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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從事 Linux 環境的開發工作已有近十年的時間，但我一直認為工作時間並不等於經

驗，更不等於能力。如何才能把工作時間轉換為自己的經驗和能力呢？我認為無非是多

閱讀、多思考、多實踐、多分享。這也是我在 ChinaUnix 上的部落格座右銘，目前我的

部落格一共有 247 篇文章，記錄的大都是 Linux 核心網路部分的原始碼分析，以及相關的

應用程式設計。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的 Lisa 正是透過我的部落格找到我的，而這也

促成了本書的出版。

其實在 Lisa 之前，就有另外一位編輯與我聊過，但當時我沒有下好決心，認為自己無論

是在技術水準，還是時間安排上，都不足以完成一本技術圖書的創作。等到與 Lisa 洽談

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技術已經有了一些沉澱，同時時間也相對比較充裕，因此決定開

始撰寫自己技術生涯的第一本書。

對於 Linux 環境的開發人員，《Advanced Programming Unix Environment》（後文均簡稱

為 APUE）無疑是最為經典的入門書籍。其作者 Stevens 是我從業以來最崇拜的技術專

家。他的 Advanced Programming in the Unix Environment、Unix Network Programming 系

列及 TCP/IP Illustrated 系列著作，字字珠璣，本本經典。在我從業的最初幾年，這幾本書

每本都閱讀了好幾遍，而這也為我進行 Linux 使用者空間的開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

掌握了這些知識以後，如何繼續提高自己的技能呢？經過一番思考，我選擇了閱讀 Linux

核心原始碼，並嘗試將核心與應用融會貫通。在閱讀了一定量的核心原始碼之後，我才

真正理解了 Linux 專家的這句話“Read the fucking codes ”。只有閱讀了核心原始碼，才

能真正理解 Linux 核心的原理和運行機制，而此時，我也發現了 Stevens 著作的一個局

限—APUE 和 UNP 畢竟是針對 Unix 環境而寫的，Linux 雖然大部分與 Unix 相容，但是在

很多行為上與 Unix 還是完全不同的。這就導致了書中的一些內容與 Linux 環境中的實際

效果是相互矛盾的。

現在有機會來寫一本技術圖書，我就想在向 Stevens 致敬的同時，寫一本類似於 APUE 風

格的技術圖書，同時還要在 Linux 環境下，對 APUE 進行突破。大言不慚地說，我期待

這本書可以作為 APUE 的補充，還可以作為 Linux 開發人員的進階讀物。事實上，本書

的寫作佈局正是以 APUE 的章節作為參考，針對 Linux 環境，不僅對使用者空間的介面

進行闡述，同時還引導讀者分析該介面在核心的原始碼實作，使得讀者不僅可以知道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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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怎麼用，同時還可以理解介面是怎麼工作的。對於 Linux 的系統呼叫，做到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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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讀者 

根據本書的內容，我覺得適合以下幾類讀者： 

 在 Linux 使用者層方面有一定開發經驗的程式師。 

 對 Linux 核心有興趣的程式師。 

 熱愛 Linux 核心和開源專案的技術人員。 

如何閱讀本書？ 

本書定位為 APUE 的補充或進階讀物，所以假設讀者已具備了一定的程式設計基礎，對

Linux 環境也有所瞭解，因此在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和知識時，只是蜻蜓點水，簡單略過。

因為筆者希望把更多的筆墨放在更為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各種相關圖書均有講解的基本

概念上。所以如果你是初學者，建議還是先學習 APUE、C 語言程式設計，並且在具有一

定的操作系統知識後再來閱讀本書。 

Linux 環境程式設計涉及的領域太多，很難有某個人精通 Linux 的每個領域，尤其是已有

APUE 這本經典圖書在前，所以本書是由高峰、李彬兩個人共同完成的。 

高峰負責第 0、1、2、3、12、13、14、15 章，李彬負責第 4～11 章。兩位不同的作者，

在寫作風格上很難保證一致，如果給各位讀者帶來了不便，在此給各位先道個歉。儘管

是由兩個人共同寫作，並且負責的還是我們各自相對擅長的領域，可是在寫作的過程中

我們仍然感覺到很吃力，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算完成本書。對比 APUE，本書一方面

在深度上還是有所不及，另一方面在廣度上還是沒有涵蓋 APUE 涉及的所有領域，這也

讓我們對 Stevens 大師更加敬佩。 

本書使用的 Linux 核心原始程式碼版本為 3.2.44，glibc 的原始碼版本為 2.17。 

使用範例程式 

本書之範例程式碼，可從以下網址下載：https://github.com/gfreewind/aple_codes 

勘誤和支援 

由於作者的水準有限，主題又過於宏大，書中難免會出現一些錯誤或不準確的地方，如

有不妥之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如果你發現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疑問，都可以發

郵件至我的信箱 gfree.wind@gmail.com，期待您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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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是構建技術大廈不可或缺的穩定基石，因此，本書首先來介紹一下書中所涉及

的一些基礎知識。這裡以第 0 章命名，表明我們要注重基礎，從 0 開始，同時也是向偉

大的 C 語言致敬。 

基礎知識看似簡單，但是想要真正理解它們，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除了需要積累經驗

以外，更需要對它們進行不斷的思考和理解，這樣，才能寫出可靠性高的程式。這些基

礎知識很多都可以獨立成文，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是簡單的介紹，都是筆者根據自己的

經驗和理解進行的總結和概括，相信對讀者會有所幫助。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詢更

多的資料，以得到更準確、更細緻的介紹。 

 本書中的範例程式為了簡潔明瞭，忽略考慮程式碼的穩健性，例如不檢查函數的

回傳值、使用全域變數等。 

0.1 一個 Linux 程式的誕生記 

一本程式設計書籍如果開頭不寫一個“hello world”，就違背“自古以來”的傳統了。因

此本節也將以 hello world 為例來說明一個 Linux 程式的誕生過程，範例程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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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使用 gcc 生成可執行程式：gcc -g -Wall 0_1_hello_world.c -o hello_ 

world。如此一來，一個 Linux 可執行程式就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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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看似簡單，其實涉及前處理、編譯、組譯和連結等多個步驟，只不過 gcc 作為

一個工具集自動完成了所有的步驟。下面將分別來看看其中所涉及的各個步驟。 

首先瞭解一下什麼是前處理。前處理用於處理前處理命令。對於上面的程式碼而言，

唯一的前處理命令是#include。它的作用是將標頭檔的內容包含到本檔中。注意，這

裡的“包含”指的是該標頭檔中的所有程式碼都會在 #include 處展開。可以透過“gcc 

-E 0_1_hello_world.c”在執行完前處理後自動停止後面的操作，並把前處理的結果

輸出到標準輸出。因此使用“gcc -E 0_1_hello_world.c > 0_1_hello_world.i”，

可得到前處理後的檔案。 

理解了前處理，在出現一些常見的錯誤時，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比如，為什麼不能在

標頭檔中定義全域變數？這是因為定義全域變數的程式碼會存在於所有以#include 包含

該標頭檔的檔中，即所有的這些檔案都會定義一個同樣的全域變數，所以會造成重複定

義的錯誤。 

編譯是指對原始程式碼進行語法分析，優化產出的組語程式碼，最後產生語語檔的過

程。同樣地，可以使用 gcc 得到組語程式碼，而非最終的二進位檔案，即“gcc -S 

0_1_hello_world.c -o 0_1_hello_world.s”。gcc 的-S 選項會讓 gcc 在編譯完成

後停止後面的工作，這樣就會產生對應的組語檔。 

組譯的過程比較簡單，就是將原始程式碼翻譯成可執行的指令，並生成目的檔案。對應

的 gcc 命令為“gcc -c 0_1_hello_world.c -o 0_1_hello_world.o”。 

連結是生成最終可執行程式的最後一個步驟，也是比較複雜的一步。它的工作就是將各

個目的檔案—包括函式庫檔（函式庫檔也是一種目的檔案）連結成一個可執行程式。在

這個過程中，涉及的概念比較多，如位址和空間的分配、符號解析、重定位等。在 Linux

環節下，該工作是由 GNU 的連結器 ld 完成的。 

實際上我們可以使用-v 選項來查看完整和詳細的 gcc 編譯過程，命令如下。 

gcc -g -Wall -v 0_1_hello_word.c -o hello_world 

由於輸出過多，此處就不貼上結果。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執行命令，查看輸出。透過-

v選項，可以看到 gcc 在背後實際做了哪些工作。 

0.2 程式的構成 

Linux 下二進位可執行程式一般為 ELF 格式。以 0.1 節的 hello world 為例，使用 readelf

查看其 ELF 格式，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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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 Header:  
Magic: 7f 45 4c 46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ELF32  
Data: 2's complement, little endian 
Version: 1 (current)  
OS/ABI: UNIX - System V 
ABI Version: 0  
Type: EXEC (Executable file) 
Machine: Intel 80386  
Version: 0x1  
Entry point address: 0x8048320 
Start of program headers: 52 (bytes into file) 
Start of section headers: 5148 (bytes into file) 
Flags: 0x0 
Size of this header: 52 (bytes) 
Size of program headers: 32 (bytes) 
Number of program headers: 9 
Size of section headers: 40 (bytes) 
Number of section headers: 36  
Section header string table index: 33 
Section Headers:  
[Nr] Name Type Addr Off Size ES Flg Lk Inf Al 
[ 0] NULL 00000000 000000 000000 00 0 0 0 
[ 1] .interp PROGBITS 08048154 000154 000013 00 A 0 0 1 
[ 2] .note.ABI-tag NOTE 08048168 000168 000020 00 A 0 0 4 
[ 3] .note.gnu.build-i NOTE 08048188 000188 000024 00 A 0 0 4 
[ 4] .gnu.hash GNU_HASH 080481ac 0001ac 000020 04 A 5 0 4 
[ 5] .dynsym DYNSYM 080481cc 0001cc 000050 10 A 6 1 4 
[ 6] .dynstr STRTAB 0804821c 00021c 00004a 00 A 0 0 1 
[ 7] .gnu.version VERSYM 08048266 000266 00000a 02 A 5 0 2 
[ 8] .gnu.version_r VERNEED 08048270 000270 000020 00 A 6 1 4 
[ 9] .rel.dyn REL 08048290 000290 000008 08 A 5 0 4 
[10] .rel.plt REL 08048298 000298 000018 08 A 5 12 4 
[11] .init PROGBITS 080482b0 0002b0 000024 00 AX 0 0 4 
[12] .plt PROGBITS 080482e0 0002e0 000040 04 AX 0 0 16 
[13] .text PROGBITS 08048320 000320 000188 00 AX 0 0 16 
[14] .fini PROGBITS 080484a8 0004a8 000015 00 AX 0 0 4 
[15] .rodata PROGBITS 080484c0 0004c0 000015 00 A 0 0 4 
[16] .eh_frame_hdr PROGBITS 080484d8 0004d8 000034 00 A 0 0 4 
[17] .eh_frame PROGBITS 0804850c 00050c 0000c4 00 A 0 0 4 
[18] .init_array INIT_ARRAY 08049f08 000f08 000004 00 WA 0 0 4 
[19] .fini_array FINI_ARRAY 08049f0c 000f0c 000004 00 WA 0 0 4 
[20] .jcr PROGBITS 08049f10 000f10 000004 00 WA 0 0 4 
[21] .dynamic DYNAMIC 08049f14 000f14 0000e8 08 WA 6 0 4 
[22] .got PROGBITS 08049ffc 000ffc 000004 04 WA 0 0 4 
[23] .got.plt PROGBITS 0804a000 001000 000018 04 WA 0 0 4 
[24] .data PROGBITS 0804a018 001018 000008 00 WA 0 0 4 
[25] .bss NOBITS 0804a020 001020 000004 00 WA 0 0 4 
[26] .comment PROGBITS 00000000 001020 00006b 01 MS 0 0 1 
[27] .debug_aranges PROGBITS 00000000 00108b 000020 00 0 0 1 
[28] .debug_info PROGBITS 00000000 0010ab 000094 00 0 0 1 
[29] .debug_abbrev PROGBITS 00000000 00113f 000044 00 0 0 1 
[30] .debug_line PROGBITS 00000000 001183 000043 00 0 0 1 
[31] .debug_str PROGBITS 00000000 0011c6 0000cb 01 MS 0 0 1 
[32] .debug_loc PROGBITS 00000000 001291 000038 00 0 0 1 
[33] .sh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12c9 000151 0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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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ymtab SYMTAB 00000000 0019bc 000490 10 35 51 4 
[35] .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1e4c 00025a 00 0 0 1  

由於輸出過多，後面的結果並沒有完全展示出來。ELF 檔的主要內容就是由各個 section

及 symbol 表組成的。在上面的 section 列表中，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 text 段、data 段和

bss 段。text 段為程式碼片段，用於保存可執行指令。data 段為資料段，用於保存有非 0

初始值的全域變數和靜態變數。bss 段用於保存沒有初始值或初值為 0 的全域變數和靜態

變數，當程式載入時，bss 段中的變數會被初始化為 0。這個段並不佔用實體空間—因為

這些變數一致地要把值初始化為 0，所以完全沒必要佔用寶貴的實體空間。 
[Page-4] 

其他段沒有這三個段有名，接著介紹其中一些比較常見的段： 

 debug 段：顧名思義，用於保存除錯資訊。 

 dynamic 段：用於保存動態連結資訊。 

 fini 段：用於保存行程退出時的執行程式。當行程結束時，系統會自動執行這部分

程式碼。 

 init 段：用於保存行程啟動時的執行程式。當行程啟動時，系統會自動執行這部分

程式碼。 

 rodata 段：用於保存唯讀資料，如 const 修飾的全域變數、字串常數。 

 symtab 段：用於保存符號表。 

其中，對於與除錯相關的段，如果不使用 -g選項，則不會生成，但是與符號相關的段仍

然會存在，這時可以使用 strip 去掉符號資訊，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參考 strip 的說

明進行實驗。一般在嵌入式的產品中，為減少程式佔用的空間，都會使用 strip 去掉非

必要的段。 

0.3 程式是如何“跑”的？ 

在日常工作中，我們經常會說“程式“跑”起來了”，那麼它到底是怎麼“跑”的呢？

在 Linux 環境下，可以使用 strace 跟蹤系統呼叫，從而說明自己研究系統程式載入、執

行和退出的過程。此處仍然以 hello_world 為例。 

strace ./hello_world 
execve("./hello_world", ["./hello_world"], [/* 59 vars */]) = 0 
brk(0) = 0x872a000 
access("/etc/ld.so.nohwcap", F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map2(NULL, 8192,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778000  
access("/etc/ld.so.preload", R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en("/etc/ld.so.cache", O_RDONLY|O_CLOEXEC) = 3 
fstat64(3, {st_mode=S_IFREG|0644, st_size=80063, ...}) = 0 
mmap2(NULL, 80063, PROT_READ, MAP_PRIVATE, 3, 0) = 0xb7764000 
close(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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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etc/ld.so.nohwcap", F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en("/lib/i386-linux-gnu/libc.so.6", O_RDONLY|O_CLOEXEC) = 3 
read(3, "\177ELF\1\1\1\0\0\0\0\0\0\0\0\0\3\0\3\0\1\0\0\0000\226\1\0004\0\0\0"..., 
    512) = 512 
fstat64(3, {st_mode=S_IFREG|0755, st_size=1730024, ...}) = 0 
mmap2(NULL, 1743580, PROT_READ|PROT_EXEC, MAP_PRIVATE|MAP_DENYWRITE, 3, 0)=  
    0xb75ba000 
mprotect(0xb775d000, 4096, PROT_NONE) = 0 
mmap2(0xb775e000, 12288,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FIXED|MAP_  
    DENYWRITE, 3, 0x1a3) = 0xb775e000 
mmap2(0xb7761000, 10972,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FIXED|MAP_ 
    ANONYMOUS, -1, 0) = 0xb7761000 
close(3) = 0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5b9000  
set_thread_area({entry_number:-1 -> 6, base_addr:0xb75b9900, limit:1048575,  
    seg_32bit:1, contents:0, read_exec_only:0, limit_in_pages:1, seg_not_present:0, 
    useable:1}) = 0 
mprotect(0xb775e000, 8192, PROT_READ) = 0 
mprotect(0x8049000, 4096, PROT_READ) = 0 
mprotect(0xb779b000, 4096, PROT_READ) = 0 
munmap(0xb7764000, 80063) = 0 
fstat64(1, {st_mode=S_IFCHR|0620, st_rdev=makedev(136, 3), ...}) = 0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777000  
write(1, "Hello world!\n", 13Hello world! 
) = 13 
exit_group(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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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針對 strace 輸出說明其含義。在 Linux 環境中，執行一個命令時，首先由 shell 呼

叫 fork，然後在子行程中真正執行這個命令（這個過程無法呈現在 strace 的輸出中）。

strace 是 hello_world 開始執行後的輸出。首先是呼叫 execve 來載入 hello_world，然

後 ld 會分別檢查 ld.so.nohwcap 和 ld.so.preload。其中，如果 ld.so.nohwcap 存在，則 ld 會

載入其中未優化版本的函式庫。如果 ld.so.preload 存在，則 ld 會載入其中的函式庫—在

一些專案中，我們需要攔截或替換系統呼叫或 C 函式庫，此時就會利用這個機制，使用

LD_PRELOAD 來實作。之後利用 mmap 將 ld.so.cache 映射到記憶體中，ld.so.cache 中保存

了函式庫的路徑，這樣就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接著 ld 載入 c 函式庫—libc.so.6，利用

mmap 及 mprotect 設置程式的各個記憶體區域，此時，程式執行的環境已經完成。後面

的 write 會向檔案控制碼 1（即標準輸出）輸出"Helloworld!\n"，回傳值為 13，表示

write 成功的字元個數。最後呼叫 exit_group 退出程式，此時參數為 0，表示程式退

出的狀態—此例中 hello-world 程式回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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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背景概念介紹 

0.4.1 系統呼叫 

系統呼叫是作業系統提供的服務，是應用程式與核心通信的介面。在 x86 平臺上，有多

種深入核心的途徑，最早是透過 int 0x80 指令來實作的，後來 Intel 增加了一個新的指

令 sysenter 來代替 int 0x80—其他 CPU 廠商也增加了類似的指令。新指令 sysenter

的性能消耗大約是 int 0x80 的一半左右。即使是這樣，相對于普通的函式呼叫而言，

系統呼叫的性能消耗也是巨大的。所以在追求極致性能的程式中，都在盡力避免系統呼

叫，譬如 C 函式庫的 gettimeofday就避免系統呼叫。 

使用者空間的程式預設是透過堆疊來傳遞參數的。對於系統呼叫而言，核心層和使用者

層是使用不同的堆疊，這使系統呼叫的參數只能透過暫存器的方式進行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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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在寫程式碼時，程式師根本不用關心參數是如何傳遞

的，編譯器已經默默地為我們做了一切—壓堆疊、出堆疊、保存返回位址等操作，但是

編譯器如何知道呼叫的函數是普通函數，還是系統呼叫呢？如果是後者，則編譯器就不

能簡單地使用堆疊來傳遞參數。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請看 0.4.2 節介紹的 C 函式庫函數。 

0.4.2 C 函式庫函數 

0.4.1 節提到 C 函式庫函數為編譯器解決系統呼叫的問題。Linux 環境下，使用的 C 函式

庫一般都是 glibc，它封裝了幾乎所有的系統呼叫，程式碼中使用的“系統呼叫”，實際

上就是呼叫 C 函式庫中的函數。C 函式庫函數同樣位於使用者層，所以編譯器可以統一

處理所有的函式呼叫，而不用分該函數到底是不是系統呼叫。 

下面以實際的系統呼叫 open 來看 glibc 函式庫如何封裝系統呼叫。在 glibc 的程式碼中，

使用大量的編譯器特性以及程式設計的技巧，可讀性不高。open 在 glibc 中對應的實作

函數實際上是 __open_nocancel。至於如何定位到它，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用

__open_nocancel 或 open 作為關鍵字，在 glibc 的原始碼中搜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

係。 

int 
__open_nocancel (const char *file, int oflag, ...) 
{ 
    int mode = 0; 
 
    if (oflag & O_CREAT) 
    { 
        va_list arg; 
        va_start (arg, oflag); 
        mode = va_arg (arg,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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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_end (arg); 
    } 
 
    return INLINE_SYSCALL (openat, 4, AT_FDCWD, file, oflag, mode);  
}  

其中 INLINE_SYSCALL 是我們關心的內容，這個巨集完成了對真正系統呼叫的封裝：

INLINE_SYSCALL->INTERNAL_SYSCALL。實作 INTERNAL_SYSCALL的一個實例如下： 

# define INTERNAL_SYSCALL(name, err, nr, args...)  \ 
  ({  \ 
    register unsigned int resultvar;  \ 
    EXTRAVAR_##nr  \ 
    asm volatile (  \ 
    LOADARGS_##nr  \ 
    "movl %1, %%eax\n\t"  \ 
        "int $0x80\n\t"  \ 
    RESTOREARGS_##nr  \ 
    : "=a" (resultvar)  \ 
    : "i" (__NR_##name) ASMFMT_##nr(args) : "memory", "cc");  \ 
    (int) resultv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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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鍵的程式碼是用嵌入式組語寫的，在此只做簡單說明。“move %1, %%eax”表

示將第一個參數（即__NR_##name）賦值給暫存器 eax。__NR_##name 為對應的系統呼

叫 號 ， 對 於 本 例 中 的 open 來 說 ， 其 為 __NR_openat。 系 統 呼 叫 號 在 檔 案

/usr/include/asm/unitstd_32(64).h 中定義，程式碼如下： 

[fgao@fgao understanding_apue]#cat /usr/include/asm/unistd_32.h | grep openat 
#define __NR_openat 295 

也就是說，在 Linux 平臺下，系統呼叫的約定是使用暫存器 eax 來傳遞系統呼叫號的。至

於參數的傳遞，在 glibc 中也有詳細的說明，參見文件 sysdeps/unix/sysv/linux/i386/ 

sysdep.h。 

0.4.3 執行緒安全 

執行緒安全，顧名思義是指程式碼可以在多執行緒環境下“安全”地執行。何謂安全？

即符合正確的邏輯結果，是程式師期望的正常執行結果。為了實作執行緒安全，該程式

碼只能使用區域變數或資源，否則就是利用鎖等同步機制，來實作全域變數或資源的串

列存取。 

下面是一個經典的多執行緒不安全程式碼：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atic int counter = 0; 
#define LOOPS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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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void * thread(void * unused) 
{ 
    int i; 
 
    for (i = 0; i < LOOPS; ++i) { 
        ++counter; 
    } 
    return NULL; 
}  
 
int main(void) 
{ 
    pthread_t t1, t2; 
 
    pthread_create(&t1, NULL, thread, NULL); 
    pthread_create(&t2, NULL, thread, NULL); 
 
    pthread_join(t1, NULL); 
    pthread_join(t2, NULL); 
 
    printf("Counter is %d by threads\n", counter);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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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 LOOPS 選用一個比較大的數“10000000”，是為了保證第一個執行緒不

要在第二個執行緒開始執行前就退出。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執行環境來修改這個

數值。 

以上程式碼建立了兩個執行緒，用來實作對同一個全域變數進行自加運算，迴圈次數為

一千萬次。請參考下列執行結果： 

[fgao@fgao chapter0]#./threads_counter 
Counter is 10843915 by threads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不是期望的 20000000 呢？下面反組譯將來揭開這個秘密—反組譯是理

解程式列為的不二利器，因為它更貼近機器語言，即反組譯更貼近 CPU 執行的真相。 

下面對執行緒函數 thread進行反組譯，程式碼如下： 

080484a4 <thread>: 
 80484a4: 55 push %ebp 
 80484a5:  89 e5 mov %esp,%ebp 
 80484a7:  83 ec 10 sub $0x10,%esp 
 80484aa:  c7 45 fc 00 00 00 00 movl $0x0,-0x4(%ebp) 
 80484b1:  eb 11 jmp 80484c4 <thread+0x20> 
 80484b3:  a1 94 98 04 08 mov 0x8049894,%eax 
 80484b8:  83 c0 01 add $0x1,%eax 
 80484bb:   a3 94 98 04 08 mov %eax,0x8049894 
 80484c0:  83 45 fc 01 addl $0x1,-0x4(%ebp) 
 80484c4:  81 7d fc 7f 96 98 00 cmpl $0x98967f,-0x4(%e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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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84cb:  7e e6 jle 80484b3 <thread+0xf> 
 80484cd:  b8 00 00 00 00 mov $0x0,%eax 
 80484d2:  c9 leave  
 80484d3: c3 ret   

其中加粗部分對應的是++counter的組語程式碼，其邏輯如下： 

1. 將 counter的值賦給暫存器 EAX； 

2. 對暫存器 EAX 的值加 1； 

3. 將 EAX 的值賦給 counter。 

假設目前 counter 的值為 0，則當兩個執行緒同時執行++counter 時，會有如下情況

（每個執行緒會有獨立的上下文執行環境，所以可視為每個執行緒都有一個“獨立”的

EAX）： 

thread1 thread2 
eax = counter => eax = 0 
  eax = counter => 0 eax = 0  
eax = eax+1 => eax = 1  
counter = eax => counter = 1  
 eax = eax + 1 => eax = 1  
 counter = eax => counter = 1 

上面兩個執行緒都對 counter 執行遞增動作，但是最終的結果是“1”而不是“2”。這

只是眾多錯誤時序情況中的一種。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錯誤，就是因為++counter 的執

行指令並不是原子的，多個執行緒對 counter 的並行存取造成了最後的錯誤結果。利用

鎖就可以保證 counter遞增指令的序列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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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1 thread2 
lock 
eax = counter => eax = 0 
eax = eax +1 => eax = 1 
counter = eax => counter = 1 
unlock 
 lock 
 eax = counter => eax = 1 
 eax = eax+1 => eax = 2 
 counter = eax => counter = 2  
 unlock 

透過加鎖，可以視 counter 的遞增指令為“原子指令”(譯按：不可分割的連串指令)，

最後的結果終於是期望的答案了。 

0.4.4 原子性 

以前原子被認為是物質組成的最小單元，所以在電腦領域，就借其不可分割的這層含義

作為隱喻。對於電腦科學來說，如果變數是原子的，則這個變數的任何存取和更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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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的。如果操作是原子的，則這個操作將是不可分割的，結果若非成功，就是失敗，

不會有任何的中間狀態。 

列舉一個原子操作的例子，使用者 A 向使用者 B 轉帳 1000 元。簡單來說，這裡最起碼有

兩個步驟： 

1. 使用者 A 的帳號減少 1000 元； 

2. 使用者 B 的帳號增加 1000 元。 

如果在上述步驟 1 結束的時候，轉帳發生了故障，比如電力中斷，是否會造成使用者 A

的帳號減少了 1000 元，而使用者 B 的帳號沒有變化呢？這種情況對於原子操作是不會發

生的。當電力中斷導致轉帳操作進行到一半就失敗時，使用者 A 的帳號肯定不會減少

1000 元。因為這個操作的原子性，保證了使用者 A 減少 1000 元和使用者 B 增加 1000

元，必須同時成立，而不會存在一個中間結果。至於這個操作是如何做到原子性的，可

以參看資料庫的交易是如何實作的—原子性是交易的特性之一。 

0.4.5 可重入函數 

從字面上理解，可重入就是可重複進入。在程式設計領域，它不僅僅意味著可以重複進

入，還要求在進入後能成功執行。這裡的重複進入，是指目前行程已經處於該函數中，

這時程序會允許目前行程的某個執行流程再次進入該函數，而不會引發問題。這裡的執

行流程不僅僅包括多執行緒，還包括信號處理、longjump 等執行流程。所以，可重入函

數一定是執行緒安全的，而執行緒安全函數則不一定是可重入函數。 

從以上定義來看，很難說出哪些函數是可重入函數，但是可以很明顯看出哪些函數是不

可以重入的函數。當函數使用鎖，尤其是互斥鎖的時候，該函數是不可重入的，否則會

造成鎖死。若函數使用了靜態變數，並且其工作相依於這個靜態變數時，該函數也是不

可重入的，否則會造成該函數工作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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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來看一個鎖死的例子程式碼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ys/types.h> 
 
static pthread_mutex_t mutex = PTHREAD_MUTEX_INITIALIZER; 
 
static const char * const caller[2] = {"mutex_thread", "signal handler"};  
static pthread_t mutex_tid; 
static pthread_t sleep_tid; 
static volatile int signal_handler_exi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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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void hold_mutex(int c) 
{ 
    printf("enter hold_mutex [caller %s]\n", caller[c]); 
 
    pthread_mutex_lock(&mutex); 
 
    /* 這裡的迴圈是為了保證鎖不會在信號處理函數退出前被釋放掉*/  

    while (!signal_handler_exit && c != 1) { 
        sleep(5); 
    } 
 
    pthread_mutex_unlock(&mutex); 
 
    printf("leave hold_mutex [caller %s]\n", caller[c]); 
} 
 
static void mutex_thread(void *arg) 
{ 
    hold_mutex(0); 
    return NULL; 
} 
 
static void sleep_thread(void *arg) 
{ 
    sleep(10); 
    return NULL; 
} 
 
static void signal_handler(int signum) 
{ 
    hold_mutex(1);  
    signal_handler_exit = 1; 
} 
 
int main() 
{ 
    signal(SIGUSR1, signal_handler); 
 
    pthread_create(&mutex_tid, NULL, mutex_thread, NULL);  
    pthread_create(&sleep_tid, NULL, sleep_thread, NULL); 
 
    pthread_kill(sleep_tid, SIGUSR1);  
    pthread_join(mutex_tid, NULL);        
    pthread_join(sleep_tid, NULL);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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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執行結果： 

[fgao@fgao chapter0]#gcc -g 0_8_signal_mutex.c -o signal_mutex -lpthread 
[fgao@fgao chapter0]#./signal_mutex 
enter hold_mutex [caller signal handler] 
enter hold_mutex [caller mutex_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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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鎖死呢？就是因為函數 hold_mutex 是不可重入的函數—其中使用了

pthread_mutex 互斥器。當 mutex_thread 獲得 mutex 時，sleep_thread 就收到了信

號，再次呼叫就進入 hold_mutex。結果始終無法取得 mutex，信號處理函數無法返回，

正常的程序流程也無法繼續，這就造成了鎖死。 

0.4.6 阻塞與非阻塞 

這裡的阻塞與非阻塞，都是指 I/O 操作。在 Linux 環境下，所有的 I/O 系統呼叫預設都是

阻塞的。那麼何謂阻塞呢？阻塞的系統呼叫是指，當進行系統呼叫時，除非出錯（被信

號打斷也視為出錯），行程將會一直留在核心層直到呼叫完成。非阻塞的系統呼叫是指

無論 I/O 操作成功與否，呼叫都會立刻返回。 

0.4.7 同步與非同步 

這裡的同步與非同步，也是指 I/O 操作。當把阻塞、非阻塞、同步和非同步放在一起

時，不免會讓人眼花繚亂。同步是否就是阻塞，非同步是否就是非阻塞呢？實際上在

I/O 操作中，它們是不同的概念。同步既可以是阻塞的，也可以是非阻塞的，而常用的

Linux 之 I/O 呼叫實際上都是同步的。這裡的同步和非同步，是指 I/O 資料的複製工作是

否同步執行。 

以系統呼叫 read 為例。阻塞的 read 會一直留在核心層直到 read 返回；非阻塞的 read 在資

料未準備好的情況下，會直接回傳錯誤，而當有資料時，非阻塞的 read 同樣會一直留在

核心層，直到 read 完成。這個 read 就是同步的操作，即 I/O 的完成是在目前執行流程下

同步完成的。 

如果是非同步(即異步)，則 I/O 操作不是隨系統呼叫同步完成。呼叫返回後，I/O 操作並

沒有完成，而是由作業系統或某個執行緒負責真正的 I/O 操作，等完成後通知原來的執

行緒。 

 



CHAPTER  檔案 I/O｜ 13 

[Page-12] 

 
 
 

檔案 I/O 

檔案 I/O 是作業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實作資料持久化的手段。對於 Linux 來說，其

“一切皆是檔案”的概念，更是突顯了檔案在 Linux 核心中的重要地位。本章主要講述

Linux 檔案 I/O 部分的系統呼叫。 

 為了分析系統呼叫的實作，從本章開始會涉及 Linux 核心原始碼。但是本書並不
是介紹核心原始碼的書籍，所以書中對核心原始碼的分析不會面面俱到。分析核

心原始碼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更能理解系統呼叫是為應用程式服務的。因此，

本書對核心原始碼的追蹤和分析，只是淺嘗輒止。 

1.1 Linux 中的檔案 

1.1.1 檔案、檔案控制碼和檔案表 

Linux 核心將一切視為檔案，那麼 Linux 的檔案是什麼呢？其既可以是真正的實體檔案，

也可以是設備、管線，甚至還可以是一塊記憶體。狹義的檔案是指檔案系統中的實體檔

案，而廣義的檔案則可以是 Linux 管理的所有物件。這些廣義的檔案利用 VFS 機制，以

檔案系統的形式掛載在 Linux 核心中，對外提供一致的檔案操作介面。 

從數值上看，檔案控制碼是一個非負整數，其本質就是一個 handle，所以也可以認為檔

案控制就是控制一個檔案 handle。那麼 handle 是什麼呢？handle 就是一個使用者看得見

的回傳值。使用者層利用檔案控制碼與核心進行互動；而核心拿到檔案控制碼後，可以

透過它得到用於管理檔案的真正的資料結構。 



14 ｜ 

使用檔案控制碼(也就是 handle)，有兩個好處：一是增加了安全性，handle 完全隔離使用

者，使用者無法透過任何 hacking 的方式，更改控制碼對應的內部結果，比如 Linux 核心

的檔案控制碼，只有核心才能透過該值得到對應的檔案結構；二是增加了可擴展性，使

用者的程式碼只相依於 handle 的值，這樣實際結構的內容就可以隨時發生變化，與

handle 的映射關係也可以隨時改變，這些變化都不會影響任何現有的使用者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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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的每個行程都會維護一個檔案表，以便維護該行程打開檔案的資訊，包括打開的檔

案個數、每個打開檔案的偏移量等資訊。 

1.1.2 核心檔案表的實作 

核心中行程對應的結構是 task_struct，行程的檔案表保存在 task_struct->files

中。其結構如下所示。 

struct files_struct { 
    /* count為檔案 files_struct的引用計數 */  

    atomic_t count; 
    /* 檔案控制碼表 */ 

    /* 
    為什麼有兩個 fdtable呢？這是核心的一種優化策略。fdt為指標，而 fdtab為普通變數。一般情況下，

fdt是指向 fdtab的，當需要它的時候，才會真正動態申請記憶體。因為預設大小的檔案表足以應付大多

數情況，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頻繁的記憶體申請。 

這也是核心的常用技巧之一。在建立時，使用普通的變數或者陣列，然後讓指標指向它，作為預設情況使

用。只有當行程使用量超過預設值時，才會動態申請記憶體。 

    */ 
    struct fdtable __rcu *fdt;  
    struct fdtable fdtab; 
    /* 
    * written part on a separate cache line in SMP  
    */ 
    /* 使用____cacheline_aligned_in_smp可以保證 file_lock是以 cache 
     line 對齊的，避免了 false sharing */ 

    spinlock_t file_lock ____cacheline_aligned_in_smp; 
    /* 用於查詢下一個空閒的 fd */ 

    int next_fd; 
    /* 保存執行 exec需要關閉的檔案控制碼串列 */ 

    struct embedded_fd_set   close_on_exec_init; 
    /* 保存打開的檔案控制碼的串列 */ 

    struct embedded_fd_set open_fds_init; 
    /* fd_array為一個固定大小的 file控制碼陣列。struct file是核心用於文件管理的結構。這裡

使用預設大小的陣列，就是為了可以涵蓋大多數情況，避免動態分配 */ 

    struct file __rcu * fd_array[NR_OPEN_DEFAULT]; 
}; 

下面看看 files_struct是如何使用預設的 fdtab和 fd_array，init是 Linux 的第一

個行程，它的檔案表是一個全域變數，程式碼如下： 

struct files_struct init_files = {  
    .count      = ATOMIC_INIT(1), 
    .fdt        = &init_files.fd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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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t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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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_fds    = NR_OPEN_DEFAULT,  
        .fd     = &init_files.fd_array[0], 
        .close_on_exec = (fd_set *)&init_files.close_on_exec_init, 
        .open_fds   = (fd_set *)&init_files.open_fds_init, 
    }, 
    .file_lock = __SPIN_LOCK_UNLOCKED(init_task.file_lock), 
}; 

init_files.fdt 和 init_files.fdtab.fd 都分別指向了自己已有的成員變數，並以

此作為一個預設值。後面的行程都是從 init 行程 fork 出來的。fork 的時候會呼叫

dup_fd，而在 dup_fd中其程式碼結構如下： 

newf = kmem_cache_alloc(files_cachep, GFP_KERNEL); 
if (!newf) 
    goto out; 
 
atomic_set(&newf->count, 1);  
 
spin_lock_init(&newf->file_lock); 
newf->next_fd = 0; 
new_fdt = &newf->fdtab; 
new_fdt->max_fds = NR_OPEN_DEFAULT; 
new_fdt->close_on_exec = (fd_set *)&newf->close_on_exec_init; 
new_fdt->open_fds = (fd_set *)&newf->open_fds_init; 
new_fdt->fd = &newf->fd_array[0]; 
new_fdt->next = NULL; 

初始化 new_fdt，同樣是為了讓 new_fdt 和 new_fdt->fd 指向其本身的成員變數

fdtab和 fd_array。 

 /proc/pid/status 為對應 pid 行程的目前執行狀態，其中 FDSize 值即為目前
行程 max_fds 的值。 

因此，初始狀態下，files_struct、fdtable和 files的關係如圖 1-1 所示。 

1.2 打開檔案 

1.2.1 open 介紹 

open 在說明文件中有兩個函數原型，如下所示： 

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flags);  
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flags,  
   mode_t mode); 

圖 1-1  檔案表、檔案控制碼表及檔案間

的結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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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函數原型有些違背我們的直覺。C 語言是不支援函數多載的，為什麼 open的系統

呼叫可以有兩個這樣的 open原型呢？核心絕對不可能為這個功能建立兩個系統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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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核心中，實際上只提供了一個系統呼叫，對應的是上述兩個函數原型中的第二

個。那麼 open 有兩個函數原型又是怎麼回事呢？當我們呼叫 open 函數時，實際上呼叫

的是 glibc 封裝的函數，然後由 glibc 透過插斷指令（譯按：traps），進行真正的系統呼

叫，即表示所有的系統呼叫都要先經過 glibc 才會進入作業系統。如此一來，實際上是由

glibc 提供一個可變參數函數 open 來滿足兩個函數原型，然後透過 glibc 的可變參數函數

open實作真正的系統呼叫來呼叫原型二。 

可以透過一個小程式來驗證我們的猜想，程式碼如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void) 
{  
    int fd = open("test_open.txt", O_CREAT, 0644, "test");  
 
    close(fd); 
    return 0;  
}  

在這個程式中，呼叫 open 時傳入了 4 個參數，如果 open 不是可變參數函數，就會報

錯，如“too many arguments to function‘open’ ”。但請看下面的編譯輸出： 

[fgao@fgao-ThinkPad-R52 chapter2]#gcc -g -Wall 2_2_1_test_open.c 
[fgao@fgao-ThinkPad-R52 chapter2]# 

沒有任何的警告和錯誤。這就證實了我們的猜想，open 是 glibc 的一個可變參數函數。

fcntl.h 中 open函數的宣告也確定了這點： 

extern int open (__const char *__file, int __oflag, ...) __nonnull ((1)); 

下面來說明一下 open的參數： 

 pathname：表示要打開的檔案路徑。 

 flags：用於指示打開檔案的選項，常用的有 O_RDONLY、O_WRONLY和 O_RDWR。 

這三個選項必須有且只能有一個被指定。為什麼 O_RDWR != O_RDONLY | 

O_WRONLY 呢？ Linux 環境中，O_RDONLY 被定義為 0，O_WRONLY 被定義為 1，

而 O_RDWR 卻被定義為 2。之所以有這樣違反常規的設計遺留至今，就是為了相

容以前的程式。除了以上三個選項，Linux 平臺還支援更多的選項，APUE 中對

此也進行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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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只在建立檔案時需要，用於指定所建立檔案的許可權（還要受到 umask 環

境變數的影響）。 

1.2.2 更多選項 

除了常用的幾個打開檔案的選項，APUE 還介紹了一些常用的 POSIX 定義的選項。下列

為 Linux 平臺支援的大部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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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_APPEND：每次進行寫操作時，核心都會先定位到檔案結尾，再執行寫操作。 

 O_ASYNC：使用非同步 I/O 模式。 

 O_CLOEXEC：在打開檔案的時候，就為檔案控制碼設 FD_CLOEXEC 旗標。這是一個

新的選項，用於解決在多執行緒下 fork 與用 fcntl 設置 FD_CLOEXEC 的競爭問

題。某些應用使用 fork 來執行第三方的任務，為避免洩露已打開檔案的內容，檔

案會設置 FD_CLOEXEC 旗標。但是 fork 與 fcntl 是兩次呼叫，在多執行緒下，可

能會在 fcntl 呼叫前，就已經 fork 出子行程，從而導致該檔案 handle 暴露給子行

程。關於 O_CLOEXEC的用途，將會在第 4 章詳細講解。 

 O_CREAT：當檔案不存在時，就建立檔案。 

 O_DIRECT：對該檔案進行直接 I/O，不使用 VFS Cache。 

 O_DIRECTORY：要求打開的路徑必須是目錄。 

 O_EXCL：該旗標用於確保是此次呼叫建立的檔案，需要與 O_CREAT 同時使用；當

檔案已經存在時，open函數會回傳失敗。 

 O_LARGEFILE：表明檔案為大檔案。 

 O_NOATIME：讀取檔案時，不更新檔案最後的存取時間。 

 O_NONBLOCK、O_NDELAY：將該檔案控制碼設置為非阻塞的（預設都是阻塞的）。 

 O_SYNC：設置為 I/O 同步模式，每次進行寫操作時都會將資料同步到磁片，然後

write 才能回傳。 

 O_TRUNC：在打開檔案的時候，將檔案長度截斷為 0，需要與 O_RDWR 或 O_WRONLY

同時使用。在寫檔案時，如果是作為新檔案重新寫入，一定要使用 O_TRUNC 旗

標，否則可能會造成舊內容依然存在於檔案中的錯誤，如生成設定檔案、pid 檔案

等—在第 2 章中，將會例舉一個未使用截斷旗標而導致問題的範例程式。 

 並不是所有的檔案系統都支援以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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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open 原始碼追蹤 

我們經常這樣描述“打開一個檔案”，那麼所謂的“打開”，究竟“打開”了什麼？ 核

心在這個過程中，又做了哪些事情呢？這一切將透過分析核心原始碼來得到答案。 

追蹤核心 open原始碼 open->do_sys_open，程式碼如下： 

long do_sys_open(int dfd, const char __user *filename, int flags, int mode) 
{ 
    struct open_flags op; 
    /* flags為使用者層傳遞的參數，核心會對 flags進行合法性檢查，並根據 mode生成新的 flags值賦給 

      lookup */ 
    int lookup = build_open_flags(flags, mode, &op); 
    /* 將使用者層的檔名參數複製到核心空間 */  

    char *tmp = getname(filename); 
    int fd = PTR_ERR(tmp); 
 
    if (!IS_ERR(tmp)) { 
        /* 未出錯則申請新的檔案控制碼 */ 

        fd = get_unused_fd_flags(flags);  
        if (fd >= 0) { 
            /* 申請新的檔案管理結構 file */ 

            struct file *f = do_filp_open(dfd, tmp, &op, lookup);  
            if (IS_ERR(f)) { 
                put_unused_fd(fd);  
                fd = PTR_ERR(f); 
            } else { 
                /* 產生檔案打開的通知事件 */  

                fsnotify_open(f); 
                /* 將檔案控制碼 fd與檔案管理結構 file對應，即安裝 */  

                fd_install(fd, f); 
            } 
        } 
        putname(tmp); 
    } 
return 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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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o_sys_open 可以看出，打開檔案時，核心主要消耗兩種資源：檔案控制碼與核心管

理檔案結構 file。 

1.2.4 如何選擇檔案控制碼？ 

根據 POSIX 標準，當獲取一個新的檔案控制碼時，要回傳最低的未使用檔案控制碼。

Linux 是如何實作這一標準的呢？ 

在 Linux 中，透過 do_sys_open->get_unused_fd_flags->alloc_fd(0, (flags))選

擇檔案控制碼，程式碼如下： 

int alloc_fd(unsigned start, unsigned fl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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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files_struct *files = current->files;  
    unsigned int fd; 
    int error; 
    struct fdtable *fdt; 
    /* files為行程的檔案表，下面需要更改檔案表，所以需要先鎖檔案表 */  

    spin_lock(&files->file_lock); 
repeat: 
    /* 得到檔案控制碼表 */ 

    fdt = files_fdtable(files); 
    /* 從 start開始，查詢未用的檔案控制碼。在打開檔案時，start為 0 */ 

    fd = start; 
    /* files->next_fd為上一次成功找到 fd的下一個控制碼。使用 next_fd，可以快速找到未用的檔

案控制碼；*/ 

    if (fd < files->next_fd)  
        fd = files->next_fd; 
 
    /* 
    當小於目前控制碼表支援的最大檔案控制碼個數時，利用串列找到未用的檔案控制碼。 
    如果大於 max_fds怎麼辦呢？如果大於目前支援的最大檔案控制碼，則肯定是未用 
    的，就不需要用串列來確認。 

    */ 
    if (fd < fdt->max_fds) 
        fd = find_next_zero_bit(fdt->open_fds->fds_bits,  
            fdt->max_fds, fd); 
    /* expand用於在_必 files要時擴展控制碼表。何時是必要的時候呢？比如目前檔案控制碼已經超過 
    了目前控制碼表支援的最大值的時候。*/  

    error = expand_files(files, fd);  
    if (error < 0) 
        goto out; 
 
    /* 
    * If we needed to expand the fs array we  
    * might have blocked - try again.  
    */ 
    if (error) 
        goto repeat; 
 
    /* 只有在 start小於 next_fd時，才需要更新 next_fd，以儘量保證檔案控制碼的連續性。*/  

    if (start <= files->next_fd) 
        files->next_fd = fd + 1; 
 
    /* 在已打開文件表 open_fds中加入 fd的對應位置 */  

    FD_SET(fd, fdt->open_fds); 
    /* 根據 flags是否設置了 O_CLOEXEC，設置或清除 fdt->close_on_exec */  

    if (flags & O_CLOEXEC) 
        FD_SET(fd, fdt->close_on_exec); 
    else 
        FD_CLR(fd, fdt->close_on_exec);  
    error = fd; 
#if 1 
    /* Sanity check */ 
    if (rcu_dereference_raw(fdt->fd[fd]) != NULL) {  
        printk(KERN_WARNING "alloc_fd: slot %d not NULL!\n", fd); 
        rcu_assign_pointer(fdt->fd[fd],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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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out: 
    spin_unlock(&files->file_lock);  
    return error; 
} 

1.2.5 檔案控制碼 fd 與檔案管理結構 file 

前文已經說過，核心使用 fd_install 將檔案管理結構 file 與 fd 組合起來，實際操作請看以

下程式碼： 

void fd_install(unsigned int fd,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files_struct *files = current->files; 
    struct fdtable *fdt;  
    spin_lock(&files->file_lock); 
     /* 得到檔案控制碼表 */ 

    fdt = files_fdtable(files);  
    BUG_ON(fdt->fd[fd] != NULL);  
    /* 
    將檔案控制碼表中 file類型的指標陣列中對應 fd的項目指向 file。 
    這樣檔案控制碼 fd與 file就建立了對應關係 

    */ 
    rcu_assign_pointer(fdt->fd[fd], file);  
    spin_unlock(&files->file_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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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使用 fd 與核心互動時，核心可以用 fd 從 fdt->fd[fd] 中得到內部管理檔案

的結構 struct file。 

1.3 creat 簡介 

creat 函數用於建立一個新檔案，它等同於 open (pathname, O_WRONLY | O_CREAT 

| O_TRUNC, mode)。APUE 介紹了引入 creat的原因： 

由於歷史原因，早期的 Unix 版本中，open 的第二個參數只能是 0、1 或 2，如此一來就

沒有辦法打開一個不存在的檔案。因此，一個獨立系統呼叫 creat 被引入，用於建立新

文件。現在的 open 函數，透過使用 O_CREAT 和 O_TRUNC 選項，可以實作 creat 的功

能，因此當初的系統呼叫 creat已經不是必要的。 

核心 creat的實作程式碼如下所示： 

SYSCALL_DEFINE2(creat, const char __user *, pathname, int, mode) 
{ 
    return sys_open(pathname, O_CREAT | O_WRONLY | O_TRUNC, mode); 
} 

這樣就確定了現代 creat即為 open 的一種封裝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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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閉檔案 

1.4.1 close 介紹 

close 用於關閉檔案控制碼。而檔案控制碼的對象可以是普通檔案或設備，還可以是

socket。在關閉時，VFS 會根據不同的檔案類型，執行不同的操作。 

下面將透過追蹤 close 的核心原始碼來瞭解核心如何針對不同的檔案類型執行不同的

操作。 

1.4.2 close 原始碼追蹤 

首先，來看一下 close的原始碼實作，程式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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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CALL_DEFINE1(close, unsigned int, fd) 
{ 
    struct file * filp; 
    /* 得到目前行程的檔案表 */ 

    struct files_struct *files = current->files;  
    struct fdtable *fdt; 
    int retval; 
 
    spin_lock(&files->file_lock); 
    /* 透過檔案表，取得檔案控制碼表 */  

    fdt = files_fdtable(files); 
    /* 參數 fd大於檔案控制碼表記錄的最大數量，那麼它一定是非法的結構 */ 

    if (fd >= fdt->max_fds) 
        goto out_unlock; 
    /* 利用 fd作為索引，得到 file結構指標 */  

    filp = fdt->fd[fd]; 
    /* 
    檢查 filp是否為 NULL。正常情況下，filp一定不為 NULL。 

    */ 
    if (!filp) 
        goto out_unlock;  
    /* 將對應的 filp設置為 0*/ 

    rcu_assign_pointer(fdt->fd[fd], NULL);  
    /* 清除 fd在 close_on_exec串列中的位元*/  

    FD_CLR(fd, fdt->close_on_exec); 
    /* 釋放該 fd，或者說將其設置為 unused。*/  

    __put_unused_fd(files, fd);  
    spin_unlock(&files->file_lock); 
     /* 關閉 file結構 */ 

    retval = filp_close(filp, files); 
    /* can't restart close syscall because file table entry was cleared */  
    if (unlikely(retval == -ERESTARTSYS || 
           retval == -ERESTARTNOINTR ||  
           retval == -ERESTARTNOHAND ||  
           retval == -ERESTART_RESTARTBLOCK))  
           retval = -EI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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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retval; 
 
out_unlock:  
    spin_unlock(&files->file_lock);  
    return -EBADF; 
} 
EXPORT_SYMBOL(sys_close); 

__put_unused_fd原始碼如下所示： 

static void __put_unused_fd(struct files_struct *files, unsigned int fd) 
{ 
    /* 取得檔案控制碼表 */ 

    struct fdtable *fdt = files_fdtable(files); 
    /* 清除 fd在 open_fds串列的位子 */ 

    __FD_CLR(fd, fdt->open_fds); 
    /* 如果 fd小於 next_fd，重置 next_fd為釋放的 fd */ 

 
    if (fd < files->next_fd) 
         files->next_fd = 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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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回顧一下之前分析過的 alloc_fd 函數，就可以歸納出完整的 Linux 文件控

制碼選擇策略： 

 Linux 選擇檔案控制碼是按從小到大的順序進行尋找的，控制碼表中 next_fd用於

記錄下一次開始尋找的起點。當有空閒的控制碼時，即可分配。 

 當某個檔案控制碼關閉時，如果其小於 next_fd，則 next_fd 重置為這個結構，

這樣下一次分配就會立刻重用這個檔案控制碼。 

以上的策略，總結成一句話就是“Linux 檔案控制碼策略永遠選擇最小的可用檔案控制

碼”。—這也是 POSIX 標準規定的。 

其實我並不喜歡這樣的策略。因為這樣迅速地重用剛剛釋放的檔案控制碼，容易引發難

以除錯和定位的 bug—儘管這樣的 bug 是使用者層造成的。比如一個執行緒關閉了某個檔

案控制碼，然後又建立一個新的檔案控制碼，這時檔案控制碼就被重新使用，但其值是

一樣的。如果有另外一個執行緒保存了之前檔案控制碼的值，它就會再次存取這個檔案

控制碼。此時，如果是普通檔案，就會讀錯或寫錯檔案。若是 socket，就會與錯誤的遠

端通信。這樣的錯誤發生時，可能並不會被察覺到。即使發現錯誤，要找到根本原因，

也非常困難。 

如果不重用這個控制碼呢？在檔案控制碼被關閉後，建立新的控制碼且不使用相同的

值。這樣再次存取之前的控制碼時，核心可以回傳錯誤，使用者層可以更早地得知錯誤

的發生。 

雖然造成這樣錯誤的原因是使用者層自己，但是如果核心可以儘早地讓錯誤發生，對於

應用開發人員來說，會是一個福音。因為除錯 bug 時，bug 距離造成錯誤的地點越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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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生得越早，就越容易找到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麼釋放記憶體以後，要將指標設為

NULL的原因。 

從 __put_unused_fd 退出後， close 會接著呼叫  filp_close，其呼叫路徑為

filp_close->fput。在 fput 中，會對目前檔案 struct file 的引用計數減一併檢查

其值是否為 0。當引用計數為 0 時，表示該 struct file 沒有被其他人使用，則可以呼

叫__fput 執行真正的檔案釋放操作，然後呼叫要關閉檔案所屬檔案系統的 release 函

數，從而實作針對不同的檔案類型來執行不同的關閉操作。 

下一節讓我們來看看 Linux 如何針對不同的檔案類型，掛載不同的檔案操作函數

files_operations。 

1.4.3 自訂 files_operations 

以一般常見的 socket 檔案系統作為範例，說明 Linux 如何掛載檔案系統指定的檔案操作

函數 files_operations。 

socket.c 中定義了其檔案操作函數 file_operations，程式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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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ocket_file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llseek =   no_llseek,   
    .aio_read = sock_aio_read,   
    .aio_write =    sock_aio_write,   
    .poll =     sock_poll,   
    .unlocked_ioctl = sock_ioctl,   
#ifdef CONFIG_COMPAT   
    .compat_ioctl = compat_sock_ioctl,   
#endif 
    .mmap =     sock_mmap,   
    .open =     sock_no_open,   /* special open code to disallow open via /proc */ 
    .release =  sock_close,   
    .fasync =   sock_fasync, 
    .sendpage = sock_sendpage, 
    .splice_write = generic_splice_sendpage, 
    .splice_read =  sock_splice_read, 
}; 

函數 sock_alloc_file 用於申請 socket 檔案控制碼及檔案管理結構 file 結構。它呼叫

alloc_file申請管理結構 file，並將 socket_file_ops作為參數，如下所示： 

file = alloc_file(&path, FMODE_READ | FMODE_WRITE,  
      &socket_file_ops); 

進入 alloc_file，其程式碼如下： 

struct file *alloc_file(struct path *path, fmode_t mode,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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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file *file; 
 
    /* 申請一個 file */ 

    file = get_empty_filp();  
    if (!file) 
        return NULL; 
 
    file->f_path = *path; 
    file->f_mapping = path->dentry->d_inode->i_mapping;  
    file->f_mode = mode; 
    /* 將自訂的檔案操作函數賦值給 file->f_op */ 

    file->f_op = fop; 
 
    …… 

} 

在初始化 file 結構的時候，socket 檔案系統將其自訂的檔案操作賦給 file->f_op，所

以在 VFS 中可以呼叫 socket 檔案系統自訂的操作。 

1.4.4 遺忘 close 造成的問題 

我們只需要關注 close 檔案的時候核心做了哪些事情，就可以確定遺忘 close 會帶來什麼

樣的後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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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控制碼始終沒有被釋放。 

 用於檔案管理的某些記憶體結構沒有被釋放。 

對於普通行程來說，即使應用忘記關閉檔案，當行程退出時，Linux 核心也會自動關閉

檔案，釋放記憶體（詳細過程見後文）。但是對於一個常駐行程來說，問題就變得嚴

重了。 

先看第一種情況，如果檔案控制碼沒有被釋放，於再次申請新的控制碼時，就不得不擴

展目前的控制碼表，程式碼如下： 

int expand_files(struct files_struct *files, int nr) 
{ 
    struct fdtable *fdt; 
 
    fdt = files_fdtable(files); 
 
    /* 
     * N.B. For clone tasks sharing a files structure, this test 
     * will limit the total number of files that can be opened. 
     */ 
    if (nr >= rlimit(RLIMIT_NOFILE))  
        return -EMFILE; 
 
    /* Do we need to expand? */ 
    if (nr < fdt->max_fds)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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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n we expand? */ 
    if (nr >= sysctl_nr_open) 
        return -EMFILE; 
 
    /* All good, so we try */ 
    return expand_fdtable(files, nr);  
}  

從上面的程式碼可以看出，在擴展控制碼表的時候，會檢查打開檔案的個數是否超出系

統的限制。如果檔案控制碼始終不釋放，其個數遲早會到達上限，並回傳 EMFILE 錯誤

（表示 Too many open files (POSIX.1)）。 

再看第二種情況，即檔案管理的某些記憶體結構沒有被釋放。仍然是查看打開檔案的代

碼，程式碼如下，get_empty_filp用於獲得空閒的 file結構。 

struct file *get_empty_filp(void) 
{ 
    const struct cred *cred = current_cred();  
    static long old_max; 
    struct file * f; 
 
    /* 
     * Privileged users can go above max_files  
     */ 
    /* 這裡對打開檔的個數進行檢查，非特權使用者不能超過系統的限制 */ 

    if (get_nr_files() >= files_stat.max_files && !capable(CAP_SYS_ADMIN)) {  
    /* 
    再次檢查 per cpu的檔個數之總和，為什麼要做兩次檢查呢？後文會詳細介紹 */ 

    if (percpu_counter_sum_positive(&nr_files) >= files_stat.max_files)  
        goto over; 
    } 
 
    /* 未到達上限，申請一個新的 file結構 */ 

    f = kmem_cache_zalloc(filp_cachep, GFP_KERNEL);  
    if (f == NULL) 
        goto fail; 
 
     
    /* 增加 file結構計數 */  

    percpu_counter_inc(&nr_files);  
    f->f_cred = get_cred(cred); 
    if (security_file_alloc(f))  
        goto fail_sec; 
 
   INIT_LIST_HEAD(&f->f_u.fu_list);  
    atomic_long_set(&f->f_count, 1);  
    rwlock_init(&f->f_owner.lock);  
    spin_lock_init(&f->f_lock);  
    eventpoll_init_file(f); 
    /* f->f_version: 0 */  
    return f;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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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完了 file配額，列印 log報錯 */ 

    /* Ran out of filps - report that */  
    if (get_nr_files() > old_max) { 
        pr_info("VFS: file-max limit %lu reached\n", get_max_files());  
        old_max = get_nr_files(); 
    } 
    goto fail; 
 
fail_sec:  
    file_free(f); 
fail: 
    return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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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將說明為什麼上述的程式碼要做兩次檢查—這也是我們學習核心程式碼的好處之

一，可以學到很多的程式設計技巧和設計思路。 

關於計算已打開的 file 數量，Linux 核心使用兩種方法來計算，一種是使用全域變數，另

外一個是使用 per cpu 變數。更新全域變數時，為了避免競爭，不得不使用鎖，以致增加

系統負擔。所以 Linux 使用了一種折衷的解決方法。當 per cpu 變數的值變化不超過正負

percpu_counter_batch（預設是 32）的範圍時，就不更新全域變數。這樣就減少對全域變

數的更新動作，但副作用也造成了全域變數的值不準確。於是在全域變數的打開 file 數超

過限制時，會再對所有的 per cpu 變數加總求和，然後再次與系統的限制量作比較。想瞭

解這個計算方法的詳細資訊，可以閱讀 percpu_counter_add 的相關程式碼。 
對於 file 的個數，Linux 核心使用兩種方式來計數。一是使用全域變數，另外一個是使用 per cpu 個數。更新全域變數時，為了避免競爭，不得不使用鎖，所以 Linux 使用了一 種折衷的解決方案。當 per cpu 變數的個數變化不超過正負 percpu_counter_batch （預設為 32）的範圍時，就不更新全域變數。這樣就減少了對全域變數的更新，可是也造成了全域變數的值不準確的問題。於是在全域變數的 file 個數超過限制時，會再對所有的 per cpu 變量求和，再次與系統的限制相比較。想瞭解這個計數手段的詳細資訊，可以閱讀 percpu_ counter_add 的相關程式碼。[Page-25]  

1.4.5 如何查詢檔案資源洩漏？ 

在前面的小節中，我們看到了常駐行程忘記關閉檔案的危害。可是，軟體不可能不出現

bug，如果常駐行程程式真的出現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快速找到根本原因呢？透過檢查

打開檔案的程式碼？耗時太長效率低。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呢？下面將介紹一種能快速查

詢檔案資源洩漏的方法。 

首先，建立一個“錯誤”的程式，程式碼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t main(void) 
{  
    int cnt = 0; 
 
    while (1) { 
        char name[64]; 
 
        snprintf(name, sizeof(name),"%d.txt", 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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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fd = creat(name, 644); 
 
        sleep(10); 
        ++cnt; 
    } 
 
    return 0; 
} 

在這段程式碼的迴圈過程中，打開了一個檔案，但是一直沒有被關閉，以此來類比服務 

程式的檔案資源洩漏，然後讓程式執行一段時間： 

[fgao@fgao chapter1]#./hold_file & 
[1] 3000 

接下來請出利器 lsof，查看相關資訊，如下所示： 

 [fgao@fgao chapter1]#lsof -p 3000 
COMMAND  PID USER  FD  TYPE  DEVICE SIZE/OFF    NODE NAME  
a.out   3000  fgao cwd   DIR  253,2     4096 1321995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 
a.out   3000  fgao rtd   DIR  253,1     4096       2 / 
a.out   3000  fgao txt   REG  253,2     6115 1308841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a.out 
a.out   3000  fgao mem   REG  253,1   157200 1443950 /lib/ld-2.14.90.so 
a.out   3000  fgao mem   REG  253,1  2012656 1443951 /lib/libc-2.14.90.so 
a.out   3000  fgao  0u   CHR  136,3      0t0       6 /dev/pts/3 
a.out   3000  fgao  1u   CHR  136,3      0t0       6 /dev/pts/3 
a.out   3000  fgao  2u   CHR  136,3      0t0       6 /dev/pts/3 
a.out   3000  fgao  3w   REG  253,2        0 1309088 /home/fgao/works/my_git_codes/ 
    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0.txt  
a.out   3000  fgao  4w   REG  253,2        0 1312921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1.txt 
a.out  3000   fgao  5w   REG  253,2        0 1327890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2.txt 
a.out   3000  fgao  6w   REG  253,2        0 1327891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3.txt 
a.out   3000  fgao  7w   REG  253,2        0 1327892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4.txt 
a.out   3000  fgao  8w   REG  253,2        0 1327893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5.txt 
a.out   3000  fgao  9w   REG  253,2        0 1327894 /home/fgao/works/my_git_ 
    codes/my_books/understanding_apue/sample_codes/chapter1/6.txt  

從 lsof 的輸出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hold_file 打開哪些檔案沒有被關閉。其實從

/proc/3000/fd 中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但是 lsof 擁有更多的選項和功能（如指定某個

目錄），可以應對更複雜的情況。實際細節請讀者自行閱讀 lsof的說明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