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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编程基础知识
Send Buffer ＆＆Recv Buffer

使⽤ netstat 可以查看两个 buffer 的情况



⽹络编程基础知识

阻塞与⾮阻塞

Read

Write

Block Mode

NonBlock 
Mode

Block Mode

NonBlock 
Mode

Block Wait

EAGAIN

Block Wait

EAGAIN

recv buffer ⾥没数据

recv buffer ⾥没数据

send buffer 已满

send buffer 已满

EAGAIN 的处理⽅法 https://blog.csdn.net/timid_brother/article/details/52200737

https://blog.csdn.net/timid_brother/article/details/52200737


⽹络编程基础知识
• socket
• bind
• listen
• accept
• epoll_create
• epoll_wait
• epoll_ctl
• read
• write

本示例只是 demo，很多错误
未处理



⽹络编程基础知识

真实场景的 epoll 程序，
read 和 write 流程⼤多是在
回调函数⾥的

回调函数会将业务逻辑打

散，难以阅读

可以挑⼀个流⾏的 C 项⽬看
看，代码不是很容易理解



Go 语⾔中的⽹络程序
从 accept 开始，都是线性逻辑，流程是顺序的，符合⼈类思维习惯

Go 语⾔是怎么做到的呢？主要就是把 Read 和 
Write 的⾮阻塞流程封装成了阻塞流程。因为⼈们
容量理解阻塞，但不容易理解回调



Go 底层⼀堆 FD 之间的关系

在 Go 语⾔中 FD 被包了好⼏层

netFD

poll.FD

Sysfd这是 syscall 给我们返回的 fd



Go 底层⼀堆 FD 之间的关系
⽹络 FD 描述符 本地⽂件描述符

unix 和 windows 有各⾃的定义和实现

os/file_windows.go
os/file_unix.go

net/fd_windows.go
net/fd_unix.go



Go 底层⼀堆 FD 之间的关系

internal/poll/fd_windows.go
internal/poll/fd_unix.go



Go ⽹络编程基本流程-Epoll 初始化
每⼀个 pollDesc 初始化时addTimer 时

netpollGenericInit

 netpollinit

epoll_create

创建 timer 的 non blocking pipe

通过 epoll_ctl 订阅 pipe 的 read 端 
fd 的可读事件



Go ⽹络编程基本流程-Listen

TCP 的 Listen 流程

ListenTCP listenTCP internetSocket socket listenStream

这⾥调⽤ socket syscall
这⾥调⽤ bind/listen syscall



Go ⽹络编程基本流程-Accept

TCP 的 Accept 流程

TCPListener
accept

netFD
accept

poll.FD
Accept

pollDesc
waitRead

pollDesc
wait

Accept 成功后，会：
• 将 fd 设置为 nonblocking
• 在 netpollopen 中通过 epoll_ctl 注册 fd 的读、写事件的订阅



Go ⽹络编程基本流程-Read

TCP 的 Read 流程

net.TCPConn
Read

net.conn
Read

netFD
Read

poll.FD
Read syscall.Read

pollDesc
waitRead

EAGAIN

pollDesc
wait

runtime
pollWait

这个在 pprof ⾥应该经常⻅到



Go ⽹络编程基本流程-Write

TCP 的 Write 流程

net.TCPConn
Write

net.conn
Write

netFD
Write

poll.FD
Write syscall.Write

pollDesc
waitWrite

EAGAIN

pollDesc
wait

runtime
pollWait



runtime.pollWait 实现

不管⽤户是暂时 Read 不了还是 Write 不了
你的 goroutine 都会被 gopark 起来



netpoll 执⾏流程

在调度和 GC 的关键点上都会检查⼀次 netpoll，看是否有已经 ready 的 fd

相当于每次调度循环都要⾛到 netpoll，检查的频率还是⽐较⾼的



netpoll 执⾏流程

epoll 版的 netpoll

event 中的 data 就是 pollDesc

根据 ready 的事件是 Read 或 
Write 分别从 pollDesc 的 rg、
wg 上拿到该唤醒的 goroutine



netpoll 执⾏流程
已经 ready 的 goroutine push 到 toRun 链表

toRun 列表最终从 netpoll() 中返回，通过 injectglist 进⼊全局队列



netpoll 与 timer 结合

有 timer 过期，且没有被 checkTimers 检查到，需要处理时：

唤醒可能正在阻塞的 netpoll 线程进⾏处理

这时候如果有阻塞的 epoll_wait，会⽴刻返回



⽹络连接上的读写锁
• 同⼀条连接上的读需要被序列化
• 同⼀条连接上的写需要被序列化
• 读和写可以并发
• 同⼀个 FD 上的读/写操作，底层是⼀定有锁的

注意，这⾥的 readLock 不是我们常⻅的 
read lock，同⼀条连接的所有 read 都是彼
此互斥的



⽹络连接上的读写锁
• 同⼀条连接上的读需要被序列化
• 同⼀条连接上的写需要被序列化
• 读和写可以并发
• 同⼀个 FD 上的读/写操作，底层是⼀定有锁的

同⼀条连接的所有写也是彼此互斥的



标准库的 netpoll 缺陷分析
当前我们线上的系统，⼀般活跃连接较少，⼤多是类似于：

总连接数：5w；活跃连接数：1k 这样的情况，活跃连接在总连接中的⽐例较低。
不活跃的连接，⼀般情况下都是阻塞在 conn.Read上，
所有阻塞的 goroutine 都会占⽤ goroutine 的栈空间，以及 Read buffer 的空间

可以认为，这种模式最⼤的缺陷：那些不活跃的连接要占⽤太多的资源



社区⾥的 netpoll 到底在优化什么？

将 Go 的 goroutine per connection 抽象抹掉，
修改回 syscall.EpollWait 的回调模式，编程⽅
式与 C/C++ 类似

这样⾮活跃连接在 Go 的应⽤层是不占⽤任何
资源的，活跃连接由 EpollWait 返回的事件决
定，当 EpollWait 返回 events 时，再启动/复⽤ 
goroutine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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