 字段是 Node.js 的
扩展，标准定义中并不包含此字段，对于 Node.js 的 require 方法，只需要 main 属性即可。
但是在除此之外包需要接受安装、卸载、依赖管理、版本管理等流程，所以 CommonJS 为
package.json 文件定义了如下一些必需的字段。
 name：包名，在 NPM 上是唯一的，不能有空格。
 description：包简介，通常会显示在一些列表中。
 version：版本号，是一个语义化的版本号（http://semver.org），通常为 x.y.z。该版本号
十分重要，常常用于一些版本控制的场合。
 keywords：关键字数组，用于 NPM 中的分类搜索。
 maintainers ：包维护者的数组，数组元素是一个包含 name、email、web 三个属性的
JSON 对象。
 contributors ：包贡献者的数组。第一个元素是包的作者。在开源社区，如果提交的
“补丁”被合并进主分支的话，就应当加上这个贡献“补丁”的人。格式包含 name 和
email。例如：
"contributors": [{ "name": "Jackson Tian", "email": "mail @gmail.com"}, { "name":
"fengmk2", "email": "mail2@gmail.com"}]

 bugs：一个可以提交 bug 的 URL 地址，可以是邮件地址（mailto:mailxx@domain），也
可以是网页地址（http://url）。
 licenses：包所使用的许可证。例如：
"licenses": [{ "type": "GPLv2", "url": "http://www.example.com/licenses/gpl.
html",}]

 repositories：托管源代码的地址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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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ies ：当前包需要的依赖。这个属性十分重要，NPM 会通过这个属性自动加
载依赖的包。
以下是 Express 框架的 package.json 文件，值得参考。
{
"name": "express",
"description": "Sinatra inspired web development framework",
"version": "3.0.0alpha1-pre",
"author": "TJ Holowaychuk"
……
}

除 了 前 面 提 到 的 几 个 必 选 字 段 外， 我 们 还 发 现 了 一 些 额 外 的 字 段， 如 bin、scripts、
engines、devDependencies、author。这里重点提及一下 scripts 字段。NPM 在对包进行安装或
者卸载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编译或者清除的工作，scripts 字段的对象指明了在进行操作时运
行哪个文件，或者执行哪条命令。以下为一个较全面的 scripts 案例：
"scripts": {
"install": "install.js",
"uninstall": "uninstall.js",
"build": "build.js",
"doc": "make-doc.js",
"test": "test.js",
"start": "index.js"
}

包管理

2.5.2

如果你完善了自己的 JavaScript 库，使之实现了 CommonJS 的包规范，那么你可以通
过 NPM 来将自己的包发布到 NPM 网站上，这样别人就可以通过 NPM 网站搜索并使用你的
包了 。
一

npm publish <folder>

命令十分简单。但是在这之前需要通过 npm adduser 命令在 NPM 上注册一个账户，以便
后续包的维护。NPM 会分析该文件夹下的 package.json 文件，然后上传目录到 NPM 的站点。
用户在使用该包时，也十分简明：
npm install <package>

甚至对于 NPM 无法安装的包（因为某些网络原因），可以通过 GitHub 手动下载其稳定版
一

参考 http://blog.npmjs.org/post/141577284765/kik-left-pad-and-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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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压之后通过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npm install <package.json folder>

只需将路径指向 package.json 所在的目录即可。然后在代码中通过 require（'package'）即
可使用。
如果想把某个包安装到 Node.js 的全局环境里，可以使用：
npm install -g <package>

除了常用的 install 之外，还有下面这些常用命令。
 npm test：package.json 中的测试程序对模块进行测试；
 npm ls：查看安装的模块及依赖；
 npm ls –g：查看全局安装的模块及依赖；
 npm uninstall xxx (-g)：卸载模块；
 npm cache clean：清理缓存。
小故事
小知识

小故事小知识
一个名字引发的“血案”——NPM 删库事件

2016 年 3 月 23 日，NPM 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库依赖被删除事件。事件起因是对一个名为
KIK 包的命名权的纠纷。某家公司发律师函电子邮件给 KIK 包的作者，声称 KIK 这个名字是
他们的注册商标，KIK 包作者未理会他们的警告。接着 NPM 官方介入，修改了 KIK 包的名
字。由于这一行为没有和 KIK 包作者沟通，引起了 KIK 包作者的强烈不满。23 日凌晨，KIK
包作者决定撤出 NPM，取消发布自己的所有模块，这些模块一共有 273 个，其中包括被广泛
使用的 left-pad，导致 Babel、ReactNative、Ember 等大量工具构建失败。这几乎使全球所有的
JavaScript 开发者在那一天停摆。该事件不仅造成大量依赖 left-pad 的软件重新修改代码，发
布不依赖 left-pad 的版本，而且促使 NPM 修改包发布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6

Node.js 开发环境
最方便且集成度最好的 Node.js 开发软件当首推 VisualStudio Code，它是微软公司一个开

源、跨平台的程序编写集成开发环境。整个 VisualStudio Code 是构建在 Node.js 基础上的应
用程序，所以它为 Node.js 程序的开发与调试提供了最完整的原生支持。而且，VisualStudio
Code 提供了跨平台支持，包括 Window、Linux、MacOS。对于物联网工程师来说，支持跨
平台（特别是 Linux）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VisualStudio Code 还支持通过网络进行远程
调试，对于物联网开发者来说，这能够极大地提高程序开发的速度。读者可以到 http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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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studio.com 下载并安装 VisualStudio Code。
图 2-7 所示是 VisualStudio Code 的界面，VisualStudio Code 的所有命令都可以通过快捷键
来操作，调试界面可以通过快捷键 Ctrl+Shift+D 进入，进入界面按 F5 键就可以进行 Node.js
程序的调试了。用户可以像图中展示的那样在程序中设置断点，可以单步运行程序。调试界
面的左边窗格显示当前上下文的变量值、需要监控的变量值、调用栈等对调试有帮助的信息。
右上窗格显示被调试程序，右下窗格显示程序的终端输出。

图 2-7

2.7

VisualStudio Code 的界面

微服务架构
在传统服务器端程序开发中，通常会将服务器端的所有功能模块（包括静态网页、动态

网页模板引擎、RESTful API、业务逻辑、数据库访问等一系列的功能模块）都放在一个服
务器端程序当中，这一架构称为单体程序架构。这样的程序开发风格比较常见，是因为这类
程序易于调试，也易于部署，并且有很好的集成开发环境和其他工具支持。但是这种单体程
序也有它的问题与不足。首先，随着服务器端编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单体程序会变得越来越
臃肿和不可维护。其次，从高可用性、可扩展性与灵活性来看，单体程序也无法适应这些需
求。对于单体程序，如果发生故障，那么整个程序便会崩溃，而当性能不够要对应用进行扩
展时，单体程序只能将自己复制多份并造成大量冗余资源的开销。为了克服单体程序的这些
问题，微服务架构应运而生。微服务架构将原来的单体应用拆分成多个功能独立的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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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模块是一个功能单一的程序，模块与模块之间使用标准的通信协议（如 RESTful API）来
进行通信，相互之间做到隔离，一个模块的崩溃退出不会影响其他模块的工作，极大提高了
整个系统的可用性，而每个模块又可以根据性能要求进行单独的水平扩展，最有效地利用了
资源 。
一

图 2-8 所示是一个典型的微服务架构框图，原来的一个在线商店单体程序被按功能划分
成了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账号服务、存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对应的数据库、前端的
Web 应用服务、已经为移动 APP 提供的 API 网管服务。

RESTful
API 网关
API

RESTful
API

账号数据库
账号服务

移动 App

RESTful
API

Web

前端
Web App

浏览器

图 2-8

RESTful
API

存货数据库
存货服务

运输数据库
运输服务

微服务架构框图

Node.js 的单进程轻量级特点使得其非常适合微服务架构，特别是在现代服务器中，多
处理器多核已经非常常见，而 Node.js 的轻量级、无同步使得单个 Node.js 虚拟机只能使用一
个处理器核心，使所有程序都运行在一个虚拟机里，难免给服务器造成浪费。而微服务架构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通过将服务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各模块之间松耦合，充分发挥了
Node.js 完全基于网络的特点，所有的微服务间都基于网络协议通信，有效解决了 Node.js 只
能使用单处理器的问题，将不同的功能拆分成不同的微服务，使用不同的处理器最大化了整
个服务的并行性。而对物联网来说，物联网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看成微服务里的一个模块，
由于物联网节点处理能力有限，每个微服务模块在物联网这个大系统里都只承担一个简单的
服务，节点与节点之间像微服务一样，通过标准的网络协议通信。通过微服务架构设计，可
以很自然地将海量的物联网节点管理起来，并将整个物联网的功能以服务的形式分散到每一
一

参考 http://blog.itexus.com/books/Microservices_Designing_Deploy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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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上去。因此基于 Node.js 的微服务架构非常适用于物联网节点的开发。

2.8

本章小结
本章由浅入深地介绍了 Node.js 的基础知识及其组成模块。首先，我们从最基础的标准

库开始介绍。应用 JavaScript 实例来学习了模块的定义与使用方法，使用 Node.js 的 net 标准
库构建了一个简单的 TCP 服务器，并通过详细分析标准库 console 模块的实现，进一步学习
与掌握了 Node.js JavaScript 的编程方式与思想。接着，我们详细介绍了 Node.js 中用来执行
JavaScript 的 V8 引擎，以及其中的编译执行与垃圾回收两个重要机制。然后，我们详细学习
了 JavaScript 的非阻塞编程模式以及 Node.js 高效非阻塞实现事件循环。紧接着，我们介绍了
用于管理软件开发包的 NPM 以及 VisualStudio Code 开发环境。最后，我们介绍了 Node.js 网
络处理系统中最重要的设计模式——微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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