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Chapter 2

文件系统

数据存储在各种存储介质中，那么用户是如何方便快捷地访问存储设备中数据的？对一
般用户而言直接读取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并将数据组织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磁盘为
例，一般用户根本不知道如何驱动一个磁盘，更不知道数据在磁盘上的存放位置及组织方
式，让其了解所有的技术细节将使用户不堪重负。从 1.6 节的介绍我们知道，操作系统为用
户提供了硬件抽象模型，用户通过操作系统可以方便地使用硬件资源，而无须了解硬件的技
术细节；而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是解决如何在存储设备上存储数据的一套方法，包括存储
布局、文件命名、空间管理、安全控制等，当用户使用文件系统访问存储介质中的数据时，
不必关心数据保存在存储设备中的实际物理地址，通过文件的所属目录和文件名即可定位到
该文件。
从系统角度来看，文件系统是对文件存储器空间进行组织和分配、负责文件存储并对存
入的文件进行保护和检索的系统。具体地说，它负责为用户建立文件，存入、读出、修改、
转储文件，控制文件的存取，当用户不再使用时撤销文件等。在通常情况下，文件系统由三
部分组成：与文件管理有关的软件、被管理文件和实施文件管理所需的数据结构。
本章对一些常见的文件系统如 FAT、EXT、NTFS、CDFS 等进行了介绍，对于在固态
存储设备中使用的专用文件系统如 JFFS、YAFFS、UBIFS 和 exFAT 将在第 6 章介绍。

2.1

FAT
FAT 的全称是文件分配表（File Allocation Table），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常见的一种

文件系统。FAT 文件系统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由微软公司发明并拥有部
分专利的文件系统，用于 MS-DOS，也是所有非 NT 核心的 Windows 版本使用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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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计算机性能有限，因而 FAT 被设计为一个相对简单的文件系统，用于容量小于 500KB
的软盘。后来随着计算机硬件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的发展，FAT 的功能也在不断改进中，目
前已经可以支持大容量的存储介质。FAT 的发展过程经历了 FAT 12、FAT 16、FAT 32 三个
阶段，这三种文件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 FAT 项占据的位数不同。

2.1.1

FAT 的发展概况

FAT 文件系统的最初版本是 FAT 12。FAT 12 采用 12 位文件分配表，并因此而得名，在
DOS 3.0 以前使用，可以管理的磁盘分区容量不超过 8MB。应该说在当时，这个容量上限
还是适用的，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则已经过时了。
早在 DOS 2.0 被广泛应用期间，对更大容量的磁盘管理能力的需求就出现了，所以在
DOS 3.0 版本中微软推出了新的文件系统 FAT 16。除了采用 16 位的分区表之外，FAT 16 和
FAT 12 在其他地方都非常相似。实际上，随着字长增加 4 位，可以使用的簇的总数增加到
了 65546。在 FAT 16 中，当簇的总数小于 4096 的时候，还是使用 FAT 12 的分区表；当需
要超过 4096 的时候才使用 FAT 16。早期的 FAT 16 文件系统管理磁盘的能力上限是 32MB，
1987 年 DOS 4.0 之后的 FAT 16 可以管理 128MB 的磁盘。之后这个数字不断扩大，一直到
2GB。在整整 10 年中，2GB 的磁盘管理能力都是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的。
FAT 16 分区格式存在严重的缺点：大容量磁盘利用效率低。在微软的 DOS 和 Windows
系列中，磁盘文件分配以簇为单位，一个簇只能分配给一个文件使用，不管这个文件占用整
个簇容量的多少。这样，即使一个很小的文件也要占用一个簇，剩余的空间便全部闲置，造
成磁盘空间的浪费。由于分区表容量的限制，FAT 16 分区创建得越大，磁盘上每个簇的容
量也越大，从而造成的浪费也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软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磁盘分区格
式 FAT 32，并在 Windows 95 OSR2 及以后的 Windows 版本中提供支持。
FAT 32 采用 32 位的文件分配表，磁盘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突破了 FAT 16 的 2GB 分
区容量限制。FAT 32 刚刚推出时，主流硬盘的存储容量并不大，所以微软设计的 FAT 32 可
以应用在一个不超过 8GB 的分区中。FAT 32 分区格式的每个簇都固定为 4KB，与 FAT 16
相比，大大减少了磁盘空间的浪费，提高了磁盘的利用率。

2.1.2

FAT 的重要概念

1．簇
FAT 文件系统用“簇”作为数据单元，这意味着一个文件占据存储空间的大小必须是簇
的整数倍。簇由一组连续的扇区组成，所含的扇区数必须是 2 的整数次幂。簇的最大值为
64 个扇区，即最大的簇大小是 32KB。所有簇从 2 开始进行编号，每个簇都有一个自己的地
址编号。之所以以簇为单位而不以扇区为单位进行磁盘的分配，是因为当分区容量较大时，
采用大小为 512B 的扇区管理会增加 FAT 表的项数，对大文件存取增加消耗，文件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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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
2．文件分配表和目录项
FAT 文件系统有两个重要的数据结构：文件分配表和目录项。其中文件分配表就是英文
缩写“ FAT ”的中文译名。
FAT 文件系统的每一个文件和文件夹都被分配到一个目录项，目录项中记录着文件名、
大小、文件内容起始地址以及其他一些元数据。
文件和文件夹内容存储在“簇”中。如果一个文件或文件夹需要更多的簇，则用文件分
配表（FAT）来描述如何找到另外的簇。文件分配表用于指出文件的下一个簇，同时也说明
了簇的分配状态。
目录项结构、簇和文件分配表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目录项、簇和文件分配表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个文件的起始簇号记录在它的目录项中，该文件的其他簇则用一个簇链结构记录在文
件分配表中。如果要寻找文件的下一簇，只需要查看该文件的目录项中描述的起始簇号所对
应的文件分配表项，如果该文件只有一个簇，则此处的值为一个结束标记；如果该文件不止
一个簇，则此处的值是它的下一个簇的簇号。
3．DOS 引导扇区（DBR）
在 FAT 中，有关文件系统自身的一些数据记录在 DOS 引导扇区（DBR）中。引导扇区
位于整个文件系统的 0 号扇区，属于文件系统“保留扇区”的一部分。DBR 中记录着文件
系统的起始位置、大小、文件分配表个数及大小等相关信息。FAT 12 和 FAT 16 的保留扇区
通常为 1 个扇区，因而也就是 DBR 本身；FAT 32 的保留扇区则要多一些，通常有 32 个扇
区（DOS 系统实现为 32 个扇区），除 0 号引导扇区外，还在另一个保留扇区中为其存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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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DBR 备份扇区。
4．FAT 的地址管理
在 FAT 文件系统中，同时使用扇区地址和簇地址两种地址管理方式。这是因为只有存
储用户数据的数据区使用簇进行管理（FAT 12 和 FAT 16 的根目录除外），所有簇都位于数据
区。文件系统其他区域是以扇区进行管理的。

2.1.3

FAT 32 的原理

任何文件系统都是用来组织和管理存储介质中的数据的。一般在使用硬盘存储数据之
前，首先对其进行分区，然后对分区进行格式化，格式化之后用户才可以创建文件来存储数
据。格式化的过程就是在分区内建立文件系统的过程，一个文件系统由系统结构和按一定规
则存放的用户数据组成。
1．磁盘的分区
第 1 章我们已经讲到，硬盘由很多盘片 (platter) 组成，每个盘片的每个面都有一个读写
磁头 (Heads)。如果有 N 个盘片，就有 2N 个面，对应 2N 个磁头，从 0、1、2 开始编号。每
个盘片被划分成若干个同心圆磁道，这样每个盘片的半径均为固定值 R 的同心圆在逻辑上
形成了一个以电机主轴为轴的柱面 (Cylinders)，从外至里编号为 0、1、2……每个盘片上的
每个磁道又被划分为几十个扇区 (Sector)，通常的容量是 512B，并按照一定规则编号为 1、
2、3……形成 Cylinders×Heads×Sector 个扇区。这三个参数即是硬盘的物理参数。
所谓磁盘分区，就是使用分区编辑器（partition editor）将磁盘的整个存储空间划分为几
个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个分区，不同的分区可以以不同的文件系统来组织数据。在分区
时，各分区都不允许跨柱面，即均以柱面为单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分区粒度。硬盘的分区
由主分区和扩展分区组成，扩展分区又划分为多个逻辑分区。
主分区：也叫引导分区，最多能创建 4 个，当创建 4 个主分区（注意扩展分区也是一个
主分区）时，就无法再创建扩展分区了，当然也就没有逻辑分区了。主分区是可以直接使用
的分区，系统启动文件只能放到主分区。
扩展分区：除了主分区外，剩余的磁盘空间就是扩展分区了，扩展分区是一个概念，实
际上是看不到的。扩展分区是不能直接使用的，使用前需要将它划分为若干个逻辑分区。
逻辑分区：在扩展分区上面可以创建多个逻辑分区。即逻辑分区是扩展分区的一部分。
具有 4 个分区的磁盘结构如图 2-2 所示，其中主引导扇区的主要组成和作用如下。
主引导扇区位于磁盘的第一个扇区，即 0 号扇区，主要由主引导记录（MBR，446 字
节）、分区表（64 字节）、结束标志（2 字节）三部分构成，总共占 512 字节。
计算机在上电完成 BIOS 自检后，会将该主引导扇区加载到内存中并执行前面 446 字节
的 MBR，引导程序的主要作用如下：扫描分区表，找到一个激活 ( 可引导 ) 分区；找到激
活分区的起始扇区；将激活分区的引导扇区装载到内存中；将控制权交给引导扇区代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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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启动磁盘上，MBR 引导代码可能都是 0，这对磁盘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图 2-2

具有 4 个分区的磁盘结构

分区表是磁盘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分区表信息可定位各个分区，访问用户数据。
每个分区表项占用 16 字节。这 16 字节中存有活动状态标志、文件系统标识、起止柱面号、
磁头号、扇区号、隐含扇区数目 (4 字节 )、分区总扇区数目 (4 字节 ) 等内容。由于主引导
扇区只有 64 字节用于分区表，所以只能记录 4 个分区的信息。这就是硬盘主分区数目不能
超过 4 个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分区表项的第 1 字节表示该分区是否是活动分区，即是否
包含系统引导扇区，用来引导操作系统。每个磁盘只能同时有一个活动分区，活动分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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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指示符是 0x80，其他均为 0x00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来手动修改引导指示符，但
是引导程序只会查找并使用第一个引导指示符为 0x80 的活动分区。
“55 AA ”为结束标志，或者称魔数，占主引导扇区最后 2 字节。每次执行系统引导代
码时都会检查主引导扇区最后 2 字节是否是“55 AA ”，若是，则继续执行后续的程序，否
则认为这是一个无效的引导扇区，停止引导系统。
2．FAT 32 文件系统结构
FAT 文件系统分为 FAT 12、FAT 16、FAT 32 三种类型。这三种文件系统的主要区别在
于 FAT 项占据的位数不同。目前使用最多的是 FAT 32，所以本书将以 FAT 32 为例详细讲解
FAT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安装在磁盘分区上，一个 FAT 32 文件系统结构如图 2-3 所示。

图 2-3

FAT 32 文件系统结构

（1）保留扇区
保留扇区由引导扇区和其余保留扇区两部分组成。引导扇区也称为 DBR（DOS Boot Record）扇区，通常占用磁盘分区在逻辑上的第 0 扇区，是保留扇区中的第 1 个扇区，也是文
件系统的第 1 个扇区。这 512 字节中包含了跳转指令、厂商标志、操作系统版本号、BIOS
参数块（BPB）、扩展 BPB、操作系统引导程序、结束标志等部分。其中 BPB 记录着文件系
统的参数，包括：每扇区字节数、每簇扇区数、保留扇区数、FAT 表项个数、文件系统大小
（扇区数）、每个 FAT 表项大小（扇区数）、根目录起始簇号等。
DBR 扇区的结构定义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字节位移

字段长度

字

段

DBR 扇区结构表

名

0x00

3 字节

跳转指令

0x03

8 字节

厂商标志和 OS 版本号

0x0B

53 字节

BPB

0x40

26 字节

扩展 BPB

0x5A

420 字节

OS 引导程序代码

0x01FE

2 字节

有效结束标志

作

用

负责跳过接下来的不可执行的字节（BPB 和扩展
BPB），跳到 OS 引导程序代码部分
格式化该分区的操作系统的名称和版本号
BIOS 参数块，为可执行 OS 引导代码提供相关参数

0xAA55

操作系统在启动过程中，MBR 将 CPU 执行转移给 DBR，DBR 的前三字节是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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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跳转指令。该指令负责跳过接下来的几个不可执行的字节 (BPB 和扩展 BPB)，跳到操
作系统引导代码部分，继续启动操作系统。
在 FAT 32 中，保留扇区的个数通常为 32。FAT 32 中的保留扇区除了该分区第 0 扇区用
作 DBR、第 2 扇区（Windows 98 系统）或第 0xC 扇区（Windows 2000、Windows XP）用作
OS 引导代码扩展部分外，其余扇区都不参与操作系统管理与磁盘数据管理，通常情况下是
没用的，只是为了对 DBR 作备份或留待以后升级时用。在 FAT 16 及 FAT 12 文件系统中，
保留扇区的数据通常设置为 1，即仅含 DBR 扇区。
（2）文件分配表（FAT）
文件分配表紧随保留扇区之后，共有两个：FAT1 和 FAT2，其中 FAT2 是 FAT1 的备份，
即这两个文件分配表通常是一致的，FAT 文件系统的名称也是因此而来。对于文件系统来说，
FAT 有两个重要作用：描述簇的分配状态以及标明文件或目录的下一簇的簇号。
FAT 32 中簇地址长度为 32 位，FAT 中的所有字节位置以 32 位（4 字节）为单位进行划
分，并对所有划分后的位置由 0 进行地址编号。0 号地址与 1 号地址被系统保留并存储特殊
标志内容。从 2 号地址开始，每个地址对应于数据区的簇号，FAT 中的地址编号与数据区中
的簇号相同。我们称 FAT 中的这些地址为 FAT 表项，FAT 表项中记录的值称为 FAT 表项值。
FAT 表项值的取值情况如下：
1）当文件系统被创建，也就是进行格式化操作时，分配给 FAT 区域的空间将会被清
空，在 FAT1 与 FAT2 的 0 号表项与 1 号表项写入特定值。由于创建文件系统的同时也会创
建根目录，也就为根目录分配了一个簇空间，通常为 2 号簇，所以 2 号簇对应的 2 号 FAT
表项也会被写入一个结束标记。
2）如果某个簇未被分配使用，它所对应的 FAT 表项内的 FAT 表项值即用 0 进行填充，
表示该 FAT 表项所对应的簇未被分配。
3）当某个簇已被分配使用时，则它对应的 FAT 表项内的 FAT 表项值也就是该文件的下
一个存储位置的簇号。如果该文件结束于该簇，则在它的 FAT 表项中记录的是一个文件结
束标记，对于 FAT 32 而言，代表文件结束的 FAT 表项值为 0x0FFFFFFF。
4）如果某个簇存在坏扇区，则整个簇会用 FAT 表项值 0xFFFFFF7 标记为坏簇，并不
再使用，这个坏簇标记就记录在它所对应的 FAT 表项中。
5）由于簇号起始于 2 号，所以 FAT 表项的 0 号表项与 1 号表项不与任何簇对应。FAT
32 的 0 号表项值总是“ F8FFFF0F ”。
6）1 号 表 项 可 能 被 用 于 记 录“脏” 标 志， 以 说 明 文 件 系 统 没 有 被 正 常 卸 载 或 者 磁
盘 表 面 存 在 错 误。 不 过 这 个 值 并 不 重 要。 正 常 情 况 下 1 号 表 项 的 值 为“ FFFFFFFF ” 或
“ FFFFFF0F ”。
7）在文件系统中新建文件时，如果新建的文件只占用一个簇，为其分配的簇对应的 FAT
表项将会写入结束标记。如果新建的文件不只占用一个簇，则在其所占用的每个簇对应的
FAT 表项中写入为其分配的下一簇的簇号，在最后一个簇对应的 FAT 表项中写入结束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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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建目录时，只为其分配一个簇的空间，对应的 FAT 表项中写入结束标记。当目录
增大超出一个簇的大小时，将会在空闲空间中继续为其分配一个簇，并在 FAT 中为其建立
FAT 表链以描述它所占用的簇情况。
9）对文件或目录进行操作时，它们所对应的 FAT 表项将会被清空，设置为 0 以表示其
所对应的簇处于未分配状态。
（3）数据区
数据区是真正用于存放用户数据的区域，文件的内容都存放在数据区。数据区紧跟在
FAT2 之后，簇是最小分配单位，所有的簇从 2 开始进行编号。也就是说，2 号簇的起始位
置就是数据区的起始位置。FAT 文件系统的数据存储采用小端（Little Endian）方式。
根目录

虽然原则上 FAT 32 允许根目录位于数据区的任何位置，但通常情况下它都位于 2 号簇。
要想定位一个 FAT 32 文件系统的数据起始处，可以通过引导扇区的相关参数计算出来。首
先从引导扇区的偏移 0x0E~0x0F 字节处得到保留扇区数；然后从偏移 0x10 字节处得到 FAT
的个数；最后从偏移 0x24~0x27 字节处得到每个 FAT 的大小扇区数。利用如下公式计算：
数据区起始扇区号 = 保留扇区数 + 每个 FAT 的大小扇区数 ×FAT 个数
要想计算其他已知簇号的扇区号，还要由引导扇区的偏移 0x0D 字节处查找到每个簇大
小扇区数，并使用如下公式计算：
某簇起始扇区号 = 保留扇区数 + 每个 FAT 的大小扇区数 ×FAT 个数 +（该簇簇号 -2）×
每簇扇区数
根目录在文件系统建立时即已被创建，其目的就是存储目录（也称文件夹）或文件的目
录项。文件系统刚被创建时还没有存储任何数据，根目录下没有任何内容，文件系统只是为
根目录分配了一个簇的空间（通常为 2 号簇），将结束标记写入该簇对应的 FAT 表项，表示
该簇已经被分配使用。这时候为根目录分配的空间没有任何内容。
不管是根目录还是子目录下的目录项，都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性：第一，为文件或目
录分配的第一个簇的簇号记录在它的目录项中，其他后续簇则由 FAT 中的 FAT 表链进行跟
踪。第二，目录项中除记录子目录或文件起始簇号外，还记录它的名称、大小（子目录没
有大小）、时间值等信息。第三，每个子目录或文件除具有一个短文件名目录项外，还会有
长文件名目录项。短文件名目录项固定占用 32 字节，长文件名目录项则根据需要占用 1 个
或者若干个 32 字节。第四，对于同一个子目录或文件，它的长文件名目录项存放在它的短
文件名目录项之前，如果长文件名目录项占用多个 32 字节，则按倒序存放于短文件名目录
项之前。
子目录

在 FAT 32 文件系统中，除根目录在创建文件系统时即被建立并分配空间外，其他所有
的子目录都是在使用过程中根据需要建立的。新建一个子目录时，在其父目录中为其建立目
录项，在空闲空间中为其分配一个簇并对该簇进行清零操作，同时在为其分配的簇空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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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建立两个目录项来描述子目录本身及其父目录的信息，以使目录间建立联系。
目录项

在 FAT 32 文件系统中，根据结构不同可以将目录项大致分为五种：卷标目录项、“ . ”
目录项和“ .. ”目录项、短文件名目录项和长文件名目录项。要找到一个目录项的位置只能
用分配给文件或子目录的全名进行搜索。
短文件名目录项：这是最重要的数据结构，其中存放着有关子目录或文件的短文件名、
属性、起始簇号、时间值以及内容大小等信息。在 FAT 32 文件系统中，子目录被看作一种
特殊的文件。之所以称其为短文件名目录项，是因为它所记录的文件名延续了 DOS 时代的
8.3 格式，即 8 个字符的名字加上 3 个字符的扩展名，如果文件名不足 8 个字符，用 0x20
进行填充；超过 8 个字符时则会被截短，因为短文件名目录项中没有足够的空间记录超出的
部分，截短的方法是取文件名的前 6 个字符加上“ ~1”（如果有同名文件，则会依次递增该
数值），然后加上其扩展名；如果是子目录，则将扩展名部分用“0x20”进行填充。
为了解决长文件名的问题，FAT 文件系统又增加了一种“长文件名”目录项结构。其从
Windows 95 开始，不管文件名的长度是否超过 8 个字符，都会同时为其创建短文件名目录
项和长文件名目录项，因为短文件名不区分大小写，而长文件名则是区分大小写的。
长文件名目录项：FAT 32 文件系统在为文件分配短文件名目录项的同时会为其分配长
文件名目录项。文件系统在为文件创建长文件名（Long File Name，LFN）类型的目录项时，
并没有舍弃原有的短文件名目录项，具有 LFN 的文件同时也有一个常规的 SFN（Short File
Name，短文件名）类型目录项。之所以仍然需要 SFN，是因为 LFN 目录项只包含文件的名
字，而不包括任何有关时间、大小及起始簇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仍然需要用 SFN 目录项来
记录。
“ . ”目录项和“ .. ”目录项：一个子目录的起始簇的前两个目录项为“ . ”目录项和“ .. ”
目录项，子目录通过这两个目录项及其在父目录中的目录项建立起父子目录的联系。“ . ”目
录项位于子目录起始簇的第一个目录项位置，它用以表明该簇是一个子目录的起始簇。另
外，该目录项实际上是对目录自身的描述，它记录了该子目录的时间信息、起始簇号等。需
要注意的是，它所记录的起始簇号也就是该子目录目前所处的位置。“ .. ”目录项位于子目
录起始簇的第二个目录项位置，用于描述该子目录的父目录的相关信息。
卷标目录项：如果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了卷标，则会在根目录下第一个目录项的位置建
立一个卷标目录项。卷标名最多允许占用 11 字节，也就是为短文件名分配的 11 字节的文件
名区域，如果卷标名不足 11 字节，则用 0x20 填充（由于每个汉字占用 2 字节空间，而卷
标最多允许 11 字节，所以用汉字命名卷标时，卷标的长度不能超过 5 个汉字）。卷标目录
项结构与普通短文件名目录项结构完全相同，但没有创建时间和访问时间，只有一个最后
修改时间。
（4）剩余扇区
分区是以柱面为粒度的，如果磁盘总空间不是柱面的整数倍，不够一个柱面的空间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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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剩余空间，这一部分空间是无法被利用的。

2.1.4

FAT 的优缺点

1．FAT 文件系统的优点
FAT 文件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进，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件系统，其规范标
准、可靠稳定，可以支持各种不同大小的存储媒介。相比于 EXT，FAT 是一种简单的文件
系统，被所有版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多种类型的嵌入式设备所支持。
2．FAT 文件系统的缺点
FAT 32 是 FAT 文件系统目前的最高版本了，改进了诸多方面的缺点。但由于先天不足，
FAT 文件系统的一些固有缺陷是很难避免的。FAT 文件系统最大的缺点是，如果根目录和
FAT 所在扇区出了问题，会导致整个文件系统的毁灭；另外 FAT 是链状的，在读写文件时，
如果频繁移动文件指针（读写起点位置），可能导致效率大幅度下降。另外，低版本的 FAT
文件系统只支持短文件名 8.3 格式（8 字节基本部分和 3 字节扩展名），高版本的 FAT 虽然
支持了长文件名，但为了与低版本兼容，采用了比较麻烦的处理方式，这导致一些潜在的隐
患。例如，如果文件系统的数据完整性受到损坏，则包含长文件名的 FAT 文件系统的数据
恢复将比较困难。

2.2

EXT
EXT 文件系统全称是扩展文件系统（Extended File System），是 Linux 默认支持的文件

系统。最早的 EXT 文件系统出现在 1992 年，其后经过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四个版本：
EXT1、EXT2、EXT3 和 EXT4。

2.2.1

EXT 的发展概况

1992 年，第 1 个扩展文件系统（EXT1）在 Linux 0.96c 内核中实现，它第一次使用了虚
拟文件系统（VFS）交换技术，可以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为 2GB。
1993 年 1 月第 2 个版本的扩展文件系统（EXT2）被引入 Linux。相比于 EXT1，它从
UNIX 文件系统中吸取了很多优点，从而成为 Linux 上第一个商业级文件系统。EXT2 在磁
盘上存储的（与磁盘功能相关的）数据结构中预留了很多空间供未来进一步开发使用，这也
使得它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EXT2 能够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达到 2TB。
2001 年 11 月第 3 个版本的扩展文件系统（EXT3）被引入 Linux，它继承了 EXT2 的全
部优点，还在可用性、数据完整性、速度和易于迁移四个方面有较大改进。EXT3 还采用了
日志技术，在系统突然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可以大大提高文件系统的可靠性。在 EXT3 文件
系统中，如果使用 4KB 大小的数据块和 32 位的块号，所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能达到 16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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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个版本的扩展文件系统（EXT4）在性能、伸缩性和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
进，并引入了诸多新的技术，如引入区段（Extent）管理块，以及与块管理相关的延迟分
配技术等。EXT4 首先在 Linux 2.6.19 内核中实现并得到应用，在 2.6.28 内核中稳定下来
（2008 年 12 月）。EXT4 采用了 48 位块号和区段映射技术，这不仅增大了文件系统的容量，
还改进了对大文件的访问效率，在使用 4KB 大小的数据块时，EXT4 可以支持的最大文件
系统为 1EB。

2.2.2

树形目录结构

EXT 文件系统采用一个独立的顶级树形目录架构（即所有一切都从 root 根目录开始，
延伸到子目录）来组织和管理全部文件。目录文件记录了本目录下所有文件和子目录的信息
（文件名和索引节点号 inode），并依次存放在数据块中，采用把文件名（放在目录文件中）与
文件的其他所有属性（放在索引节点 inode 表中）分开存储的管理方法来大大提高文件检索
的速度，如图 2-4 所示。

图 2-4

EXT 文件系统的树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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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2 是 Linux 上标准的文件系统，EXT3 是在 EXT2 基础上增加日志形成的，其思想
可以追溯到早期 UNIX 家族发展的基于超级块和 inode 的经典概念，EXT4 是 EXT3 的进一
步升级。因此，本节以 EXT2 为模板介绍 EXT 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图 2-5 为 EXT2 文件
系统的磁盘布局。
在 EXT 文件系统中，存储的最小单位是块（block），一个块究竟多大是在格式化时确定
的，如可以设定块大小为 1024、2048 或 4096 字节，一旦文件系统创建好以后，块的大小
就不能改变了。这些块被聚在一起分成几个大的块组（block group）。每个块组中有多少个
块是固定的（最后一个块组除外，其所管理的块可能会少一些）。而启动块（boot block）的
大小是确定的，即 1KB，启动块由 PC 标准规定，用来存储磁盘分区信息和启动信息，任何
文件系统都不能使用启动块。启动块之后才是 EXT 文件系统的开始，EXT 文件系统将整个
分区划成若干个同样大小的块组，每个块组都由以下部分组成：超级块（super block）、块
组描述符表（GDT）、预留块组描述符表（reserved GDT）、块位图（block bitmap）、节点位图
（inode bitmap）、节点表（inode table）和数据块（data block）。

图 2-5

EXT2 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

1．超级块
超级块存储了 EXT 文件系统的全局配置参数（如数据块大小、总块数和索引节点总数
等，这些参数在文件系统创建时就确定下来了）和动态信息（如当前空闲块数和空闲索引节
点数等，可以在运行中改变）。对超级块的访问必须是互斥的，即任一时刻最多只能有一个
进程访问超级块。
原始做法是在每一个块组中都保留一个超级块的备份，在系统启动时内核读入块组
0 中的超级块到内存中，其他块组的备份只用于当块组 0 的超级块损坏时。当采用 sparse
superblock 技术时，超级块、块组描述符表和预留块组描述符表只写入到块组 0、1，以及其
他块组号可以表示为 3、5、7 的幂的块组中。这是现在的默认技术，除非在创建文件系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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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屏蔽它。
由于每个分区的块组 0 的特殊性，最开始的 1024 字节（即 0~1 号扇区）并未使用，而
是留给了引导区。所以，从分区的第 1024 字节开始为超级块开始的位置。而块组 1 及其后
面的块组没有引导区，也就没有上述 1024 字节的填充，块组从超级块开始。对超级块的数
据结构定义在内核文件 /include/Linux/EXT4_fs.h 中，超级块中包含的内容及每个字段的意
义如图 2-6 所示。

图 2-6

超级块的内容

在超级块中，魔术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段，在 EXT2/EXT3/EXT4 中，这个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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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xEF53，否则这个分区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
另一个重要的字段是每个块占用的字节数，其对应的数据结构是 s_log_block_size，标
识文件系统中块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为（B=1<<(s_log_block_size+10)）。例如，如果值
为 0 时，则块的大小为 1024B，也是最小的块大小；如果值为 2，那么块的大小为 4096B。
2．块组描述符表
块组描述符表（GDT，Group Descriptor Table）由很多块组描述符组成，整个分区分成
多少个块组就对应有多少个块组描述符。每个块组描述符存储一个块组的描述信息，如在
这个块组中从哪里开始是 inode 表、从哪里开始是数据块、空闲的 inode 和数据块还有多少
个等。与超级块类似，块组描述符表在每个块组的开头也都有一份拷贝，这些信息是非常
重要的，一旦超级块意外损坏就会丢失整个分区的数据。通常内核只用到第 0 个块组中的
拷贝，当执行 e2fsck 检查文件系统一致性时，第 0 个块组中的超级块和块组描述符表就会
拷贝到其他块组，这样当第 0 个块组的开头意外损坏时就可以用其他拷贝来恢复，从而减
少损失。
3．块位图
一个块组中的块是这样利用的，数据块存储所有文件的数据，比如某个分区的块大小是
1024 字节，某个文件是 2049 字节，那么就需要三个数据块来存储，即使第三个块只存储一
字节也需要占用一个整块；超级块、块组描述符表、块位图、inode 位图、inode 表这几部分
存储该块组的描述信息。那么如何知道哪些块已经用来存储文件数据或其他描述信息，哪
些块仍然空闲可用呢？块位图就是用来描述整个块组中哪些块已用、哪些块空闲的，它本
身占一个块，其中的每位代表本块组中的一个块，该位为 1 表示该块已用，为 0 表示该块
空闲可用。
4．节点位图
与块位图类似，本身占一个块，其中每位表示一个 inode 是否空闲可用。
5．节点表
我们知道，一个文件除了数据需要存储之外，一些描述信息也需要存储，如文件类型
（常规、目录、符号链接等）、权限、文件大小、创建 / 修改 / 访问时间等，这些信息存在
inode 中而不是数据块中。每个文件都有一个 inode，一个块组中的所有 inode 组成了 inode
表（节点表）。
inode 表占多少个块在格式化时就要决定并写入块组描述符中，mke2fs 格式化工具的默
认策略是一个块组有多少个 8KB 就分配多少个 inode。由于数据块占了整个块组的绝大部
分，也可以近似认为数据块有多少个 8KB 就分配多少个 inode，换句话说，如果平均每个文
件的大小是 8KB，当分区存满的时候 inode 表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数据块也不浪费；如
果这个分区存的都是很大的文件（比如电影），则数据块用完的时候 inode 会有一些浪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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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个分区存的都是很小的文件（比如源代码），则有可能数据块还没用完 inode 就已经用完
了，数据块可能有很大的浪费。如果用户在格式化时能够对这个分区以后要存储的文件大小
进行预测，也可以用 mke2fs 的 -i 参数手动指定每多少字节分配一个 inode。
6．数据块
根据不同的文件类型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对于常规文件，文件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块中。
2）对于目录，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和目录名存储在数据块中，注意文件名保存在它
所在目录的数据块中，除文件名之外，ls -l 命令看到的其他信息都保存在该文件的 inode 中。
注意这个概念：目录也是一种文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件。
3）对于符号链接，如果目标路径名较短则直接保存在 inode 中以便更快地查找，如果
目标路径名较长则分配一个数据块来保存。
4）设备文件、FIFO 和 socket 等特殊文件没有数据块，设备文件的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
保存在 inode 中。

2.2.4

数据块寻址方法

如果一个文件有多个数据块，这些数据块很可能不是连续存放的，应该如何寻址到每
个块呢？实际上，根目录的数据块是通过其 inode 中的索引项 Blocks[0] 找到的，事实上这
样的索引项一共有 15 个，从 Blocks[0] 到 Blocks[14]，每个索引项占 4 字节。前 12 个索引
项都表示块编号，如 Blocks[0] 字段保存着 24，就表示第 24 个块是该文件的数据块，如果
块大小是 1KB，这样可以表示从 0 ～ 12KB 的文件。如果剩下的三个索引项 Blocks[12] 到
Blocks[14] 也是这么用的，就只能表示最大 15KB 的文件了，这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剩
下的三个索引项都是间接索引。如图 2-7 所示。

图 2-7

EXT3 文件数据块的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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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项 Blocks[12] 所指向的块并非数据块，而是称为间接寻址块（Indirect Block），其
中存放的都是类似 Blocks[0] 这种索引项，再由索引项指向数据块，设块大小为 b，那么
一 个 间 接 寻 址 块 中 可 以 存 放 b/4 个 索 引 项， 指 向 b/4 个 数 据 块。 所 以 如 果 把 Blocks[0] 到
Blocks[12] 都用上，最多可以表示 b/4+12 个数据块，对于块大小是 1KB 的情况，最大可表
示 268KB 的文件。二级索引指针可以管理的文件大小为 64MB，三级索引指针可以管理的
文件大小为 16GB。
表 2-2 列出了 EXT 文件系统设置不同大小的数据块时，文件和文件系统的限长。
表 2-2

每块的字节数与文件系统最大长度的关系

每块的字节数

文件的最大长度

文件系统的最大长度

1KB

16GB

2048GB（2TB）

2KB

256GB

8192GB（8TB）

4KB

2048GB（2TB）

16384GB（16TB）

8KB

2048GB（2TB）

32768GB（32TB）

在 EXT3 中，对于大文件来说，存放数据需要经过几级间接索引，这就导致了存取大文
件数据时的性能比较差。在实际应用中，测试表明数据不连续的情况不会超过 10%，所以
在 EXT4 中引入了区段的概念来表示文件数据所在的位置。区段是用来描述保存文件数据
所使用的连续物理块的一段范围。每个区段由 EXT4_EXTent 结构类型来定义，占 12 字节，
区段的结构类型定义在内核文件 /include/Linux/EXT4_fs_EXTents.h 中。

2.2.5

日志系统

对文件的存储包括对文件数据（data）和文件属性（元数据，metadata）的存储。为了在
意外情况（如系统崩溃）下，可以通过恢复程序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EXT3 文件系
统引入了日志的概念，EXT4 还能对日志进行校验和，确保有效的数据变更能够在底层文件
系统上正确完成。EXT3/4 日志存放在 journal 文件中，并提供了三种日志的记录方式：
1）data=writeback 方式：在这种方式下，EXT3 文件系统只对元数据写日志。虽然这会
让最近修改的文件在出现意外事件时损坏，但可以得到较高的速度。
2）data=ordered 方式（默认方式）：在这种方式下，EXT3 文件系统也只将元数据写入日
志系统，但还把对数据的每一次更新都作为一个事务写入相关文件中，这样有效地解决了第
一种方式中文件数据被损坏的问题。但是文件系统的运行速度要稍慢些，且不能解决文件数
据被覆盖时系统崩溃而无法恢复的问题。
3）data=journal 方式：在这种方式下，EXT3 文件系统提供了完整的文件数据和元数据
的日志记录，再写入它的最终位置。这样在系统崩溃时，就可以通过日志来完全修复，保证
文件数据和元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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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4 引入的新特性

（1）相当大的文件系统和更大的文件
EXT3 文件系统最多只能支持 32TB 的文件系统和 2TB 的文件，根据使用的具体架构和
系统设置，实际容量上限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低，即只能容纳 2TB 的文件系统和 16GB 的
文件。而 EXT4 的文件系统容量达到 1EB，而文件容量则达到 16TB，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
字了。对一般的台式机和服务器而言，这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大型磁盘阵列的用户而言，
这就非常重要了。
（2）更多的子目录数量
EXT3 目前只支持 32000 个子目录，而 EXT4 取消了这一限制，理论上支持无限数量的
子目录。
（3）更多的块和 inode 节点数量
EXT3 文件系统使用 32 位空间记录块数量和 inode 节点数量，而 EXT4 文件系统将它们
扩充到 64 位。
（4）多块分配
当数据写入 EXT3 文件系统中时，EXT3 的数据块分配器每次只能分配一个 4KB 的块，
如果写一个 100MB 的文件就要调用 25600 次数据块分配器，而 EXT4 的多块分配器（Multiblock Allocator，MBAlloc）支持一次调用分配多个数据块。
（5）持久性预分配
如果一个应用程序需要在实际使用磁盘空间之前对它进行分配，大部分文件系统都是通
过向未使用的磁盘空间写入 0 来实现分配的，比如 P2P 软件。为了保证下载文件有足够的
空间存放，常常会预先创建一个与所下载文件大小相同的空文件，以免未来的数小时或数天
之内磁盘空间不足导致下载失败。而 EXT4 在文件系统层面实现了持久预分配并提供相应的
API，比应用软件自己实现更有效率。
（6）延迟分配
EXT3 的数据块分配策略是尽快分配，而 EXT4 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延迟分配，直到文件
在缓冲中写完才开始分配数据块并写入磁盘，这样就能优化整个文件的数据块分配，显著提
升性能。
（7）盘区结构
EXT3 文 件 系 统 采 用 间 接 映 射 地 址， 当 操 作 大 文 件 时， 效 率 极 其 低 下。 例 如， 一 个
100MB 大小的文件，在 EXT3 中要建立 25600 个数据块（以每个数据块大小为 4KB 为例）
的映射表；而 EXT4 引入了盘区概念，每个盘区为一组连续的数据块，上述文件可以通过盘
区的方式表示为“该文件数据保存在接下来的 25600 个数据块中”，提高了访问效率。
（8）新的 inode 节点结构
EXT4 支持更大的 inode 节点。之前的 EXT3 默认的 inode 节点大小为 128 字节，EX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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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 inode 节点中容纳更多的扩展属性，默认 inode 节点大小为 256 字节。另外，EXT4
还支持快速扩展属性和 inode 节点保留。
（9）日志校验功能
日志是文件系统最常用的结构，日志也很容易损坏，而从损坏的日志中恢复数据会导致
更多的数据损坏。EXT4 给日志数据添加了校验功能，日志校验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判断日志
数据是否损坏。而且 EXT4 将 EXT3 的两阶段日志机制合并成一个阶段，在增加安全性的同
时提高了性能。
（10）支持“无日志”模式
日志总归会占用一些开销。EXT4 允许关闭日志，以便某些有特殊需求的用户可以借此
提升性能。
（11）默认启动 Barrier
磁盘上配有内部缓存，以便重新调整批量数据的写操作顺序，优化写入性能，因此文件
系统必须在日志数据写入磁盘之后才能写 Commit 记录。若 Commit 记录写入在先，而日志
有可能损坏，那么就会影响数据完整性。EXT4 文件系统默认启用 Barrier，只有当 Barrier
之前的数据全部写入磁盘，才能写 Barrier 之后的数据。
（12）在线碎片整理
尽管延迟分配、多块分配和区段功能可以有效减少文件的碎片，但碎片还是不可避免会
产生。EXT4 支持在线碎片整理，并将提供 e4defrag 工具进行个别文件或整个文件系统的碎
片整理。
（13）支持快速 fsck
以前的文件系统版本执行 fsck 时很慢，因为它要检查所有的 inode 节点，而 EXT4 给每
个块组的 inode 节点表中都添加了一份未使用 inode 节点的列表，所以 EXT4 文件系统做一
致性检查时就可以跳过它们而只检查那些在使用的 inode 节点，从而提高了速度。
（14）支持纳秒级时间戳
EXT4 之前的扩展文件系统的时间戳都是以秒为单位的，这已经能够应付大多数设置，
但随着处理器的速度和集成程度（多核处理器）不断提升，以及 Linux 开始向其他应用领域
发展，EXT4 将时间戳的单位提升到纳秒。
EXT4 给时间范围增加了两个位，从而让时间寿命再延长 500 年，EXT4 的时间戳支持
的日期达到 2514 年 4 月 25 日，而 EXT3 只达到 2038 年 1 月 18 日。

2.3

NTFS
NTFS（New Technology File System）是微软公司开发的具有较好容错性和安全性的文

件系统，是 Windows NT 及之后的基于 NT 内核发展的 Windows 标准文件系统，它的设计
目标是面向对数据安全性等要求较高的商务和企业级应用。NFTS 的安全性及稳定性独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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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其分区对用户权限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每个用户都只能按照系统赋予的权限进行操
作，任何试图超越权限的操作都将被系统禁止。同时它还提供了容错结构日志，可以将用户
的操作全部记录下来，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并且，NTFS 具有文件级修复及热修复功能、
分区格式稳定、不易产生文件碎片等优点，这些都是其他分区格式所不能企及的。这些优点
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
NTFS 取代了 FAT 文件系统，是目前微软公司的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的主要文件系
统。NTFS 在 FAT 和 HPFS（高性能文件系统）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改进（如支持元数据）并
且使用了更复杂的数据结构（B+ 树）以便于提升性能、改善可靠性并降低磁盘空间利用率。
NTFS 还同时提供了若干附加的扩展功能，如访问控制列表和文件系统日志。NTFS 的详细
设计规范属于商业秘密，微软公司已经将其注册为知识产权产品，有关 NTFS 的资料非常
少。因此，本节仅根据公开资料对 NTFS 作简要介绍。

2.3.1

NTFS 的重要概念

1）分区：分区是磁盘的基本组成部分，被划分的磁盘的一部分，是一个能够被格式化
和单独使用的逻辑区域。
2）卷：NTFS 以卷为基础，卷建立在磁盘分区之上，当以 NTFS 格式来格式化磁盘分
区时就创建了 NTFS 卷，一个磁盘可以有多个卷，一个卷也可以由多个磁盘组成。
3）簇：NTFS 与 FAT 32 一样，使用簇作为磁盘空间分配和回收的基本单位，即一个文
件占用若干个整簇，而最后一簇的磁盘空间不再使用。在内部，NTFS 仅引用簇，而不知道
磁盘扇区的大小。这样使 NTFS 保持了与物理扇区大小的独立性，能够为不同大小的磁盘选
择合适的簇，卷上簇的大小（称为簇因子）是用户使用 Format 命令或其他格式化程序格式
化卷时确定的，它随着卷的大小而不同，但都为物理扇区的整数倍。簇的定位可以使用逻辑
簇号（LCN）和虚拟簇号（VCN）。
4）逻辑簇号（LCN）：LCN 对卷中所有的簇号从头到尾进行简单顺序编号。
5）虚拟簇号（VCN）：VCN 对属于特定文件的簇从 0 到 m 编号（注：文件的总簇数
为 m+1），以便于引用文件中的数据，VCN 不要求在物理上连续，可以映射到卷上任何的
LCN。
6）主文件表（$MFT）：在 NTFS 中，卷中存放的所有数据，包括用于定位和恢复文件
的数据结构、引导程序数据和记录整个卷的分配状态的位图，都包含在一个称为主文件表
（$MFT）的文件中，$MFT 是 NTFS 卷结构的核心，是 NTFS 最重要的系统文件。$MFT 由
文件记录组成，每个文件记录的大小为 1KB，卷上每个文件（包括 $MFT 本身）或者文件夹
在元文件 $MFT 中都有一条记录，个别的文件或文件夹有 2 条甚至 3 条记录。
7）文件引用号：NTFS 卷中的文件是通过称为文件引用号的 64 位值来标识的。文件引
用号由文件记录号（低 48 位）和文件顺序号（高 16 位）组成。文件记录号对应文件在 $MFT
中的位置，顺序号随文件记录的使用而增加，从而使得 NTFS 能完成内部的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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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件记录：NTFS 不是将文件仅视为一个文本或二进制数据，而是将文件作为许多
属性和属性值的集合来处理，除数据属性外，其他文件属性包括文件名、文件时间标记、文
件拥有者等，每个文件或文件夹在元文件 $MFT 中均有一个文件记录号。
9）文件名：NTFS 中的每个文件名或者目录名长度可达 255 字节，可以包含 Unicode
字符、多个句点和空格。
10）常驻属性：若文件的属性值能直接存储在 $MFT 记录中时，该属性称为常驻属性。
在一般情况下，小文件或小目录的所有属性均直接存储在 $MFT 记录中。如果属性值直接
存放在 $MFT 中，则 NTFS 只需访问磁盘一次即可获得数据。
11）非常驻属性：若文件的内容（文件体）比较大，不能直接存储在 $MFT 记录中，需
要在 $MFT 之外为其分配足够的空间进行存储，该属性称为非常驻属性。在一般情况下，
大文件或大目录的记录属性为非常驻属性；而小文件或小目录的记录属性为常驻属性。
12）文件名索引：在 NTFS 中，文件目录仅仅是文件名的一个索引，即为了便于快速访
问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文件名的集合。要创建一个目录，NTFS 应对目录中文件
名的属性进行索引。
13）数据压缩：NTFS 的压缩功能可以对单个文件、整个目录或卷上的整个目录树进行
压缩，NTFS 压缩只能在用户数据上执行，而不能在文件系统元数据上执行。数据压缩可减
少磁盘使用空间，但每次解压缩需要大量数据运算，如果要复制一个压缩文件，过程是解压
缩、复制、重新压缩复制文件。

2.3.2

NTFS 的元文件和总体布局

从整体结构上讲，NTFS 由元文件、用户文件以及数据组成。NTFS 在创建时，会将一
些重要的系统信息以文件的形式进行存储，存储这些重要信息所对应的文件就是元文件，它
是 NTFS 最重要的部分。
在 NTFS 元文件中最重要的元文件就是 $MFT。$MFT 决定了 NTFS 中所有文件或者文
件夹在卷上的位置。$MFT 是一个数据库，由一系列文件记录组成。卷中的每一个文件都有
一个文件记录号，文件记录编号从 0 开始，其中 0 号文件记录称为基本文件记录，也就是
$MFT 本身。$MFT 中的文件记录大小一般是固定的，不管簇的大小是多少，均为 1024 字
节。其中记录号从 0~11 的前 12 号记录是 NTFS 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文件。除根目录
外，元文件的文件名以“ $ ”开头，元文件是隐藏的系统文件，用户不能直接对元文件进行
访问，在资源管理中也看不到 NTFS 的元文件。
NTFS 的总体布局如图 2-8 所示。

图 2-8

NTFS 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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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8 中可知，NTFS 的元文件分散地存储在逻辑盘（或者卷）中。整个 NTFS 是以
簇为单位来分配磁盘空间的。而在分区时，总扇区数不一定是簇的倍数。因此，可能会出
现剩余扇区，剩余扇区一般大于或等于 1 个扇区而小于一个簇。在 FAT 格式的文件系统中，
有关簇号的指针（链表）包含在 FAT 链表中，而在 NTFS 中，有关簇号的指针以数据运行列
表的形式存储在 $MFT 中。
NTFS 把磁盘分成了两大部分，其中大约 12% 分配给了 $MFT，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
文件数量。为了保持 $MFT 元文件的连续性，$MFT 对这 12% 的空间享有独占权。余下的
88% 的空间被分配用来存储文件。而剩余磁盘空间则包含了所有的物理剩余空间（$MFT 剩
余空间也包含在里面）。$MFT 空间的使用机制可以这样来描述：当文件耗尽了存储空间时，
Windows 操作系统会简单地减少 $MFT 空间，并把它分配给文件存储。当有剩余空间时，
这些空间又会重新被划分给 $MFT。虽然系统尽力保持 $MFT 空间的专用性，但是有时不得
不做出牺牲。尽管 $MFT 碎片有时是无法忍受的，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NTFS 中 15 个重要的元文件说明见表 2-3 所列。
存储在 NTFS 中的每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在元文件 $MFT 中都有一条记录，有个别的文件
或文件夹会有多条文件记录，其中第一个记录称为基本文件记录，但这种情况不多。每一
条记录的大小为 1024 字节，元文件 $MFT 中记录编号从 0 开始，顺序进行编号，其说明如
表 2-3 所示。
表 2-3
文件记录号

元文件名

主要功能

NTFS 中的元文件
文件记录号

元文件名

主要功能

0

$MFT

主文件表本身

9

$Secure

安全文件

1

$MFTMirr

主文件表的部分镜像

10

$UpCase

大写文件

2

$LogFile

日志文件

11

$Extend metadata directory

扩展元数据目录

3

$Volume

卷文件

12~15

系统保留

系统保留

4

$AttrDef

属性定义列表

16~23

系统保留

系统保留

5

.

根目录

24

$Extend\$Quota

配额管理文件

6

$Bitmap

位图文件

25

$Extend\$ObjId

对象 ID 文件

7

$Boot

引导文件

26

$Extend\$Reparse

重解析文件

8

$BadClus

坏簇文件

27 以后

—

用户文件和目录

0 号记录：就是元文件 $MFT 自身。每个 $MFT 记录都对应着不同的文件，如果一个文
件有很多属性或是分散成很多碎片，就很可能需要多个文件记录。这时，存放其文件记录位
置的第一个记录就叫作“基文件记录”
（base ﬁle record）。
1 号记录：是镜像文件（$MFTMirr）。该文件为元文件 $MFT 的前几条记录的一个备份，
记录数的多少取决于 NTFS 每个簇的扇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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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记录：日志文件（$LogFile）。该文件是 NTFS 为实现可恢复性和安全性而设计的。
当系统运行时，NTFS 就会在日志文件中记录所有影响 NTFS 卷结构的操作，包括文件的创
建和改变目录结构的命令，如复制，从而在系统失败时能够恢复 NTFS 卷。
3 号记录：卷文件（$Volume），它包含了卷名、被格式化的卷的 NTFS 版本和一个标明
该磁盘是否损坏的标志位（NTFS 以此决定是否需要调用 Chkdsk 程序来进行修复）。
4 号记录：属性定义列表（$AttrDef），其中存放了卷所支持的所有文件属性，并指出它
们是否可以被索引和恢复等。
5 号记录：根目录（.），其中保存了存放于该卷根目录下所有文件和目录的索引。在
访问了一个文件后，NTFS 就保留该文件的 MFT 引用，第二次就能够直接进行对该文件
的访问。
6 号记录：位图文件（$Bitmap）。NTFS 卷的分配状态都存放在位图文件中，其中每一
位（bit）代表卷中的一簇，标识该簇是空闲的还是已被分配了的，由于该文件可以很容易地
被扩大，所以 NTFS 卷可以很方便地动态扩大，而 FAT 格式的文件系统由于涉及 FAT 的变
化，所以不能随意地对分区大小进行调整。
7 号记录：引导文件（$Boot），它是另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存放着系统的引导程序代
码。该文件必须位于特定的磁盘位置才能够正确地引导系统。该文件是在 Format 程序运行
时创建的，这正体现了 NTFS 把磁盘上的所有事物都看成文件的原则。这也意味着虽然该文
件享受 NTFS 的各种安全保护，但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文件 I/O 操作来修改。
8 号记录：坏簇文件（$BadClus），它记录了磁盘上该卷中所有损坏的簇号，防止系统对
其进行分配使用。
9 号记录：安全文件（$Secure），它存储了整个卷的安全描述符数据库。NTFS 文件和目
录都有各自的安全描述符，为了节省空间，NTFS 将具有相同描述符的文件和目录存放在一
个公共文件中。
10 号记录：大写文件（$UpCase），该文件包含一个大小写字符转换表。
11 号记录为扩展元数据目录（$Extended metadata directory）；12 号记录～ 23 号记录
为 系 统 保 留；24 号 记 录 为 配 额 管 理 文 件（$EXTend\$Quota）；25 号 记 录 为 对 象 ID 文 件
（$EXTend\$ObjId）；26 号记录为重解析文件（$EXTend\$Reparse）；27 号以后是用户文件和
目录。

2.3.3

NTFS 的引导扇区

NTFS 的引导扇区（即 DBR）和 FAT 32 的引导扇区作用相同，占 1 个扇区的位置，从
NTFS 的分区表可以计算出 DBR 在整个物理磁盘中的位置，DBR 是 NTFS 中元文件 $Boot
的重要组成部分。
DBR 完成定义分区参数和引导系统的作用。在 FAT 32 文件系统中，即使文件不正确，
而 DBR 的引导记录正常，系统会显示没有错误。与 FAT 32 文件系统不同，NTFS 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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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 记录不是分区正确与否的充分条件，因为只有 $MFT 中的系统记录（如元文件 $MFT
等）正常，该分区才能正常访问，NTFS 的定义见表 2-4 所列。
表 2-4
字节偏移

2.3.4

字

节

NTFS 中 DBR 的结构

数

含

0X00

2

跳转指令

0X02

1

空操作指令

义

0X03

8

厂商标志，一般为 NTFS，不足补空格

0X0B

2

每个扇区的字节数

0X0D

1

每个簇的扇区数，该值取值为 1、2、4、8、16、32、64 或 128

0X0E

2

保留扇区（NTFS 不用，一般为 00）

0X10

3

总为 00

0X13

2

NTFS 未使用，为 00

0X15

1

介质描述

0X16

2

总为 00

0X18

2

每个磁道的扇区数

0X1A

2

磁头数

0X1C

4

隐藏扇区数

0X20

4

NTFS 未使用，一般为 00

0X24

4

NTFS 未使用，总为 0X

0X28

8

扇区总数，比分区表中的扇区总数少 1 个扇区

0X30

8

元文件 $MFT 的起始簇号

0X38

8

元文件 $MFTMirr 的起始簇号

0X40

1

每个 $MFT 记录大小的描述

0X41

3

未用

0X44

1

每个索引节点大小的描述

0X45

3

未用

0X48

8

卷的序列号

0X50

4

校验和，一般为 00

0X54

426

0X1FE

2

引导记录
签名，一般为 AA55，存储形式为“55 AA ”

NTFS 的文件存储特性

NTFS 在磁盘上写入文件数据的时候，有两种存储方式，即常驻和非常驻。
1．NTFS 的常驻属性
如果一个文件很小，文件的所有属性和属性的值（其中包括文件的数据），就全部存放
在文件的 $MFT 的文件记录中。当属性值能直接存放在 $MFT 中时，该属性就称为常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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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些属性总是常驻的，这样 NTFS 才可以确定其他非常驻属性。例如，标准信息属性和
根索引就总是常驻属性。
每个属性都是以一个标准头开始的，在标准头中包含该属性的信息和 NTFS 通常用来管
理属性的信息。该标准头总是常驻的，并记录着属性值是否常驻，对于常驻属性，标准头中
还包含属性值的偏移量和属性值的长度。
如果属性值能直接存放在 $MFT 中，那么 NTFS 对它的访问时间就将大大缩短。NTFS
只需访问磁盘一次，就可立即获得数据；而不必像 FAT 文件系统那样，先在 FAT 中查找文
件，再读出连续分配的单元，最后找到文件的数据。
2．NTFS 的非常驻属性
大文件或大目录的所有属性就不可能都常驻在 $MFT 中。如果一个属性（如文件数据属
性）太大而不能存放在只有 1KB 的 $MFT 文件记录中时，NTFS 将从 $MFT 之外分配区域。
这些区域通常称为一个运行（run）或一个区段（Extent），它们可用来存储属性值，如文件数
据。如果以后属性值又增加，那么 NTFS 将会再分配一个运行，以便用来存储额外的数据。
值存储在运行中而不是在 $MFT 文件记录中的属性称为非常驻属性。NTFS 决定了一个属性
是常驻还是非常驻的；而属性值的位置对访问它的进程而言是透明的。
当一个属性为非常驻属性时，如大文件的数据，它的头部将包含 NTFS 需要在磁盘上定
位该属性值的有关信息。图 2-9 显示了一个存储在两个运行中的非常驻属性。

图 2-9

存储在两个运行中的非常驻属性

在标准属性中，只有可以增长的属性才是非常驻的。对文件来说，可增长的属性有数
据、属性列表等。标准信息和文件名属性总是常驻的。

2.4

CDFS
CDFS 即光盘（CD-ROM）文件系统，是为了兼容计算机上现有的文件系统而定义的，

专门针对 CD 格式的一种文件系统。1985 年，飞利浦、索尼、苹果、微软等 12 家公司制定
了一个跨平台的 CD-ROM 文件系统标准，称为 High Sierra 文件系统，High Sierra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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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解决了由于 CD-ROM 文件系统不同而限制信息交换的问题。High Sierra 文件系统很
快被 CD-ROM 厂商所接受，并且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进行改进后于 1988 年颁布，命
名为 ISO 9660，ISO 9660 标准对 CD-ROM 光盘上存储数据文件的逻辑格式和结构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实现了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2.4.1

逻辑存储结构

光盘文件系统的格式包括物理格式和逻辑格式，物理格式规定数据如何存放在光盘上，
包括物理扇区地址、数据类型、数据块大小、错误检测和校正码等；逻辑格式又称为文件格
式，规定了如何将文件组织到光盘上以及指定文件在光盘上的物理位置，包括文件的目录结
构、文件大小及所需的盘片数目。由于 CD-ROM 与磁盘的特性不同，因此在定义 CD-ROM
逻辑格式时与定义磁盘的逻辑格式有差异。考虑到 CD-ROM 的只读性，不需要定义与写有
关的操作，如对文件和文件目录进行删除、添加和重命名。
对 CD-ROM 的逻辑结构的描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扇区
CD-ROM 一 个 物 理 扇 区 共 有 2352 字 节， 除 去 12 个 同 步 字 节、4 个 记 录 扇 区 地 址 的
字节以及 288 个用作错误检测和校正的字节后，还剩下 2048 字节用于存放用户数据。将
2048 字节的数据域定义为一个逻辑扇区，且每个逻辑扇区都有唯一的逻辑扇区号（Logical
Sector Number，LSN）进行标识，逻辑扇区的大小也可以自定义，但大小要等于 2n，n 为
正整数。
一个逻辑扇区又可以分成一个或多个逻辑块，每个逻辑块也都有自己的编号（Logical
Block Number，LBN）进行标识，逻辑块的大小也可以自定义，但大小要等于 2n，且不能超
过扇区的大小。
物理扇区、逻辑扇区与逻辑块的关系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物理扇区、逻辑扇区与逻辑块的关系

2．文件
每个文件可分为一个或者多个文件节，一个文件节放在由许多个逻辑块组成的文件空间
里，这些逻辑块被顺序编号，组成的文件空间又称为文件域。一个较大的文件可以分成多个
文件节，分别存储在多片 CD-ROM 盘的文件域中；一个中等大小的文件可以分成若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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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存储在一片 CD-ROM 盘的多个文件域中；小文件不需要分文件域，存放在单个文件节
中即可。
光盘上的文件标识符由文件名、文件后缀名和文件版本号组成，其中文件名和文件后缀
名是必需的，文件标识符只能由大写字母 A ～ Z、数字 0 ～ 9 以及下划线组成。在 DOS 环
境下，文件名不能超过 8 个字符，文件后缀名不能超过 3 个字符。
3．目录
光盘文件系统采用隐式分层目录形式，由于 CD-ROM 是只读的，无须提供对目录的增
加或删除等操作，相对于一般磁盘文件系统的显式分层目录形式，隐式分层目录形式能减少
查找文件时的时间花费。在这种目录结构下，文件的目录也被看成一个文件，把包含目录的
文件称为目录文件。
目录文件由一组长度可变的目录记录组成，每个目录记录由多个记录域组成，记录域中
包含了有关该文件的各项信息，如文件标识、文件段及其扩展属性记录的位置信息等，具体
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目录记录的格式

字节位置

记录域的名称

1

目录记录长度（LEN_DR）

2

扩展属性记录（XAR）长度

3~10

文件域地址

11~18

数据长度

19~25

日期和时间

26

文件标识

27

文件单元大小

28

交叉间隔大小

29~32

卷顺序号

33

文件标识符长度（LEN_FI）

34（33+LEN_FI）

文件标识符

34 ～ LEN_FI

填充域

(34+LEN_FI+1) ～ LEN_DR

系统使用（保留）

如果一个文件被分散在多个文件域中时，则需要设置多个目录记录，每个目录记录都需
要给出相应的文件域地址，并且标识出该文件域是否是最后一块。每个目录记录不能横跨两
个逻辑扇区，当一个目录在这个逻辑扇区中放不下的时候，应该移到后一个逻辑扇区中。
目录文件、目录记录和记录域的关系如图 2-11 所示。
目录具有层次结构，一个目录层次树中有一个根目录，在基本卷描述符或辅助卷描述符
中进行标识，其他每个目录都由其对应的父目录中的一个记录进行标识，另外每个目录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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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记录用来指出它的父目录。目录层次树中有多个层，根目录是第一层，目录树的层数
不能超过 8。

图 2-11

目录文件、目录记录和记录域的关系

4．路径表
路径表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录嵌套层数太深而导致文件查询时间过长的问题，路径
表由多个路径记录组成，每个路径记录分别对应根目录和各个子目录，路径记录中包含了各
子目录的开始地址即逻辑块号 LBN，这样通过路径表就可以快速访问每一个子目录。
具体的目录结构与路径表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目录结构与路径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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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12 可以看出，每张路径表用来描述一个目录树，对于目录树中的每个目录（根
目录除外）都有一个相应的记录标识出该目录及其父目录，也给出该目录的位置信息。路径
表中的记录编号从 1 开始，其中第一个记录用来指出根目录及其位置，一个目录的目录号就
是路径表中标识该目录的记录的序号。路径表记录的格式如表 2-6 所示。
表 2-6

路径表记录格式

字节位置

记录域的名称

1

目录标识符的长度（LEN_DI）

2

扩展属性记录（XAR）的长度

3~6

存放目录的地址

7~8

父目录号

9~（8+LEN_DI）

目标标识符（不超过 31 个字符）

（9+LEN_DI）

填充域

5．卷
记录 CD-ROM 盘所含信息的结构称为卷，在 ISO 9660 标准中，一张 CD-ROM 称为一
个卷，一个应用软件通常由多个文件组成，对于一个小的应用软件，一卷可能包含多个文
件；对于一个中等的应用软件，一卷可能包含一个文件；对于一个较大的应用软件，可能需
要多个卷才能包含一个文件。
卷被分为系统区和数据区两部分，其中 LSN0 ～ LSN15 为系统区，从 LSN16 开始到
最后一个 LSN 为数据区，数据区主要记录卷描述符、文件目录、数据文件等信息。其中
LSN16 为卷描述符，主要用于描述卷空间、卷的属性、根目录及路径表的位置、卷空间的
划分等信息。卷描述符主要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主卷描述符、辅助卷描述符、卷划分描述
符、引导记录、卷描述符集结束符。其中前四种描述符可以任意组合，形成卷描述符序列，
卷描述符序列应该遵循以下规则：序列中主卷描述符应该至少出现一次，卷描述符集结束符
只能出现一次，并且只能出现在最后。卷描述符的结构如表 2-7 所示。
表 2-7

卷描述符格式

字节位置

域

1

卷描述符的类型

2~6

标准卷标识符（CD001）

7

卷描述符版本（0x01）

8~2048

依赖于卷描述符类型

名

由表 2-7 可知，卷描述符是一个由 2048 字节组成的固定长度记录，卷描述符结构根据
卷描述符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其中第一字节是卷描述符的类型，取值范围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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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描述符类型区对应值

类型区值

描述符种类

0

引导记录

1

主卷描述符

2

辅助卷描述符

3

卷划分描述符

4~254

保留区

255

卷描述符集结束符

由表 2-8 可知，卷描述符类型 255（0xff）表示这是卷描述符序列最后的结束符，卷描
述符类型 4~254 是保留的，1 表示是主卷描述符，由于主卷描述符提供了卷的信息、特点、
文件系统逻辑块大小等一系列的信息，因此需要对主卷描述符的内容进行研究。主卷描述符
的具体结构如表 2-9 所示。
表 2-9

主卷描述符结构

字节位置
1

主卷描述符记录域的名称
卷描述符的类型

2~6

标准卷描述符（CD001）

7

卷描述符版本号

8

未使用（00）

9~10

系统标识符

11~72

卷标识符

73~80

未使用（00）

81~88

卷空间大小

89~120

未使用（00）

121~124

卷集大小

125~128

卷顺序号

129~132

逻辑块大小

133~140

路径表大小

141~144

L 型路径表值位置

145~148

L 型路径表任选值位置

149~152

M 型路径表值位置

153~156

M 型路径表任选值位置

157~190

根目录的目录记录

191~318

卷集标识符

319~446

出版商标识符

447~574

数据准备者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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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字节位置

主卷描述符记录域的名称

575~702

应用软件标识符

703~739

版权文件标识符

740~776

文摘标识符

777~813

文摘目录文件标识符

814~830

卷创作日期和时间

831~847

卷修改日期和时间

848~864

卷到期日期和时间

865~881

卷有效日期和时间

882

文件结构版本号

883

（保留）

884~1395
1396~2048

应用程序使用
（保留）

其中偏移位置 156 字节处，有一个长度为 34 字节的记录域，即根目录的目录记录，通
过解析根目录的目录记录，可以找到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或目录，从而读取出相应的信息。
6．多字节数据的存储
在 ISO 9600 中，对 16 位二进制数和 32 位二进制数分别定义了以下几种存储方式。
（1）16 位二进制在 CD-ROM 上的三种存储方式
Little Endian Word：两个连续字节，低字节在先。

Big Endian Word：两个连续字节，高字节在先。

Both Endian Word ：四个连续字节，前两字节用 Little Endian Word 方式存储，后两

字节用 Big Endian Word 方式存储。
（2）32 位二进制在 CD-ROM 上的三种存储方式
Little Endian Double Word：四个连续字节，低字节在先。

Big Endian Double Word：四个连续字节，高字节在先。

Both Endian Double Word ：八个连续字节，前四字节用 Little Endian Double Word 方

式存储，后四字节用 Big Endian Double Word 方式存储。

2.4.2

CD-ROM 上数据的定位

主要有两种方法来定位 CD-ROM 上的一个文件记录，一种方法是使用路径表进行搜索，
另一种方法是搜索完整的目录结构，比较方便和快捷的方法是缓存路径表，然后在需要时
下载目录。在这里主要介绍如何通过遍历根目录来进行文件及目录的搜索，具体的流程阐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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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OM 上的卷分为系统区和数据区，其中 LSN0~LSN15 为系统区，LSN16 到最后
一个 LSN 为数据区，即光盘的前 32768（16×2048）字节为系统区，换成十六进制就是
0x8000，即数据区从 0x8000 开始。文件系统的逻辑扇区格式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主卷描述符结构

ISO 9660 文件系统
未被 ISO 9660 使用

系统区（32768B）

卷描述符（2048B）
卷描述符（2048B）
...
卷描述符集结束符（2048B）

数据区

可选空间
根目录条目
...

由表 2-10 所示，数据区从 0x8000 开始，由于主卷描述符中包含了关于卷的信息、文件
系统逻辑块等一系列的内容，因此需要在数据区中找到主卷描述符并且进行解析。数据区开
头便是一系列的描述符，描述符的类型通过表 2-8 中的卷描述符类型区对应值来进行区分，
通过判断卷描述符的第一字节是不是“1”可以找到主卷描述符。
找到主卷描述符后，可以通过解析主卷描述符找到对应的目录文件系统，主卷描述
符的信息非常多，如表 2-9 中所示，主要关注偏移 156 位置处长度为 34 字节的变量，即
157~190 字节处的根目录的目录记录。其中几个重要的变量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目录记录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含义

字节位置

记录域的名称

1

目录记录长度（LEN_DR）

3~10

文件域地址

11~18

数据长度

33

文件标识符长度（LEN_FI）

34（33+LEN_FI）

文件标识符

由于根目录的目录记录为 34 字节，即目录记录长度变量为 0x22，查找 0x8000 地址后
的内容，与 0x22 值匹配的记录为对应的根目录信息，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对应目录记录相应内容

如图 2-13 所示，0x00008090 开始的第一行中“22”对应的地方，表明目录记录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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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x22，即有 34 字节，与根目录的目录记录相匹配，查看第 34 字节位置处，文件标识符
为“ / ”。第 3~10 字节位置处的 8 字节表示文件域的地址，这 8 字节以 Both Endian Double
Word 格式存储，前四字节为小端 LBA 号（逻辑区块地址），后四字节为大端 LBA 号，因此
“18 00 00 00 00 00 00 18”表明 LBA 号为 0x18，对于目录，指向的是一个数组；对于文件，
存储的是相应的文件内容。计算偏移 0x18=(24)10，24×2048 = 0x18×0x800 = 0xc000，对应
找到 0x0000c000 地址处的内容，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对应文件域地址相应内容

分析图 2-14 中的文件信息可知，目录记录长度为 0x90，第 3~10 字节表示对应的文件
域地址，18 00 00 00 00 00 00 18 表明逻辑区块地址 LBA 号为 0x18，由于指向的 LBA 号
小于等于自身的 LBA 号，将其略过，直到找到指向 LBA 号大于自身 LBA 号的文件，如
图 2-15 所示地址的文件。

图 2-15

对应文件域地址相应内容

如图 2-15 所示，第一行“84”值位置处为起始地址，其后的第 3~10 字节为对应的文件
域地址，1b 00 00 00 00 00 00 1b 表明 LBA 号为 0x1b，由此可计算对应文件的偏移地址。第
11~18 字节为数据长度，00 02 00 00 00 00 02 00 表明文件大小为 0x200，即文件大小为 512
字节。第 33 字节为文件标识符的长度，表示 0x0a 字节都是文件名，即文件名为“ BOOT.
BIN;1”，由于 ISO 存储文件会自动把文件后面加上“ ;1”，并且将小写转换为大写，因此需
要我们自己对得到的文件名进行处理，然后可以根据 LBA 号和文件大小将对应的文件取出。
利用以上描述的方法，遍历所有的文件，便可以得到 CD-ROM 上的相关文件目录信息。

2.4.3

CDFS 的改进

文件系统一般是操作系统的核心，不同的操作系统其文件系统也不相同，对于 CDROM，由于它的只读性及其文件组织形式也与其他文件系统有所不同，1988 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颁布了 ISO 9660 标准，对 CD-ROM 光盘上存储数据文件的逻辑格式和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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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明确的规定，实现了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1．ISO 9660
ISO 9660 是目前被最广泛支持的光盘文件系统，能被所有的主流操作系统识别，支持
“8+3”格式的文件名，目录层次深度不能超过 8 级。由于没有一个操作系统在一开始就被
设计成能识别 ISO 9660 标准光盘上存储的数据，因此每个操作系统都需要开发出针对 ISO
9660 的扩展驱动程序，以实现 ISO 9660 与各操作系统之间的信息转换，方便用户直接查看
CD-ROM 盘上的文件。
微软公司开发了针对 DOS 操作系统的 MSCDEX（Microsoft CD-ROM Extension）扩展
驱动程序，与 CD-ROM 驱动器生产厂家提供的硬件设备驱动程序配合，能够将 ISO 9660 格
式光盘上的文件转化为 DOS 上可以识别的数据。苹果公司开发了专门针对 Macintosh 操作
系统的 Foreign File Access 扩展驱动程序，可以以 HFS（Hierarchical File System）的格式读
取 ISO 9660 格式光盘上的数据。由于 ISO 9660 的跨平台通用性，使得用户可以在多种操作
系统上访问 CD-ROM 光盘，推动了 CD-ROM 的发展和使用。
2．UDF
UDF 又称为通用磁盘格式（Universal Disc Format），它主要是针对 ISO 9660 文件结构
的 CD-R 光盘不能追加刻录新的数据的缺点而进行改进的，由于 ISO 9660 文件系统主要针
对 CD-ROM 只读型光盘而制定，因此光盘上的数据和文件结构已经确定，虽然 ISO 9660 文
件结构刻录的 CD-R 光盘允许用户在多种操作系统下进行访问，但是却无法追加刻录新的数
据。另外，虽然借助于各种扩展驱动程序，可以实现 ISO 9660 与各操作系统之间的信息转
换，但是操作系统无法识别 CD-R 和 CD-RW 刻录机，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刻录软件才可以
实现利用 CD-R 或 CD-RW 刻录机进行读写操作。为此 1996 年 OSTA（光学存储技术协会）
制定了 UDF 文件格式，采用包刻录（Packet Writing）技术，将 CD-R 和 CD-RW 盘当作硬盘
使用，允许用户在光盘上修改和删除文件。
3．Rock Ridge
鉴于 ISO 9660 格式只支持不超过 8 个字符文件名、不超过 3 个字符扩展名以及 8 层文
件目录深度的限制，专门制定了 Rock Ridge 文件格式，通过对 ISO 9660 进行延伸，制定出
使 CD-ROM 能兼容 UNIX 的文件系统，支持文件名字母大小写、符号字符、长文件名以及
超过 8 层的目录结构。
4．Joliet
微软公司将 ISO 9660 标准进行扩展，制定了 Joliet 文件系统，可以支持 64 个字符的长
文件名和中文文件名，同时也记录相应的 DOS 文件名（“8+3”格式），以便于被 DOS 或低
版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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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系统
除了前面介绍的 FAT、EXT、NTFS 和 CDFS 等常用文件系统外，exFAT、YAFFS 等适

用于闪存的文件系统将在后续章节介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太常用的文件系统，在这里进
行简单介绍。

2.5.1

BtrFS

BtrFS（通常念成 Butter FS、Better FS 或 B-tree FS）是一种支持写入时复制（copy-onwrite，COW）的文件系统，运行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采用 GPL 授权。Oracle 于 2007 年
对外宣布这项计划并发布源代码，2014 年 8 月发布稳定版，目标是取代 Linux 当时主流的
EXT3 文件系统，摆脱 EXT3 的一些限制，特别是单文件大小、文件系统总大小和文件校
验，并加入 EXT3 不支持的一些功能，比如可写快照（writable snapshots）、快照的快照
（snapshots of snapshots）、内建磁盘阵列（RAID），以及子卷（subvolumes）。其具体特性
如下。
扩展性（scalability）相关的特性

BtrFS 最重要的设计目标是应对大型机器对文件系统的扩展性要求。盘区、多路搜索树
（B 树）和动态节点创建等特性保证了 BtrFS 在大型机器上仍有卓越的表现，其整体性能不会
随着系统容量的增加而降低。
数据一致性（data integrity）相关的特性

当系统面临不可预料的硬件故障时，BtrFS 采用 COW 事务技术来保证文件系统的一致
性。BtrFS 还支持 checksum，避免了 silent corrupt 的出现。而传统文件系统则无法做到这
一点。
多设备管理相关的特性

BtrFS 支持创建快照（snapshot）和克隆（clone），并且能够方便地管理多个物理设备，
使得传统的卷管理软件变得多余。
其他难以归类的特性

这些特性都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文件系统的时间 / 空间性能，包括延迟分
配、小文件的存储优化、目录索引等。

2.5.2

ZFS

ZFS 的命名来源于“ Zettabyte File System ”的首字母缩写，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的缩写
含义，只是作者想阐述一个具备高扩充容量文件系统且支持许多延伸功能的一个产品，也
叫动态文件系统（Dynamic File System），是第一个 128 位文件系统。最初是由 Sun 公司为
Solaris 10 操作系统开发的文件系统。作为 OpenSolaris 开源计划的一部分，ZFS 于 2005 年
11 月发布，被 Sun 公司称为终极文件系统，经历了 10 年的活跃开发；而最新的开发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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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并重新命名为 OpenZFS。ZFS 具有如下特点。
基于存储池

ZFS 是基于存储池的，与典型的映射物理存储设备的传统文件系统不同，所有在存储池
中的文件系统都可以使用存储池的资源。不同于传统文件系统需要驻留于单独设备或者需要
一个卷管理系统来管理使用一个以上的设备，ZFS 创建在虚拟的被称为“ zpool ”的存储池
之上（存储池最早在 AdvFS 中实现，并且加入后来的 BtrFS）。每个存储池由若干虚拟设备
组成。这些虚拟设备可以是原始磁盘，也可能是一个 RAID1 镜像设备，或是非标准 RAID
等级的多磁盘组。于是 zpool 上的文件系统可以使用这些虚拟设备的总存储容量，可以使用
磁盘限额以及设置磁盘预留空间来限制存储池中单个文件系统所占用的空间。
写入时复制事务模型

ZFS 使用一种写入时复制（COW）事务模型技术。所有文件系统中的块指针都包括 256
位的能在读时被重新校验的关于目标块的校验和。含有活动数据的块从来不被覆盖；而是分
配一个新块，并把修改过的数据写在新块上。所有与该块相关的元数据块都被重新读、分配
和重写。为了减少该过程的开销，多次读写更新被归纳为一个事件组，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使
用日志来同步写操作。
利用写时拷贝使 ZFS 的快照和事务功能的实现变得更简单和自然，快照功能更灵活。
缺点是 COW 使碎片化问题更加严重，对于由顺序写生成的大文件，如果以后随机地对其中
的一部分进行了更改，那么这个文件在硬盘上的物理地址就变得不再连续，未来的顺序读会
变得性能比较差。
快照与克隆

ZFS 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的一个优势在于，写新数据时，包含旧数据的块被保留着，提
供了一个可以被保留的文件系统的快照版本。由于 ZFS 在读写操作中已经存储了所有构建
快照的数据，所以快照的创建非常快。而且由于任何文件的修改都是在文件系统和它的快照
之间共享的，所以 ZFS 的快照也是空间优化的。
可写快照（“克隆”）也可以被创建，结果就是两个独立的文件系统共享一些块。当任何
一个克隆版本的文件系统被改变时，新的数据块为了反映这些改变而创建，但是不管有多少
“克隆”版本的存在，未改变的块仍然在其他“克隆”版本中共享。
动态条带化

ZFS 能动态条带化所有设备以最大化吞吐量。当额外的设备被加入到 zpool 中的时候，
条带宽度会自动扩展以包含这些设备。这使得存储池中的所有磁盘都能被用到，同时负载被
平摊到所有的磁盘上。
可变块尺寸

ZFS 使用可变大小的块，最大可至 128KB。现有的代码允许管理员调整最大块大小，
这在大块效果不好的时候有用。未来也许能做到自动调整适合工作量的块大小。ZFS 的可变
大小的块与 BtrFS 和 EXT4 的 Extent 不同。在 ZFS 中，在一个文件中所有数据块的逻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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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必须是相同的，不同文件之间的块大小可以不同，因此 ZFS 可以用直接映射（direct map）
的方式（同 UFS/FFS/EXT2/EXT3）来搜索间接块的数据指针数组（blkptr）。BtrFS 和 EXT4
的 Extent 方式在同一个文件中每个数据块的大小都可以不相同，因此需要用 B+ 树或者类 B
树的方式来组织间接块的数据。
虽然直接映射方式比 B+ 树的查找速度快，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如元数据
开销过大、顺序 IO 的大文件性能不好、删除比较慢等，因此在现代文件系统中映射方式逐
渐被 Extent 变长块取代。如果数据压缩（LZJB）被启用，可变块大小需要被用到。如果一
个数据块可被压缩至一个更小的数据块，则小的数据块将使用更少的存储和提高吞吐量（代
价是增加 CPU 压缩和解压缩的负担）。

2.5.3

HFS

分层文件系统（Hierarchical File System，HFS）是由苹果公司开发，并使用在 Mac OS
上的一种文件系统。最初被设计用于软盘和硬盘，同时也可以在只读媒介如 CD-ROM 上见
到。HFS 首次出现在 1985 年 9 月 17 日，作为 Macintosh 电脑上新的文件系统。它取代只用
于早期 Mac 型号所使用的平面文件系统 Macintosh File System（MFS）。因为 Macintosh 电
脑所产生的数据比其他通常的文件系统，如 DOS 使用的 FAT 或原始 UNIX 文件系统所允许
存储的数据更多，苹果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式更适用的文件系统，而不是采用现有的规格。例
如，HFS 允许文件名最多有 31 个字符的长度，支持 metadata 和双分支（每个文件的数据和
资源分开存储）文件。尽管 HFS 像其他大多数文件系统一样被视为专有的格式，但是只有
它为大多数最新的操作系统提供了很好的通用解决方法以访问 HFS 格式磁盘。
在 1998 年，苹果公司发布了 HFS Plus（HFS+），其改善了 HFS 对磁盘空间地址的定位
效率，并加入其他改进。当前版本的 Mac OS 仍旧支持 HFS，但从 Mac OS X 开始 HFS 卷
不能作为启动使用。
分层文件系统把一个卷分为许多个 512 字节的“逻辑块”。这些逻辑块被编组为“分配
块”，这些分配块可以根据卷的尺寸包含一个或多个逻辑块。HFS 对地址分配块使用 16 位
数值，分配块的最高限制数量是 65536。
组成一个 HFS 卷需要以下 5 个结构：
1）卷的逻辑块 0 和 1 是启动块，它包含了系统启动信息。例如，启动时载入的系统名
称和壳（通常是 Finder）文件。
2）逻辑块 2 包含主目录块（Master Directory Block，简称 MDB）。
3）逻辑块 3 是卷位图（Volume Bitmap）的启动块，它追踪分配块使用状态。
4）总目录文件（Catalog File）是一个包含所有文件的记录和存储在卷中目录的 B* 树。
5）扩展溢出文件（Extent Overﬂow File）是当最初总目录文件中三个扩展被占用后，另
外一个包含额外扩展记录的分配块对应信息的 B*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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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S+

HFS+ 文件系统是目前苹果电脑中默认的最常见文件系统，其改善了 HFS 对磁盘空间
的地址定位效率低下问题，并加入了其他改进。HFS+ 来源于 UNIX，但是又不用于 UNIX，
它增加了许多新的特性，同时也有许多不同于 Windows、UNIX 等系统的概念。HFS+ 是苹
果公司为替代他们的分层文件系统（HFS）而开发的一种文件系统。它被用在 Macintosh 电
脑（或者其他运行 Mac OS 的电脑）上。它也是 iPod 上使用的一种格式。HFS+ 也被称为
Mac OS Extended（或误称为“ HFS Extended ”)。在开发过程中，苹果公司也把这个文件系
统的代号命名为“ Sequoia ”。
HFS+ 是 HFS 的一个改进版本，支持更大的文件，并用 Unicode 来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代替了 Mac OS Roman 或其他一些字符集。与 HFS 一样，HFS+ 也使用 B 树来存储大部分
分卷元数据。
HFS+ 文件系统主要由卷头、位图文件、扩展文件、目录文件、属性文件、启动文件、
日志文件等组成。这些文件的作用如下：
1）卷头。记录构建 HFS+ 文件系统的基本信息，包括块大小、日志位置信息以及一些
重要的元文件的位置信息。
2）位图文件。用于标记卷中哪些块已经被使用，哪些块为空闲。
3）扩展文件。主要用于描述碎片太多的文件数据范围，文件碎片的前 8 个碎片存储在
目录文件中。
4）目录文件。存储文件的元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文件名、文件和目录之间的层次结构、
文件创建时间、文件数据碎片的前 8 个碎片区域等。文件与目录之间的层次结构由文件系统
分配给每个文件和目录的 CNID 来维护。
5）属性文件。存储附加信息。
6）启动文件。用于从 HFS+ 卷上启动非 Mac OS 系统。
7）日志文件。用于解决写操作异常等问题，存储最近改动的数据信息。
位图文件、扩展文件、目录文件、属性文件均采用 B 树进行数据管理，文件的元信息
存储在 B 树的叶子节点中。

2.5.5

ReiserFS

Linux 内核从 2.4.1 版本开始支持 ReiserFS 格式。ReiserFS 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 1997
年 7 月 23 日。它的开发者认为，最好的文件系统应该是有助于创建独立的共享环境或命名
空间的文件系统，应用程序可以在其中更直接、有效和有力地相互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文件系统就应该满足使用者对性能和功能方面的需要。使用者能够直接地使用文件系
统，而不必建造运行在文件系统之上（如数据库之类）的特殊目的层。
为此，ReiserFS 使用了特殊的、优化的平衡树（每个文件系统一个）来组织所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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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数据，这为其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性能改进，也能够减轻文件系统设计上的人为约束。另
一个使用平衡树的好处就是，ReiserFS 能够像其他大多数的下一代文件系统一样，根据需要
动态地分配索引节点，而不必在文件创建时建立固定的索引节点。这有助于文件系统更灵活
地适应面临的各种存储需要，同时提高附加的空间效率。
ReiserFS 被看作一个更加激进和现代的文件系统。传统的 UNIX 文件系统是按磁盘块来
进行空间分配的，对于目录和文件等使用了简单的线性查找。这些设计在当时是合适的，但
随着磁盘容量的增大和应用需求的增加，传统文件系统在存储效率、速度和功能上已显得落
后。ReiserFS 的更新版本 Reiser 4 提供了对事务的支持。
ReiserFS 的缺点是每升级一个版本都要将磁盘重新格式化一次，而且它的安全性能和稳
定性与 EXT3 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因为 ReiserFS 还不能正确处理超长的文件目录，如果创
建一个超过 768 字符的文件目录，并使用 ls 或其他 echo 命令，将有可能导致系统挂起。

2.5.6

JFS

JFS（Journal File System）是一种字节级日志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主要是为满足服务
器（从单处理器系统到高级多处理器和群集系统）的高吞吐量和可靠性需求而设计开发的。在
IBM 的 AIX 系统上，JFS 已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结果表明它是可靠、快速和容易使用的。
与非日志文件系统相比，JFS 的突出优点是快速重启能力，JFS 能够在几秒或几分钟内
就把文件系统恢复到一致状态。虽然 JFS 主要是为满足服务器的高吞吐量和可靠性需求而设
计的，但也可以用于想得到高性能和可靠性的客户机配置，因为在系统崩溃时，JFS 能提供
快速文件系统重启的时间，所以它是因特网文件服务器的关键技术。
JFS 的缺点是使用 JFS 在性能上会有一定损失，系统资源占用的比率也偏高，因为当它
保存一个日志时，系统需要写许多数据。
一个日志文件系统是文件和目录的层结构，即文件树。这种结构类型与倒置的树，即根
在顶端、枝叶在低端相类似，枝代表目录，叶代表文件。这种文件树使用目录组织数据而且
设计成组，允许一次管理多个目录和文件，在一个 JFS 中能保存各种数据。
目录在内核里是基本数据，而在文件系统里与基本文件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目录可以
像普通文件一样被读出，但是不能像普通文件那样生成和写入。目录文件的格式是由二进制
数和正文数据组合而成的，一个目录项由 16 字节组成，最后的 14 字节保存文件名。当文件
名不足 14 个字符时用 ASCII 码 NULL（全零值）填满，而开始两字节表示文件管理信息的地
址。每个目录文件均以“ . ”或“ .. ”开始，“ . ”是进入本目录的目录入口，“ .. ”代表当前
目录的双亲目录，也就是靠近此目录的上一层目录。
文件是一个字节序列。对 JFS 来说，文件没有记录、类型的概念，文件系统对文件的管
理并不涉及文件内部的数据结构，文件内部的数据结构视具体程序而定。正文文件以行为单
位记录信息，每行以换行符为结束标志。JFS 中没有记录、记录总数、字节总数等信息，而
是根据文件是否还有符号来表示文件是否结束。系统内核的文件系统记录每个文件长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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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件长度，系统可以判断文件的结束与否。确定文件类型不能只根据文件名作出判断（虽
然文件名可以有类型区别），命名的方法仅仅是一个惯例，并不能完全代表文件类型。有时
文件的标签是很明确的，可执行程序可以通过在文件开始的“二进制幻数”来识别。在 od
命令不加选择项时，它以 16 位即两字节为单位打印文件八进制表示，便可看到文件的幻数。
JFS 空间分为 chuck（大块），称作分配组，每个分配组包含 inode 和数据块。允许 inode
和数据块被分散到文件系统中，而且允许文件数据分配在离它的 inode 很近的位置。当文件
系统增大时，分配组数也增多，当分配组增加时，文件系统包含更多的 inode 和数据块。第
一个分配组开始于文件系统的开端，而且包含一个保留区，被一个 4096×2 字节的组所占
用，这个区的第 0 个 4096 字节 (0x0000) 用来保存 LVCB（Logical Volume Control Block），
第 1 个 4096 字节 (0xl000) 占据文件系统的主 superblock ；第 31 个 4096 字节 (0xlf000) 保存
次 superblock。第二个分配组始于第 32 块，而且占用连续足够的块保存分配组的 inode。

2.5.7

XFS

XFS 是硅谷图形公司（SGI）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发的一种非常优秀的日志文件系统。
XFS 推出后被业界称为先进的、最具可升级性的文件系统技术。它是一个全 64 位、快速、稳
固的日志文件系统，多用于 SGI 的 IRIX 操作系统。作为一个 64 位文件系统，XFS 可以支持
超大数量的文件（9000×1GB），可在大型 2D 和 3D 数据方面提供显著的性能。XFS 有能力预
测其他文件系统的薄弱环节，能够在不妨碍性能的情况下增强可靠性和快速的事故恢复。
XFS 可为 Linux 和开放资源社区带来如下新特性。
可升级性

XFS 被设计成可升级的，以面对大多数的存储容量和 I/O 存储需求；可处理大型文件和
包含巨大数量文件的大型目录，以满足 21 世纪快速增长的磁盘需求。XFS 有能力动态地为
文件分配索引空间，使系统可以支持大量文件。
优秀的 I/O 性能

典型的现代服务器使用大型的条带式磁盘阵列。XFS 可以很好地满足 I/O 请求的大小
和并发 I/O 请求的数量。XFS 可作为 ROOT 文件系统，并被 LILO 支持，也可以在 NFS 服
务器上使用，并支持软件磁盘阵列（RAID）和逻辑卷管理器（Logical Volume Management，
LVM）。在单个文件系统的测试中，其吞吐量最高可达每秒 7GB，对单个文件的读写操作其
吞吐量可达每秒 4GB。
因为 XFS 比较复杂，实施起来有一些难度（包括人员培训等），所以目前 XFS 主要应用
于 Linux 高端用户。

2.5.8

UFS

UFS 是 UNIX 文件系统的简称，它来源于 4.3 Tahoe 发行版中提供的 BSD Fat Fast File
System（FFS，高速文件系统），属于 FFS 的演化版本，是 Solaris 的默认文件系统。UFS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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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大部分 UNIX 类操作系统默认的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包括 Solaris、Free BSD、Open
BSD、Net BSD、HP-UX 等，甚至苹果公司的 OS X 也能支持 UFS。
在最初的 FFS 设计中，为了使文件系统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如硬盘发生整个磁道、整
个盘面或者整个柱面损坏时能够得以恢复，在文件系统初始化时，会将文件系统的重要数据
结构复制到整个磁盘的多个位置，以便在发生硬件损坏时能够读取，而 UFS 也继承了这些
优良的特性。另外，为了提高运行效率，UFS 与磁盘的结构也有着完美的结合，UFS 将整
个磁盘的所有逻辑柱面平均分配为若干个组，每组称为一个“柱面”。在 UFS 内部就用柱面
组对文件系统进行分段组织和管理，每个柱面组中都有文件系统关键数据结构的备份，所有
文件在各个柱面组中相对独立地存储而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磁盘中的磁头在访问文
件系统中的数据时有效地减小了摆动，提高了访问效率。
在创建 UFS 时，磁盘的盘片被分成若干个柱面组，每个柱面组由一个或多个联系的磁
盘柱面组成，在文件系统的前部会有一个叫作“柱面组概要”的结构对整个文件系统中的每
个柱面组信息进行统计，并且在每个柱面组中还有一个“柱面组描述符”用来管理当前柱面
组。每个柱面组又进一步被分成若干个可寻址的块，以控制和组织柱面组中文件的结构，所
以“块”是 UFS 中文件分配和存储的基本单位，类似于 FAT 文件系统和 NTFS 中“簇”的
概念。
在 UFS 中，“块”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的块都具有特定的功能。UFS 主要具有四种
类型的块：引导块、超级块、i 节点、数据块。其中，引导块为在引导系统时使用的信息；
超级块记录文件系统的详细信息；i 节点记录文件的各种信息；数据块存储每个文件的实际
内容。
UFS 中的“块”又被分成更小的单位，叫作“段”。在创建 UFS 时，可定义段的大小，
默认的段大小一般为 1KB。每个块都可以分成若干个段，段大小的上限就是块的大小，下
限实际上为磁盘扇区大小，通常为 512 字节。
当文件写入文件系统时，首先为文件分配完整的块，然后为不满一个块的剩余部分分配
某个块的一个或者多个段。对于比较小的文件，首先分配段进行存储；能够为文件分配块中
的段而不是仅分配完整的块，减少了块中未使用的空间，从而提高了磁盘的利用率。在创建
文件系统时，选择段的大小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小的段大小可节省空间，但是需要
更多的时间进行分配，通常，当大多数文件都很大时，为了提高存储效率，应为文件系统使
用较大的段；当大多数文件都比较小时，应为文件系统使用较小的段。
综上所述，UFS 由若干个“柱面组”构成，每个柱面组包含一定数量的“块”，每个块
又由若干个“段”组成。“段”是 UFS 的最小存储单元。每个柱面组、块、段在文件系统中
都有自身的编号，它们的起始编号都是 0。
另外，超级块是 UFS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其重要性类似于 FAT 文件系统和 NTFS
中的 DBR，所以 UFS 在每个柱面组中都对超级块做了备份，但备份的位置却各不相同，在
每个柱面组中都会发生一定的偏转，这是因为在原来的硬盘中每个磁道具有相同的扇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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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导致每个柱面组的第一个扇区都位于同一个盘面上。为了减小因故障而产生的数据损
坏，将超级块的备份在每个柱面组中错位存放就可以使它们不再存储于同一个盘面，从而降
低了风险。而现在的新式硬盘中每个柱面的扇区数并不相等，所以也就不存在这样的隐患，
实际上 UFS2 已经不再考虑数据错位存放的问题。

2.5.9

VMFS

VMware Virtual Machine File System（VMFS ）是一种高性能的群集文件系统，它使虚
拟化技术的应用超出了单个系统的限制。VMFS 的设计、构建和优化针对虚拟服务器环境，
可让多个虚拟机共同访问一个整合的群集式存储池，从而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VMFS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 VMFS 中没有某台服务器或某个软件可以完全控制对
文件系统的访问权限。VMFS 通过运行于每一台主机上，直接管理文件系统的命名空间来达
到协调管理客户端对文件的访问权限。每个 VMFS 卷都在文件系统中保留了一定的空闲区
域用于内部协调时使用。确保 VMFS 适用于虚拟环境的技术特性包括：具有分层目录结构
的自动文件系统、针对群集环境中的虚拟机进行优化、锁定管理和分布式逻辑卷管理、跨越
多个存储盘区与动态扩展数据存储区、具有日志记录的群集式文件系统可迅速恢复、将整个
虚拟机状态封装在单个目录中。
作为虚拟机（VM）环境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存储接口，VMFS 提供了自动的群集文件系
统功能和智能的群集卷管理功能。VMFS 所具有的大量优点使其特别适合作为虚拟环境中的
群集文件系统，如支持可确保应用程序服务级别的独特功能、无缝管理虚拟机存储、简化灾
难恢复等。
VMFS 是 跨 越 多 个 服 务 器 实 现 虚 拟 化 的 基 础， 传 统 文 件 系 统 在 给 定 时 间 内 只 允 许
一 台 服 务 器 读 写 同 一 文 件， 而 VMFS 是 一 种 集 群 文 件 系 统， 它 利 用 共 享 存 储 允 许 多 个
VMware ESX（Elastic Sky X）实例同时读写相同存储位置。它可启用 VMware VmotionTM、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和 VMware High Availability 等各种服务。VMFS 还能显著减
少管理开销，它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虚拟化管理层，特别适合大型企业数据中心。
采用 VMFS 可实现资源共享，使管理员轻松地从更高效率和存储利用率中直接获益。
作为一个群集文件系统，VMFS 允许多个 ESX/ESXi 服务器同时访问同一个 VMFS 数据存
储（VMware ESX 和 VMware ESXi 是“裸机”管理程序，它们直接安装在物理服务器之上，
并将其划分成可同时运行的多个虚拟机，这些虚拟机共享底层服务器的物理资源。每个虚拟
机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系统，具有处理器、内存、网络连接、存储并且可运行未经修改的操
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为了确保多台服务器不会同时访问同一个虚拟机，VMFS 提供了磁盘锁定。为了协调对
VMFS 内部文件系统信息的访问，ESX/ESXi 会在整个逻辑单元设备上使用小型计算机系统
接口（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SCSI）。图 2-16 显示了共享同一个 VMFS 卷的若干
ESX/ESXi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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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2.5.10

跨 ESX 服务器共享 VMFS 数据存储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VxFS）是 Veritas 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高可用性的文件系统，
一般用于数据中心。它是一种基于扩展的文件系统，能够让应用程序读取和写入大的连续
块，适用于 OLTP 系统和 DSS 系统。
VxFS 是首个商业日志记录文件系统。通过日志记录功能，元数据更改首先写入日志，
然后再写入磁盘。由于无须在多处写入更改，且元数据是异步写入的，因此吞吐量较快。
VxFS 也是基于扩展区的意向日志记录文件系统。VxFS 设计用于要求高性能和高可用性，
并且可以处理大量数据的操作环境。
VxFS 通常被应用于分布式集群、双机、异地容灾等高可靠解决方案中，它主要是与
VCS/VVR/GCO/VxVM 这些软件配套使用。该文件系统的一大优势是由于 HA 的主、备节
点上可以同时在线看到相同的磁盘组（Diskgroup），VxFS 可以实现自动对磁盘组加锁、解
锁，从而保证存储设备只在主节点上输入输出。VxFS 的主要组件包括日志记录、扩展区、
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2.5.11

ReFS

ReFS（Resilient File System，弹性文件系统）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中新引入的一
个文件系统。目前只能应用于存储数据，还不能引导系统，并且在移动媒介上也无法使用。
ReFS 是与 NTFS 大部分兼容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可以自动验证
数据是否损坏，并尽力恢复数据。如果与引入的 Storage Spaces（存储空间）联合使用的话
则可以提供更佳的数据防护。同时对于上亿级别的文件处理也有性能上的提升。
ReFS 的关键功能如下（其中某些功能与存储空间联合提供）：
1）带有校验和的元数据完整性。
2）提供可选用户数据完整性的完整性流。
3）通过写入时分配事务模型实现可靠的磁盘更新（也称为写入时复制）。
4）支持超大规模的卷、文件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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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存储池和虚拟化使得文件系统可建立并易于管理。
6）通过数据条带化提高性能（带宽可管理）并通过备份提高容错性。
7）通过磁盘扫描防止潜在的磁盘错误。
8）借助“数据打捞”实现损坏还原，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卷的可用性。
9）跨计算机共享存储池，以提供额外的容错性和负载平衡。
此外，ReFS 还从 NTFS 集成了某些功能和语义，包括 BitLocker 加密、用于安全的访
问控制列表、USN 日志、更改通知、符号链接、交接点、装入点、重解析点、卷快照、文
件 ID 和操作锁。当然，客户端只要使用任何操作系统中可访问现有 NTFS 卷的文件访问
API，就可以访问以 ReFS 存储的数据。

2.6

常用文件系统的对比分析
在通常情况下，文件系统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前面对几种常用的文件系统进行了介

绍，下面根据操作系统对文件系统进行对比分析。
1．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
Windows 操作系统所可以直接支持的文件系统有 FAT、NTFS、CDFS 和 UDF，表 2-12
对 Windows 操作系统所支持的主要文件系统进行了总结。
表 2-12
文件系统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特点对比
特

点

FAT

1982 年开始应用于 MS-DOS 中。根据分区表中字长位数的不同，分为 FAT 12、FAT 16、FAT 32
三种版本。
FAT 12 的特点是：
1）最多可以管理 8MB 的磁盘容量
2）文件碎片严重
FAT 16 的使用时间最长，其特点是：
1）可管理的磁盘容量从 32MB、128MB，发展到了 2GB
2）大磁盘利用效率低
FAT 32 是 FAT 系列的最后一个文件系统，目前支持 FAT 32 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 95/98/98SE/
Me/2000/XP/8/10 等以及 Linux Redhat 部分版本也对 FAT 32 提供有限支持，然而，如果 Linux 安
装在 FAT 32 分区下，必须使用软盘进行引导。FAT 32 具有以下特点：
1）在兼容性方面，FAT 32 不能保持向下兼容
2）当分区小于 512MB 时，FAT 32 不会发生作用
单个文件不能大于 4GB（精确数据是 2B ～ 4GB）。

NTFS

NTFS 是 Windows NT 家族（如 Windows 2000/XP/Vista /7/8/10 等）的限制级专用的文件系统（操
作系统所在的盘符的文件系统必须格式化为 NTFS）。目前，NTFS 已逐渐取代了 FAT 文件系统。
NTFS 的特点是：
1）可恢复的文件系统，通过使用标准的事务处理日志和恢复技术来保证分区的一致性
2）支持对分区、文件夹和文件的压缩
更好的安全性，可为共享资源、文件夹及文件设置访问许可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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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文件系统

CDFS

特

点

1988 年为只读光盘制定的文件系统，比较简单，但具有一定限制：
1）文件和目录名长度必须小于 32 个字符；
2）目录树的深度不能超过 8 层
3）现已逐渐被 UDF 文件系统所取代
1995 年由光学存储技术学会为光磁盘存储媒介（如 DVD-ROM）所制定，用来取代 CDFS，比

UDF

CDFS 更加灵活，UDF 具有以下特点：
1）文件名区分大小写
2）文件名字符长度可以有 255 个字符长
3）最长路径可有 1023 个字符

2．Linux 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
Linux 是一个性能稳定、功能强大、效率高的操作系统。它在功能特性方面与 UNIX 系
统相似，同时又具有多任务、多用户、多平台等若干特性。Linux 最早的文件系统是 Minix，
随着专门为 Linux 设计的文件系统 EXT2 被设计出来并添加到 Linux 中，这对 Linux 产生了
重大影响，并逐渐发展到目前最新的 EXT4。表 2-13 对 Linux 操作系统所支持的主要文件系
统进行了总结。
表 2-13
文件系统
Minix

Linux 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特点对比
特

点

Linux 最早引入的文件系统，由 Minix 操作系统定义，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文件名最长 14 个字
符，文件最长 64MB，目录只能存放固定数目的文件
EXT 系列经过了 EXT2、EXT3、EXT4 三种版本。
EXT2 的特点是：
1）采用三级间接块来存取数据块指针，并以块单位分配空间
2）磁盘分配策略是尽可能将逻辑相邻的文件分配到磁盘上物理相邻的块中，并将碎片分配给尽

EXT

量少的文件，从而从全局上提高性能
EXT3 是对 EXT2 的扩展，兼容 EXT2，加入了日志功能，日志式文件系统的最大特点是会将整
个磁盘的写入操作完整地记录在磁盘的某个区域上，以便回溯追踪。EXT3 的特点是：
1）高可用性及数据完整性
2）系统速度快，及支持多种日志模式
EXT4 是针对 EXT3 的扩展日志式文件系统，EXT4 修改了 EXT3 中部分重要的数据结构，而不
仅仅像 EXT3 对 EXT2 那样，只是增加了日志功能，EXT4 可提供更佳的性能和可靠性。EXT4 的
主要特点是：
1）支持更大的文件系统和文件（EXT3 只支持 16TB 的文件系统和 2TB 的文件，而 EXT4 可支
持 1EB 的文件系统和 16TB 的文件）
2）无限数量的子目录（EXT3 只支持 32000 个子目录）
3）支持多块分配、延迟分配、持久预分配
4）日志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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