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Python 3.4導入了 asyncio程式庫，而 Python 3.5提供 async與 await關鍵字，讓這個程
式庫用來更為愉悅，這些新特性可以進行所謂的非同步程式設計。

我會用 Asyncio來代表這些新特性，Python社群對這些新特性一直抱著謹慎的態度；社
群中有些人認為它們複雜而難以理解，不單是初學者有這樣的觀點：Python社群的貢獻
者中有些人也立場明確地表示，他們對 Python中 Asyncio API的複雜性有疑慮，而社群
中的教育工作者也擔心，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教好 Asyncio。

對於 Python有個幾年經驗的人們，之前都用過執行緒，就算你沒用過，應該也遇過
阻斷吧！例如，如果使用過 request程式庫撰寫程式的話，一定注意過程式在進行
request.get(url)時會暫停一陣子；這就是阻斷行為。

對於只執行一次的作業，這沒什麼問題；然而，若要同時取得一萬個 URL的資料，使
用 request就會有問題。大規模的並行是使用 Asyncio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 Asyncio
另一個重大的吸引力是，優於先佔式執行緒的安全性：使用 Asyncio，比較能避開競速
（race condition）方面的臭蟲。

本書的目的是讓你對這些新特性有個基本認識，知道為何要導入這些特性，以及如何在

自身專案中使用這些特性。具體來說，我會提供以下的內容：

• asyncio與 threading在並行網路程式設計方面的重要比較

• 理解 async/await語法

• 概覽 Python新的 asyncio標準程式庫

• 使用程式碼探討細節的延伸案例研究，示範一些相容於 Asyncio的第三方程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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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從一個故事開始，描繪出是哪些想法上的轉變，才導致必須從執行緒改為非同步

設計。接著，我們會看看 Python語言本身，做了哪些變更來納入非同步設計。最後，
我們會探討這些新特性運用時一些有效率的方式。

新的 Asyncio特性，並不是想徹底改變你寫程式的方式，它們提供的特定工具，只有在
特定的情況下使用才有意義；不過，在對的場合中，asyncio真的很有用，本書會探討
的就是這類場合，以及如何運用新的 Asyncio特性來處理。

本書編排慣例

在這本書中使用的編排慣例說明如下：

斜體字（Italic）

標示新名詞、URL、email地址、檔案名稱與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除了用在程式列表上，還包括在段落中參考到的程式元素，像是變數或函式名稱、

資料庫、資料型態、環境變數陳述與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指出命令或者其他需要使用者逐字輸入的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指出文字應該要由使用者的資料來取代，或者根據情況來決定值。

此圖示表示提示或建議。

此圖示表示一般註記。

此圖示表示警告或注意事項。



第一章

簡介 Asyncio

我的故事跟你們差不多，只不過因為是機器人而有趣一點罷了。

—班德，《飛出未來》劇集〈30%鐵廚師〉

對於 Python 3的 Asyncio，最常見的問題就是：「這是啥？做什麼用的？」最常聽到的
答案也許是，可以在一個程式中執行多個並行（concurrent）的 HTTP請求；然而不只
有這樣，Asyncio改變的是程式在架構時的思考方式。

接下來的故事背景會慢慢讓你瞭解，Asyncio著重的是，多個作業同時執行時，怎樣可
以做到最好—不過也不是什麼作業都行，而是那些涉及到等待的作業。這類程式風格

的重點在於，等待該作業完成的這段時間，可以去執行其他作業。

ThreadBots餐廳
2051年，你經營一間餐廳，大量機器人代勞的自動化，驅動著多數的經濟活動，不過人
們偶而還是會外出用餐。你的餐廳裡都是人形機器員工，也就是機器人。最成功的機器

人製造商是 Threading公司，生產的機器人叫做「ThreadBots」。

除了雇用的是機器人之外，餐廳在外觀與經營上，依舊維持著 2020年的形態，客人想
要的是復古風、現做的新鮮餐點、坐在餐桌旁、願意等餐—不過只能等一下。他們吃

完後付錢，偶而留點小費，復古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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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自動化餐廳的經營新手，你做了其他餐廳經營者會做的事，採用了一組機器人：一

個在櫃台接待用餐的客人，一個在餐桌間接受點餐，一個做菜，還有一個管理吧台。

GreetBot（處理候位的 ThreadBot）會接待來到櫃台準備用餐的客人，帶他們到餐桌，
在坐定之後，WaitBot處理點餐，然後將點單（記得嗎？要有懷舊感！）送到廚房。
ChefBot根據點單準備餐點。WaitBot定時檢查餐點好了沒，好的話就馬上送到客人的
餐桌。客人離開時會到櫃台，GreetBot會處理帳單、收錢並誠摰地祝福客人有個愉快的 
夜晚。

你的餐廳打中了甜蜜點，很快就有了龐大客群，機器人員工們確實地、完全地執行了指

定的作業。事情正往好的方向發展，你開心的不得了。

然而不久之後，開始發現一些問題了。喔！其實有點嚴重；有些事看來不太對。其他餐

廳經營者看來也有類似怨言。令人有點擔心的是，生意越好，問題就會越糟。

儘管不常發生，然而有些令人不安的偶發性意外：有時候廚房準備好食物，在 ChefBot
放好盤子前，WaitBot 就會去抓盤子，結果就把盤子弄破了，留下一團亂。當然，
ChefBot會清理，不過你想到的是，這些尖端機器人不是應該知道彼此要同步一下啊！
這類事情也會在吧台上演：有時WineBot才剛要把飲料放到吧台，放好前WaitBot就抓
走了，結果就是杯子碎了，尼德堡的卡本內蘇維翁灑落了一地。

而且有時候，GreetBot正帶著新客人就座的同時，WaitBot認為那是張空桌子而想整理
一下，這讓客人覺得很尷尬。你試著在WaitBot的清潔函式中加了點延遲邏輯，或是在
GreetBot的帶位函式中做了延遲，不過其實沒有用，衝突依舊發生，幸好的是這類事件
發生的機會不多。

好吧！先一切照舊。你的餐廳越來越受歡迎，得多雇些 ThreadBot了。每個忙碌的週
五、週六夜晚，都得多一台 GreetBot與兩台 WaitBot。不幸的是 ThreadBot的合約中寫
著，機器人的雇用是以一星期為單位，這表示一星期中客人不多的日子，你得額外負擔

三個不必要的 ThreadBot。

除了額外的開銷之外，還有其他的問題，你得多花些功夫來管理多出的 ThreadBot，只
有四個機器人是還好，現在卻要面對七個，監控七個 ThreadBot多了不少工作量，而因
為餐廳越來越有名了，你擔心的是，如果採用更多的 ThreadBot，屆時就得全職地監控
每個 ThreadBot。另外還有一件事：這些機器人占用了餐廳許多的空間，客人會因此覺
得擁擠，更別說這些機器人還會跑來跑去了。你擔心的是，若增加更多的機器人，空間

問題還會更嚴重。餐廳的使用者應該是客人，而不是 Thread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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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機器人也會造成衝突更加嚴重。單是現在，偶而就會發生兩個 WaitBot同時出現在
同一桌接受點餐，看來是它們同時發現該桌要點餐，就都跑過去了，卻沒注意到另一台

WaitBot也在做同樣的事。可想而知地，點單重複了，廚房的負擔加重，拿餐盤時的衝
突機會增加，你擔心的是，有更多WaitBot，情況就會更嚴重。

時光流逝。

在某個極度繁忙的週五夜晚，某個瞬間，你突然進入了通透的境界：時間慢下來了，你

明白了，你看到了餐廳在某時間凍結的畫面。我的 ThreadBot 們沒在做事！坦白說並不

是完全沒有，不過它們只是在⋯等。

三個 WaitBot在不同餐桌各自等著客人的點單；WineBot準備好 17杯飲料等著被拿走
（這只要幾秒），也等著新的飲料點單；有個 GreetBot在接待一組新客人，告訴他們等
一下才能就座，正等著客人的回應；另一個 GreetBot在處理離席客人的信用卡付款，等
著刷卡機的回應；至於 ChefBot在烹煮 35份餐點，不過其實目前沒事可做，只是等著
餐點的烹調完成，才能裝盤交給WaitBot。

你領悟到了，就算餐廳現在滿是 ThreadBot，你甚至還考慮加碼（包含相關的麻煩），現
有的機器人並未獲得充分地利用。

時間重新啟動，雖然這只是你的想像。你在週日時，為 ThreadBot加了資料收集模組。
針對每個 ThreadBot量測它們耗費在等待的時間，以及實際花在工作上的時間。一個星
期之後資料收集完成，然後你在週日夜晚對結果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餐廳滿載時，

就算是最認真的 ThreadBot，也有 98%的時間是閒置狀態，畢竟 ThreadBot的效率極
高，可以在轉眼間完成任何作業。

身為經營者，看到這麼低的使用率實在很煩。可想而知地，其他機器人餐廳的老闆也會

有同樣的問題，但是你用力地搥了桌面一拳，心想「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因此在隔天，安靜的週一，你做了個大膽嘗試：寫程式讓一個 ThreadBot處理全部的作
業。每次它開始要等待，就算只有一秒，取而代之地，ThreadBot會轉而處理餐廳裡下
個可進行的作業，無論那是什麼。這聽來匪夷所思—只用一個 ThreadBot，就處理其
他機器人原本的工作—不過你相信計算是正確的。另外，週一的人不多；就算出了什

麼差錯，影響也比較小。你把這個新專案的機器人叫做「LoopBot」，因為它會循環地執
行餐廳裡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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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上會比較難一些，這不僅是因為得寫程式讓一個 ThreadBot做各種作業；也得
設計一些何時該轉換作業的程式邏輯。不過目前的你已經有不少 ThreadBot的設計經驗
了，你覺得這是做得到的。

你看到 LoopBot像老鷹般在各站間迅速地移動，查看是否有工作可做。開門沒多久
後，第一個客人來到櫃台，LoopBot馬上出現，問客人喜歡靠窗還是吧台，然後因為
LoopBot得等待客人回應，程式告訴它轉換到下個作業，於是就颼一下地跑了，這看來
有點奇怪，不過接著客人說「麻煩靠窗」，LoopBot就會回來了，它收到回應並帶客人
到 42桌，然後就又去看飲料單、餐點單、餐桌整理、接待新客人，重複不斷。

週一夜晚過後，你慶幸自己的想法正確。你查看了一下 LoopBot的資料收集模組，確定
一個 ThreadBot就可以完成七個機器人的作業，閒置時間約 97%。這樣的結果給了你信
心，決定這一週接下來繼續實驗。

在忙碌的週五到來前，實驗成果依舊不錯。平常日管理一個 LoopBot很輕鬆，你還注意
到另一件事：沒有衝突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只有一個 LoopBot，自己不會跟自己打
架。廚房不再有重複點單，取餐或飲料時也不會打破東西了。

週五夜晚來到，如你所願地，一個 ThreadBot就能處理全部的客人與作業，服務品質甚
至比以往還好，你甚至開始想著可以擴大客源了，而且不用增加更多的 ThreadBot，這
可省了不少錢。

然而不幸地，出包了：有份精緻的舒芙蕾做爛了，之前沒發生過這個問題，你進一步地

研究 LoopBot，發現有個餐桌的客人很健談，自己一個人來餐廳，一直跟 LoopBot聊
天，甚至還會抓著 LoopBot的手，這種事發生時，LoopBot就沒辦法離開去處理餐廳裡
滋長的作業清單，這就是廚房舒芙蕾搞砸的原因：LoopBot無法回廚房處理，因為客人
抓著它。

週五的服務結束了，你回家後開始反省今天遇到的問題。確實地，LoopBot能勝任繁忙
週五的各式作業；不過另一方面，廚房第一次搞砸餐點，之前沒遇過這種情況，健談的

客人令 LoopBot處於忙碌狀態，廚房的服務沒遇過這種情況。

然而在全盤考量之後，你決定還是繼續只用一個 LoopBot，這依舊是比較好的選擇，因
為不會有衝突的問題，餐廳裡也空出了不少空間，可以服務更多的客人。不過你也發

現 LoopBot的問題：如果作業很短，或者至少只執行一小段時間，LoopBot確實很有效
率，然而若有事情令 LoopBot持續處於忙碌，就會影響其他作業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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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就在於，事先難以知道哪個作業會花過多的時間。如果客入點的雞尾酒需要精

心調配，比平常花更多時間呢？若客人在櫃台抱怨餐點，拒絕付款，抓著 LoopBot的
手，不讓它去做別的事呢？你決定不去事先預測會遇到的狀況，最好的方式是繼續採用

一個 LoopBot，儘可能地收集相關資訊，發生問題時再先見招拆招。

就這麼過了一段日子。

漸漸地，其他餐廳也注意到你的運作模式，終於決定跟進（還有點踴躍），只採用一個

ThreadBot，這下名聲遠播了，很快地，每間餐廳都這麼做了，已經沒什麼人記得使用
多個 ThreadBot的日子了。

閉幕語

在這個故事裡，餐廳裡每個機器人都是一個執行緒。故事的重點在於，餐廳作業有大量

的等待，就像 requests.get()會等待伺服器的回應。

餐廳裡若是速度有限的人類動手執行作業，會耗在等待的時間並不多，然而超高效率、

高速機器人做的話，時間幾乎都會花在等待上。電腦程式設計涉及網路設計時，這類情

況也是成立的。CPU執行作業並等待網路 I/O，現代電腦的 CPU在運作時，速度會比網
路訊息溝通快上幾十萬倍，因此，CPU執行網路程式時，會耗費大量的等待時間。

故事中採取的解決方案是，撰寫程式在必要時，明確要求 CPU轉換作業。雖然這在經
濟效益上也會有所改善（用較少的 CPU來做同樣的事），然而相較於多執行緒（多個
CPU）的作法而言，真正的優點是避免了競速（race condition）的問題。

然而也不見得都是好處：正如故事裡看到的，技術方案多半有其優缺點。LoopBot的導
入，解決了某些問題，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問題不只是餐廳經營者，要試著以不同的

方式設計程式。

Asyncio想解決的問題？
對於 I/O密集式的作業，決定不使用執行緒，而採用非同步的並行方案，其實（只）有
兩個理由：

• 相較於先佔式多工（preemptive multitasking）（也就是使用執行緒），Asyncio是更
安全的替代方案，可避免複雜執行緒應用程式上常見的臭蟲、競速，以及其他難以

確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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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數以萬計的 socket 連線，Asyncio 提供一個簡明的支援方式，像是處理多個
WebSocket 之類新技術的長時連線，或者是 IoT（Internet of Things）應用程式的
MQTT。

理由就只有這樣。

執行緒是種適用於某些運算作業的設計模型，這類運算作業適合在多核心 CPU執行，
而且為了有效率地溝通可以共享著記憶體。使用多核處理與共享記憶體，對這類作業來

說是必要之惡，因為問題領域本身就需要這麼做。

網路程式設計不是這類領域之一。重點在於，網路程式設計涉及大量的「等待某事發

生」，正因為如此，不需要作業系統有效率地在多 CPU上指派作業，進一步地，也就不
需要承擔先佔式多工帶來的風險，像是共享記憶體而帶來的競速問題。

然而，我們對於基於事件的設計模型有許多誤解，這裡就有一些不正確的認知：

Asyncio可以讓程式碼快到飛起來

不幸地，並非如此。事實上，從許多評測看來，在與可對照的 Ayncio方案相比之
下，執行緒方案還稍微快了一點。若將並行規模本身也納入效能基準，Asyncio建立
大量並行 socket連線時，確實是比較輕量。作業系統通常會限制可建立的執行緒數

量，通常是遠低於 socket連線的數量，這個作業系統的限制是可以修改，不過採用
Asyncio確實是比較簡單的方案，而且通常還會期望的是，協程（coroutine）能避免
上萬執行緒帶來的環境切換（context-switching）成本，不過實際上，這類成本很難

評測 1。不！ Python中的 Asyncio不會帶來速度上的效益；如果你追求的是速度，試
著改用 Cython！

Asyncio讓執行緒顯得多餘

絕對不是！執行緒真正的價值在於設計多 CPU程式，而不同運算作業間可以共享
記憶體。例如，數值程式庫 numpy利用執行緒，透過多個 CPU（即便是共享了記憶
體）來加速某些矩陣計算。單就效能而言，在運算密集式（CPU-bound）作業上，
執行緒這個設計模型沒有對手。

1 很難找到這方面的研究，不過單就數字來說，在現代硬體上的 Linux中，一次執行緒環境切換大約是 50
微秒。大致給個（很）粗淺的概念：一千個執行緒意謂著，環境切換的總成本有 50毫秒，這確實是負
擔，然而也不致於毀了你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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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io避免了 GIL的問題

同樣地，不對！ Asyncio不受 GIL2 影響是對的，然而這只是因為 GIL影響的是多執
行緒程式。人們所謂 GIL的「問題」是，在使用多執行緒時，GIL阻礙了真正的多
核平行（parallelism）。Asyncio是單執行緒（至少就定義上而言），才不受 GIL影
響，然而也就無法從多 CPU核心上獲得效益 3。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多執行緒程式

來說，除了方才談過的效能問題外，Python GIL還會引發其他的效能問題：Dave 
Beazley在 PyCon 2010的一場演講「Understanding the Python GIL」（https://oreil.ly/

n_D3N）談過這類問題，其中有許多討論至今依然適用。

Asyncio可以避免競速

否！任何並行程式設計都有競速問題，無論是執行緒或使用基於事件的設計。

Asyncio是可以避免多執行緒設計上，某些類型的競速問題，像是內部程序的共享

記憶體存取；然而，它並未避免其他種類競速的可能性，像是分散式微服務架構

中，常見的內部程序共享資源問題。你勢必還是要留意共享資源的方式。相對於執

行緒程式碼，Asyncio的主要優點在於，看得出協程間轉換了執行權（因為有 await
關鍵字），因此更易於推導出共享資源的存取方式。

Asyncio簡化了並行程式設計

呃 ...該怎麼說呢？

最後這點是最危險的迷思。並行程式設計必然複雜，無論使用的是執行緒或 Asyncio。
如果有專家說「Asyncio可以簡化並行」，他們實際上是指，Asyncio比較能避免惡夢般
的競速臭蟲—它們會令你夜晚難以成眠，會讓你在聽得到遠方狼嚎的營火旁，低聲地

告誡其他程式設計者。

即便使用 Asyncio，還是有許多要處理的複雜問題：該如何檢測應用程式的健康狀況？
資料庫只允許少量連線時（遠少於五千多個客戶端的 socket連線），該如何與之溝通？
在收到關機信號時，程式如何正確地中止連線？該怎麼處理（阻斷！）磁碟存取與日

誌？你必須回答的這些問題，還只是諸多複雜設計決策中的一部分。

應用程式的設計本身依舊是困難的，然而希望在於，只處理一個執行緒時，推導應用程

式的邏輯會容易得多。

2 全局解釋器鎖（global interpreter lock）（GIL）藉由鎖定每個操作碼（opcode），確保 Python解釋器的程
式碼（不是你的程式碼）是執行緒安全；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是，解釋器會被釘在單一 CPU上執行，因
而阻礙了多核平行化。

3 類似地，JavaScript也不會有 GIL的「問題」：因為只有一個執行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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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你不一定要用 Curio，如果一切如常，或許應該繼續使用執行緒。沒
錯，就是執行緒，我認真的，就是那些執行緒，這並不是笑話。

—Dave Beazley，〈Developing with Curio〉（https://bit.ly/2M0DCFk）

為了避免有讀者沒聽過執行緒，這裡稍微簡介一下：執行緒是作業系統提供的特性，軟

體開發者用來告訴作業系統（OS），程式中哪部分可以同時處理，OS會決定如何共享
CPU資源，就像 OS決定了不同程式（行程）間，如何共享 CPU資源以便同時執行。

這是本 Asyncio的書，我一定會告訴你「執行緒很可怕，最好別用」對吧？很可惜！事
情沒這麼單純，任何技術都一樣，使用執行緒也有其效益與風險。

本書並非定位在執行緒的介紹，不過問題在於：Asyncio是執行緒的替代方案，不做點
比較的話，很難體會它的價值；而且使用 Asyncio時，你還是得處理執行緒與行程，因
此稍微認識一下執行緒還是必要的。

接下來討論的情境，主要設定在網路應用程式的並行。先佔式執行緒也可

以用於其他領域，只不過效益與風險的權衡方式會完全不同。



10 | 第二章

執行緒的優點

以下是執行緒主要的優點：

程式碼易於閱讀

程式碼在運行時可以並行，不過程式碼本身依然是撰寫在一個單純、由上而下的

線性序列指令區—這就是重點了—在函式中撰寫程式時，你可以假設不會發生 
並行。

共享記憶體

程式碼可以利用多 CPU，執行緒間也可以共享記憶體。在衡量資源負擔時這很重
要，例如，不同行程各自記憶體空間中的資料，若要大量交換的話，會是個很大的

負擔。

既有的經驗與程式碼

執行緒的撰寫上有大量的資料與最佳實踐，想使用執行緒做並行操作時，有大量

「阻斷式」程式碼可供參考。

不過平行化這部分，就目前的 Python而言有待商榷，因為 Python使用了全域鎖，又稱
全域解釋器鎖（GIL），它用來保護解釋器自身的內部狀態，避免多個執行緒間可能因
競速而引發的災難；副作用就是，GIL也使得程式中的多執行緒，只能固定在一個 CPU
上執行。可想而知地，這對平行效益有負面效應（除非使用 Cython或 Numba之類的工
具來避免這個限制）。

然而第一點談到的，程式碼易於閱讀很重要：在必須處理難搞的競速臭蟲前，你會覺得

Python的多執行緒很簡單，執行緒提供的並行模型很吸引人；就算被競速臭蟲之類的問
題搞過，在（從慘痛的教訓中）瞭解到如何保持程式碼的單純與安全後，執行緒就依然

是個吸引人的選項。

基於篇幅限制，這邊無法詳談如何設計安全的執行緒，不過一般來說，運用執行緒的最

佳實踐是：採用 concurrent.futures模組的 ThreadPoolExecutor，透過 submit()方法傳遞
必要的資料。範例 2-1是個基本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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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1　執行緒最佳實踐

from concurrent.futures import ThreadPoolExecutor as Executor

def worker(data):
    <處理資料 >

with Executor(max_workers=10) as exe:
    future = exe.submit(worker, data)

ThreadPoolExecutor提供了很單純的介面，可以在執行緒中執行函式—最棒的是在

必要時，只要改成 ProcessPoolExecutor，就可以將執行緒池轉換為子行程池，它與
ThreadPoolExecutor有相同的 API，這表示要修改並不麻煩。asyncio中也可以使用
Executor API，下一章會說明（見範例 3-3）。

一 般 而 言， 作 業 都 會 執 行 一 段 時 間， 因 此 關 閉 程 式 前 要 呼 叫 Executor.
shutdown(wait=True)，等個一兩秒，讓 Executor結束作業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盡量避免執行緒程式碼（例如之前的 worker()函式）存取全域變數。

Raymond Hettinger 在 PyCon Russia 2016（https://oreil.ly/ZZVps） 與

PyBay 2017（https://oreil.ly/JDplJ），針對執行緒安全的程式碼提出了幾

個良好準則，強烈建議加入書籤。

執行緒的缺點

人們不易理解複雜的多執行緒程式。雖然有改善的方法，像是透過設計模式

的運用、粒度更佳的原子性（例如交易）、改善過的語言與正規方法（formal 
method）；然而這類技巧，只能稍微去除執行緒模型本身，高度不確定性中非必
要的部分。執行緒本質上就是個棘手的模型。

—Edward A. Lee，〈The Problem with Threads〉（https://bit.ly/2CFOv8a）

先前有些地方提過執行緒的缺點了，基於完整性，這邊來個整理。

執行緒難以處理

執行緒程式中的執行緒臭蟲、競速等，是最難修正的問題種類。如果有一定的經

驗，是有可能設計出較少這類問題的程式，不過在複雜、草率設計的軟體中，要修

正問題幾乎不可能，就算是專家也一樣，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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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緒是資源密集

作業系統需要資源來建立執行緒，像是為執行緒預配置堆疊空間（事先就會消耗虛

擬記憶體）。對 32位元作業系統來說，這是個大問題，因為每個行程的位址空間受
限於 3GB1。就 64位元作業系統普及的現在來說，虛擬記憶體或許沒以前那麼珍貴
（基本上使用 48個位元進行虛擬記憶體的空間定址，也就是會有 256TiB），在現代
桌上型作業系統上，OS甚至會在必要時，才為每個執行緒的堆疊空間配置需要的實
體記憶體。例如，在具有 8GB記憶體、現代的 64位元 Fedora 29 Linux上，使用底
下片段建立 10,000個什麼都不做的執行緒：

# threadmem.py
import os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threads = [
  Thread(target=lambda: sleep(60)) for i in range(10000)
]
[t.start() for t in threads]
print(f'PID = {os.getpid()}')
[t.join() for t in threads]

在 top時會顯示以下的資訊：

MiB Mem : 7858.199 total, 1063.844 free, 4900.477 used
MiB Swap: 7935.996 total, 4780.934 free, 3155.062 used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COMMAND
15166 caleb     20   0 80.291g 131.1m   4.8m python3

可以看到預先配置的虛擬記憶體是很驚人的∼ 80GB（因為每個執行緒用了 8MB堆
疊空間！），但是常駐記憶體只有∼ 130MB。在 32位元 Linux系統上，無論實際
耗用的實體記憶體有多少，就會因為 3GB的位址空間限制而無法配置。在 32位
元系統上想克服這個問題，有時必須減少預設的堆疊大小，目前 Python尚能透過
threading.stack_size([size])這麼做。顯然地，減少堆疊大小意謂著，減少了執行
時期函式可巢狀呼叫（包括遞迴）的安全性。單執行緒協程就沒有這些問題，對於

並行 I/O來說是很好的替代方案。

1 32位元行程可定址的空間理論上是 4GB，不過作業系統基本上會保留一部分，留給行程的可定址虛擬
記憶體經常只有 3GB，不過有些作業系統可能低到 2GB。這一節提到的數字只是個概念而不是絕對，
這部分還要根據許多平台特定（以及歷史性）的細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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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緒會影響產能

極大規模的並行（像是超過 5,000個執行緒）也會因環境切換的成本（https://oreil.

ly/eFQKQ）而影響產能（throughput），當然這是假設你知道如何設定作業系統，以
允許建立更多的執行緒！在近期的 macOS版本上，這變得超麻煩的，例如，我本
來想像剛才那樣，測試 10,000個不做事的執行緒，然而最後還是放棄了提高限制這 
件事。

執行緒缺乏彈性

無論執行緒是否準備好執行作業，作業系統都會不斷地分配 CPU時間給所有的執行
緒。例如，執行緒可能正在等待 socket的資料，不過在資料真正準備好前，OS排班
器仍會來回不斷地切換該執行緒。（在非同步的世界中，select()系統呼叫會檢查，
是否輪到 socket等待的協程了；若否，協程就不會甦醒，完全避免切換的成本。）

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這個使用執行緒模型設計而發生的問題，並不是只出現在特定

平台。例如，Microsoft Visual C++ 的文件（https://bit.ly/2Fr3eXK）中有關於執行緒的 
部分：

Windows API中主要的並行機制是執行緒。基本上是使用 CreateThread函式建立
執行緒。相對來說，執行緒的建立與使用很簡單，然而作業系統在管理上得花

不少的時間與資源。除此之外，每個相同優先權的執行緒，雖然保證能分配到

相同的執行時間，相應地你也得建立適當大小的作業。對於較小或粒度更細的

作業，並行的相關成本，可能會超過同時執行作業帶來的好處。

可是—你抗議了—因為這是 Windows啊？ Unix 系統一定沒這些問題吧？在 Mac 
Developer 的〈Threading Programming Guide〉（https://oreil.ly/W3mBM） 寫 著 類 似 的 
建議：

對程式（與系統）而言，執行緒會有記憶體與效能上的成本。每個執行緒需

要配置的記憶體，包含了核心（kernel）記憶體空間與你的程式記憶體空間。
管理執行緒與協調排班時所需的主要架構，被儲存在使用固定記憶體（wired 
memory）的核心中；執行緒的堆疊空間以及執行緒的各自資料，被儲存在程式
的記憶體空間。這些架構多數是在首次產生執行緒時建立並初始化—因為必

須與核心進行溝通，這個過程相對地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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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ncurrency Programming Guide〉（https://oreil.ly/fcGNL）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斜體

強調是我加上的）：

在過去，應用程式想導入並行，必須建立一個或更多的執行緒。不幸地，撰寫

執行緒程式是個挑戰。執行緒是個必須親自管理的低階工具。就算應用程式需

要的最佳執行緒數量，可以基於目前系統負擔與低層硬體動態調整，實作出正

確的執行緒方案（如果可能辨到的話）仍極為困難。此外，執行緒基本上都會

使用同步機制，這增加了軟體設計的複雜與風險，還不保證效能能有所增益。

接著這些論點呼應了產能問題：

• 執行緒讓程式碼難以理解。

• 對大規模並行（數以萬計的並行作業）而言，執行緒是個沒效率的模型。

接下來看個有關執行緒的案例研究，它突顯了最重要的一點。

案例研究：機器人與餐具

第二點，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點，我們不曾（也不會）信任標準多執行緒模型

（共享記憶體的先佔式並行）：我們仍然認為，在一個「a = a + 1」是非確定性
的語言中，沒有人能寫出正確的程式。

—Roberto Ierusalimschy等作者， 

〈The Evolution of Lua〉（https://bit.ly/2Fq9M8P）。

本書的一開始講述了一個餐廳的故事—ThreadBot機器人處理全部的作業。每個機器
人可類比為一個執行緒。在範例 2-2的案例研究中，要來看看為什麼會認為執行緒不安
全。

範例 2-2　ThreadBot餐桌服務設計

import threading
from queue import Queue

class ThreadBot(threading.Thread):  ❶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target=self.manage_table)  ❷
    self.cutlery = Cutlery(knives=0, forks=0)  ❸
    self.tasks = Queue()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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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manage_table(self):
    while True:  ❺
      task = self.tasks.get()
      if task == 'prepare table':
        kitchen.give(to=self.cutlery, knives=4, forks=4)  ❻
      elif task == 'clear table':
        self.cutlery.give(to=kitchen, knives=4, forks=4)
      elif task == 'shutdown':
        return

❶	 ThreadBot是 Thread的子類別。

❷	 target函式是此執行緒的 manage_table()方法，稍後會定義。

❸	 這個機器人負責餐桌與餐具。每個機器人會持有 Cutlery實例，從廚房取得的餐具會
記錄在 Cutlery實例。（稍後會定義 Cutlery）

❹	 機器人會被指派作業。作業會加入這個作業佇列，在主處理迴圈期間，機器會依序
執行佇列中的作業。

❺	 無窮迴圈中定義了機器人的主要程序。如果要把機器人關機，必須指定 shutdown 
作業。

❻	 這個機器人只定義了三個作業。prepare table指定了餐桌剛空出來時，機器人該做
什麼。在我們的測試中，只會從廚房取得一組餐具，將之放至餐桌。clear table是
清潔餐桌：機器人把用過的餐具放回廚房。shutdown會將機器人關機。

範例 2-3包含了 Cutlery類別的定義。

範例 2-3　Cutlery類別的定義

from attr import attrs, attrib

@attrs  ❶
class Cutlery:
    knives = attrib(default=0)  ❷
    forks = attrib(default=0)

    def give(self, to: 'Cutlery', knives=0, forks=0):  ❸
        self.change(-knives, -forks)
        to.change(knives, forks)

    def change(self, knives, forks):  ❹
        self.knives += knives
        self.forks += f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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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chen = Cutlery(knives=100, forks=100)  ❺
bots = [ThreadBot() for i in range(10)]  ❻

import sys
for bot in bots:
    for i in range(int(sys.argv[1])):  ❼
        bot.tasks.put('prepare table')
        bot.tasks.put('clear table')
    bot.tasks.put('shutdown')  ❽

print('Kitchen inventory before service:', kitchen)
for bot in bots:
    bot.start()

for bot in bots:
    bot.join()
print('Kitchen inventory after service:', kitchen)

❶	 attrs是個開放原始碼的 Python程式庫，它跟執行緒或 asyncio無關，只是定義類別
時很方便的程式庫。在這邊 @attrs可自動為 Cutlery類別產生必要的樣版程式碼（像
是 __init__()）。

❷	 attrib()函式可以協助建立屬性（attribute），包含預設值的指定；通常你得在 
__init__()方法上，使用關鍵字引數來做這類處理。

❸	 這個方法用來交換兩個 Cutlery物件的刀叉。基本上，機器人會用來從廚房取得餐
具，以便放到空餐桌，並在清潔餐桌後，將餐具還給廚房。

❹	 簡單的輔助函式，用來修改實例中的刀叉存量。

❺	 kitchen變數代表廚房的餐具庫存。基本上，機器人會從這個地方取得餐具。在清潔
餐桌後，餐具也會歸還到此處。

❻	 測試時會執行的指令稿。在我們的測試中，會有 10個 ThreadBot實例。

❼	 從命令列引數取得餐桌數量，餐廳中每個機器人準備、清潔餐桌的作業數量，與餐
桌數量相同。

❽	 shutdown作業會將機器人關機（因此在 bot.join()後沒多久就會 return）。指令稿其
他部分會顯示診斷（diagnostic）訊息並啟動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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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基本上就是在一群 ThreadBot與一組餐桌服務上運行。每個 ThreadBot會進行以下
的作業：

• 準備餐桌，「每桌四組」，這表示要從廚房取得四組刀叉。

• 清潔餐桌，這表示要把餐桌上的四組刀叉還給廚房。

一群 ThreadBot 在餐桌間運行一段時間後，預期的是作業完成後，刀叉要如數歸還 
廚房。

知道要先進行測試是很聰明的決定！每個 ThreadBot要準備與清潔的餐桌有一百個，而
且是同時進行，因為得確定它們能彼此合作而不出錯。以下是測試的輸出結果：

$ python cutlery_test.py 100
Kitchen inventory before service: Cutlery(knives=100, forks=100)
Kitchen inventory after service: Cutlery(knives=100, forks=100)

刀叉最後都還給廚房了！你慶幸自己程式撰寫正確，接著機器人完成佈署。不幸地，實

際上在餐廳打烊後，你發現餐具沒有全部還給廚房，而且若增加更多機器人，以及（或

者）在更忙碌的情況下，問題就會更糟，真是令人沮喪！你再度運行測試，不過這次改

變了測試的規模（10,000張餐桌！）：

$ python cutlery_test.py 10000
Kitchen inventory before service: Cutlery(knives=100, forks=100)
Kitchen inventory after service: Cutlery(knives=96, forks=108)

哇！這次真發現問題了。在 10,000張餐桌時，廚房最後的刀叉數量是錯的。為了確定可
以重現問題，你再次做了測試，看看錯誤是否一致：

$ python cutlery_test.py 10000
Kitchen inventory before service: Cutlery(knives=100, forks=100)
Kitchen inventory after service: Cutlery(knives=112, forks=96)

還是有錯誤，不過與上次運行相比，數量不一樣，太詭異了！別忘了，這些機器人可是

尖端科技製造，不會犯錯的，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來總結一下狀況：

• ThreadBot的程式碼簡單而易於閱讀。邏輯上也沒問題。

• 重複測試（100張餐桌）的結果都是通過。

• 運行更大規模的測試時（10,000張餐桌）會失敗，而且失敗的結果可以重現。

• 更大的規模測試失敗時，會有無法重現的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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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競速臭蟲的基本訊號。有經驗的讀者應該已經看出原因，現在來查找一下，結果

是來自於 Cutlery類別的這個方法：

def change(self, knives, forks):
    self.knives += knives
    self.forks += forks

指定運算 +=的內部實作（Python解釋器本身的 C程式碼）分為幾個步驟：

 1. 將 self.knives目前的值讀入暫存位置。

 2. 將暫存位置與 knives的值相加。

 3. 將暫存位置的值複製給 self.knives。

先佔式多執行緒的問題在於，正在進行這些步驟的執行緒，任何時候都會被中斷，而另

一執行緒執行的可能是相同步驟。

在 這 個 案 例 中，ThreadBot A 執 行 步 驟 1， 接 著 OS 排 班 器 暫 停 A 並 切 換 至

ThreadBot B，B 也讀取了 self.knives的值；接著執行權回到 A，A 進行相加後寫回 
self.knives—但是 B從暫停的地方繼續（步驟 1之後），相加並寫回它的相加結果，

因此覆蓋了 A的修改。

這乍看之下有點複雜，然而這也許是競速問題中最簡單的例子了，畢竟我

們還能檢查所有的程式碼，也能藉由測試即時地重現問題。可以想像一

下，要在實際的大型專案中這麼做會有多困難。

要修正這個問題，可以在共享狀態的區塊加鎖（想像一下 Cutlery類別新增了
threading.Lock型態的 lock）：

def change(self, knives, forks):
    with self.lock:
      self.knives += knives
      self.forks += forks

不過，這必須知道多個執行緒共享狀態的全部位置。在全部原始碼是受控的情況下，這

個方法還行得通，若是套用了許多第三方程式庫（由於優秀的開放原始碼生態，Python
中常這麼做），就會變得很困難了。

要注意的是，單看原始碼是看不出競速問題的，這是因為原始碼中沒有提供執行緒切換

的相關線索，就算有也沒幫助，畢竟 OS可能在任何地方切換執行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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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比較好的方案—而且是非同步設計的要點—是修改程式碼，只使用一個

ThreadBot，設定為依需求在餐桌間移動。對我們的案例研究來說，這意謂著只有一個
執行緒會更動廚房的刀叉。

而更棒的是，在我們的非同步程式中，能明確地看出多個並行協程間切換的位置，因

為 await關鍵字能明確地指出這些地方。在這邊我不打算示範這個案例研究的非同步版
本，因為第 3章要來深入探討 asyncio。如果你真的好奇該怎麼做，範例 B-1提供了示
範；你可能得讀完下一章才會看得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