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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置 API 输出调试 

内置 API 主要是使用 PHP 内置的函数和配置来进行调试工作，大部分情况，是目前流行主要的方式，

也是简单有效的方式。 

一些基本的 API：echo (print)、print_r、var_dump(var_export)、debug_zval_dump、

debug_print_backtrace(debug_backtrace) 

一些基本的配置： display_errors、log_errors、error_reporting、error_log 

1.1 基本调试 API  

1.1.1 echo (print): 

这是最简单的输出数据调试方法，一般用来输出变量值，或者你不确定程序执行到了哪个分支的情况下是用。 

代码示例： 

 

执行结果： 

 

清楚的看到代码分支执行到了第三个判断分支。 

1.1.2 printf 

printf函数常用来调试输出一些其他输出不能正确输出的变量, 比如在PHP中,浮点数和整数之间经常会

造成迷惑. 

代码示例: 

 

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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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 要弄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就要用到 printf 了 

代码示例: 

 

输出: 

  

1.1.3 print_r、var_dump(var_export)、debug_zval_dump 

这个主要是用来输出变量数据值，特别是数组和对象数据，一般我们在查看接口返回值，或者某些不太

确定变量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两个 API。 

测试代码： 

 

查看输出： 

var_dump 会额外输出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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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t_r 输出：格式很整齐，跟 var_dump 的区别是没有类型数据，并且布尔值的 false 和值 NULL 输出为空 

 

 
 

var_export 输出，所有的数据是可以作为组织好的变量输出的，都是能够作为直接赋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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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var_export 对于资源型的变量会输出 NULL
[1]

 

 

debug_zval_dump 输出结果跟 var_dump 类似，唯一增加的一个值是 refcount，就是记录一个变量被引

用了多少次，这是 php 的 copy on write (写时复制) 的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2]。 

 

debug_print_backtrace 可以让我们查看整个程序的调用栈，用来查看瞬间函数调用栈，方便在出错时查

看执行上下文:. 

1.                                                  
1
 var_export 与 var_dump 的不同: http://www.laruence.com/2008/04/03/15.html 

2
 深入探讨 PHP 中的内存管理问题: http://tech.sina.com.cn/s/2006-10-26/09151204364.shtm 

深入理解 PHP 原理之变量分离: http://www.laruence.com/2008/09/19/520.html 

http://www.laruence.com/2008/04/03/15.html
http://tech.sina.com.cn/s/2006-10-26/09151204364.shtm
http://www.laruence.com/2008/09/19/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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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输出，明确的输出了三个函数的调用栈信息： 

 

 

1.2 错误控制和日志记录调试 

1.2.1 错误选项控制 

Php.ini 配置中，跟错误相关的选项主要：error_reporting、display_errors、log_errors、error_log 等几个，

这些选项在一般语法级别的调试是很有帮助的。 

 

Error_reporting 是设置 PHP 错误显示级别，PHP 的错误显示级别有这么几个： 

value constant 

1 E_ERROR  

2 E_WARNING  

4 E_PARSE  

8 E_NOTICE  

16 E_CORE_ERROR  

32 E_CORE_WARNING  

64 E_COMPILE_ERROR  

128 E_COMPILE_WARNING  

256 E_USER_ERROR  

512 E_USER_WARNING  

1024 E_USER_NOTICE  

6143 E_ALL  

2048 E_STRICT  

4096 E_RECOVERABLE_ERROR  

 

    E_ALL 包含除去 E_STRICT 以外的所有错误信息,一般的选项是显示 Notice 以上级别的消息，就是设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error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warning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parse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notice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core-error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core-warning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compile-error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compile-warning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user-error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user-warning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user-error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all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strict
mk:@MSITStore:E:/Works/Books/常用手册/php_manual_zh.200803.chm::/fancy/ref.errorfunc.html#errorfunc.constants.errorlevels.e-recoverable-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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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  

 error_reporting = E_ALL & ~E_NOTICE 

 

  

 

这样就会显示包括警告、致命错误等等关键错误，一般 Notic 错误就是包括变量未定义之类的定义，比

如这样的代码：(Notice 错误一般不是太严重，程序还会会继续执行) 

 

 

 

执行就会提示，如果设定了屏蔽 Notice，就不会提示错误： 

 

 

警告类错误一般都是比 Notice 更严重的错误，比如数组不存在就进行循环是最常见的： 

 

 

执行就会报一个 Warning： (Warning 错误严重程度为中等，程序会继续执行，但是建议解决) 

 

 

致命错误通常都是语法级别的错误，比如缺少分号结尾之类的： (致命错误则是程序会终止执行，一定要解

决) 

 

 

报错提示： 

 

 

Error_reporting 同样可以作为一个 PHP 函数来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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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_errors 是设定是否在 PHP 脚本执行输出的时候输出错误信息，缺省是： 

 

 

一般在线下开发调试环境，为了便于调试，会打开错误显示选项，在线上为了不泄露敏感信息，一般会吧 

display_errors 设置为 Off。 

 

这里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线上报错了，我们如何查看到错误？那么就需要 log_errors 选项了。这

个选项是设定是否记录错误日志，一般选项是 Off，但是如果是在线上工作环境，建议把它打开： 

 

 

打开了 log_errors 选项的同时，也要设置错误日志记录的目录选项 error_log ： 

 

 

那么在  error_reporting 的设置范围内，PHP 解析相关的错误就能在日志里看到了。 

1.2.2 错误抛出和处理 

错误抛出和处理主要是说我们在程序中，能够自己触发错误，或者是自己截获处理错误，类似于面向对

象编程里的异常处理 throw 抛出异常，catch 截获异常一个思路。 

trigger_error、set_error_handler、set_exception_handler 这三个 api 主要就是处理错误抛出和处理内置函数。 

 

使用 trgger_error 可以触发一个错误，触发级别跟上文的 error_reporting 的设定级别一致，主要是能够触

发的是 E_USER_ERROR, E_USER_WARNING, E_USER_NOTICE 三种级别的错误，如果不做处理，那么

在程序执行就会报错，错误提示跟上文描述差不多，会出现 Fatal Error、Warning、Notice 三种错误显示。 

 

trigger_error 是一个抛出错误的函数，可以抛出任何用户级别错误，在非面向对象时代的编程里，可以作

为一个提示错误的一种方式。 

 

示例，我们一个函数需要输入一个整形的变量，如果不是就触发一个警告： 

 

 

 

 



PHP 调试技术手册 1.0.0                                                                                        

黑夜路人的开源世界 / 风雪之隅                                                第 9 页 共 51 页  

输出结果，可以看到有一个警告产生了： 

 

 

set_error_handler 说我们发生了错误的时候，用什么处理函数来处理，一般这个都是用来针对 trigger_error 

之后来进行错误处理的，两个函数结合，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简单有效的错误识别和记录的功能。 

我们先编写一个错误处理函数： 

 

 

 

再编写一个错误调用，并且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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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看当前，发现有了两个相同一天，不同级别的日志文件，输出日志文件内容： 

 

 

 

当然，也可以把所有的错误放在一个日志文件里，或者不用日志文件，直接输出都可以，不过一般情况下为

了区分错误级别单独存放文件便于查找错误，日期存放是为了保证一个错误日志文件不会太大，导致我们查

找错误不方便。 

Set_exception_handler 跟 set_error_handler 类似，不过 Set_exception_handler 是用来处理出现未捕获的异

常之后需要调用的处理方法。 

 

编写一段代码测试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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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使用错误抑制符 

有的时候, 一些错误提示是已知可能发生的, 发生不发生我们也不关心, 那么可以使用错误抑制符在可

能发生错误的语句之前. 抑制可能的错误提示信息[3]
. 

但, 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就是如果使用了错误抑制符, 会导致引用传参失败[4]
 

1.2.4 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调试和监控手段，一般的原则要求是尽量多的输出日志，在查找问题的时候

比较容易定位，特别是线上业务，没有日志是不行的。 

 

日志记录除了 PHP 解析级别的错误，更多是我们程序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比如 文件资源打开错

误（文件不存在、没有权限、文件格式不正确）、远程服务资源访问失败（网络不通、协议不正确、用户名

密码错误）等等，要知道，任何你认为不会出错的地方都可能隐藏着错误，所以务必多多的输出 Log。 

 

写 log 大抵都是几个常用的文件操作 API，比如 fopen/fwrite，或者是一步到位的 file_put_contents。另

外，PHP 为了便于写日志，还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接口：error_log 

 

直接磁盘 IO 的话，为了节约磁盘 IO 操作，可以放到一个对象里，等对象析构的时候再执行日志物理

写入操作，在非 OO 方式或者不支持析构函数的 PHP4 中, 可以使用 register_shutdown_function 来实现[5]
.只

有一次磁盘 IO，性能大大提高。 

 

这是一个简单的日志记录类： 

 

1.                                                  
3
 深入理解 PHP 原理之错误抑制与内嵌 HTML:http://www.laruence.com/2009/07/27/1020.html 

4
 PHP 错误抑制符(@)导致引用传参失败:http://www.laruence.com/2010/05/28/1565.html 

5
 PHP4 中模拟类的析构函数:http://www.laruence.com/2008/09/04/498.html 

http://www.laruence.com/2009/07/27/1020.html
http://www.laruence.com/2010/05/28/1565.html
http://www.laruence.com/2008/09/04/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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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输出 10 次日志： 

 

 

 

一直到脚本结束，才看到日志内容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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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般 PHP 只有在强制调用析构函数才会析构：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脚本执行完毕的时候，才去调用每个对象的析构函数进行资源回收处理。 

除了使用 fopen/fwrite 和 file_put_contents 这种文件操作来进行日志记录，也可以使用 error_log 来进行记

录。 

 

 

 

记录的类型，可以记录到系统的 syslogd 进程，也可以发送邮件、发送到远程日志记录服务器、记录到磁盘

文件等[6]
. 

 

 

 

2 浏览器调试 

2.1  页面输出调试 

这是最简单常见的调试方法，一般就是调用 print_r 或 var_dump 之类的输出 API，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出内

容，查看内容来进行调试工作。 

测试代码： 

1.                                                  
6
 本章相关参考：http://www.php.net/manual/en/book.errorfunc.php 

http://www.php.net/manual/en/book.errorfunc.php


PHP 调试技术手册 1.0.0                                                                                        

黑夜路人的开源世界 / 风雪之隅                                                第 14 页 共 51 页  

 

 

浏览器输出结果： 

 

2.2 FirePHP 调试 

如果 Web 前端调试来说，Firebug 是不可或缺好的调试工具，它能够监控网络、监测 css、js 错误，查看

DOM 节点，查看当前页面获得了几个 A，等等功能。 

 

PHP 同样也有配合 firebug 这么好用的工具，那就是 FirePHP。(官方网站：http://www.firephp.org ) 

 

FirePHP 是一个附加在 firebug 上面的插件，用来调试 PHP，操作过程很简单。在 PHP 端使用 FirePHP

提供的 PHP 日志记录类库来输出调试信息， 在浏览器端使用 Firebug + FirePHP 来接收查看输出的调试信

息，这些调试信息会直接附加在返回的 HTTP 头信息里，这些信息不会被浏览器直接显示，只会在 firephp 获

取显示，有效的达到了调试和页面显示都不冲突的问题。(必须使用 firefox 浏览器) 

 

先在 Firefox 上安装好 firebug，然后再安装 firephp，直接搜索插件安装就行了。 

手工安装 FirePHP 扩展：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addon/6149/ 

http://www.firephp.org/
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addon/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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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后打开 firebug，就发现多了个蓝色的小昆虫按钮，就是 firephp 的按钮。 

 

 

 

PHP 后端需要下载 FirePHPCore 的 PHP 代码包，用来输出调试信息给浏览器。 

下载地址：http://www.firephp.org/DownloadRelease/FirePHPLibrary-FirePHPCore-0.3.1  

 

2.2.1 普通变量监测 

我们在后端写一段简单的测试代码，配合 FirePHP 来查看调试效果： 

 

http://www.firephp.org/DownloadRelease/FirePHPLibrary-FirePHPCore-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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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refox 里访问页面，并且打开 FireBug 的调试，启用 FirePHP，查看效果。 

 

发现HTTP头信息里增加了很多 X-Wf-* 的HTTP信息，这些都是输出的调试信息，会被 firephp 接收，

如果不启用 firephp ，这些头信息会被 firebug 过滤掉，看不到： 

 

 

 

查看页面和 firebug 的控制器输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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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没有级别的是直接输出变量，错误信息则是按照级别，警告，信息提示，错误等等加上特殊图标来显示，

鼠标放上去，还能够看到整齐化的输出提示： 

 

2.2.2 调用栈监测 

FirePHP 监测调用栈： 

 

查看 firephp 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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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监测抛出异常 

编写测试代码： 

 

查看 firephp 显示： 

 

2.2.4 组显示信息 

按照组信息方式显示，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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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输出结果： 

 

参考更多 firephp 使用：http://www.firephp.org/HQ/Use.htm  

3 IDE 调试  

3.1 基本常用 IDE 介绍 

3.1.1 Vim 

Vim 的强大的可定制性, 就不赘言了 

3.1.2 Zend Studio 

 先看看 d Studio 的最后独立开发版本 5.5.0 的截图，是个比较经典的版本，运行速度也比较快： 

http://www.firephp.org/HQ/U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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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Zend Studio 6.0 开始，因为 Eclipse 在 IBM 等公司的支持下异军突起，把之前的 JBuilder 之类的打倒

后，Zend Studio 便开始使用 Eclipse 作为 IDE 内核开发了。 

看一下 Zend Studio 7.1.2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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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Zend Studio 之外，还有两款经典也能够用来开发 PHP 的 IDE，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Eclipse 了。

Eclipse 本来是为了开发 Java 而诞生的，因为 Eclipse 有强大的插件机制，所以延伸能够开发 C/C++，同样也

能够开发 PHP 代码了。 

3.1.3 Eclipse 

Eclipse PHP Galileo (PDT – PHP Develop Tools)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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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NetBeans 

NetBeans 是 Sun 在针对 Java 开发的基础上，推出用来对抗 Eclipse 的 IDE，本身功能比较强大，也是

后来几年慢慢崛起，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多人使用的 IDE。 

NetBeans 6.8 for PHP 中文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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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列举的几款开发 PHP 的 IDE，还有 Komodo、PHP Desiger、PHPEd、PHPEdit、PHP Developer 

等等开发工具。也有人喜欢用文本编辑工具来开发，像  Editplus、Emeditor、UltraEdit32、Notepad++等等。 

 

综合来说，因为 Zend Studio 新版也是基于 Eclipse 作为内核，所以实际上免费并且好用的 IDE 主要就是

Eclipse 和 Netbeans 了，至于功能和易用性，各有优劣，至于喜欢哪种，看个人习惯和喜好。 

 

3.2 IDE 调试 

3.2.1 Zend Studio + Zend Debugger 

基本 IDE 本身的功能可以自己学习使用，主要了解一下 Zend Studio 结合 ZendDebugger 的远程调试

功能来调试我们的 PHP 代码。 

 

基本上 PHP 代码我们都是可以再 IDE 中调试完成的，包括基本的语法检查等，但是实际这个代码运行

的情况如何，还是需要把代码部署到 Web 服务器中去运行来观察调试，所以 IDE 结合调试工具就是必然

的了。 

 

ZendDebugger 是 Zend 公司开发整合在 Zend Platform 里的一个远程调试工具，它能够对程序进行设

置断点、单步跟踪调试等。 

 

ZendDebugger 是一个 Zend 扩展，通过跟 IDE 进行通信来达到设置断点和调试的目的。基本工作原理

是： 

IDE 会设置监听一个调试端口，在调试的时候设置一个远程 Web 服务器地址，调试的时候触发 URL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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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调试器 ZendDebugger 来访问 IDE 开放的调试端口，双方连接上以后，开始互相依靠传递消息来进行

调试工作，知道调试完成，网路连接断开。 

 

基于这个工作原理，那么就有两个要求： 

1． IDE（客户端）和调试器（服务器端）能够互相通信，并且服务器端能够反向的访问 IDE 开启的端口，

才能完成调试工作。 

2． PHP 代码的路径必须一致，换句话说你在浏览器里看到的文件必须跟你本地 IDE 编辑的文件路径一致，

不然调试器因为无法找到服务器上的对应 PHP 文件，无法进行调试输出 

 

基于这些特点，本地对本地的调试模式是比较容易被这种要求来实现的。 

 

下面大致讲讲 Zend Studio 和 ZendDebugger 之间的调试安装配置过程，有些版本和配置要一一检查，保证

调试工作正常。 

 

工作环境： 

Windows XP SP3 (本机) 

XAMPP 集成 Web 环境 (PHP 5.2.6)  (本机) 

ZendDebugger 5.2.x_comp 

 

XAMPP：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  

ZendDebugger: http://downloads.zend.com/pdt/server-debugger/  

 

相应下载： 

Xampp 1.6.8: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files/XAMPP%20Windows/1.6.8/xampplite-win32-1.6.8.zip/download 

ZendDebugger 5.2.x: 

http://downloads.zend.com/pdt/server-debugger/ZendDebugger-5.2.15-cygwin_nt-i386.zip  

 

 

安装使用： 

3.2.1.1 PHP 扩展安装 

从下载的 ZendDebugger 包里提取适合我们版本的 ZendDebugger.dll： 

 

 

拷贝到 xampp 的 PHP 扩展目录，我这里是 C:\xampp\php\ext  

然后修改 php.ini 中增加这个 Zend 扩展，配置的意思就是加载扩展，然后设置调试允许的主机是本地主机：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
http://downloads.zend.com/pdt/server-debugger/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files/XAMPP%20Windows/1.6.8/xampplite-win32-1.6.8.zip/download
http://downloads.zend.com/pdt/server-debugger/ZendDebugger-5.2.15-cygwin_nt-i386.zip


PHP 调试技术手册 1.0.0                                                                                        

黑夜路人的开源世界 / 风雪之隅                                                第 25 页 共 51 页  

 

[zend_debugger] 

zend_extension_ts="C:\xampp\php\ext\ZendDebugger.dll" 

zend_debugger.allow_hosts=127.0.0.1/32,127.0.0.1/24 

zend_debugger.expose_remotely=allowed_hosts 

 

另外，如果 php.ini 中开启了 ZendExtensionManager.dll 和 zendOptimizer ，都屏蔽掉，不然会影响我们的 

ZendDebugger 的启用： 

 

 

 

重启我们的 Web 服务器： 

 

 

查看 phpinfo 看是否加载好了 ZendDebugger： 

 

 

如果加载没有成功，或者报其他错误，请注意检查这几点： 

a) 对应的 PHP 版本是否跟 ZendDebugger 版本一致，ZendDebugger 的版本采用的是普通版本还是 nts 版

本 

b) 对应的 ZendExtensionManager 和 zendOptimizer 已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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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步是把上图中的 dummy.php 文件拷贝到 xampp 的 Web 根目录，我目前路径是  

C:\xampp\htdocs 

 

 

3.2.1.2 Zend Studio 配置 

菜单 Window  Preferences  PHP  Debug ： 

 

PHP Debugger 选择 Zend Debugger，Web 服务器选择是缺省服务器： 

 

 

可以点击右边的“Configure ”和 “PHP Server”来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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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配置如下： 

 

 

 

保存配置后，测试一下连通性： 

选择菜单  Run  Run Configurations  PHP Web Page 随便找一个页面，比如我这里是 index.php，然后 点

击右侧的 Test Debugger： 

 

 

 

 

提示成功算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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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成功，请反复检查以上步骤是否正确。 

 

设置完以上步骤后，我们监控网络连接发现，ZendDebugger 和 Xdebug 的调试端口，Zend Studio 已经开

放：(标红部分) 

 

 

 

再查看 PHP 反向和 ZendStudio 连接的端口： 

 

3.2.1.3 进行调试 

按照我们前面的描述，因为调试的代码和在 Web 服务器中的代码必须是路径和文件一致，所以我测试

起见就调试 xampp 自带的部分代码。 

 

代码本地路径是 C:\xampp\htdocs\xampp，URL 访问是：http://localhost/xampp/ ，建立一个简单的 Zend 

Studio 项目，把 xampp 路径导入进来，然后打开 index.php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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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Run  Debug As  PHP Web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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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调试提示，选择 Yes， 

 

 

进入了调试模式下面，关注标红的几个按钮，右侧几个是进行单步跟踪的，也可以使用快捷键，按钮都

有提示： 

 

 

 

一步步单步后查看右侧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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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可以自己仔细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是个一般功能，但是不够强大。 

3.2.2 Eclipse (PDT) + Xdebug 

Eclipse (PDT) 和 Xdebug 的结合远程调试是目前比较主流的方式，因为两款软件都是开源软件，使用

上到也比较简单好用，一般情况推荐使用。 

 

基本上联调的原理跟上面描述的 Zend Studio + Zend Debugger 是差不多的原理。 

基本原理： 

Eclipse 会设置监听一个调试端口，在调试的时候设置一个远程 Web 服务器地址，调试的时候触发 URL

信息，通知调试器 Xdebug 来访问 IDE 开放的调试端口，双方连接上以后，开始互相依靠传递消息来进行

调试工作，知道调试完成，网路连接断开。 

 

基于这个工作原理，那么就有两个要求： 

 IDE（客户端）和调试器（服务器端）能够互相通信，并且服务器端能够反向的访问 IDE 开启的端口，

才能完成调试工作。 

 PHP 代码的路径必须一致，换句话说你在浏览器里看到的文件必须跟你本地 IDE 编辑的文件路径一致，

不然调试器因为无法找到服务器上的对应 PHP 文件，无法进行调试输出 

 

 

工作环境： 

Windows XP SP3 (本机) 

XAMPP 集成 Web 环境 (PHP 5.2.6)  (本机) 

Xdebug 使用 Xampp 自带 

 

Eclipse：http://www.eclipse.org/pdt/downloads/  

http://www.eclipse.org/pdt/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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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MPP：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  

Xdebug:  http://xdebug.org/download.php  

 

安装使用： 

3.2.2.1 PHP 扩展安装 

Xampp 自带了 Xdebug.dll，如果没有请自行按照上面提供的网址去下载： 

拷贝到 xampp 的 PHP 扩展目录，我这里是 C:\xampp\php\ext  

然后修改 php.ini 中增加这个 Zend 扩展，配置的意思就是加载扩展，然后设置调试允许的主机是本地主机：

(Xampp 中是已经有了选项，只是需要打开选项就行) 

 

[XDebug] 

;; Only Zend OR (!) XDebug 

zend_extension_ts="\xampp\php\ext\php_xdebug.dll" 

xdebug.remote_enable=true 

xdebug.remote_host=127.0.0.1 

xdebug.remote_port=9000 

xdebug.remote_handler=dbgp 

xdebug.profiler_enable=1 

xdebug.profiler_output_dir="\xampp\tmp" 

 

另外，如果 php.ini 中开启了 ZendExtensionManager.dll 和 zendOptimizer ，都屏蔽掉，不然会影响我

们的 ZendDebugger 的启用： 

 

 

 

重启我们的 Web 服务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ampp/
http://xdebug.org/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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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phpinfo 看是否加载好了 Xdebug： 

 

 

如果没有，请回去检查上面的步骤是否正确。 

3.2.2.2 Eclipse 配置 

打开菜单 Window  Preferences  Debug 

 

 

PHP Debugger 选择 XDebug，点击 Configure，选择 XDebug，基本缺省配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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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PHP Server 选项也是默认： 

 

 

保存后结束配置. 

3.2.2.3 调试使用 

打开 Eclipse ，新建立一个 PHP Project，我继续建立 xampp 的项目，打开 index.php 页面。选择 Eclipse 

菜单里的 Run  Run Configurations，设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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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lose 退出，然后点击 Run  Debug A  PHP Web Page 

 

 

然后进入调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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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跟 Zend Studio 差不多，不过输出是在浏览器里： 

 

 

 

我们看到地址栏的信息后参数后面增加了  XDEBUG_SESSION_START=xxx  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的

Eclipse 触发 Web 服务器调用 Xdebug 调试的参数。 

另外查看网络连接状况，也可以看见 eclipse 开启了 9000 端口跟 Xdebug 进行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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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Vim + Xdebug + DBGp 

 

对于在 Linux 机器上开发的同学来说, Vim + DBGp 可以实现在服务器本机跟踪调试 PHP 项目. 

环境要求： 

要求:PHP 5+ with Xdebug 

Vim 7.0+, 并+python, +signs 

Python 2.0+ 

Vim DBGp 插件 

3.2.3.1 调试配置： 

首先配置 Xdebug, 关键参数如下: 

   

 

 考虑到, 一台服务器可能多人开发, 为了配合多人分别使用, 可以通过在 Apache 的虚拟主机(目录)中使

用 php_value 来为不同的虚拟主机设置 Xdebug: 

  

 

  要说明的是 Vim 的+python, Vim 使用 big feature 编译默认并不启用 pythoninterp, 要确认你的 Vim 是否

支持 python 和 signs 请在 Vim 中使用:version,会得到如下输出: 

 

如果在 Features Included 后, 看不到+python 和+sings, 那么就需要重新编译 Vim 了. 

编译参数如下[7]
: 

 

 

然后下载 DBGp 插件[8]
, 解压缩以后, 把 plugin 目录下的 debugger.py 和 debugger.vim 复制到$HOME/.vim

目录下. 

1.                                                  
7
 如果, 编译的时候提示找不到 python-config, 那么用—with-python-config-dir 指明 python config 目录 

./configure --with-features=big --enable-pythoninterp  

php_value xdebug.remote_port  “” 

php_value xdebug.remote_host  “” 

 

zend_extension=/path_to_ext_dir /xdebug.so 

xdebug.remote_enable = 1      #启用远程调试 

xdebug.remote_port = 9001     #客户端端口 

xdebug.remote_host = localhost  #客户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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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m 中使用:scriptnames 检查是否正确载入. 

 

现在, 我们就可以通过 Vim 来调试 PHP 文件了, 首先因为 Xdebug 设置了 9001 端口, 所以我们需要告诉

DBGp: 

 

3.2.3.2 通过浏览器调试： 

接下假设, 我们要调试 http://abc.baidu.com/dev/1.php, 用 Vim 打开服务器上的 1.php, 使用 :Bp 在光标处

设置断点: 

 

 

 

然后按下 F5, 进入监听, 在 5 秒钟以内, 我们通过

http://abc.example.com/dev/1.php?XDEBUG_SESSION_START=1 访问, 就会进入断点: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单步执行,查看变量,堆栈进行调试了. 

 

3.2.3.3 通过命令行调试 

  浏览器调试, 是通过 XDEBUG_SESSION_START 触发,  而在命令行下就可以通过 

XDEBUG_CONFIG 来设置 idekey=””来触发.  

2.                                                                                                                                                                    
8
 http://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1929 

let g:debuggerPort = 9001 

http://abc.baidu.com/dev/1.php
http://abc.example.com/dev/1.php?XDEBUG_SESSION_START=1访问
http://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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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export XDEBUG_CONFIG=’idekey=vim’. 

 

 

4 PHP 性能调试技术 

4.1 基本时间占用监测 

监测程序运行的时间是基本的监测，大部分我们监测的都是某个函数，或者某个大片的程序代码的执行，

如果只是监测某些性能问题，使用基本的时间计算也是能够满足的，只是比较简单，粒度不够细。 

写一个简单的时间计算类： 

 

 

写一段代码简单测试一下，看到了输出了我们代码执行时间： 

 

 

基本上使用 microtime() 这种计算时间的函数就能够来监测时间，如果使用 time() 之类的函数，统计

时间粒度就太粗了。 

 

4.2 使用 Xdebug 进行性能分析 

使用简单的时间统计，第一个需要在代码里增加时间点监控，比较麻烦，有时候我们需要看一段代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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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函数调用是比较消耗时间的，单纯的使用时间控制就比较麻烦，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Xdebug 这种性

能分析工具了。 

Xdebug 除了是一个远程调试工具，更是一个很好的性能分析工具。它的大致原理是这样： 

它是一个 Zend 扩展，Zend 扩展能够监控的东西比一个 PHP 扩展要多，它包括能够提供在一个函数调用前

插入监控代码，还有在一个函数调用后插入监控代码，看一下 Zend 扩展的载入过程[9]： 

 

 

标红的部分就是一个调用开始前和一个调用结束后可以加入自定义的 handler，那么 Xdebug 就是记录这

两个时间点的，记录时间，生成 cachegrind.out.xxxx 的记录文件。 

 

我们就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来查看生成的文件来发现性能问题，一般查看 cachegrind 数据文件的工具在

Windows 上有 WinCachegrind、在 Linux 上有 KCachegrind、还有直接 Web 查看的 Webgrind。 

  

1.                                                  
9
 深入理解 PHP 原理之扩展载入过程: http://www.laruence.com/2009/06/14/945.html   

http://www.laruence.com/2009/06/14/9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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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安装配置： 

Xdebug 是一个 Zend 扩展，前面的文章都讲解了如何安装，基本上在 Linux 上安装方式差不多，编译好

扩展后在  php.ini 中进行加载，设置一些启动选项。 

为了简单试验，我继续在 Windows 环境里来操作，在 XAMPP 里开启，先在 php.ini 中开启监控选项： 

 

 

 

几个选项说明一下： 

xdebug.trace_output_dir    trace 数据输出目录 

xdebug.profiler_output_dir  输出监控结果文件目录 

xdebug.profiler_output_name  如果设置本选项，那么每次结果都只会输出到一个文件 

xdebug.auto_trace  是否打开 trace 

xdebug.auto_profile 是否打开性能监测 

 

 

修改完以后，重启 Web 服务器： 

 

 

检查 phpinfo 是否已经有了 xdebug 和相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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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段测试程序来测试功能： 

 

 

 

打开浏览器访问： 

 

 

 

查看是否生成了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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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nCacheGrind 来查看输出的文件： 

 

 

 

清晰的显示了函数的调用 trace 流，还有总的调用时间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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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使用 Webgrind 来查看性能，Webgrind 是一个 PHP 编写的工具，可以部署在线上，查看输出数

据文件，比较方便，不用安装软件。 

 

从官网下载工具，然后解压部署在 Web 目录下，配置一下 config.php 文件，指定存储输出数据的目录： 

 

 

 

打开部署好的 Webgrind 页面，查看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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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工具的官网和下载： 

 

XDebug : http://xdebug.org/  

WinCacheGrind: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cachegrind/  

Webgrind: http://code.google.com/p/webgrind/ 

KCachegrind: http://kcachegrind.sourceforge.net/  

 

 

  

http://xdebug.org/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cachegrind/
http://code.google.com/p/webgrind/
http://kcachegrind.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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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PD(Advanced PHP Debugger) 

APD 是 Advanced PHP Debugger，即高级 PHP 调试器。是用来给 PHP 代码提供规划与纠错的能力，

以及提供了显示整个堆栈追踪的能力。APD 支持交互式纠错，但默认是将数据写入跟踪文件。它还提供了

基于事件的日志，因此不同级别的信息（包括函数调用，参数传递，计时等）可以对个别的脚本打开或关闭。

[
10

] 

4.3.1 安装配置 

首先去 http://pecl.php.net/package/apd 下载最新版本的 APD, 然后 

tar zxf apd-1.0.1.tgz 

cd apd-1.0.1/     

phpize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在 PHP 的配置文件中，加入下面几行： 

zend_extension = /absolute/path/to/apd.so 

apd.dumpdir = /absolute/path/to/trace/directory 

apd.statement_tracing = 0 

根据 PHP 版本，zend_extension 指令可以是以下之一： 

zend_extension              (non ZTS, non debug build) 

zend_extension_ts           (ZTS, non debug build) 

zend_extension_debug        (non ZTS,     debug build) 

zend_extension_debug_ts     (ZTS,     debug build) 

4.3.2 使用 APD 

1. 在 PHP 脚本的第一行调用 apd_set_pprof_trace() 函数来启动跟踪： 

apd_set_pprof_trace(); 

1.                                                  
10

 本章内容来源于 PHP 手册 

http://pecl.php.net/package/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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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在脚本中任何一行插入这一行，但是如果不是从脚本开头开始跟踪的话，则丢失了部分数据，有可

能造成性能上的瓶颈。 

3. 然后运行脚本。输出将被写入到 apd.dumpdir/pprof_pid.ext。 

提示: 如果运行的是 CGI 版的 PHP，需要加入 '-e' 标记启用扩展信息以使 APD 正常工作。例如： php 

-e -f script.php 

4. 要显示格式化的调试数据，运行 pprofp 命令并加上自己选择的排序和显示选项。格式化的输出类似于： 

bash-2.05b$ pprofp -R /tmp/pprof.22141.0 

 

Trace for /home/dan/testapd.php 

Total Elapsed Time = 0.00 

Total System Time  = 0.00 

Total User Time    = 0.00 

 

Real         User        System             secs/    cumm 

%Time (excl/cumm)  (excl/cumm)  (excl/cumm) Calls    call    s/call  Memory Usage Name 

--------------------------------------------------------------------------------------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0.0000   0.0009            0 main 

56.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0.0005   0.0005            0 apd_set_pprof_trace 

2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0.0000   0.0000            0 preg_replace 

14.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0.0000   0.0000            0 str_replace 

5. 上例中用的 -R 选项将调试数据表格以脚本执行每个函数所花的时间来排序。"cumm call" 一列显示了

每个函数被调用的次数，"s/call" 一列显示了每个函数每次调用平均所花的秒数。 

6. 要生成可以导入到 KCacheGrind 调试分析系统中的调用树文件，运行 pprof2calltree 命令。 

4.4 使用 Xhprof 进行性能分析 

一般情况下来说，大家都是使用 Xdebug，但是 Xdebug 太麻烦，需要各种配置，还有复杂的查看生成

的数据文件，并且 Xdebug 无法再线上使用，因为特别占用 CPU 资源，所以就诞生了 Xhprof。Xhprof 是

Facebook 开源出来的一个性能测试工具，它比较轻量级，它运行更轻便快速，输出的数据更容易查看。 

 

4.4.1 Xhprof 的优点： 

1. 它是个轻量级的性能监测工具，安装部署简单，占用系统资源更少 

2. Xhprof 不是通过配置来启用监测，是否启用你直接在代码里启用，你需要监测哪个文件就在该文件启

用监测，这样不会像 Xdebug 一样每个执行的文件都会记录下性能情况 

3. Xhprof 自带 Web 断的结果查看页面，不需要像 Xdebug 另外安装 

4.4.1.1 安装配置： 

Xhprof 是一个 PHP 扩展，安装配置到也简单，因为只有 Linux 版，所以简单配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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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wget http://pecl.php.net/get/xhprof-0.9.2.tgz    

tar zxf xhprof-0.9.2.tgz    

cd xhprof-0.9.2   

cp -r xhprof_html xhprof_lib <path_to_htdocs>    

cd extension    

phpize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Cp 步骤是把 xhprof 的 Web 浏览程序拷贝到 Web 目录，编译成功最后生成一个 so： 

 

 

在 php.ini 中增加配置： 

 

[xhprof]    

extension=xhprof.so    

;    

; directory used by default implementation of the iXHProfRuns    

; interface (namely, the XHProfRuns_Default class) for storing    

; XHProf runs.    

;    

xhprof.output_dir=<directory_for_storing_xhprof_runs>   

 

 

 

保存配置，重启 Web 服务器就生效。 

4.4.1.2 Xhprof 使用 

Xhprof 没有在配置里设定是否启用，它需要在程序里自己定义是否要启用 Xhprof，我们写一段测试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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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prof_enable() 是在后续的代码启用 xhprof，xhprof_disable() 是停止监控，并且返回上面执行代码的

性能数据，后面的代码就是把数据保存到文件里。 

执行结果： 

 

 

关注标红的区域，是生成的数据文件的 ID，我们查看生成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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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 xhprof 自带的 Web 查看工具来查看数据，url 的组成格式就是： 

http://服务器/xhprof/index.php?run=生成文件的 RunId&source=代码里保存数据的字符串 

 

 

地址： 

 

 

性能分析结果： 

 

 

如果还想要图形方式显示，还需要安装 Graphviz 工具来辅助支持，效果很好。 

相关链接： 

 

Xhprof 下载：http://pecl.php.net/package/xhprof  

Xhprof 文档：http://mirror.facebook.net/facebook/xhprof/doc.html  

 

Graphviz 官网 : http://www.graphviz.org/   

http://pecl.php.net/package/xhprof
http://mirror.facebook.net/facebook/xhprof/doc.html
http://www.graphvi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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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HP 单元测试技术 
单元测试是很多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为了保证代码的稳定性和功能正常，特别对于底层库代码，适当

的进行单元测试是很有必要的。 

 

PHP 单元测试工具来说，早期是有 SimpleTest 和 PHPUnit，但是因为 SimpleTest 从 2008 年开始就不

在升级维护，并且只支持 PHP4.x 版本，所以目前 PHP 单元测试最好的工具就只有 PHPUnit 了，当然它很

强大，也比较好用。 

5.1 PHPUnit 

PHPUnit 是一个轻量级的 PHP 测试框架。它是在 PHP5 下面对 JUnit3 系列版本的完整移植，是 xUnit

测试框架家族的一员(它们都基于模式先锋 Kent Beck 的设计)。    

 

单元测试是几个现代敏捷开发方法的基础，使得 PHPUnit 成为许多大型 PHP 项目的关键工具。这个工

具也可以被 Xdebug 扩展用来生成代码覆盖率报告 ，并且可以与 phing 集成来自动测试，最后它还可以和

Selenium 整合来完成大型的自动化集成测试。 

 

因为 PHPUnit 操作比较复杂，特别提供手册查看，本文不再做详细描述。 

 

PHPUnit 袖珍指南：http://www.cublog.cn/u1/57558/showart_507369.html  

 

http://www.cublog.cn/u1/57558/showart_507369.html

	内置API输出调试
	基本调试API
	echo (print):
	/
	printf
	print_r、var_dump(var_export)、debug_zval_dump

	错误控制和日志记录调试
	错误选项控制
	错误抛出和处理
	使用错误抑制符
	日志记录


	浏览器调试
	页面输出调试
	FirePHP 调试
	普通变量监测
	调用栈监测
	监测抛出异常
	组显示信息


	IDE调试
	基本常用IDE介绍
	Vim
	Zend Studio
	Eclipse
	NetBeans

	IDE调试
	Zend Studio + Zend Debugger
	PHP扩展安装
	Zend Studio 配置
	进行调试

	Eclipse (PDT) + Xdebug
	PHP扩展安装
	Eclipse 配置
	调试使用

	Vim + Xdebug + DBGp
	调试配置：
	通过浏览器调试：
	通过命令行调试



	PHP性能调试技术
	基本时间占用监测
	使用 Xdebug 进行性能分析
	安装配置：

	APD(Advanced PHP Debugger)
	安装配置
	使用APD

	使用Xhprof 进行性能分析
	Xhprof 的优点：
	安装配置：
	Xhprof 使用



	PHP单元测试技术
	PHPU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