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03 月
第 52 卷 第 1 期

航 空 电 子 技 术
AVIONICS TECHNOLOGY

http://www.avionicstech.com.cn

Mar. 2021
Vol. 52 No. 1

avionicstech@careri.com

DOI:10.12175/j.issn.1006-141X.2021.01.03

一种嵌入式平台下的高可靠文件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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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针对嵌入式平台的使用特点，设计实现了一套本地文件系统，采用动态管理块映射、文件系统关键

数据备份等措施，解决了嵌入式平台下文件系统可靠性不高的问题。测试结果表明，在不损失性能的前提下，
这种文件系统具备高可靠、高灵活、接口标准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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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Reliable File System Design Scheme Based on Embedded Platform
WANG Bo, WANG Xi-Chen, ZHANG Shi-Chen
(Chinese National Aeronautical Radio Electronics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edded platform, a local file system is designed, and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low reliability of the file system under the embedded platform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the dynamic management block mapping and the key data backup of the file system.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file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reliability, high flexibility and standard interface without losing performance.
Key words：file system; embedded platform; high reliability

飞行数据记录设备是重要的航电分系统产品之

录化的管理方式。

一，它能够实时完成机上各类飞行数据的采集、处

目前机载嵌入式环境下使用的本地文件系统主

理和记录。这些飞行数据为飞机的故障诊断、试飞

要以通用文件系统（如 FAT32）为主。通用文件系

监控、飞行品质分析等提供了丰富信息参考。

统接口标准，使用简单，但通用文件系统数据结构

本地文件系统是飞行记录设备中的核心技术，

复杂，并非针对嵌入式环境研发，在面对复杂的航

也是操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对存储介质

空机载使用环境和嵌入式资源受限的条件下，使用

空间进行组织和分配，为用户提供对存储介质上的

通用文件系统会带来如下问题：

数据操作方法和数据结构，实现数据的文件化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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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个文件容量受限，如 FAT32 最大只允许
应用程序

记录的文件长度不能超过 4GBytes，随着机载飞行
数据记录数据量越来越大，这个限制会严重影响应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I/O系统（create、open、read、write、ioctl、close、
remove）

用软件的实现；
（2）各类型数据分区管理，不能动态跨区进行

文件系统

存储容量的调整，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
（3）数据结构复杂，数据簇颗粒度太小，长航

驱动（XBD、CBIO）

时记录条件下会造成记录性能的严重下降；
（4）当出现飞行数据设备异常掉电的情况，文

块设备

件系统的关键数据可能被破坏，导致记录数据文件
无法恢复。

图1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在 VxWorks 环境下实现
了一套高可靠本地文件系统，主要优点包括：
（1）通过引入哈希算法来管理文件索引信息，
提高了文件系统的性能；

VxWorks 文件系统层次

文件系统和下层磁盘之间插入一级磁盘缓存，
该磁盘缓存是内存中的一块区域，主要负责从磁盘
设备中读取数据，并将缓存中的数据定期写到磁盘
上。同时，上层的文件系统也可以通过调用磁盘缓

（2）通过对文件系统的关键元数据信息进行备

存提供的 FLUSH 函数将缓存数据写到磁盘上。

份和校验，提高了文件系统的可靠性；
（3）打破了数据类型的分区限制，实现了灵活
动态的存储空间管理方式；

由于实现文件系统的主要工作是与上层的 I/O
系统层进行交互，I/O 系统层负责给上层应用提供统
一的文件系统的接口。它将所有的对文件系统的操

（4）不再有单个文件的容量限制，最大可达存

作都抽象为以下 7 个操作 [2]：

储空间最大可用容量；

（1）创建文件（CREATE）；

（5）实现了符合 POSIX 标准的文件系统接口，

（2）删除文件（DELETE）；

使上层应用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3）打开文件（OPEN）；
（4）读文件（READ）；

1

VxWorks 文件系统层次

[1]

（5）写文件（WRITE）；
（6）关闭文件（CLOSE）；

VxWorks 文件系统层次从上到下主要分为 4 层，

（7）输入输出控制（IOCTL）。

如图 1 所示，分别为：

所有特定文件系统的扩展命令，都要通过调用

（1）操作系统 I/O 系统层；

IOCTL 来实现。I/O 系统层为了能将上层应用发来

（2）文件系统层；

的请求转化为对下层文件系统的调用，就需要知道

（3）设备驱动层；

下层文件系统相关函数的具体实现。在 VxWorks 中，

（4）块设备层。

每个文件系统都必须有一个初始化函数，在该初始

从应用程序发来的请求，经过 I/O 系统层的解

化函数中，需要将自己实现函数的指针注册到操作

析，会将请求进一步传向下层的特定文件系统层。

系统中去。因此，要在 VxWorks 中嵌入自己的文件

下层的文件系统处理完请求后，将结果返回给 I/O

系统，实际上就是为该文件系统实现对应于 I/O 系

系统层，I/O 系统层再将结果返回给应用程序。

统层的 7 个函数及相关辅助函数。

特定的文件系统要对磁盘块设备进行管理，需
要经常对磁盘进行读写操作。由于磁盘设备的读写

2

高可靠文件系统实现

速度和内存相比较低，若每次读写操作都在磁盘上
进行，则磁盘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因此需要在

2.1 磁盘划分
本文件系统采用 DOS 分区规范，遵循主引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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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MBR：Main Boot Record）主引导记录设置原则，

系统从上到下主要分为 5 层，分别是：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索引区（DBI：Data Block

（1）文件系统标准 I/O 层；

Index）， 磁 盘 块 映 射 区（BBM：Block to Block

（2）磁盘映射管理层；

Map）和数据区（DBA：Data Block Aera）。数据区

（3）磁盘逻辑层；

DBA 又被切分成了若干连续的相同大小的数据单元

（4）块设备驱动层；

（DBU：Data Block Unit）。BBM 是 DBA 中 数 据

（5）块设备物理层。

单元 DBU 的映射，每一个 DBU 在 BBM 中都有一

文件系统标准 I/O 层发来的读写请求，经过磁

个对应项，二者一一对应，BBM 里面存放 DBU 的

盘映射管理层的解析，由磁盘映射管理层定位读写

数据属性和操作属性。根据上述设计思路，整个磁

的具体位置，并将位置信息传向磁盘逻辑层，磁盘

盘的划分如图 2 所示。

逻辑层通过调用块设备驱动层的读写接口打开块设
备物理层设备的指定位置，处理完请求后，将结果

数据区DBA

最终返回给文件系统标准 I/O 层。如图 3 所示。
MBR

目录索引
区DBI

数据块映
射区BBM

数据块DBU

备份数据
块映射区
BBM2

备份目录
索引区
DBI2

备份MBR

图 2 磁盘划分图

文件系统标准I/O层（open、read、write...）

磁盘映射管理层（DBI、BBM）

磁盘首扇区为主引导记录 MBR，主引导记录
中存放文件系统相关信息，包括 DBI 索引总条数，

磁盘逻辑层（DBU）

BBM 项总个数，磁盘标记，魔数等信息。MBR 信
息只读不写，其信息由地面工具在对磁盘格式化的

块设备驱动层（XBD、CBIO）

时候写入，存储设备在磁盘插入设备初始化过程中
进行读取。磁盘末尾存有备份 MBR 信息 MBR2。
DBI 索引区存放每次建立的目录和文件信息，磁盘
末尾存有备份 DBI2。
按照磁盘 1T 字节容量，DBI 一条索引占用 1 个
扇区（512 字节），BBM 一个表项占用 1 个扇区（512
字节），数据单元 DBU 每个大小 64M 字节计算，

块设备物理层（SSD固态盘）

图 3 本文件系统逻辑层次图

文 件 系 统 第 一 层 实 现 了 careate()、open()、read()、
write()、close()、delete()、ioctl() 共 7 个 标 准 接 口，
可以无缝衔接主流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和标准传输

所需的 DBI 总容量为 10240（允许建立 10240 个文件，

协议，当操作系统发生变更时，文件系统无需更改

循环记录）×512 字节，共 5242880 字节，约 5M 字

或调整接口就可以直接应用。第二层是磁盘映射管

节，BBM 总容量为（1024×1024/64）×512 字节，

理层，主要涉及 DBI 和 BBM 的操作。当用户调用

共 8388608 字节，约 8M 字节。由以上推算可以看出，

新建或打开一个文件时，磁盘映射管理层将首先查

磁盘映射管理层信息所占用的空间较少，当文件系

找 DBI， 根 据 打 开 模 式 确 定 是 分 配 一 条 新 DBI 或

统初始化，这部分信息将被读入内存，由于是在内

打开已有 DBI，再根据 DBI 中的首 BBM 索引号信

存操作，速度较快，同时由于整体数据量不大，落

息找到对应的 BBM 数据结构。第三层是磁盘逻辑

盘一次的开销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整体文件

层，从磁盘映射管理层确定的 BBM 信息将传递给

系统的效率影响十分有限。

本层，通过 BBM 和 DBU 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定

2.2 文件系统逻辑架构

位具体的 DBU 进行操作。第四层块设备驱动层是操

本文件系统打破原有一种数据类型对应一个数

作系统的标准实现，对不同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据分区的模式，将整个磁盘空间统一管理，采用映

来说，块设备的驱动规范并不相同，如风河公司的

射表的方式管理磁盘空间，文件的追加、删除、磁

Vxworks 实时操作系统，5.5 版本及以下是 CBIO 驱

盘空间的释放都将变得简单灵活。

动规范，6.8 版本及以上是 XBD 驱动规范。DDBM

参考 VxWorks 下文件系统的逻辑关系，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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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直接调用这一层的驱动读写接口，并不关

DBI 中记录了本文件分配的首 BBM 索引号，通过这

心这一层的具体实现。第五层是块设备物理层，这

个索引号，可以快速定位到对应的 BBM 数据结构，

一层主要定义了块设备的具体物理形式，如块设备

通过 BBM 数据结构中的前一和后一 BBM 索引号，

是基于 NAND Flash 的固态盘 SSD 或 SD 卡等存储

可以很快确定一个文件是由哪些 BBM 索引组成，

设备。

由 于 BBM 索 引 和 DBU 索 引 一 一 对 应， 也 就 同 时

2.3 可靠性设计

确定了一个文件由哪些 DBU 组成，BBM 采用双向

本文件系统的基本数据单位为 DBU，DBU 中

索引的方式来保证链表的可靠性。本例中文件是由

只存放数据，DBU 中存放的数据类型，属于哪一个

DBU2、DBU10、DBU16、DBU30 和 DBU36 所组成，

文件，文件的完整路径、文件的读写位置等关键信

通过最后一个 DBU36 所对应的 BBM36 中的写位置

息都存放在对应的 BBM 数据结构中。BBM 总数和

指针，最终可以计算出这个文件的具体文件大小。

DBU 总数保持一致，DBU1 对应 BBM1，DBU2 对

本文件系统基于其特定的使用方式，数据文件
在磁盘上不再以扇区或簇为单位，而是以 DBU 为基

应 BBM2，依此类推，如图 4 所示。

本数据单元进行分配和回收，单个文件的大小不再
BBM1

BBM2

BBM3

BBM4

……

BBMn

有限制，最大可以达到存储空间的全部可用容量，
使用策略也非常灵活，做到了磁盘空间的动态管理。
由于文件在磁盘上的分布将不再连续。属于同一文

DBU1

DBU2

DBU3

件的 DBU 的先后顺序将由对应的 BBM 进行双向索

DBU4

引。目前航空机载环境下已普遍使用固态硬盘代替
传统机械硬盘，数据块之间由于地址不连续的寻址
DBUn

………………………

已经由机械硬盘费时的磁道寻址方式改为固态硬盘
上的数字电路片选信号方式，长航时下的数据记录
性能下降问题已经得到有效避免。而文件系统关键

图 4 BBM 和 DBU 对应关系图

BBM 中定义了对应 DBU 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
址，文件系统每次对 DBU 的操作都需要先查询对
应的 BBM 以获取关键信息，操作完成后要及时更
新相应的 BBM 信息。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BBM
和 DBU 的更新顺序规定为先写入数据（即先写入
DBU），再更新 BBM。通过这种写入方式，即便存
储设备异常掉电，也不会出现 BBM 中指示的数据
和实际 DBU 中存储的数据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一个完整的文件组成示例如图 5 所示。

存放于磁盘末尾，保证文件系统出错后始终可以回
滚到一个确定状态，从而避免由于关键信息损坏而
导致的文件系统崩溃现象，提高了文件系统可靠性。

3

系统测试
本文件系统设计完成后，和 VxWorks6.8 环境下

的 FAT32 文件系统进行了读写性能测试的比对，测
试环境如表 1 所示。

DBI1
DBI2

的索引信息 DBI、块映射信息 BBM 都以备份的形式

BBM1

DBI3

表 1 测试环境

BBM2

DBI4

BBM3

DBI5

BBM4
…
…
…
…

...
DBIn

BBM 10

BBM 16
BBM 30

BBM 36

CPU
内存
硬盘
操作系统

P2020 800M Hz
1G 字节
128G 固态
VxWorks6.8

BBMn

DBU2

DBU10

DBU16

DBU30

DBU36

通过设置不同的块大小，单线程写入一个 4G 字
节的大文件，写入完成后，将文件内容读取后和写

图 5 文件示例图

一条 DBI 索引对应文件系统中的一个文件。

入内容进行对比，从而保证数据正确性，测试结果
如表 2 所示。

20

等特点，能够和上层标准协议如 615A 加载协议、

表 2 测试结果
块大小
64K 字节
128K 字节
256K 字节

FAT32
80M B/s
88M B/s
90M B/s

本文件系统
79M B/s
86M B/s
90M B/s

NFS 网络文件共享服务协议等进行无缝衔接。满足
当前和未来航空机载环境下对文件系统高可靠、高
灵活度的要求。
参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文件系统的性能相
比 FAT32 并没有太大损失，二者性能基本持平，而
由于加入了可靠性原理设计，通过近千次的随机上
下电测试，未出现文件系统损坏的情况，文件系统
可靠性较 FAT32 有了大幅提高，达到了预期设计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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