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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类加载死锁



问题描述

线程Dump没有检测到死
锁 

有不不少的线程Block在
Class.forName0这个⽅方法
上 

然⽽而Class.forName0并没
有加锁

类加载死锁



类加载有锁？

Java级别的死锁会在jstack 
<pid>的输出最后看到 

执⾏行行jstack -m <pid> 

类加载死锁



类加载过程为
何需要加锁

类加载死锁

thread1

thread2

thread3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 …

*ptr c+class
loader

… …

不不带锁的场景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Time Perm SystemDictionary



类加载过程为
何需要加锁

类加载死锁

thread1

thread2

thread3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 …

*ptr c+class
loader

… …

带锁的场景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非显式调⽤用 
loadClass(c)

Time Perm SystemDictionaryLock



JDK7并⾏行行类加载

类加载死锁

JDK

JVM



问题重现

类加载死锁

如果类加载复写loadClass⽅方法，

并在加载过程中加其他锁？



02
FinalReference堆积



问题描述

jmap -histo可知
java.lang.ref.Finalizer对象
排在第⼀一

FinalReference堆积



FinalReference的
存在形式

FinalReference外⾯面⽆无法扩展 

Finalizer是FinalReference的
⼦子类 

类加载的时候根据类⾥里里是否
含有⾮非空的void finalize()⽅方法
来决定是否其对象将来被⼀一
个FinalReference对象引⽤用

FinalReference堆积



finalize⽅方法何时被
调⽤用

GC发⽣生并找出Finalizer对象 
判断Finalizer对象引⽤用的对象
是否没有别的引⽤用了了 
将引⽤用已死对象的Finalizer对
象丢到⼀一个Finalizer的
ReferenceQueue⾥里里 
在GC结束之后，
FinalizerThread线程被唤醒并
从ReferenceQueue⾥里里取出来
间接调⽤用finalize⽅方法

FinalReference堆积

obj1

finalizer1

finalizer1

obj3

finalizer3

obj4

… …finalizer2Reference.pending

GC

ReferenceHandler

FinalizerThreadFinalizer.queue finalizer1… …finalizer2

notify

Finalizer.finalize()

obj2

finalizer2



FinalReference对
象及引⽤用的对象何
时被回收

执⾏行行完finalize⽅方法后会剥离
Finalizer对象和被引⽤用对象的
关系 
执⾏行行完了了finalize⽅方法的
Finalizer对象及被引⽤用的对象
会在下个GC周期⾥里里被回收 
如果finalize⽅方法因为队列列过
⻓长，不不得不不等待之前的对象
执⾏行行完才能执⾏行行，因此可能
存在跨多个GC周期

FinalReference堆积



03
堆外内存泄露露



问题描述

heap使⽤用率很低，但是出
现了了OOM或者FullGC 

堆外内存泄漏漏

-XX:+DisableExplicitGC

-XX:-DisableExplicitGC



堆外内存

堆外内存泄漏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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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外内存关键点

堆外内存泄漏漏

MaxDirectM
emorySize

GC

DirectByteB
uffer

System GC



如何定位

如果是Java滥⽤用所致，可
以使⽤用btrace跟踪
DirectByteBuffer的构造函
数来定位 

⾮非Java层⾯面的问题，可以
使⽤用google perftools来分
析具体哪⾥里里分配，⽐比如压
缩解压缩

堆外内存泄漏漏

google
perftoolsbtrace



堆外内存泄漏漏



04
YGC拉⻓长



问题描述

案例例的GC策略略是CMS GC 

发现ParNew GC的时间不不
断变⻓长

YGC不不断拉⻓长



影响YGC的主要
因素

YGC主要分三步骤，mark 
& copy & sweep 

mark和copy是同时进⾏行行的 

被mark的对象的多少直接
影响了了耗时的多少

YGC不不断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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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Table & 
SystemDictionary

StringTable主要记录了了经过
了了String.intern后的String对
象指针 

SystemDictionary主要是记
录了了加载的类 

两者都是hashTable结构，
因此存在Hash碰撞的⻛风险

YGC不不断拉⻓长

str1 str2 str3
StringTable

str4 str5 str6



如何验证

类卸载或者StringTable清理理在
CMS GC或者Full GC的时候才
会清理理 

通过jmap -histo:live <pid>触发
⼀一次Full GC 

如果发现接下来的YGC的时间
变短了了，那说明和这两块的可能
性⽐比较⼤大

YGC不不断拉⻓长



感      谢      收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