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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操作系统原理
程序是如何运行和崩溃的

软件的核心载体是程序代码，软件开发的主要工作产出也是代码，但是代码若只是
被存储在磁盘上，其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要想实现软件的价值，代码就必须运行起来。
那么，代码是如何运行的？在运行中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1.1

程序是如何运行起来的
软件被开发出来时是文本格式的代码，这些代码通常不能直接运行，需要使用编译

器编译成操作系统或者虚拟机可以运行的代码，即可执行代码，它们都被存储在文件系
统中。不管是文本格式的代码还是可执行的代码，都被称为程序。程序是静态的，存储
在磁盘里。要想让程序处理数据、完成计算任务，必须把程序从外部设备加载到内存中，
并在操作系统的管理调度下交给 CPU 执行，运行起来才能真正发挥软件的作用。程序运
行起来以后，被称作进程。
进程除了包含可执行的程序代码，还包括在运行期使用的堆内存空间、栈内存空间、
供操作系统管理使用的数据结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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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可执行代码
堆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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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
代码从磁盘加载到内存
交给 CPU 执行
程序代码

图 1-1

操作系统进程架构

操作系统把可执行代码加载到内存中，生成相应的数据结构和内存空间后，就从可
执行代码的起始位置读取指令交给 CPU 顺序执行。在指令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条
跳转指令，即 CPU 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不是内存中紧跟着的下一条指令。编程中使用的
循环语句 for、while 和 if…else…最后都被编译成跳转指令。
如果程序运行时需要创建数组等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就会在进程的堆空间申请一块
相应的内存空间，并把这块内存的首地址信息记录在进程的栈中。堆是一块无序的内存
空间，任何时候进程需要申请内存，都会从堆空间中分配，分配到的内存地址则记录在
栈中。
栈是一个严格的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同样由操作系统维护，主要用来记录函数内
部的局部变量、堆空间分配的内存空间地址等。
我们以如下代码示例描述函数调用过程中栈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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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f(){
int x = g(1);
x++; //g 函数返回，当前栈顶部为 f 函数栈帧，在当前栈帧继续执行 f
// 函数的代码。
}
int g(int x){
return x + 1;
}

每次函数调用，操作系统都会在栈中创建一个栈帧（stack frame）。正在执行的函数
参数、局部变量、申请的内存地址等都在当前栈帧中，也就是栈的顶部栈帧中，如图 1-2
所示。

f 函数的栈帧
局部变量 x

正在执行 g 函数，
g 函数的栈帧位
于栈顶

f 函数的栈帧
局部变量 x

g 函 数 返 回，g 函 数 栈 帧
出栈
继 续 执 行 f 函 数，f 函 数
的栈帧成为栈顶

…

g 函数的栈帧
入参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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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函数调用时的栈帧变化

当 f 函数执行的时候，f 函数就在栈顶，栈帧中存储着 f 函数的局部变量、输入参数，
等等。当 f 函数调用 g 函数时，当前执行函数就变成 g 函数，操作系统会为 g 函数创建
一个栈帧并放置在栈顶。当函数 g 调用结束时，程序返回 f 函数，g 函数对应的栈帧出栈，
顶部栈帧又变为 f 函数，继续执行 f 函数的代码，也就是说，真正执行的函数永远都在栈
顶。而且因为栈帧是隔离的，所以不同的函数可以定义相同的变量，而不会发生混乱。

1.2

一台计算机如何同时处理数以百计的任务
我们日常所使用的 PC（个人计算机）通常只是单核或双核的 CPU，部署应用程序的

服务器则有更多的 CPU 核心，一般是几核或者几十核，PC 可以让我们在编程的同时听
音乐、下载文件，而服务器则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并发用户请求。
为什么一台计算机服务器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计算任务呢？这里主
要依靠的是操作系统的 CPU 分时共享技术。如果同时有很多个进程在执行，操作系统会
将 CPU 的执行时间分成很多份，进程按照某种策略轮流在 CPU 上运行。现代 CPU 的计
算能力非常强大，虽然每个进程都只被执行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外部看来却像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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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进程在同时执行，每个进程似乎都独占一个 CPU。
从外部看起来好像多个进程在同时运行，但是实际上进程并不总是在 CPU 上运行。
一方面进程共享 CPU，所以需要等待 CPU 运行；另一方面，进程在执行 I/O 操作的时候，
也不需要 CPU 运行。在生命周期中，进程主要有三种状态：运行、就绪和阻塞。
T 运行：当一个进程在 CPU 上运行时，则称该进程处于运行状态。处于运行状态的
进程的数目小于或等于 CPU 的数目。
T 就绪：当一个进程获得了除 CPU 以外的一切所需资源，只要得到 CPU 即可运行，
则称此进程处于就绪状态，有时候就绪状态也被称为等待运行状态。
T 阻塞：也称为等待或睡眠状态，当一个进程正在等待某一事件发生（例如，等待
I/O 完成、等待锁）而暂时停止运行时，这时即使把 CPU 分配给进程也无法运行，
则称该进程处于阻塞状态。
不同进程在 CPU 上轮流执行，每次都要进行进程间的 CPU 切换，代价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每个用户请求对应的不是一个进程，而是一个线程。线程可以理解为轻量级的
进程，在进程内创建，拥有自己的线程栈。在 CPU 上进行线程切换的代价也相对更小。
线程在运行时，与进程一样，也有三种主要状态，从逻辑上看，进程的主要概念都可以
套用到线程上。我们在进行服务器应用开发的时候，通常都是多线程开发。充分理解线
程对我们设计、开发软件非常有价值。

1.3

系统为什么会变慢，为什么会崩溃
现在的服务器软件系统主要使用多线程技术实现多任务处理，以完成对很多用户的

并发请求处理。也就是我们开发的应用程序通常以一个进程的方式在操作系统中启动，
然后在进程中创建很多线程，每个线程处理一个用户请求。
以 Java 的 Web 开发为例，通常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并不需要自己创建和启动线程，那
么，程序是如何被多线程并发执行，同时处理多个用户请求的呢？实际上，启动多线程，
为每个用户请求分配一个处理线程的工作是在 Web 容器中完成的，比如常用的 Tomcat
容器，如图 1-3 所示。
Tomcat 启动多个线程，为每个用户请求分配一个线程，调用和请求 URL 路径相对
应的 Servlet（或者 Controller）代码，完成用户请求处理。而 Tomcat 是在 Java 虚拟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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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Java 虚拟机则被操作系统当作一个独立进程管理。真正完成最终计算的，是 CPU、
内存等服务器硬件，操作系统将这些硬件进行分时（CPU）、分片（内存）管理，虚拟化
成一个独享资源，让 JVM 进程在其上运行。
物理服务器
CPU 内存 磁盘 网卡
操作系统
进程管理，硬件资源管理
JVM 进程
进程内虚拟机管理
Tomcat 容器
为每个用户请求分配一个线程，执行应用程
序代码
应用程序
可执行字节码 war 包
每个用户请求
分配一个线程

图 1-3

Tomcat Web 容器架构过程视图

以上就是一个 Java Web 应用运行时的主要架构，有时也被称作架构过程视图。需
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件很容易被多数 Web 开发者忽略的事情，那就是不管你是否意识
到，你开发的 Web 程序都是被多线程执行的，Web 开发天然就是多线程开发。
CPU 以线程为单位进行分时共享执行。可以想象，代码被加载到内存空间后，有多
个线程在这些代码上执行，这些线程从逻辑上看是同时运行的，每个线程有自己的线程
栈，所有的线程栈都是完全隔离的，也就是每个方法的参数和方法内的局部变量都是隔
离的，一个线程无法访问其他线程的栈内数据。
但是当某些代码修改内存堆里的数据的时候，如果有多个线程在同时执行，就可能
出现同时修改数据的情况。比如，两个线程同时对一个堆中的数据执行 +1 操作，最终这
个数据只会被加一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线程安全问题。实际上线程的结果应该是依次
执行 +1 操作，即最终的结果应该是“ +2”。
多个线程访问共享资源的这段代码被称为临界区，解决线程安全问题的主要方法是
使用锁，将临界区的代码加锁，只有获得锁的线程才能执行临界区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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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lock(); // 线程获得锁
i++; // 临界区代码，i 位于堆中
lock.unlock(); // 线程释放锁

如果在当前线程执行到第一行，获得锁的代码时，锁已经被其他线程获取且没有释放，
那么，这个线程就会进入阻塞状态，等待前面释放锁的线程将自己唤醒并重新获得锁。
锁会引起线程阻塞。如果有很多线程同时运行，那么就会出现线程排队等待锁的情
况，线程无法并行执行，系统响应速度就会变慢。此外 I/O 操作会引起阻塞，对数据库
连接的获取也可能引起阻塞。目前，典型的 Web 应用都是基于关系数据库的，Web 应用
要想访问数据库，必须获得数据库连接。而受数据库资源限制，每个 Web 应用能建立的
数据库连接都是有限的，如果并发线程数超过了连接数，那么部分线程就会因无法获得连
接而进入阻塞状态，等待其他线程释放连接后才能访问数据库。并发的线程数越多，等待
连接的时间也越长，从 Web 请求者角度看，响应时间变长，系统变慢。
被阻塞的线程越多，占据的系统资源也越多，这些被阻塞的线程既不能继续执行，
也不能释放当前已经占据的资源，在系统中一边等待一边消耗资源。如果阻塞的线程数
超过了某个系统资源的极限，就会导致系统宕机，应用崩溃。
解决系统因高并发而导致的响应变慢、应用崩溃的主要方法是使用分布式系统架构，
用更多的服务器构成一个集群，以便共同处理用户的并发请求，保证每台服务器的并发
负载不会太高。此外，必要时还需要在请求入口处进行限流，减少系统的并发请求数；
在应用内进行业务降级，减少线程的资源消耗，高并发系统架构方案将在本书第三部分
中进一步探讨。

1.4

小结
事实上，现代 CPU 和操作系统的设计远比本章讲的要复杂得多，但是基本原理大致

就是如此。为了让程序能很好地执行，软件开发的时候要考虑很多情况；此外，为了让
软件更好地发挥效能，需要在部署上进行规划和架构。关于软件是如何运行的，应该是
软件工程师和架构师具备的常识，在设计开发软件时，应该时刻以常识去审视自己的工
作，确保软件开发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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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数据结构原理
Hash 表的时间复杂度为什么是 O (1)

大概十年前，我在阿里巴巴工作的时候，与另一名面试官一起进行了一场技术面试，
面试过程中我问了一个问题：Hash 表的时间复杂度为什么是 O(1) ？应聘人员没有回答上
来。面试结束后，我和那位面试官有了分歧，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上来是不可接受
的，而他则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回答不上来并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有了这次争执，后来这个问题成为我面试时的必考题。此后十年间，我用这个
问题面试了大约上千人，这些面试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这个问题就是应聘者
技术水平的一个分水岭，是证明一个技术人员是否具有必备专业技能和技术悟性的一个
门槛。为什么呢？我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技术员没有掌握好基本的数据结构，如何能开
发好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
要了解 Hash 表，需要先从数组说起。

2.1

数组的结构
数组是最常用的数据结构，创建数组需要内存中一块连续的空间，并且数组中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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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相同的数据类型。比如，我们创建一个长度为 10、数据类型为整型的数组，在内存
中的地址是从 1000 开始，那么它在内存中的存储格式如图 2-1 所示。

74

1036~1039

2

241

1008~1011

1

164

1004~1007

0

35

1000~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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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数组结构

由 于 每 个 整 型 数 据 占 据 四 字 节 的 内 存 空 间， 因 此 整 个 数 组 的 内 存 空 间 地 址 是
1000 ～ 1039，据此，我们就可以轻易算出数组中每个数据的内存下标地址。利用这个特
性，我们只要知道了数组下标，也就是数据在数组中的位置，比如下标 2，就可以计算
得到这个数据在内存中的位置为 1008，从而对这个位置的数据 241 进行快速读写访问，
时间复杂度为 O（1）。
随机快速读写是数组的一个重要特性，但是要随机访问数据，必须知道数据在数组
中的下标。如果我们只知道数据的值，想要在数组中找到这个值，就只能遍历整个数组，
时间复杂度为 O（N）。

2.2

链表的结构
不同于数组必须要连续的内存空间，链表可以使用零散的内存空间存储数据。不过，

因为链表在内存中的数据不是连续的，所以链表中的每个数据元素都必须包含一个指向
下一个数据元素的内存地址指针。在图 2-2 中，链表的每个元素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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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另一部分是指向下一个元素的地址指针 next。最后一个元素指向 null，表示链表
到此为止。
头指针

data

next

data

next

图 2-2

data next

data next

null

链表结构

因为链表是不连续存储的，要想在链表中查找一个数据，只能遍历链表，所以链表
的查找复杂度是 O（N）。
但是正因为链表是不连续存储的，所以在链表中插入或者删除一个数据是非常容易
的，只要找到要插入（或删除）的位置，修改链表指针就可以了。在图 2-3 中，想在 b 和
c 之间插入一个元素 x，只需要将 b 指向 c 的指针修改为指向 x，然后将 x 的指针指向 c
就可以了。
a

b

c

d

x

图 2-3

在链表中插入元素

相比在链表中轻易插入、删除一个元素这种简单的操作，在数组中插入、删除一个
数据会改变数组连续内存空间的大小，需要重新分配内存空间，因此要复杂得多。

2.3

Hash 表的结构
前面说过，对数组中的数据进行快速访问必须要通过数组的下标来实现，时间复杂

度为 O（1）。如果只知道数据或者数据中的部分内容，想在数组中找到这个数据，需要
遍历数组，时间复杂度为 O（N）。
事实上，知道部分数据来查找完整数据的需求在软件开发中会经常用到，比如，知
道了商品 ID，想要查找完整的商品信息；知道了词条名称，想要查找百科词条中的详细
信息等。
这类场景就需要用到 Hash 表这种数据结构，Hash 表中的数据以 Key-Value 的方式存
储，在上面例子中，商品 ID 和词条名称就是 Key，商品信息和词条详细信息就是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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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的时候将 Key、Value 写入 Hash 表，读取的时候，只需要提供 Key，就可以快速找
到 Value。
Hash 表的物理存储其实是一个数组，如果我们能够根据 Key 计算出数组下标，那
么，就可以在数组中快速查找到需要的 Key 和 Value。许多编程语言支持获得任意对象的
HashCode，比如，Java 语言中 HashCode 方法包含在根对象 Object 中，其返回一个 Int
类型的值。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Int 类型的 HashCode 计算数组下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余
数法，使用 Hash 表的数组长度对 HashCode 求余，余数即为 Hash 表数组的下标，使用
这个下标就可以直接访问得到 Hash 表中存储的 Key、Value，如图 2-4 所示。
Hash 表

key="abc"
value="hello"

0
1

计算 key 的 HashCode

2
3

"abc".hashcode=101

4
("abc", "hello")

计算 HashCode 对应的 Hash 表索引

5
6
7

101%8=5

图 2-4

Hash 表的访问过程

在图 2-4 这个例子中，Key 是字符串 abc，Value 是字符串 hello。我们先计算 Key 的
Hash 值，得到 101 这样一个整型值，然后用 101 对 8 取模，这个 8 是 Hash 表数组的长
度。101 对 8 取模余 5，这个 5 就是数组的下标，这样就可以把（“ abc ”，“ hello ”）这样
一个 Key-Value 值对存储在下标为 5 的数组记录中。
当我们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要给定 Key（abc），还是用同样的算法过程，先求取
它的 HashCode（101），然后再对 8 取模，因为数组的长度不变，对 8 取模以后依然是余
5，那么，我们在数组下标中找 5 这个位置，就可以找到前面存储进去的“ abc ”对应的
Value 值。
但是，如果不同的 Key 计算出来的数组下标相同怎么办？ 101 对 8 取模余 5，109 对
8 取模还是余 5，也就是说，不同的 Key 有可能计算得到相同的数组下标，这就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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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 冲突，解决 Hash 冲突常用的方法是链表法。
事实上，（“ abc ”，“ hello ”）这样的 Key-Value 数据并不会直接存储在 Hash 表的数
组中，因为数组要求存储固定的数据类型，主要是每个数组元素中要存放固定长度的数
据。所以，数组中存储的是 Key、Value 数据元素的地址指针。一旦发生 Hash 冲突，只
需要将相同下标、不同 Key 的数据元素添加到这个链表就可以了，查找的时候再遍历这
个链表，匹配正确的 Key。如图 2-5 所示。
Hash 表
0
1
2
3
4
5

("abc", "hello")

指针

("xyz", "world")

6
7

图 2-5

链表法解决 Hash 冲突

因为有 Hash 冲突的存在，所以“ Hash 表的时间复杂度为什么是 O（1）？”这个
问题并不严谨，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所有 Key 的数组下标都冲突，那么，Hash 表就退
化为一条链表，查询的时间复杂度是 O（N）。但是作为一道面试题，“ Hash 表的时间复
杂度为什么是 O（1）”是没有问题的。

2.4

栈的结构
数组和链表都被称为线性表，因为里面的数据是按照线性组织存放的，每个数据元

素的前面只能有一个（前驱）数据元素，后面也只能有一个（后继）数据元素。数组和链
表的操作可以是随机的，可以对其上的任何元素进行操作。如果对操作方式加以限制，
就会形成新的数据结构。
栈就是在线性表的基础上加了这样的操作限制条件，对于后面添加的数据，在删除
的时候必须先删除，即通常所说的“后进先出”。我们可以把栈想象成一个大桶，往桶里
面放食物，一层一层地放进去，在要吃的时候，必须从最上面一层吃，吃了几层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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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里放食物，还是从当前的最上面一层开始放，如图 2-6 所示。

入栈

出栈

栈顶元素

栈底元素

图 2-6

栈的结构

栈在线性表的基础上增加了操作限制，具体实现的时候，因为栈不需要随机访问，
也不需要在中间添加、删除数据，所以既可以用数组实现，也可以用链表实现。那么，
在顺序表的基础上增加操作限制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程序运行过程中，调用方法时需要用栈来管理每个方法的工作区，
不管方法如何嵌套调用，栈顶元素始终是当前正在执行的方法的工作区。这样，事情就
简单了。而简单，正是我们做软件开发应该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2.5

队列的结构
队列也是一种操作受限的线性表，栈是后进先出，而队列是先进先出，如图 2-7 所示。
入队列
队尾

队头

图 2-7

出队列

队列的结构

在软件运行期，经常会遇到资源不足的情况，如提交任务请求线程池执行，但是线
程已经用完了，任务需要放入队列，先进先出排队执行；又如线程在运行中需要访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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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数据库连接有限，没有剩余，线程进入阻塞队列，当有数据库连接释放的时候，
从阻塞队列头部唤醒一个线程，出队列获得连接并访问数据库。
前面在讲栈时，举了一个大桶放食物的例子，事实上，如果用这种方式存放食物，
有可能最底下的食物永远都吃不到，最后过期。
现实中也是如此，超市在货架上摆放食品时，其实是按照队列摆放的，而不是按栈
摆放。工作人员在上架新食品的时候，总是把新食品摆在后面，使食品成为一个队列，
以便让以前上架的食品被尽快卖出。

2.6

树的结构
数组、链表、栈、队列都是线性表，也就是每个数据元素都只有一个前驱，一个后

继。而树则是非线性表，树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数的结构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也有很多地方会用到树，比如，我们要开发一个 OA 系统，部
门的组织结构就是一棵树。我们编写的程序在编译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为程序代码生成
抽象语法树。传统上树的遍历使用递归的方式，而我个人更喜欢用设计模式中的组合模
式进行树的遍历，具体将会在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

2.7

小结
数据结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很多拥有绚丽简历和多年工作经验的应聘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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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的问题上翻了船，他们往往会解释，这些知识都是大学时学过的，工作这些年用
不着，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事实上，如果这些基本数据结构没有掌握好，如何能开发好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程
序呢？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发现应聘者能够正确回答基本数据结构问题的比例越
来越高了，我也越来越坚信，数据结构问题可以当作跨越专业工程师门槛的试金石。作
为一个专业软件工程师，不管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说不清楚基础数据结构的工作原理
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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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 为什么被称为机器

人们常说，Java 是一种跨平台的语言，这意味着 Java 开发出来的程序经过编译后，
可以在 Linux 系统上运行，也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可以在 PC、服务器上运行，
也可以在手机上运行；可以在 X86 的 CPU 上运行，也可以在 ARM 的 CPU 上运行。
不同的操作系统，特别是不同的 CPU 架构，是不可能执行相同的指令的。而 Java
之所以有这种神奇的特性，就是因为 Java 编译的字节码文件不是直接在底层的系统平台
上运行，而是在 Java 虚拟机（JVM）上运行的。JVM 屏蔽了底层系统的不同，为 Java 字
节码文件构造了一个统一的运行环境。JVM 本质上也是一个应用程序，启动以后加载执
行 Java 字节码文件。JVM 的全称是 Java Virtual Machine，那么读者有没有想过，这样一
个应用程序为什么被称为机器（machine）呢？
其实，如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了解了 JVM 的底层构造。这样在进行 Java 开发
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思考一下它在 JVM 层面上是如何实现的，然后进一
步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直至真正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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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 的构造
要想知 道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首 先 需 要 了 解 JVM 的 构 造。JVM 主 要 由 类 加 载 器、

运行时数据区、执行引擎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3-1 所示。

类加载器

类文件

运行时数据区
方法区

Java 栈

堆

程序计数寄存器

执行引擎
所有线程共享的运行时数据区
每个线程独享的运行时数据区

图 3-1

JVM 的构造

运行时数据区主要包括方法区、堆、Java 栈、程序计数寄存器。
方法区主要存放从磁盘加载进来的类字节码，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创建的类实例则
存放在堆里。程序运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以线程为单位运行的，当 JVM 进入启动类的
main 方法的时候，就会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主线程，main 方法里的代码就会被这个主线
程执行，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 Java 栈，Java 栈里存放着方法运行时的局部变量。而对于
当前线程执行到哪一行字节码指令，这个信息则被存放在程序计数寄存器中。
典型的 Java 程序运行过程如下所示。
通过 Java 命令 启动 JVM，JVM 的类 加载器根 据 Java 命令 的参数到 指定的 路径加
载 .class 类文件，.class 类文件被加载到内存后，存放在专门的方法区，然后 JVM 创建
一个主线程执行这个类文件的 main 方法，main 方法的输入参数和方法内定义的变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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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入 Java 栈。如果在方法内创建了一个对象实例，那么这个对象实例信息将会存放到堆
里，而对象实例的引用，也就是对象实例在堆中的地址信息则会被记录在栈里。堆中记
录的对象实例信息主要是成员变量信息，因为类方法内的可执行代码存放在方法区，而
方法内的局部变量存放在线程的栈里。
一开始，程序计数寄存器存放的是 main 方法的第一行代码位置，JVM 的执行引擎根
据这个位置在方法区的对应位置加载这一行代码指令，将其解释为自身所在平台的 CPU
指令后交给 CPU 执行。如果在 main 方法里调用了方法 f，那么，在进入方法 f 的时候，
会在 Java 栈中为方法 f 创建一个新的栈帧，当线程在方法 f 内执行的时候，方法内的局
部变量都存放在这个栈帧里。当方法 f 执行完毕并退出的时候，这个栈帧从 Java 栈中出
栈，这样当前栈帧也就是堆栈的栈顶就又回到了 main 方法的栈帧，使用这个栈帧里的变
量，继续执行 main 方法。这样，即使 main 方法和 f 方法定义了相同的变量，JVM 也不
会弄错。这部分内容在第 1 章中已经讨论过，JVM 作为一个机器（machine），与操作系
统处理线程栈的方法是一样的，如图 3-2 所示。

f 函数的栈帧
入参 x
main 函数的栈帧
局部变量 x

正在执行 f 函数，
f 函数的栈帧位
于堆栈顶部

main 函数的栈帧
局部变量 x

图 3-2

f 函数返回，f 函数栈帧出栈继续执
行 main 函数，main 函数的栈帧成
为堆栈顶部

JVM 线程栈结构

Java 的线程安全常常让人困惑，可以试着从 Java 栈的角度来理解，所有在方法内
定义的基本类型变量，都会被每个运行这个方法的线程放入自己的栈中，线程的栈彼此隔
离，所以这些变量一定是线程安全的。如果在方法里创建了一个对象实例，而且这个对象
实例没有被方法返回或者放入某些外部的对象容器中，也就是说，这个对象的引用没有离
开这个方法，虽然这个对象被放置在堆中，但是这个对象不会被其他线程访问到，它也
是线程安全的。
相反，像 Servlet 这样的对象，在 Web 容器中创建以后，会被传递给每个访问 Web
应用的用户线程执行，这个对象就不是线程安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引发线程安
全问题，如果 Servlet 对象里没有成员变量，即使多线程同时执行这个 Servlet 对象实例
的方法，也不会造成成员变量冲突。这种对象被称作无状态对象，也就是说对象不记录
状态，执行这个对象的任何方法都不会改变对象的状态，也就不会有线程安全问题了。
事实上，在 Web 开发实践中，常见的 Service 类、DAO 类都被设计成无状态对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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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们开发的 Web 应用都是多线程的应用（因为 Web 容器一定会创建多线程来执行相
应的代码），但是我们在开发中却很少考虑线程安全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 JVM，它封装了一组自定义的字节码指令集，有自己的程序计数器和执
行引擎，像 CPU 一样，可以执行运算指令。它还像操作系统一样有自己的程序装载与运
行机制、内存管理机制、线程及栈管理机制，看起来就像是一台完整的计算机，这就是
JVM 被称为机器的原因。

3.2

JVM 的垃圾回收
事实上，JVM 比操作系统更进一步，它不但可以管理内存，还可以对内存进行自动

垃圾回收。所谓自动垃圾回收就是将 JVM 堆中不再使用的对象清理掉，释放宝贵的内存
资源。那么，要想进行垃圾回收，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知道哪些对象是不再被使用的，
是可以清理的。
JVM 通过一种可达性分析算法进行垃圾对象的识别，具体过程是：先从线程栈帧中
的局部变量或者方法区的静态变量出发，将这些变量引用的对象进行标记，然后看这些
被标记的对象是否引用了其他对象，继续进行标记，所有被标记过的对象都是被使用的
对象，而那些没有被标记的对象就是可回收的垃圾对象了。由此可以看出来，可达性分
析算法其实是一个引用标记算法。
标记完以后，JVM 就会对垃圾对象占用的内存进行回收，回收主要有三种方法。例
如，垃圾回收前内存占用如图 3-3 所示。
堆空间
存活对象

图 3-3

垃圾对象

垃圾回收前内存状况

第一种方法是清理：将垃圾对象占据的内存清理掉。其实 JVM 并不会真的将这些垃
圾内存进行清理，而是将这些垃圾对象所占用的内存空间标记为空闲，记录在一个空闲
列表里，当应用程序需要创建新对象的时候，就从空闲列表中找一段空闲内存分配给这
个新对象，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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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空间

图 3-4

使用清理方式回收垃圾空间后的内存状况

但这样做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由于垃圾对象是散落在内存空间各处的，所以
标记出来的空闲空间也是不连续的，当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数组需要申请一段连续的大内
存空间时，即使堆空间中有足够的空闲空间，也无法为应用程序分配内存。
第二种方法是压缩：从堆空间的头部开始，将存活的对象拷贝放在一段连续的内存
空间中，那么，其余的空间就是连续的空闲空间，如图 3-5 所示。
堆空间

图 3-5

使用压缩方式回收垃圾空间后的内存状况

第三种方法是复制：将堆空间分成两部分，只在其中一部分创建对象，当这部分
空间用完的时候，将标记过的可用对象复制到另一个空间中。JVM 将这两个空间分别
命名为 from 区域和 to 区域。当对象从 from 区域复制到 to 区域后，两个区域交换名
称引用，继续在 from 区域创建对象，直到 from 区域没有空间，如图 3-6 所示。
堆空间

图 3-6

使用复制方式回收垃圾空间后的内存状况

JVM 在进行具体的垃圾回收的时候，会进行分代回收。绝大多数的 Java 对象存活
时间都非常短，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方法内创建对象，对象引用放在栈中，当方法调用
结束，栈帧出栈时这个对象就失去引用，成为垃圾。针对这种情况，JVM 将堆空间分
成新生代（young）和老年代（old）两个区域，创建对象的时候只在新生代创建，当
新生代空间不足时，只对新生代进行垃圾回收，这样需要处理的内存空间就比较小，
垃圾回收速度就比较快。
新生代又分为 Eden、From 和 To 三个区域，每次垃圾回收都是扫描 Eden 区和 From
区，将存活对象复制到 To 区，然后交换 From 区和 To 区的名称引用，下次垃圾回收的时
候继续将存活对象从 From 区复制到 To 区。当一个对象经过几次新生代垃圾回收，也就是
几次从 From 区复制到 To 区以后，依然存活，那么，这个对象就会被复制到老年代区域。
当老年代空间已满，也就是无法将新生代中多次复制后依然存活的对象复制进去
的时候，就会对新生代和老年代的内存空间进行一次全量垃圾回收，即 Full GC。所
以根据应用程序的对象存活时间，合理设置老年代和新生代的空间比例对 JVM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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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性能有很大影响，JVM 设置老年代和新生代比例的参数是 -XX:NewRatio，分
代垃圾回收如图 3-7 所示。
初始对象
空间分配

Eden 区

From 区

To 区

新生代

老年代

图 3-7

JVM 分代垃圾回收

JVM 中，具体执行垃圾回收的垃圾回收器有四种：
第一种是串行（Serial）垃圾回收器，这是 JVM 早期的垃圾回收器，只有一个线程执
行垃圾回收。
第二种是并行（Parallel）垃圾回收器，它启动多线程执行垃圾回收。如果 JVM 运行
在多核 CPU 上，显然并行垃圾回收要比串行垃圾回收效率高。
在串行和并行垃圾回收过程中，当垃圾回收线程工作的时候，必须停止用户线程
的工作，否则可能会导致对象的引用标记错乱，因此垃圾回收过程也被称为“ stop-theworld ”，在用户视角看来，所有的程序都不再执行，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停止了。
第三种是 CMS 并发垃圾回收器，在垃圾回收的某些阶段，垃圾回收线程和用户线程
可以并发运行，因此对用户线程的影响较小。如 Web 应用这类对用户响应时间比较敏感
的场景，适用 CMS 垃圾回收器。
最后一种是 G1 垃圾回收器，它将整个堆空间分成多个子区域，然后在这些子区域
上各自独立进行垃圾回收，在回收过程中垃圾回收线程和用户线程也是并发运行的。G1
综合了之前几种垃圾回收器的优势，适用于各种场景，是未来主要的垃圾回收器。
几种垃圾回收器示意图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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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标记

stop-the-world
stop-the-world

并发标记
重标记
并发清理

串行回收器

并行回收器

图 3-8

3.3

并发回收器 CMS

G1 回收器

JVM 垃圾回收器

Web 应用程序在 JVM 中的执行过程
理解程序运行时的执行环境，直观感受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对我们开发和维护软件

很有意义。我们看 Java Web 程序的运行时环境是什么样的，并重新梳理进程、线程、应
用、Web 容器、Java 虚拟机和操作系统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 Java 开发 Web 应用，开发完成，编译打包以后得到的是一个 war 包，这
个 war 包 放 入 Tomcat 的 应 用 程 序 路 径 下， 启 动 Tomcat 就 可 以 通 过 HTTP 请 求 访 问
这个 Web 应用了。
在 这 个 场 景 下， 进 程 是 哪 个？ 线 程 有 哪 些？ Web 程 序 的 war 包 是 如 何 启 动 的？
HTTP 请求如何被处理？ Tomcat 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JVM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我们是通过执行 Tomcat 的 Shell 脚本启动 Tomcat 的。而在 Shell 脚本里，其实启
动的是 Java 虚拟机，大概是这样一个 Shell 命令：
java org.apache.catalina.startup.Bootstrap "$@" start

所以，我们在 Linux 操作系统执行 Tomcat 的 Shell 启动脚本，Tomcat 启动以后，其
实在操作系统里看到的是一个 JVM 虚拟机进程。这个虚拟机进程启动以后，加载 class
类文件来执行，首先加载的是这个 org.apache.catalina.startup.Bootstrap 类，这个类里面
有一个 main() 函数，是整个 Tomcat 的入口函数，JVM 虚拟机会启动一个主线程从这个
入口函数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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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程从 Bootstrap 的 main() 函数开始执行，初始化 Tomcat 的运行环境，这时候就
需要创建一些线程，比如负责监听 80 端口的线程、处理客户端连接请求的线程，以及执
行用户请求的线程，创建这些线程的代码是 Tomcat 代码的一部分。
初 始 化 运 行 环 境 之 后，Tomcat 就 会 扫 描 Web 程 序 路 径， 扫 描 到 开 发 的 war 包 后，
再 加 载 war 包 里 的 类 到 JVM。 因 为 Web 应 用 是 被 Tomcat 加 载 运 行 的， 所 以 我 们 也 称
Tomcat 为 Web 容器。
如果有外部请求发送到 Tomcat，也就是外部程序通过 80 端口与 Tomcat 进行 HTTP
通信的时候，Tomcat 会根据 war 包中的 web.xml 配置，决定这个请求 URL 应该由哪个
Servlet 处理，然后 Tomcat 就会分配一个线程去处理这个请求。实际上，就是这个线程执
行相应的 Servlet 代码。
Tomcat 启动时，启动的是 JVM 进程，这个进程首先执行 JVM 的代码，而 JVM 会加载
Tomcat 的 class 文件执行，并分配一个主线程，其次这个主线程会从 main() 函数开始执行。
在主线程执行过程中，Tomcat 的代码还会启动其他一些线程，包括处理 HTTP 请求的线程。
而我们开发的应用也是一些 class 文件，被 Tomcat 代码加载到这个 JVM 里执行，所
以，即使这里有多个应用被加载，也只是加载了一些 class 文件，我们的应用被加载进来
以后，并没有增加 JVM 进程中的线程数，也就是 Web 应用本身与线程是没有关系的。
而 Tomcat 会根据 HTTP 请求 URL 执行应用中的代码，这时可以理解成每个请求
分配一个线程，每个线程执行的都是我们开发的 Web 代码。如果 Web 代码中包含了创
建新线程的代码，Tomcat 的线程在执行代码时，就会创建出新的线程，这些线程也会
被操作系统调度执行。
如果 Tomcat 的线程在执行代码时，代码抛出未处理的异常，那么，当前线程就会结
束执行，这时控制台看到的异常信息其实就是线程堆栈信息，线程会把异常信息以及当
前堆栈的方法都打印出来。事实上，这个异常最后还是会被 Tomcat 捕获，然后 Tomcat
会给客户端返回一个 500 错误。单个线程的异常不影响其他线程执行，也就是不影响其
他请求的处理。
但是，如果线程在执行代码的时候抛出的是 JVM 错误，比如 OutOfMemoryError，
这个时候看起来是“应用 crash ”，事实上是整个进程都无法继续执行了，也就是“进程
crash ”了，进程内所有应用都不会被继续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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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JVM 的角度看，Tomcat 与我们的 Web 应用是一样的，都是一些 Java 代码，但是
Tomcat 可以加载执行 Web 代码，而我们的代码又不依赖 Tomcat，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话题。Tomcat 是如何设计的，本书后续章节会继续讨论。

3.4

小结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JVM 呢？ JVM 有很多配置参数，你在 Java 开发过程中也可能会

遇到各种问题，了解 JVM 的基本构造可以帮助我们从原理上来解决问题。
比如遇到 OutOfMemoryError，我们就知道是堆空间不足了，原因有两点：可能是 JVM
分配的内存空间不足以让程序正常运行，这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调整 -Xmx 参数增加内存空
间；也可能是程序存在内存泄漏。例如，一些对象被放入 List 或者 Map 等容器对象中，虽
然这些对象程序已经不再使用，但是这些对象依然被容器对象所引用，无法进行垃圾回收，
导致内存溢出，这时候可以通过 jmap 命令查看堆中的对象情况，分析是否有内存泄漏。
如果遇到 StackOverflowError，我们就知道是线程栈空间不足。栈空间不足通常是因
为方法调用的层次太多，导致栈帧太多。我们可以先通过栈异常信息观察是否存在错误
的递归调用，因为每次递归都会使嵌套方法调用更深入一层。如果调用是正常的，可以
尝试调整 -Xss 参数来增加栈空间大小。
如果程序运行卡顿，部分请求响应延迟比较厉害，那么，可以通过 jstat 命令查看垃
圾回收器的运行状况，判断是否存在较长时间的 FullGC，然后调整垃圾回收器的相关参
数，使垃圾回收对程序运行的影响尽可能小。
执行引擎在执行字节码指令的时候是解释执行的，也就是每个字节码指令都会被解
释成一个底层的 CPU 指令，但是这样的解释执行效率比较差，JVM 对此进行了优化，将
频繁执行的代码编译为底层 CPU 指令存储起来，后面再执行的时候直接执行编译好的指
令，不再解释执行，这就是 JVM 的即时（JIT）编译。Web 应用程序通常是长时间运行的，
使用 JIT 编译会有很好的优化效果，可以通过 -server 参数打开 JIT 的 C2 编译器进行优化。
总之，如果你理解了 JVM 的构造，在进行 Java 开发的时候，当遇到各种问题时都
可以思考一下：这在 JVM 层面是怎样的？然后进一步查找资料、分析问题，这样就会真
正解决问题，而且经过这样不断地思考分析，你对 Java、对 JVM，甚至对整个计算机的
原理体系以及设计理念都会有更多认识和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