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這個作業是延續期中支援同步（synchronize）功能的多執行緒進度。唯還要加

上記憶體管理的功能。 

其實記憶體管理和多執行緒是互相獨立的，可以單獨提出來探討： 

 

1. 物件導向程式最令人詬病的地方之一就是“通常”比較慢，C++語言在設計時

雖然已在效率上著墨甚多，但程式的規模一大、物件一多，還是顯得比較慢，

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個物件導向程式中滿是動態產生的物件，這些物件通常

"生"、"滅"的情形很頻繁，而編譯器提供的記憶體配置模組對記憶體的配置，

因為一些理由，通常都是直接轉交給作業系統來管理。 

2. 雖然在 UNIX-like 的作業系統（如 Linux），只要其在加入 Pthread 標準的同時，

就會規定所有的 POSIX.1 的呼叫都必須是 thread safe 的，但自己設計的記憶

體模組，只要可能在多執行緒的環境下被呼叫，且內部有資料會被這些執行緒

共用，那在設計時就得特別外加 thread safe 的機制。 

 

同樣地，這個類別庫在設計時秉持著以下的原則： 

 

1. 簡單 指所提供的介面要簡單，容易讓人使用，不生誤解的情況。 

2. 乾淨 類別庫的架構要乾淨、清晰；使用的演算法要兼顧力與美；程式的

意向要明確，以方便將來陸續地更改和維護。 

3. 效率 在滿足了前述簡單和乾淨的要求後，由於 Thread 在功能上是較靠近

作業系統的低階功能，在提供高階的介面時也要注意不可把執行效

率作太大的犧牲，否則可用性勢必降低許多。 

 

這份文件的說明，英文部分遵循 C++的命名慣例：大寫字母開頭代表類別名

稱；小寫字母開頭或類別名稱若加上“：”符號，則代表該類別的一個案例

（instance）物件。 

專有名詞的中文第一次出現的後面會以小括號括註出該相對的英文。後面若

有出現相同的名詞，在避免混淆的情況下才會採用英文名稱。 

程式的變數或類別名稱，則盡量保持其英文的方式呈現，不再作中譯。 

此外，建議在看這份文件的同時，也能把上一份執行緒同步功能的說明文件

拿出來參照，才不會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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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定義 

1.1 目的 

如果你的 C++程式是真的 C++程式，宣告了許多 class、建造了許多物件，相

信不難發現，“物件導向的程式通常比較慢”。 

在 C++中，每個物件都必須佔用一塊記憶體，而建立一個物件的方法有三種：

一種是「靜態物件」（static object），它所需的記憶體通常被編譯器安排在資料節

區，且在物件導向的程式中使用的頻率不是很高；另一種是「自動物件」（automatic 

object），它所需的記憶體由編譯器將其安排在堆疊中；最後一種是「動態物件」

（dynamic object），它所需的記憶體是程式在執行期間由使用者動態地分配一塊

heap 空間，並在物件滅亡後馬上歸還。 

“靜態物件”在程式執行的週期中，和這個程式的生命週期一樣，只發生一

次生、滅，所以在記憶體管理上所費的時間可以忽略。 

“自動物件”只能在一個程式區塊內作用，它的生、滅只要改變程式堆疊指

標的值就可以了，通常是很有效率的，且其管理只能由編譯器提供，你不滿意也

無法改變。 

“動態物件”的記憶體管理，是以指標透過函式呼叫來達成。而且動態物件

生、滅的情形，通常造成高頻率且小容量的記憶體配置（及釋放）需求，會造成

malloc()很大的負擔，形成 C++程式執行效率上的瓶頸。 

這次作業的目的，就是要為 C++的"動態物件"提供記憶體管理的機制，又因為

這個記憶體管理模組要在多執行緒的環境下使用，所以要將 Thread Safe 納入考慮。 

 

1.2 功能 

由上一節的說明，很容易地知道，要達成的目標有二： 

 

� 首先當然是先考慮記憶體管理。 

� 再來是執行緒安全（thread safe）。 

 

我們首先在不考慮執行緒的情況下，探討記憶體管理的方式。再來才考慮在

原來的記憶體管理下加入執行緒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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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動態物件的記憶體管理 

在 C++語言中，動態物件的記憶體管理是透過：operator new, operator new[], 

operator delete, 和 operator delete[]等四個。 

而這四個運算子（operator）在 C++中是以函式的方式來實作，所以很明顯地，

我們的記憶體管理模組，可以採用和 C++語言內定的這四個運算子同樣的介面，

讓使用上更自然、方面。 

而且，只要連結進這裡的記憶體模組，自動就享有這個模組的記憶體管理功

能，豈不方便許多！ 

1.2.2 執行緒安全（Thread Safe） 

如果這個記憶體模組沒有任何資料是讓不同執行緒共用的情況發生，那這個

模組就已經達到執行緒安全的要求。 

可惜事與願違，這個模組不可能排除讓執行緒間共用資料的情況，所以還是

得另外編程（coding）來處理，使它達到執行緒安全。 

所幸，我們只要在存取共用資料的程式碼區段加上 mutual execution 的機制就

可以達到執行緒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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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 

2.1 使用介面 

由上文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決定這個模組在使用上的介面如下：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2.2 記憶體管理 

前面提過，高頻率且小容量的記憶體配置（及釋放）需求，是動態物件生、

滅過程中程式執行效率的瓶頸所在。 

於是這個記憶體管理機制的基本想法很簡單：我們預先配置一塊記憶體，並

將這塊記憶體預先分割成若干等份，每個等份稱為一小格（cell）。每當程式需要

一塊記憶體時，我們便把一塊可用的“小格”傳回，並在該“小格”上標上“已

使用”的標記。當釋放記憶體時，我們將“小格”的標記去除，下次使用時便可

以回收利用。 

為了簡化，我們設計成每個小格有同樣的大小，當有記憶體需求時，先比較

一下需求的大小是否可以塞進這個小格，若是，則由我們的記憶體模組來管理；

否則，以系統原本的 malloc()來配給記憶體。 

為了效率，我們對每小格的使用紀錄要設計一個合宜的資料結構及演算法，

這會在下一章中詳述。 

2.3 執行緒安全 

前面提到，執行緒安全可以簡單地以互斥執行（mutual execution）的方式達成。

我們可以直接利用上一次作業設計的 ThreadMonitor 類別中的 synLock()和

synUnlock()來達成。 

不過為了效率，我們另外提供一個 Mutex 的類別，利用其僅有的 lock()和

unlock()兩個成員函式來提供這個功能。 

為了更大的使用彈性，我們在 MemoryPool.h 檔設置了一個_Thread_Safe 開

關，可以用來決定這個記憶體管理模組是否要在多執行緒的環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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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 

3.1 找出類別 

由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兩個類別： 

� MemoryPool 負責記憶體的管理 

� Mutex 負責實作出 mutual execution 來讓 MemoryPool 類別使用，以達到

Threadsafe。 

3.1.1 MemoryPool 類別 

typedef void* Memory; 
typedef char Byte; 
 
class MemoryPool 
{ 
public: 
   MemoryPool(); 
   bool dispose( Memory, size_t ); 
   bool release( Memory ); 
   bool isInPool( Memory ) const; 
   size_t getCount() const { return count; } 
    
private: 
   enum { CellNum= 256, CellSize= 48 }; 
   enum { UsedCell= CellNum }; 
   Byte cell[ CellNum ][ CellSize ]; 
   int freeCell[ CellNum ]; 
   int freeCellIndex; 
   size_t count; 
   Mutex mutex; 
};

 
� 這個類別用來作為記憶體模組底層

最主要的資料結構及演算法，不會直

接拿來使用。 

� MemoryPool 在使用時要手動調整

CellNum 和 CellSize 的大小。 

� UsedCell 的值等於 CellNum。 

� dispose()用來配置記憶體。 

� release()用來釋放記憶體。 

� isInPool()用來檢查記憶體是否在這

個 MemoryPool 裡。 

3.1.2 Mutex 類別 

class Mutex 
{ 
public: 
   Mutex(); 
   ~Mutex(); 
   lock(); 
   unlock(); 
 
private: 
   pthread_mutex_t mutex; 
}; 

 

� 這個類別是為達成 mutual 

execution，是用來讓記憶體管理模組

達到執行緒安全的功能。 

� lock()和 unlock()一定要成對使用，且

要置於同一區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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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的資料結構及演算法 

在 2.2 節中曾經提過：我們只對特定大小的物件處理，其餘所有的記憶體配

置，仍然交給原來的 malloc()和 free()。 

於是，在 MemoryPool 中，我們就取一塊足夠大的記憶體，劃分為大小相同的

格子（cell），只要 new 所配置記憶體小於格子的大小，就可以將它置於一個空格

子內。 

我們還要利用一個陣列 freeCell[]來記錄各個格子的使用狀態才行。為了避免

每次要找一個空個子都要從頭到尾搜尋一遍，於是利用了類是 DOS 下檔案系統的

組織技巧：我們建立一個稱為 freeCellIndex 的整數來記錄第一個空格子的註標。

而每一個 freeCell[]的內容，都用一個整數紀錄下一個空格子的註標；在不是空格

子的地方，寫著代表已經有東西在內的值 UsedCell。 

當一個記憶體配置需求發生時，我們改寫的 new 就會先檢查程式所要的記憶

體，是否小於或等於格子的大小，如果是，就取得 cell[ freeCellIndex ]的位址。然

後，再將 freeCellIndex 的內容跟著改為 freeCell[ freeCellIncex ]的值，並將原來的

freeCell[ freeCellIncex ]改成 UsedCell。（ref page16, line68-72） 

delete 的情形剛好相反，詳細的過程請參考程式列表。（ref page16, line87-108） 

 

這個資料結構是利用陣列來模擬串列，並利用這個串列來作堆疊的操作。在

效率、體積、複雜度等各方面的考量，都有不錯的水準，是一個簡單而容易實作

的 cache 結構。 

 

此外，Mutex 類別，我們直接以 Pthread 標準來實作，非常簡單，固不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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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作 

從以上對各個類別的分析、設計過程中可以知道，我們設計的記憶體管理模

組共有 MemoryPool 及 Mutex 兩個類別和 new, delete, new[], delete[]四個覆蓋

（override）的運算子。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當然是 MemoryPool 這個類別。 

總共分成 MemoryPool.h, MemoryPool.cpp, Mutex.h, Memory.h, Memory.cpp 及

main.cpp 等六個檔案。 

 

 

 

其間的相依關係如下圖： 

testing
Main
 Program

Memory Manage
Module
outer layer

Class Library
inner layer
Specification

Class Library
inner layer Body

main.cppMemory.h

Memory.cppMutex.h

MemoryPool.hMemoryPool.cpp

"OBJECT DOMAIN" UNREGISTERED EVALUATION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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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驗證 

再一次地、“Quality is build-in, not add-on──程式的品質是內建的，不是外

加的。”一個軟體系統品質的保證是開始於軟體構築的每一階段，從問題的描述

到分析、設計、一直到實作，每一個環節都要不斷地反覆推敲、反覆確認與驗證。

才能確保軟體系統的品質。 

“審視（review）的方法要永遠比測試能找出更多的錯誤，而且成本只有一

半”，不過，為了方便向別人展示這個類別庫真的管用，所以還是以一個可執行

的測試程式版本來作為驗證。 

這個驗證主要的重點有二：一個是看看新的記憶體管理模組是否比系統內定

的功能，在時間上更有效率。另一個當然就是要注意是否有達到 Thread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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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使用 

首先，為了後面敘述方便，我們把使用這個類別庫去發展自己應用程式的人

稱為“客戶”（Client）。 

6.1 使用說明 

這個記憶體管理模組該如何使用呢？這幾乎不必作任何說明。只要記得把這

個模組連結進去客戶程式，其餘的，就跟 C++語言標準的配置記憶體一樣，完全

不必改變。 

此外，這個記憶體管理模組設計得還不夠 Smart，客戶必須自行測試、指定兩

個數據方可使用： 

� 第一個數據是每個格子要有多大？這數據決定於大多數的物件都可塞進

的格子大小，目前只能靠手動地調整。由 MemoryPool 的 CellSize 決定。 

� 第二個數據是總共要有多少個格子？這個數據較好估計，由 MemoryPool

的 CellNum 決定。 

此外，如果客戶的程式中使用 new 和 delete 總共的次數沒有幾百次的話，那

還是用原先編譯器內定功能就可以了。不必再多此一舉。 

6.2 類別公開介面說明 

接下來、就以表格的方式列出目前為止所有的介面說明，除了這次的記憶體

模組外，也列出了之前的執行緒類別： 

6.2.1 記憶體模組介面說明 

原 型 說 明 備 考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配置單一物件記憶體時使用。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用 new 配置的記憶體，要用 delete 釋放。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配置物件陣列時使用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釋放物件陣列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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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Thread 介面說明 

原 型 說 明 備 考 
Thread 
   (  
   int policy= SCHED_OTHER  
   ) 

創造一個新的執行緒物件。但是底下的作業系統

執行緒要到呼叫 Thread.start()才會創造出來。 
每個執行緒都可以 policy 引數來指定排程策略，

共有 SCHED_FIFO, SCHED_RR, 
SCHED_OTHER 等三種 

 

Thread( const ThreadGroup& ) 創造一個新的執行緒物件，並把它加入指定的

ThreadGroup 中。 
未實作 

virtual ~Thread() 銷毀執行緒物件。  
void start() 造出一個新的作業系統執行緒，並開始跑這個新

的執行緒的 run method。 
 

void stop() const 取消執行緒的執行，不建議使用，因可能會造成

deadlock。 
 

virtual void run() = 0 用新執行緒的主迴圈來覆蓋這個 method。這是在

新的作業系統執行緒裡跑的 method。 
 

static void sleep (  
   unsigned long microSeconds  
   ) 

告訴目前的執行緒停止 microSeconds 微秒。  

static void yield() 把這個執行緒的時間片段（time sice）讓給下一

個要進行的執行緒。如果沒人要執行就不會有任

何效果。 

 

void join() 一直等到這個執行緒結束。  
setPriority( int newPriority ) 把執行緒的優先順序設為 newPriority。  
int getPriority() 傳回執行緒的優先順序。  
int getMinPriority() const 取得現有排程策略下最小優先權值。  
int getMaxPriority() 取得現有排程策略下最大優先權值。  
void setSchedulePolicy( 
       int policy  
    ) 

指定執行緒的排程策略，共有 SCHED_FIFO, 
SCHED_RR 和 SCHED_OTHER 等三種可供選

擇。 

 

static Thread& currentThread() 傳回現在正在執行的執行緒，也就是呼叫者的執

行緒。 
未實作 

ThreadGroup& getThreadGroup() 傳回這個執行緒所參加的 ThreadGroup。 未實作 
bool isAlive() 如果底下的作業系統執行緒正在跑就傳回 true；

這跟詢問執行緒 Thread::run()是否還在執行是一

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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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ThreadMonitor 介面說明 

原 型 說 明 備 考 
ThreadMonitor() 建立一個 ThreadMonitor 物件，以用來管理執行

緒間的通訊。 
 

virtual ~TheradMonitor() 銷毀 ThreadMonitor 物件。  
void synLock() 用來和 synUnlock()一起成對使用，以建立一個

“監控區”。要持有這個物件的“監控鑰匙”才

可以進入監控區域。synLock()和 synUnlock()兩方

法呼叫間的區域就是監控區域。監控區內的程式

碼，會透過同步化的處理，來保證其資料存取的

唯一性。 

 

void synUnlock() 用來和 synLock()一起成對使用，以建立一個“監

控區”。要持有這個物件的“監控鑰匙”才可以

進入監控區域。synLock()和 synUnlock()兩方法呼

叫間的區域就是監控區域。監控區內的程式碼，

會透過同步化的處理，來保證其資料存取的唯一

性。 

 

void waitThread() 會使得呼叫的執行緒等待，直到另一個執行序呼

叫該相同物件的 notifyThread或 notifyAllThrad方
法。 

 

void waitThread 
   ( 
   unsigned long microSeconds  
   ) 

使得呼叫的執行緒等待，直到另一個執行序呼叫

該相同物件的 notifyThread()或 notifyAllThrad 方

法。若一直沒有被 notifyThread 或 notifyAllThrad
方法喚醒，在經過 microSeconds 微秒後，執行緒

也會自動甦醒。 

 

void notifyThread() 這個方法會喚醒一個在等待的執行緒，假如有的

話，在被告知後，執行緒會嘗試再次進入監控區

域。 

 

void notifyAllThread() 這個方法會喚醒所有在監控區域中一直都在等待

的執行緒，在被告知後，執行緒會嘗試再次進入

監控區域。 

 

 



 
系統                  類別庫設計 

 

13/17 
Composed by Jiang Yu-Kwan 

後記 

有了前兩次執行緒作業的折騰，這次的作業顯得簡單許多。 

原先初次知道這個題目時，覺得記憶體管理的功能跟執行緒該是互相“獨

立”的，後來實際在架構細節時，才發現要考慮 Thread Safe 的問題。 

隨著程式的撰寫，為了保持日後使用上的最大彈性，固在 MemoryPool.h 檔案

中以條件編譯的方式設計了_Thread_Safe 開關（ref page16 line14）。所以這個記憶

體管理模組只要設定一下這個開關後，重新編譯一次，就可產生 Thread Safe 的版

本和非執行緒的環境下使用的版本。 

基本上、Linux 作業系統下的 gcc 所提供內定的記憶體管理模組應該已經是

Thread Safe 了。 

為了效率的考量，我們才需要自己設計記憶體模組。當然，同樣地、得考慮

是否 Thread Safe。 

這個模組在設計時只求簡單、可用，用的資料結構及演算法不是很複雜。所

以未來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如，自行判斷 cell 的大小和個數等。 

跟之前的一樣，這次的作業也是先完成文件部分，再著手去編寫程式。在程

式編寫的過程中，如果有需要，再回來修改文件說明。 

 

整個文件的撰寫及程式的編程（coding），共費了近兩個工作天。 

本來想再寫個明確的測試程式，礙於百務纏身，又這個作業至此也可說完成

了，所以就不再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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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列表 

記憶體管理模組是直接外加到原來的多執行緒模組。記憶體模組的程式列表

共可分成六部分： 

 

1. Memory.h：記憶體模組的規格介面部分。 

2. Memory.cpp：記憶體模組的實作部分。 

3. MemoryPool.h：記憶池類別的規格介面部分。 

4. MemoryPool.cpp：記憶池類別的實作部分。 

5. Mutex.h：互斥執行的程式碼。 

6. main.cpp：主程式。 

 

以下是程式列表： 

 
 
/** 1 
File: Mutex.h 2 
Purpose:  3 
@author Jiang Yu-Kwan 4 
@version 1.0  2000/6/19 ~ 2000/6/19 5 
*/ 6 
#ifndef _Mutex_h 7 
   #define _Mutex_h 8 
    9 
#include <pthread.h> 10 
 11 
class Mutex 12 
{ 13 
public: 14 
   Mutex(); 15 
   ~Mutex(); 16 
    17 
   void lock(); 18 
   void unlock(); 19 
 20 
private: 21 
   pthread_mutex_t mutex; 22 
}; 23 
 24 
 25 
inline Mutex::Mutex() 26 
{ 27 
   pthread_mutex_init( &mutex, NULL ); 28 
} 29 
 30 
 31 
inline Mutex::~Mutex() 32 
{ 33 
   pthread_mutex_destroy( &mutex ); 34 
} 35 
 36 
 37 
inline void Mutex::lock() 38 
{ 39 
   pthread_mutex_lock( &mutex ); 40 
} 41 
 42 
 43 

inline void Mutex::unlock() 44 
{ 45 
   pthread_mutex_unlock( &mutex ); 46 
} 47 
 48 
 49 
#endif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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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ile: MemoryPool.h 2 
Purpose:  3 
@author Jiang Yu-Kwan 4 
@version 1.0  2000/6/19 ~ 2000/6/19 5 
*/ 6 
#ifndef _MemoryPool_h 7 
   #define _MemoryPool_h 8 
 9 
#include "Mutex.h" 10 
typedef void* Memory; 11 
typedef char Byte; 12 
 13 
#define _Thread_Safe 14 
 15 
class MemoryPool 16 
{ 17 
public: 18 
   MemoryPool(); 19 
    20 
   bool dispose( Memory, size_t ); 21 
   bool release( Memory ); 22 
   bool isInPool( Memory ) const; 23 
    24 
   size_t getCount() const { return count; } 25 
    26 
private: 27 
   enum { CellNum= 256, CellSize= 48 }; 28 
   enum { UsedCell= CellNum }; 29 
    30 
   Byte cell[ CellNum ][ CellSize ]; 31 
   int freeCell[ CellNum ]; 32 
   int freeCellIndex; 33 
   size_t count; 34 
    35 
   Mutex mutex; 36 
}; 37 
 38 
#endif 39 
 40 
 41 
 42 
/** 43 
File: MemoryPool.cpp 44 
Purpose:  45 
@author Jiang Yu-Kwan 46 
@version 1.0  2000/6/19 ~ 2000/6/19 47 
*/ 48 
#include "MemoryPool.h" 49 
 50 
 51 
MemoryPool::MemoryPool(): 52 
   freeCellIndex( 0 ), count( 0 ) 53 
{ 54 
   for (int i= 0; i<CellNum; i++) 55 
      freeCell[i]= i+1; 56 
} 57 
 58 
 59 
bool MemoryPool::dispose( Memory m, size_t s ) 60 
{ 61 
   if (s <= CellSize  &&  freeCellIndex != UsedCell) 62 
      { 63 
      #ifdef _Thread_Safe 64 
         mutex.lock(); 65 
      #endif 66 
       67 
      int next= freeCell[ freeCellIndex ]; 68 
      m= cell[ freeCellIndex ]; 69 
      freeCell[ freeCellIndex ]= UsedCell; 70 
      freeCellIndex= next; 71 
       72 
      count++; 73 
       74 
      #ifdef _Thread_Safe 75 
         mutex.unlock(); 76 

      #endif 77 
      return true; 78 
      } 79 
   else 80 
      m= NULL; 81 
 82 
   return false; 83 
} 84 
 85 
 86 
bool MemoryPool::release( Memory m ) 87 
{ 88 
   if (isInPool( m )) 89 
      { 90 
      #ifdef _Thread_Safe 91 
         mutex.lock(); 92 
      #endif 93 
       94 
      int k= int((long(m) - long(cell)) / CellSize); 95 
      freeCell[ k ]= freeCell[ freeCellIndex ]; 96 
      freeCellIndex= k; 97 
       98 
      count--; 99 
       100 
      #ifdef _Thread_Safe 101 
         mutex.unlock(); 102 
      #endif 103 
      return true; 104 
      } 105 
 106 
   return false; 107 
} 108 
 109 
 110 
bool MemoryPool::isInPool( Memory m ) const 111 
{ 112 
   return (m != NULL) &&  113 
          (cell <= m) && (m < (cell+CellNum*CellSize)) && 114 
          !((long(m) - long(cell)) % CellSize); 115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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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3 
File: Memory.h 4 
Purpose:  5 
@author Jiang Yu-Kwan 6 
@version 1.0  2000/6/19 ~ 2000/6/19 7 
*/ 8 
#ifndef _Memory_h 9 
   #define _Memory_h 10 
 11 
 12 
extern "C++" { 13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14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15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 16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 17 
   void GetMem( size_t ); 18 
   void FreeMem( void* ); 19 
} 20 
 21 
#endif 22 
 23 
 24 
 25 
/** 26 
File: Memory.cpp 27 
Purpose:  28 
@author Jiang Yu-Kwan 29 
@version 1.0  2000/6/19 ~ 2000/6/19 30 
*/ 31 
#include "MemoryPool.h" 32 
#include <stdlib.h> 33 
 34 
static MemoryPool MemoryPool; 35 
 36 
 37 
void* GetMem( size_t size ) 38 
{ 39 
   void *p= NULL; 40 
   if ( !MemoryPool.dispose( p, size ) ) 41 
      p= malloc( size ); 42 
       43 
   return p; 44 
} 45 
 46 
 47 
void FreeMem( void* p ) 48 
{ 49 
   if (p != NULL) return; 50 
    51 
   if (MemoryPool.isInPool( p )) 52 
      MemoryPool.release( p ); 53 
   else 54 
      free( p ); 55 
} 56 
 57 
 58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size ) 59 
{ 60 
   return GetMem( size ); 61 
} 62 
  63 
 64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p ) 65 
{ 66 
   FreeMem( p ); 67 
} 68 
 69 
 70 
void* operator new[]( size_t size ) 71 
{ 72 
   return GetMem( size ); 73 
} 74 
  75 
 76 

void operator delete[]( void* p ) 77 
{ 78 
   FreeMem( p ); 79 
}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