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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件系统由于长期使用导致文件碎化，严重影响文件系统性能问题进行了

文件碎化的检测与评估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一种新颖的碎化评估模型——碎化因子模型。
该模型能根据文件的磁盘几何布局判断文件碎化情况，同时能较为精确地模拟出这种碎
化情况对文件性能如顺序读的具体影响，为评估文件碎化的状况及其对文件性能的影响
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颖实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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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的，它只能大致给出文件是否需要进行碎化整理的
建议，并不能反映文件的碎化状况对其性能造成的
具体影响，如对文件的顺序读造成的性能损失等。

文件系统随着其长期使用，磁盘空间会形成众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精确的细粒度的评测。比

多的不连续片段（碎片），这种现象称为文件系统的
“碎化”ｌＩ Ｊ。碎片增多会导致文件系统性能恶化，尤

如能根据文件的碎化布局（１ａｙｏｕｔ）来量化出其对性

其是大型文件系统。因而对文件碎化的检测与评估

究还很少。本文主要针对单个文件碎化的检测评估

具有重要意义。文件被分裂成多个碎片后，其读性

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文件布局的文件

能损失很大，原因在于读数据时的大量磁盘寻道。

碎化检测评估模型——碎化因子模型，并对其有效

所以，为了避免碎片的产生和提高Ｉ／Ｏ性能，尽可能：

性进行了验证与分析。

能（顺序读）的具体影响。当前这个领域的相关研

地分配连续资源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各种减少
碎片产生的机制被引入，如文件系统ＸＦＳ中的延迟

１

相关工作

分配心Ｊ，ｅｘｔ４中的块保留１３ｏ等。尽管如此，多文件
的并发写仍然会导致碎化的产生，进而导致文件读
性能的损失Ｈ Ｊ。事实上，由于Ｉ／Ｏ密集型应用的流

国内外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
Ｓｍｉｔｈ采用ｌａｙｏｕｔ ｓｃｏｒｅ测量整个磁盘的碎化程

行，对文件系统Ｉ／Ｏ性能的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广

度¨一ｊ。如ｓｃｏｒｅ为１，表示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文件

电数字领域，对视频文件的播放延迟是有严格限制

在磁盘上分布最佳，即任意指定文件的所有块在磁

的，即当文件碎化导致的顺序读延迟超过一定限制

盘上都连续地相邻分布；若为０，则表示文件的任何

时，都需要及时进行处理。当前，碎化的检测与评定
已成为文件系统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Ｎ‘７ Ｊ。如

两块在磁盘上都不相邻。文献［１０］从系统的角度

在ｅｘｔ４中，针对文件碎化情况，引入了文件的在线

化带来的平均性能损失。通过一系列研究分析，推

碎化整理特性Ｈ Ｊ，同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用户态的

导出公式Ｌ＝１／（２ｍ一８），其中，／７＂Ｌ为系统空闲空

碎化检测工具，用以检测单个文件的碎化情况，并以
此得出文件是否碎化及是否需要碎化整理的判

间比率，ｓ为平均单个文件占磁盘空间的比率，￡为
文件的平均碎片个数。这样在文件系统的长期使用

定。８ Ｊ。然而，ｅｘｔ４采取的碎化检测方式是较粗粒度

过程中，通过对系统参数（ｍ和ｓ）的分析，便可估

研究了文件系统在长期使用（大量并发读写）后，碎

①８６３计划（２００９ＡＡ０１Ａ４０３，２００９ＡＡ０１２１３９）资助项目。
②男，１９８５年生，博士生；研究方向：网络存储；联系人，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ｙａｄｏｎ９１９８５＠１２６．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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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系统中文件的平均寻道次数（Ｌ），从而进一步

能反映文件的碎化状况对其性能造成的具体影响，

研究由此带来的平均读写性能损失。ｅｘｔ４引入ｅｘ—

如对文件顺序读造成的性能损失等。

ｔｅｎｔ这一概念来代替ｅｘｔ２一ｅｘｔ３使用的传统块映射
方式。“ｅｘｔｅｎｔ”是一个大的连续的物理块区域，它

２碎化因子模型

的引入加快了处理大文件的性能，减少了碎片。当

块大小为４ＫＢ时，ｅｘｔ４中的一个ｅｘｔｅｎｔ最大可以映

本文提出的碎化检测模型的目标是，根据文件

射１２８Ｍ的连续物理存储空间旧Ｊ。尽管ｅｘｔ４中引入

的ｌａｙｏｕｔ分布来判断其碎化情况对性能（ＪＩ顷序读）的

很多避免碎片产生的技术，但随着其长期使用，磁盘

具体影响。具体来说，给定一个文件，首先从文件系

空间易形成众多的不连续片段，系统产生“老

统的元数据信息中获得其相应的ｌａｙｏｕｔ信息，然后

化”【１【。

根据ｌａｙｏｕｔ本身包含的文件相关的物理磁盘位置信
息建立一个更加具体的碎化检测模型，并对碎化引

Ｅｘｔ４提供了专门的用户程序检测某个特定文

件的碎化状况，通过研究相关源代码旧ｊ，ｅｘｔ４的单个

起的读延迟时间进行计算和估计。

，

文件碎化检测总体上是基于文件的ｅｘｔｅｎｔ数目多少

根据文件读写的逻辑和磁盘模型¨川，文件读写

进行大致评定。首先计算ｂｅｓｔ—ｅｘｔ—ｃｏｕｎｔ，其目的

时间可分为三部分：（１）元数据操作时间，即根据文
件逻辑块号确定其物理块号的时间。（２）磁盘寻道

为了描述最佳情形下某个文件的ｅｘｔｅｎｔ分布。计算

方式为ｂｅｓｔ—ｅ瓢一ｃｏｕｎｔ＝百兰型坚堕生二Ｌ＿＋ｌ。事
ＯｔＯＣｔＣＳ—ｐｅｒ—ｇ，Ｏｕｐ
实上，由于ｅｘｔ４支持“ＦＬＥＸ—ＢＧ”特性，ｅｘｔ４上的计

算方式为ｂｅｓｔ—ｅｘｔ—ＣＯＭｎｆ＝百兰型坠型生二Ｌ×
ＯＬＯＣ托Ｓ——Ｐｅｒ——ｇｒｏｕｐ
ｆｌｅｘ—ｂｇ—ｎｕｍ＋１，其中ｂｌｏｃｋｃｏｕｎｔ为文件实际占据
的ｂｌｏｃｋ数目，ｂｌｏｃｋｓ—ｐｅｒ—ｇｒｏｕｐ为每个ｇｒｏｕｐ的
ｂｌｏｃｋｓ数目，ｆｌｅｘ—ｂｇ—ｎｕｍ为ＦＬＥＸ—ＢＧ ｇｒｏｕｐ的大

小。ＦＬＥＸ～ＢＧ这个特性放宽了对存储介质中每一
个块组数据放在哪里的检查限制。它允许ｂｉｔｍａｐｓ
或ｉｎｏｄｅ ｔａｂｌｅｓ ０１１］的分配在块组边界的外边。这也
允许新的元数据分配方案，目的是提高性能及可扩

展性。然后计算文件的碎化率即∥ｌｅｓ—ｒａｔｉｏ，计算
公式为∥ｌｅｓ—ｒａｔｉｏ＝（ｅｘｔ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ｆｒａｇ—ｂｅｓｔ
ｅｘｔ

ｃｏｕｎｔ）／ｆｉｌｅ

ｂｌｏｃｋ

ｃｏｕｎｔ，其中ｅｘｔ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ｆｒａｇ为文件当前的ｅｘｔｅｎｔ数目，ｆｉｌｅ—ｂｌｏｃｋ—ｃｏｕｎｔ

时问。若此文件物理块不连续，则对文件连续读时，
有一部分时间将用在磁盘寻道之上。（３）数据读取
时间。当磁头定位在指定位置之后，则开始真正的
数据传输过程，这段时间即数据读取的时间。
单个文件的碎化包含元数据的碎化和数据分布
的碎化。事实上，由于磁盘转速固定不变，数据传送
速率可认为是常数，数据传送时间只与文件大小成
正比。由此带来的读性能损失就由上面的元数据操
作时间及磁盘寻道时间引起。下文会从这两方面出

发进行测试分析。同时根据文献［１０］的研究可知，
文件碎化引起的性能损失主要耗费在磁盘寻道上．
我们后续的测试将会证明这点。所以我们会重点考
虑文件碎化引起的磁盘寻道时问。
在假设元数据已获得的情况下，根据磁盘的物
理结构及其访问逻辑¨川，数据访问时间分为排队时

为文件实际占的ｂｌｏｃｋ数目。最后计算相应的

间、寻道时间、数据传送时间之和，由于我们考虑的

ｓｃｏｒｅ，同时会引入一个阈值，与之比较，得出文件是

是磁盘布局对访问时间的影响，因此不考虑排队时

否需要碎化整理的建议。计算公式为ｓｃｏｒｅ＝（声ｌｅｓ

间，因为此项数据与磁盘布局无关。所以我们重点

—ｒ。ｆｉ。）＞１０７（８０＋２０×ｚ型警）：（８

考虑的就是寻道时问。显然，磁盘寻道是由于文件
ｘｆｉｌｅｓ—

ｒａｔｉｏ）。代码中给定的阈值为５５。
Ｅｘｔ４采取的碎化检测方式是以文件ｅｘｔｅｎｔ数目

磁盘布局间隔引起的，从而有公式
Ｍ

Ｔ＝Ｓ。＋∑Ｓｉ

（１）

ｆ＝１

多少为检测基础的，是一种较粗粒度的检测方式。
从理论上讲，它只考虑了ｅｘｔｅｎｔ数目，而没有考虑

其中丁表示读取文件所花的总时间。ｓ，是数据传送

ｅｘｔｅｎｔ之间的距离因素。事实上，即便ｅｘｔｅｎｔ数目较

寻道时间，而Ｍ是文件中间隔的总段数，也就是不

少而ｅｘｔｅｎｔ距离间隔较大时，长距离的磁盘寻道也

连续的段的个数。当Ｍ＝０时，ｒ取最小值Ｓ。，即

会带来大量的读性能损失。１…。另一方面，它也只能

文件物理连续时，性能最佳。显然，由数据的碎化分

大致给出文件是否需要进行碎化整理的建议，并不

布引起的文件性能损失可按式

．．．．——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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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文件大小成正比，．ｓｉ表示第ｉ个间隔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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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存储阵列。

计算。我们将这个性能损失Ｆ命名为文件的“碎化

后续测试的方案大致流程如下：

因子”。根据文献［１３，１４］，寻道时间的估算公式为

（１）构造待ｉ贝４文件。满足不同测试的要求。

Ｓ—ｏ＋ｂ扫

（ｄ＞０）

（２）使缓存等失效。读大量不相关数据，丢弃

（３）

其中Ｓ为寻道时间，Ⅱ为臂加速时问，ｂ为寻道因

本地ｐａｇｅ

ｃａｃｈｅ。

（３）测试文件顺序读性能。多次测量取平均

子，ｄ为寻道距离。本项目中也用此公式来近似计
算寻道时间。将式（３）带人式（２）中，最终文件的

值。

“碎化因子”的表现公式为

３．２元数据碎化分析
对于元数据碎化带来的影响，需从两个方面进

三
，２

一

ｎ朋＋６刍√ｄ。

（４’

行分析。一方面需要考虑元数据操作的时间，即

其表示的物理意义为：对此文件顺序读，估计会比其
理想性能（文件物理连续）多出的时间。其中Ｍ是

ＧＥＴＢＬＫＳ（根据文件逻辑块号获得对应物理块号的
操作）的耗时，另一方面需要分析不同元数据组织

文件中间隔的总段数，ｄ。是第ｉ个间隔的长度，ｏ、ｂ

对整个顺序文件读性能的影响。文件在磁盘上的

是经验参数，跟文件分布所处的具体物理环境相关。ｌａｙｏｕｔ都是一样的，即定长的连续的磁盘块段，而相
具体取值可由文件的ｌａｙｏｕｔ信息及实际测试的延迟
应的元数据组织不同，这种情况对读性能的影响需
时间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拟合获得。

要考虑。

由此我们在假设元数据已获得的前提下，推导

３．２．１元数据操作时间

出了文件的碎化布局与其引起的磁盘寻道时间的对

此处的元数据操作时间是用ＧＥＴＢＬＫＳ的

应关系。从理论上很大程度地接近了我们的目标：
根据文件的ｌａｙｏｕｔ来判断其碎化情况对性能（顺序

ＩＯＣＴＬ（获取文件ｌａｙｏｕｔ信息）执行时间来代表的。
由于三级间址结构的特点ｍ］，可以认为给定文

读）的具体影响。下面我们将对元数据碎化的情况

件大小后，三级间址的操作时间为常数，并且与文件

进行测试分析，并对物理环境中ｏ，ｂ参数的实验取

是否碎化没有关系，因此这里只考虑ｅｘｔｅｎｔ形式㈨

值进行拟合。

的文件。测试流程如下：
：、

３

参数拟合

（１）将一个６ｄＧＢ的文件分为等长的ｅｘｔｅｎｔ，设
、每个ｅｘｔｅｎｔ有Ⅳ个块。
（２）失效ＭＤＳ上的所有ｐａｇｅ ｃａｃｈｅ，从盘阵上

在后续的实验中，我们会首先考虑元数据碎化

读取与待测文件不相关的４ＧＢ数据，以使盘阵端的

造成的性能损失；然后再通过实验测试，对式（４）进
行验证分析；最后再对二者进行综合考虑，得到文件

缓冲失效。

的碎化情况对其性能的具体影响。

每个块（４ＫＢ大小）调用一次，即共调用１６Ｍ次

３．１性能测试环境

（１６７７７２１６次）。

测试环境由一台元数据服务器（ＭＤＳ）和一个
存储服务器组成，然后在上面配置典型的ＢＷＦＳ（蓝

（３）对整个文件顺序调用ＧＥＴＢＬＫＳ的［ＯＣＴＬ，

（４）记录３的时间，之后再次执行步骤３，并记
录时间。

鲸分布式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的一个主要特点
是元数据与数据的分离。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测试系

段长度为１时，第一次ＧＥＴＢＬＫＳ的性能比第二次

统，一方面由于海量存储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分布式

ＧＥＴＢＬＫＳ性能差很多，说明这时读磁盘的影响还是

文件系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很大的（第二次读基本上都可以在缓存中直接命

另一方面，也简化了碎化分析的模型，不用考虑由于
需要读元数据，而引入的数据分布与元数据分布之

中）。但随着块段长度到达１６之后，第一次和第二

次读的性能就基本上一样了。说明这时读磁盘的影

间的来回寻道。元数据服务器采用６４位Ｉｎｔｅｌ

响已经不明显。即主要时间花在陷入内核态以及查

Ｘｅｏｎ

Ｅ５４０５，金士顿１ＧＢ：｝：４，双Ｂｒｏａｄｃｏｍ千兆网卡，
Ｑｌｏｇｉｃ２４６０ ＨＢＡ卡，操作系统为６４位的ＣｅｎｔＯ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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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块

找Ｂ＋树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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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２所示，当块段长度到４块之后，顺序读的
性能已基本没有差别了。这说明当块段到一定长度
后，元数据操作的时间对整体吞吐率的影响已经不
明显了。而即使在元数据最多的情况下（即块段长
度为１），其测定的平均带宽分别为：ｒｅａｄ
ｒｅ—ｒｅａｄ １

１０４．８ＭＢ／ｓ，

１８ＭＢ／ｓ。而图示中对应的最好带宽（即块

段长度为１０４８５７５）是：ｒｅａｄ

１１０．４ＭＢ／ｓ，ｒｅ—ｒｅａｄ

１２５ＭＢ／ｓ。显然，由于元数据太多，带来如下影响：
ｒｅａｄ：（１１０．４—１０４．８）／１１０．４＝０．０５０７—５％
ｒｅ—ｒｅａｄ：（１２５—１１８）／ｔ２５＝０．０５６—５．６％
图１元数据操作时间
图示说明：睁数据是３次测试的平均值；》一ｎｃ后缀是指ｎｏ
ｃａｃｈｅ，即做过缓存失效操作之后的第一次测试的数据；》无此后缀
的数据是第二次执行测试的时间数据（可认为元数据块基本都在

所以即便在元数据最多的情况下，元数据操作带来
的性能损失大约在５％左右。

．

３．２．３元数据操作总结
由３．２．１和３．２．２的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当

ＭＤＳ缓存中）；睁ｒｅａｌ，ｕｓｅｒ，ｓｙｓ是ｔｉｍｅ命令的输出，测量的是１６Ｍ
次ＧＥＴＢＬＫ ＩＯＣＴＬ的时间。

块段长度大于１６时，不必考虑元数据操作的影响；
当块段长度小于１６时，假设其为Ⅳ，则可简单估计

３．２．２不同元数据组织的影响

其带来的性能影响幅度为：５％Ｘ １／Ｎ，即

此测试是为了测试不同的元数据组织对顺序文

ｔｉｍｅ—ｐｅｎ口ｚｔｙ＝｛；二乞ｉ６Ⅳ＜，６。

件读性能的影Ⅱ向。测试结果可反映不同元数据对性
能的影响，可推算元数据操作在总时间中占的比例。
测试方法如下：
（１）将一个４ＧＢ的文件分为等长的ｅｘｔｅｎｔ，设每

显然，当Ｎ＝１时，性能影响幅度为５％。
３，３文件数据的碎化分析
文件的数据布局如图３所示。其中灰色的为文

个ｅｘｔｅｎｔ有Ⅳ个块。
（２）失效ＭＤＳ上的所有ｐａｇｅ ｃａｃｈｅ，从盘阵上
读任意其他的８ＧＢ数据，以使盘阵端的缓冲失效。．、
（３）对这个文件调用ｄｄ

ｉｆ＝／ｂｗｆｓ／ｔｅｓｔ ｏｆ＝／、

件的数据块（有Ｍ个），白色的为间隔（Ⅳ个）。测

试这样的文件的读性能，就可以估计不同间隔对不
同数据块大小的文件的读带宽的影响。测试方法如

ｄｅｖ／ｎｕｌｌ ｂｓ＝４０９６ ｃｏｕｎｔ＝１０４８５７６。

（４）记录３中ｄｄ显示的带宽，之后再次执行步
骤３，并记录ｄｄ显示的带宽。

Ｆ
“

ｒ

ｉ

『¨

。ｒ

＿
。＋‘１。＋＋

弋＝＝二≯＝：太：二≯三定：：≯：＝一＝二专一＝：尤＝＝：≯＝二：一≮二≮：＝。℃＝：：ｊ：：Ｉ
Ｎ
Ｎ
Ｎ
Ｍ
Ｍ
Ｍ
Ｍ

其中，读盘阵裸盘的带宽为７６～８０ＭＢ／ｓ，平均
约７８ＭＢ／ｓ左右，测试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３文件的数据布局

（１）按照图３构造待测文件，如Ｍ＝１，２，４，
１６，６４，…，Ｎ＝０，１，２，４，１６，６４，…文件大小为

言
赢
皇

４ＧＢ；

溜
羟
越

（２）从盘阵上读任意其他的８ＧＢ数据，以使盘

阵端的缓冲失效；
（３）对这个文件调用ｄｄ

如笛加”ｍ∞∞够如

ｉｆ：／ｂｗｆｓ／ｔｅｓｔ ｏｆ＝／

ｄｅｖ／ｎｕｌｌ ｂｓ＝４０９６ ｃｏｕｎｔ＝１０４８５７６：

图２不同元数据组织下文件顺序读带宽
图示说明：》数据是３次测试的平均值；》ｒｅａｄ是失效ｃａｃｈｅ
之后第一次读文件的带宽；》ｒｅ—ｒｅａｄ是在ｒｅａｄ之后马上进行的第二
次读的带宽。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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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记录３中ｄｄ显示的带宽。

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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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非常明显，使之性能下降超过５０％。但是当
文件基本块变大之后，间隔对性能的影响就不明显
了。比如当文件块为２０４８个（８ＭＢ）时，文件性能随
间隔的增长而下降的幅度已经明显变小了，只是下
降到连续文件的８０％的性能。

将实验数据换算成对应的读延迟时间，带入式
（４）中进行最／Ｉ、Ｚ－乘拟合，得到本次测试中８＝１．
２１０７４４３４

４

Ｘ

１０～．ｂ＝２．９４８９７５２２×１０～。

验证与评估

图４不同数据布局的文件顺序读带宽
图示说明：》其中ｂ一数字中的数据表示了数据块的大小，比如

４．１拟合对比

我们采用与３．１节中相同的物理实验环境，对

ｂ—１６表示数据块为１６个，即Ｍ＝１６。

我们的碎化检测模型进行验证与评估，结果如图５
从图４可以看出，间隔对４ｋＢ基本块文件（ｂ一１）

１４０

所示。
—·一ｂ．１

ｒ

＊ｂ．２

１２０Ｉ

ｂ．４
ｂ．１６

１００｝

一斗ｂ．６４

——一ｂ．１２８｝

兰８０ Ｌ

ｂ．２５６：

…ｂ－５１２｛

童６０ ｌ

ｂ＊１０２４｛
ｂ．２０４８｛

４０－

ｂ．４０９６ｉ

２０｝
０

Ｌ
０

ｌ

２

４

１６

６４

２５６

１０２４ ４０９６１６３８４ ６５５３６

如加∞蛐印柏凇０加

间隔块夫小（瞥位：４ｋＢ块的个数）

（ａ）采用拟合公式（４）计算出的延迟时间

（ｂ）实际测试中的延迟时间

图５文件碎化检测模型的验证
图示说明：》纵轴表示：对此文件顺序读，估计会比其最佳性能（物理上连续）多出的时间；睁ｂ－数字中的数据表示数据块的大小，比如ｂ－
１６表示数据块为１６个，即Ｍ＝１６；

显然，图５中的拟合曲线很好地反映了实际数

事实上，即便ｅｘｔｅｎｔ数目较少，而ｅｘｔｅｎｔ距离间隔较

据延迟的情况，从而表明文件的碎化因子计算公式
（４）较好地描述了文件碎化对文件性能的影响。另

大时，长距离的磁盘寻道也会带来大量的读性能损
失。由此，如果采用ｅｘｔ４的方法，就很容易带来“误

外可以观察到，图中ｂ－１，ｂ－２，ｂ４拟合的数据略小于

判”。

实际测试的数据，事实上由前面３．２．３节中的分析可

取３．３章节中构造的待测文件如下：文件Ａ，平

知：当ｂ（１６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元数据碎化带来的

均块长Ｍ＝２，平均间隔Ｎ＝１，文件大小为４ＧＢ；

性能影响，同时这个影响在５％以内。这也从另外

文件Ｂ，平均块长Ｍ＝４，平均间隔Ｎ＝６４，文件大

的角度很好地验证了３．３节中分析的正确性。由此，

小为４ＧＢ。其中，每个基本块的大小为４ｋＢ。文件

我们便可根据文件的ｌａｙｏｕｔ判断其碎化情况对文件

Ａ和Ｂ是具有同样大小的两个待测文件，对于文件

性能（顺序读）的具体影响。

Ａ，其包含的ｅｘｔｅｎｔ数目为４ＧＢ／（４Ｋ×２）＝５１２Ｋ

４．２与ｅｘｔ４方法的实验对比评估

个；对于文件Ｂ，其包含的ｅｘｔｅｎｔ数目为４ＧＢ／（４Ｋ×

由相关工作中的分析知，ｅｘｔ４采取的碎化检测

４）＝２５６Ｋ个。

方式是以文件ｅｘｔｅｎｔ数目多少为检测基础的，是一

（１）采用ｅｘｔ４的检测方法进行评估，显然，由

种较粗粒度的检测方式。从理论上讲，它只考虑了
ｅｘｔｅｎｔ的数目，而没有考虑ｅｘｔｅｎｔ之间的距离因素。

于文件Ａ包含更多的ｅｘｔｅｎｔ数目（５１２Ｋ＞２５６Ｋ），

万方数据

那么文件Ａ的碎化程度要高于文件Ｂ，即文件Ａ比

高技术通讯２０１２年８月第２２卷第８期
文件Ｂ要更为碎化。

我们也进行了其执行效率测试。测试硬件环境

（２）采用我们的碎化公式进行评估，从图５（ａ）

与３．１节中所述相同。对于有７Ｔ空间（使用率超

中观察可知，碎化对文件Ａ带来的性能影响（延迟

过９０％），２８万文件的ＢＷＦＳ文件系统，进行全面遍

读时间）为２１．９ｓ，碎化对文件Ｂ带来的性能影响为

历花费了２２ｓ，而单独的文件遍历一遍的时间为

６８．１

１９．５ｓ，所以算法带来的开销很小，仅占时间总开销

Ｓ。那么显然文件Ａ的碎化状况要好于文件Ｂ，

即文件Ｂ比文件Ａ更为碎化。
（３）对Ａ、Ｂ的实际顺序读情况进行测试，从图

的１１％左右。整个工具的执行速率是比较稳定的，
即便在生产环境中也有很好的适用性。

５（ｂ）观察可知，碎化对文件Ａ带来的性能影响（延
迟读）为３０．７ｓ，碎化对文件Ｂ造成的性能影响为

５

结论

７６．０ｓ。显然碎化对文件Ｂ造成的性能影响更为严
重，文件Ｂ要比文件Ａ更为碎化。这与我们根据碎
化公式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根据ｅｘｔ４的检
测方法则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
由上述实验对比发现，ｅｘｔ４的检测方法并不能
准确地反映一个文件当前的碎化状况。究其原因，

本文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更为精确的碎化检测思
路。对推导出的碎化因子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严格的
验证与评估，能很好地根据文件的ｌａｙｏｕｔ来量化其
碎化情况对文件性能（顺序读）的具体影响，为文件
碎化的检测提供了应用级的依据。

则在于ｅｘｔ４的检测方法仅仅考虑了一个文件内部

当前“碎化因子”的概念只针对单个文件的碎

碎化片段的个数，而没有考虑这些片段之间的距离

化检测，并且它只描述了一个文件总体的碎化延迟

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的磁头移动，而我们的方

时问。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会尝试同时考虑连续

法较好地对二者进行了统一的权衡与考虑，能更为
精确地对文件的碎化状况进行检测与评估。

文件自身顺序读的时间，然后将其与文件碎化延迟

４．３实际应用

的时间相结合，从一个“相对延迟”的角度提供文件
碎化的检测，具体策略仍需进一步的分析验证。同

我们依此开发对应的碎化检测工具，以满足实

时，我们也会考虑将单个文件的“碎化因子”概念应

际应用的需要。碎化检测工具的形式为指定待测目

用到“相关文件碎化检测”的场景＿５ Ｊ，具体还需与特
定的应用场景结合，进行理论与实验的详细论证，使

录，遍历目录下所有文件，列出碎化最为严重的文件

的列表及其碎化程度。考虑到效率和效果问题，傲
如下两个限定：
（１）仅检测比给定大小更大的文件，因为小文

件即使碎化严重，其总共的读写时间也十分有限，而
且小文件访问中，ｐａｇｅ ｃａｃｈｅ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因此该工具忽略较小文件以加快检测速度。
（２）输出的碎化因子的大致含义是，对此文件
顺序读，估计会比其理想性能（文件物理连续）多出
的时间。因此碎化因子是偏向于大文件的，选择这
样做的原因是认为对大文件整理碎片的收益更高，
所以更倾向于整理大文件。
碎化因子的计算方法为第２节中的碎化因子计
算公式（４），同时考虑３．２．３节中总结的元数据影
响因素。主要算法描述如下：

碎化因子具有更好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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