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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同驻虚拟机的高效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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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境中虚拟机之间存在大量文件传输操作，带来极大性能开销．针对同驻一台物理机的多个虚拟机，共享文件

系统是提高文件传输性能的有效途径．新型的非易失性内存具有内存级读写速度、可字节寻址和持久化等优点，可用作高性
能的共享文件存储设备．然而，现有共享文件系统的设计是基于网路通信或虚拟 I/O，不能充分发挥新型非易失性内存的优
势．本文面向同驻虚拟机提出一个新型共享内存文件系统设计．在该设计中，共享文件系统被安装在虚拟机与宿主机共享的
内存中，通过共享的页表组织共享文件的数据页．共享文件系统使用虚拟地址空间和处理器中既有的硬件 MMU 直接访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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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文件，减少文件访问 I/O 的软件层次和数据拷贝产生的性能开销．文中还对共享数据的并发访问和一致性提供高效的同步
机制．本文采用提出的设计，在 KVM 平台上实现一个高效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StargateFS．实验测试结果显示 StargateFS
的共享文件平均读写性能比目前最先进的共享文件系统 VirtFS 快 64 倍，比 Samba 和 NFS 分别快 172 倍和 19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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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st file transfers among virtual machines in cloud environment bring large overhead for system.
Shared file system for the virtual machines on a same physical machine, i.e., co-resident virtual machines,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file transfer. Emerging non-volatile memory (NVM) shows
many merits, such as near-DRAM speed, byte-addressability, and persistency, to be the high-performance
storage for shared files. However, existing shared file system designs rely on either network devices or virtual
I/O, which cannot fully exploit the benefits of NVM.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design of shared in-memory
file system for co-resident virtual machines. In the design, a shared file system is installed on the shared
memory and its files can be exposed to multiple co-resident virtual machines via a shared page table. The
software stacks and data copies of the I/Os for shared files are reduced by directly accessing files using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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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space and hardware MMU rather than the network.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and concurrency of file
access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synchronous mechanism for shared data, such as file data and metadata.
Based on the design, an efficient shared in-memory file system StargateFS is implemented on the KVM
platform. Extensive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targateF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throughput of StargateFS achieves 64 times, 172 times and 191 times higher than
VirtFS, the state-of-the-art shared file system, Samba, and NF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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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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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虚拟化技术[1]允许多个操作系统并发地运
行在一台物理机上，共享地使用物理机的硬件资
源．例如，在个人计算机中，Linux 用户可以在虚
拟机里运行 Windows 系统及其应用程序，而不需要
在两个系统之间切换．在服务器中，硬件虚拟化技
术允许不同版本的 Linux 系统同时运行在物理服务
器上，以满足用户对不同 Linux 版本的需求[2]．在
高性能计算领域中，把需要特殊函数库的应用程序
封装在一台虚拟机中，能够有效地简化应用程序的
部署流程[3]．硬件虚拟化技术是云计算的核心技术
之一[4]，虚拟机对操作系统、函数库、应用程序的
封装可以减少在不同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上运行
软件的开销．因此，云计算平台中常以虚拟机作为
资源分配的单元[5]．
虽然把应用程序和服务封装在虚拟机中有许
多优点，但是虚拟机的隔离性使得同驻虚拟机之间
以及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共享文件和数据有很大
的性能开销．在虚拟机中访问宿主机或其他虚拟机
中的文件时，有两种方式实现：1）把该文件拷贝
到虚拟机中，2）在宿主机或其他虚拟中搭建文件
服务器，虚拟机作为客户端访问文件．在这两种实
现方式中，都需要在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拷
贝文件．在部分应用场景中，文件仅需在虚拟机间、
虚拟机宿主机间拷贝一次或几次，如应用程序安装
镜像文件．而在诸多大数据应用场景中，虚拟机之
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频繁地传输文件[6,7,8,9]．
此外，在同驻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共享
文件需要经过多个软件层次，造成性能损失．传统
的共享文件系统[10]如 Samba[11]、NFS[12]可以用于同
驻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共享文件．但是，传
统的共享文件系统没有针对虚拟化平台的专门设
计与优化．现有许多研究工作专注于提高同驻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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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间及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文件共享的性能．以虚
拟磁盘 [13] 形式存在的虚拟化存储可以同时挂载到
多个虚拟机实现文件共享，其性能较传统共享文件
系统高，但虚拟磁盘中的数据只有在虚拟磁盘为只
读模式时才能实现多虚拟机、宿主机并发访问．半
虚拟化文件系统 VirtFS[14]向虚拟机提供系统层服务
接口，实现同驻虚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
文件共享，相比虚拟化存储的性能更高．但 VirtFS
使用 VirtIO[15]环形缓冲区进行消息传递和数据传输
存在多次内存拷贝．当使用以上文件共享方法共享
内存文件系统时，很大程度限制了文件读写性能．
新型非易失性内存[16,17]有许多的优点：1）与
DRAM 相当的访问速度；2）存储密度高；3）能耗
低；4）具有非易失；5）可字节寻址；6）可直接
挂载到系统总线．随着 3D XPoint[18]等新型非易失
性内存的发展，出现一类新型持久化内存文件系
统，如 SIMFS[19]，NOVA[20]，HiNFS[21]．在虚拟机
同驻的环境下，可以利用新型内存文件系统的优点
提高共享文件的访问性能．内存文件系统直接把文
件元数据和文件数据存放在内存中，具有如下优点
[22]
：1）突破传统磁盘的 I/O 瓶颈，具备极高的文
件读写性能；2）可按字节寻址粒度访问文件数据；
3）可以把存放文件数据的物理页直接映射到进程
的虚拟地址空间，使用进程的虚拟地址访问文件数
据．如 SIMFS 通过“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和进程页
表结构，利用硬件 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加速访问文件，能够达到接近内存总线带宽
的文件数据读写性能．
针对以上问题和机遇，本文面向同驻虚拟机提
出了一个新型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架构．基于该架
构，本文在 Linux 系统中基于 KVM（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平台实现了一个高效的共享内存
文件系统 StargateFS．StargateFS 安装在宿主机与虚
拟机共享的模拟非易失性内存中．StargateFS 利用
新型非易失性内存可以直接挂载到内存总线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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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寻址的特点，使用共享文件页表，把共享文件
的数据物理页直接映射到虚拟机及宿主机预留的
文件虚拟地址空间，通过虚拟地址和既有的硬件
MMU，使用 CPU 的 load/store 指令直接访问共享文
件数据，实现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高效的文
件共享．
在共享内存文件系统中，文件系统信息、索引
节点信息等元数据信息是临界资源，StargateFS 使
用共享自旋锁机制实现不同虚拟机、宿主机内核控
制路径间同步地访问共享元数据．Linux 系统 VFS
（Virtual File System）提供的目录项、索引节点、
数据块缓存机制，可能会导致虚拟机 VFS 缓存信
息、宿主机 VFS 缓存信息与共享内存文件系统中的
信息不一致，StargateFS 提出了如何避免不同虚拟
机、宿主机 VFS 缓存间信息不一致的方法．针对常
见的应用场景如消费者生产者，StargateFS 提供了
共享信号量支持不同虚拟机、宿主机的多个用户进
程间同步地访问同一个共享文件．
本文使用标准测试工具 FIO（Flexible I/O）[23]
测试 StargateFS 单线程多线程不同数据块大小的文
件读写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文件顺序读写、随机
读写性能都有很大的提升，StargateFS 平均读写性
能比目前性能最优的共享文件系统 VirtFS[14]快 64
倍，较常使用的 Samba[11]、NFS[12]分别提高了 172
倍、191 倍．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同驻虚拟机提出了一种基于文件虚
拟地址空间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架构，支持同驻虚
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高效地共享文件．
（2）基于 KVM 平台，设计并在 Linux 内核中
实现了一个高效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StargateFS．
（3）基于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共享内存设计并
实现共享信号量，为不同系统用户进程间同时访问
同一共享文件提供一种快速有效的同步机制．
（4）对比测试 StargateFS 和其他共享文件系统
在共享宿主机内存文件系统 EXT4-DAX[20]时的性
能，实验结果表明 StargateFS 比目前性能最优的
VirtFS 快 64 倍．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2 节介绍系统设计的
动机和原则；第 3 节介绍共享内存文件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第 4 节介绍不同系统用户进程间的同步；
第 5 节比较各种文件共享文件系统的性能并分析性
能差异；第 6 节介绍相关工作；第 7 节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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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动机与原则

2.1 设计动机
在设计面向同驻虚拟机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前，首先分析使用传统共享文件系统共享内存文件
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共享内存文件系统的传统实现
方式有两种：
（1）宿主机上安装内存文件系统，利用传统
的通用网络共享文件系统如 Samba[11]、NFS[12]，将
其挂载到虚拟机中．
（2）针对虚拟机同驻的环境提供半虚拟化的
文件系统接口，如 VirtFS[14]，来访问宿主机上的内
存文件系统．
以上两种方式各有不足，以下以典型的内存文
件系统 Ext4-DAX[24]为基础，
NFS 和 VirtFS 为代表，
分别介绍这两种方式．如图 1 所示，NFS 和 VirtFS
都是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端的模式，把宿主机的目录
共享挂载到虚拟机中．另外，使用 VirtFS 在虚拟机
间共享文件需要宿主机的支持．
VirtFS 共享文件

NFS 共享文件

用户态
内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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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服务端

文件系统1

VFS
NFS
RPC/XDR
TCP/IP

VFS

用户态
内核态

VirtFS 客户端

VirtIO Ring
Virtual NIC

QEMU

VirtFS 服务端
用户态
内核态

V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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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RPC/XDR
TCP/IP
NIC

图1

文件系统2

NFS、VirtFS 结构图

使用 NFS 在虚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
共享文件时，客户端和服务端通过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机制进行通信．当客户端访问服务
端上的内存文件时，NFS 客户端创建 RPC 任务，
并向 NFS 服务端发送 RPC 请求，服务端将文件数
据封装到应答消息中返回给客户端．NFS 是设计用
于独立的物理机之间共享文件，没有为虚拟化环境
做专门的优化．所以即使是位于同一物理机上的多
个虚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共享文件，NFS
也需要经过诸多面向网络的软件层次，造成极大性
能开销．另一方面，虚拟机使用的是模拟网络设备，
多台同驻虚拟机实际是竞争宿主机的单套网络设
备，所以存在多层软件模拟竞争的开销，其性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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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文件系统需要提供一种通用的文件数据索引
结构，使得在虚拟机和宿主机系统中，都能通过文
件虚拟地址空间利用 MMU 加速访问文件数据．
控制元数据的一致性．虚拟机和宿主机的 VFS
提供缓存机制，缓存文件系统中的信息如文件索引
节点信息．当更新操作提交到 VFS 后，VFS 并没有
立即把缓存信息更新到文件系统中．因此，为了避
免虚拟机、宿主机用户从 VFS 缓存中访问脏的文件
系统信息，需要提供相应的机制保证虚拟机的 VFS
中的缓存信息与共享文件系统中的信息的一致性．
同步访问共享数据．多个虚拟机、宿主机的用
户进程并发访问共享内存文件系统中的资源如索
引节点信息时，可能会导致共享资源的竞争．共享
内存文件系统应提供多机内核同步机制，控制不同
虚拟机、宿主机内核控制路径，对共享内存文件系
统中的临界资源互斥地访问．同样需要提供多机用
户进程间的同步机制，确保多个虚拟机、宿主机的
用户进程间同步地读写相同共享文件．

StargateFS 遵循以下设计原则．
实现内存共享．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之间需要共
享一段物理内存空间，用于安装共享内存文件系
统．为使虚拟机和宿主机内存寻址的差异对共享内
存文件系统透明，共享内存中虚拟机对应的物理地
址 GPA（Guest Physical Address）与宿主机对应的
物理地址 HPA（Host Physical Address）需要一一对
应，且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上都能够通过文件虚拟地
址空间正确地访问文件数据物理页．共享内存是虚
拟机和宿主机分别新增的一个内存管理区，需要提
供共享内存的专有管理机制．
缩短共享 I/O 软件栈．共享内存对宿主机和虚
拟机而言就是本地物理内存空间，不需要在虚拟机
和宿主机之间传输文件请求，有效地避免共享 I/O
软件栈性能的开销．共享内存文件系统应避免传统
客户端/服务端共享文件系统共享文件经过的网络、
VirtIO 中间软件层．
减少文件数据拷贝．共享内存文件系统安装在
共享内存中，避免在虚拟机之间、虚拟机宿主机之
间拷贝共享文件数据．共享内存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默认以 O_DIRECT 模式打开，避免读写文件数据时
在 VFS 页缓存（Page cache）上的拷贝．
加速文件数据索引．利用内存文件系统可把存
放文件数据的物理页直接映射到进程的虚拟地址
空间的优点，实现 MMU 加速索引文件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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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实网络设备更差[25]．
使用 VirtFS 在虚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
间共享文件是通过 VirtIO[15]的中的环形缓冲区传输
数据．在虚拟机中访问共享文件时，VirtFS 服务端
把文件数据写入缓冲区，VirtFS 客户端从缓冲区中
读取文件数据．VirtFS 不需要把虚拟机对文件系统
的操作转换成对虚拟设备驱动的操作，也不需要把
对虚拟设备驱动的操作转换成对宿主机文件系统
的操作．VirtFS 共享文件的性能相比 NFS 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但 VirtFS 只能按照 VirtIO 规定的格式进
行数据传输，并且文件数据多次拷入拷出缓冲区会
产生极大的性能开销．
总而言之，以上两类共享文件系统均不能充分
发挥宿主机上的内存文件系统优势，共享方法的性
能瓶颈限制了文件的读写性能．通过以上分析，可
利用半虚拟化提高共享文件接口层次的思想，结合
内存文件系统的优点，提高同驻虚拟机之间、虚拟
机宿主机之间共享文件的性能．
2.2 设计原则

系统设计与实现

3.1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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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StargateFS 安装在虚拟机与
宿主机共享的模拟非易失性内存中，由虚拟机端和
宿主机端组成，如图 2 所示．每端都包含文件数据
管理子系统，元数据管理子系统和存储空间管理子
系统．StargateFS 的存储空间布局由元数据区和数
据区组成．元数据区包括超级块、索引节点区和共
享信号量区．数据区为文件和共享文件页表提供存
储空间．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上分别挂载 StargateFS
后，虚拟机用户和宿主机用户都能访问共享内存文
件系统中的文件．
虚拟机2

虚拟机1
用户态
内核态
虚拟地址空间

VFS

VFS

用户态
内核态
虚拟地址空间

共享文件页表

共享文件页表
StargateFS

StargateFS
物理内存

物理内存

用户态

EPT

物理内存

EPT

VFS

StargateFS
超级
块

索引节
点区

共享信号
量区

图2

数据页

内核态

虚拟地址空间
共享文件页表

文件系统总体架构图

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之间共享文件时，在宿主机

作者名等：面向同驻虚拟机的高效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算
计

上，从预留的内核虚拟地址空间（见 3.4 节）动态
映射区中为打开文件分配一段文件虚拟地址空间，
把文件的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宿主机中内核虚拟
地 址 空 间 对 应 的 内 核 页 表 PGD （ Page Global
Directory）级页表项中．在虚拟机上，从预留的内
核虚拟地址空间动态映射区为打开文件分配一段
文件虚拟地址空间，把文件的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
虚 拟机 中内核 虚拟 地址空 间对 应的内 核页 表的
PGD 级页表项中，如图 3 所示．最终在虚拟机上和
宿主机上都可以通过各自的文件虚拟地址空间访
问共享文件数据．特别地，虚拟机执行文件虚拟地
址到文件数据物理地址的转换涉及到两次地址转
换，而宿主机只需要经过一次地址转换．
在虚拟机之间共享文件时，分别从不同虚拟机
预留的内核虚拟地址空间动态映射区中为打开文
件分配一段文件虚拟地址空间，把共享文件页表分
别插入到不同虚拟机内核虚拟地址空间对应的内
核页表 PGD 级页表项中，实现虚拟机间的文件共
享．这种设计能够带来以下好处：
（1）访问速度快．虚拟机端和宿主机端都可
以利用硬件 MMU 加速定位文件数据页．
内存管理单元 MMU 把 CPU 产生的虚拟地址
翻译成对应的内存物理地址．当用户访问文件数据
时，文件系统需要搜索文件索引结构，找到用户请
求的文件数据的虚拟地址对应文件的物理地址．在
未使用硬件 MMU 加速的文件系统中，文件索引的
搜索是按照软件流程逐级查找文件的索引，会造成
较大的性能开销．而在 StargateFS 中，由于文件数
据索引结构与 Linux 系统页表的结构相似，
从 MMU
的角度看，两者并无差别．因此，在虚拟机中访问
共享文件时，可以利用硬件 MMU 和虚拟机文件的
文件索引将文件数据的虚拟地址，经两次地址转换
（虚拟机的虚拟地址到虚拟机的物理地址，再到宿
主机的物理地址转换）直接定位到文件数据物理
页；在宿主机中访问共享文件时，文件数据的虚拟
地址空间经 MMU 一次地址转换直接定位到文件数
据物理页．因此，在 StargateFS 中，虚拟机端和宿
主机端都可以利用硬件 MMU 加速定位共享文件数
据页．
（2）读写共享文件数据没有缺页错误．
Linux 内存寻址有两种情况会导致 MMU 触发
缺页错误：1）当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没有建立地
址映射关系（即页表）时；2）已有映射关系中对
应的地址不可被 CPU 直接访问时（例如该地址属

5

于块设备中的交换区）．StargateFS 中不存在这两种
导致缺页错误的情况，原因如下：当打开 StargateFS
共享文件时已建立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到共享文件
数据物理页之间的映射关系，且该映射关系中的地
址都是可以被 CPU 直接访问的非易失性内存物理
地址．当用户进程读共享文件数据时，文件数据所
在的位置已通过共享文件页表建好映射关系，读文
件数据不会有缺页错误．当用户进程向共享文件写
入数据时，判断文件写入类型，如果是就地更新，
与读操作一样，对应位置已经有建好的映射关系；
如果是追加写或部分追加写，先申请空闲物理页并
更新映射关系（即共享文件页表），所以写共享文
件数据也不会产生缺页错误．
（3）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上都可使用文件虚拟
地址空间访问文件数据，通过内存拷贝直接读写共
享文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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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TE

实现这种设计需要解决以下 3 个关键问题：
（1）虚拟机内存虚拟化引入了一层新的地址
空间，虚拟机物理地址空间．虚拟机的操作系统认
为虚拟机物理地址就是实际的物理地址．然而，虚
拟机的物理地址不能直接发送到真实物理机的系
统总线，需要 VMM（Virtual Machine Monitor）截
获虚拟机对虚拟机物理地址的访问，将其转换成宿
主机物理地址．由此形成了虚拟机虚拟地址 GVA
（Guest Virtual Address）到虚拟机物理地址 GPA，
再到宿主机物理地址 HPA 的两次地址转换．当虚拟
机内存寻址时，需要两次地址转换才能访问到宿主
机中的真正物理内存，而宿主机内存寻址只需要一
次地址转换．需要确保不同系统中的文件虚拟地址
空间在不同的地址转换机制下能够正确地访问到
文件数据物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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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拟机用户和宿主机用户都可以通过文
件系统提供的接口去访问文件系统中的资源，需要
确保多个不同系统的进程并发地访问共享内存文
件系统 StargateFS 中的临界资源．
（3）虚拟机和宿主机 VFS 层都提供了缓存机
制．当更新操作提交到 VFS 层后，VFS 层并没有立
即把缓存信息更新到文件系统中．需要确保多个系
统 VFS 缓存中的信息与文件系统中的信息一致．
下面小结介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共享内
存文件系统 StargateFS 中的关键技术．
3.2 内存共享

算
计

在虚拟机同驻的环境下，共享内存可以提升虚
拟机间、虚拟机与宿主机间的数据传输的效率．为
了实现面向同驻虚拟机间高效的共享内存文件系
统，StargateFS 使用共享内存作为存储空间．
在 KVM 平台中，每台虚拟机对应宿主机中一
个 QEMU 用户进程[26]，虚拟机的物理地址空间是
QEMU 用户进程虚拟地址空间中申明的一段虚拟
的地址空间．当虚拟机真正存放数据时，KVM 通
过缺页中断把 QEMU 进程该段虚拟地址空间（虚
拟 机物 理地址 空间 ）映射 到宿 主机真 正的 物理
页．因此，可以在所有虚拟机的物理地址空间中都
预留一段相同大小的内存空间，使得该段内存空间
都映射到宿主机上一段相同大小、连续的物理地址
空间，以实现虚拟机间的内存共享．另一方面，宿
主机有权限访问虚拟机共享内存所对应的宿主机
物理页，在宿主机中把这些物理页映射到宿主机进
程的虚拟地址空间，能够实现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
的内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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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虚拟机物理内存写入数据时，如果不存在虚拟机
物理地址到宿主机物理地址第二次地址转换映射
关系，CPU 也会产生缺页错误，该缺页错误由宿主
机中 KVM 模块处理，宿主机中 KVM 模块会随机
申请一段空闲的物理地址空间，建立虚拟机物理地
址到宿主机物理地址的转换关系．而在 StargateFS
中，宿主机中预留的物理地址空间在宿主机启动时
已分配完成．因此，直接把虚拟机中预留的物理地
址 空间 线性映 射到 宿主机 中预 留的物 理地 址空
间．例如，虚拟机 1 和虚拟机 2 分别从 4GB 开始，
预留 8GB 大小的物理内存空间，线性映射到宿主机
从 16GB 开始预留的 8GB 大小的物理内存空间，虚
拟机中预留物理空间的开始物理地址 0x100000000
线性映射到宿主机预留的物理空间起始物理地址
0x400000000．
同时，在宿主机中把虚拟机共享内存所对应的
宿主机物理页映射到宿主机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
实现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内存共享．在虚拟机和宿主
机系统中分别增加一个新的大小相同的内存管理
区 ZONE_SM 作为共享内存，由 StargateFS 管理共
享内存的分配和回收．ZONE_SM 的大小是用户可
配置的．宿主机上往往运行有一个或多个虚拟机，
应为宿主机系统预留足够的物理内存空间，再根据
用户的需求设置 ZONE_SM 的大小．
3.3 文件共享

进程1

虚拟机2
进程2
进程1 进程1

进程2

虚拟地址空间

虚拟地址空间
物理地址空间

物理地址空间

宿主机物理地址空间

图4

共享内存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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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1

在介绍文件共享之前，首先介绍共享内存文件
系统 StargateFS 中文件的索引结构共享文件页表，
然后介绍在虚拟机同驻的环境下，如何实现虚拟机
间、虚拟机和宿主机间的文件共享．
为有效地利用 MMU 加速共享文件数据页的索
引，StargateFS 使用可共享的页表结构作为文件数
据的索引结构．该索引结构称为“文件页表[19]”．共
享文件页表的结构与 Linux 系统的页表相似．64 位
Linux 系统通常采用 4 级分页模型实现内存寻址，
所以共享文件页表的结构可以是 1 到 4 级，其具体
级数可根据需要支持的文件最大大小进行配置．不
同级数共享文件页表可支持的文件大小计算方法
如下：
N

如图 4 所示，在虚拟机 1 和虚拟机 2 中分别预
留了一段固定的物理地址空间，分别映射到宿主机
中同一段预留的真实物理内存空间，实现虚拟机间
的内存共享．一般情况下，虚拟机物理地址到宿主
机物理地址间的映射关系是随机的．当虚拟机进程

 PageSize 
  PageSize
MaxFileSiz e  
 PageEntryS ize 

其中 MaxFileSize 表示最大文件大小，PageSize
表示页大小，PageEntrySize 表示页表项的大小，N
表示共享文件页表的级数．在当前的设计中，采用
3 级共享文件页表的索引结构组织共享文件数据物

作者名等：面向同驻虚拟机的高效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理页，页大小为 4KB，页表项大小为 8 字节，如图
5 所示．3 级共享文件页表最大支持 512GB 大小的
文件．在当前的实现中限制每个文件的最大大小为
32GB．在文件创建时，建立文件的共享文件页表，
并在 StargateFS 文件索引节点中持久化保存共享文
件页表 L3 级页表页的基地址．打开文件时，把使
用 L3 级页表页的基地址构成的页表项插入到内核
页表的 PGD 级中，使得文件数据可以映射到虚拟
地址空间中．
数据页

共享文件页表

L1
L2

索引节点
属性
共享文件
页表指针

L3

..

..

数据页

共享文件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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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拟机物理地址经过 EPT 转换后的值不变．第一
种思路构建虚拟机文件页表需要访问宿主机的文
件页表，且同一个文件两种文件页表一致性维护开
销大．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方式修改 EPT 的页表
项，实现虚拟机宿主机间的文件共享．
为使 GFN 经 EPT 转换后的值不变，需要设计
新的共享内存管理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1）确
保虚拟机共享内存的起止物理地址与宿主机共享
内存的起止物理地址相同；2）重新设计 KVM 模块
中 EPT 页表 PTE（Page Table Entry）级页表项的构
建函数，使得虚拟机共享内存中的物理页与宿主机
共享内存中的物理页一一对应，如图 6 所示．例如，
虚拟机需要往共享内存中 GFN 为 0x1000000 的虚
拟机物理页写入数据，经过 EPT 页表转换后，实际
写入数据的 HFN 也为 0x1000000．以上两个设计使
得无论是在虚拟机中文件数据索引两次地址转换，
还是在宿主机中一次地址转换，StargateFS 都能利
用硬件 MMU 加速定位文件数据物理页．

GVA

PTE

PMD

虚拟机页表

PUD
共享内存
GPA
GPA

P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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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虚拟机和宿主机中的进程访问文件，
在宿主机中打开文件时，把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宿主
机中进程的页表中；在虚拟机中打开文件时，把共
享文件页表插入虚拟机中进程的页表中．
然而，在当前主流的 x86 架构中，硬件辅助内
存虚拟化提供的 EPT（Extended Page Table）[27]机
制直接在硬件层面上支持虚拟机虚拟地址 GVA 到
虚拟机物理地址 GPA，再到宿主机物理地址 HPA
的两次地址转换．因此，在宿主机上用于宿主机虚
拟地址 HVA（Host Virtual Address）到宿主机物理
地址 HPA 一次地址转换的共享文件页表不能直接
插入到虚拟机中的进程页表．宿主机中的进程页表
页表项中的页框地址代表宿主机页框号 HFN（Host
Frame Number）
，而虚拟机中的进程页表页表项中
的页框地址代表虚拟机页框号 GFN（Guest Frame
Number）
，即宿主机 QEMU 进程虚拟地址空间的一
个页号．当把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虚拟机中的进程
页表时，虚拟机内存寻址会把宿主机物理地址当作
是虚拟机物理地址，将导致虚拟机内存寻址错误．
为了在虚拟机中两次地址转换和宿主机中一
次地址转换都能利用虚拟地址空间正确地访问共
享文件数据，考虑两种思路解决该问题：一种是在
共享内存文件系统中分别为虚拟机和宿主机维护
不同的文件页表，确保虚拟机文件页表和宿主机文
件页表都能正确地访问文件数据．另一种思路是直
接把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虚拟机中的进程页表中，
修改 EPT 页表项使得共享内存中虚拟机物理地址
和宿主机物理地址一一对应，且属于这段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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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留虚拟地址空间管理
在 Linux 中，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被划分为两
个部分，一部分是进程无论运行在用户态还是内核
态都可以寻址，另一部分是进程只有运行在内核态
才能寻址，即内核虚拟地址空间．StargateFS 分别
在虚拟机和宿主机内核虚拟地址空间段划分一段
系统预留的虚拟地址空间用于访问共享文件．如图
7 所示，预留虚拟地址空间被分成两段，一段是线
性映射区，一段是动态映射区．挂载 StargateFS 时，
把超级块、索引节点区、共享信号量区所在的物理
地址空间线性映射到虚拟机和宿主机中的虚拟地
址空间线性映射区．虚拟地址空间动态映射区在打
开文件时为文件分配虚拟地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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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映射区被划分为多个相同大小的连续虚
拟地址空间块，称为“文件虚拟地址空间[19]”．文
件虚拟地址空间的大小等同于文件系统支持的大
文件尺寸．动态映射区使用动态分配回收策略管理
虚拟地址块．当在宿主机中打开共享文件时，从宿
主机中的动态映射区分配一段虚拟地址空间，用文
件的索引结构将共享文件数据映射到该虚拟地址
空间．同样地，当在虚拟机中打开共享文件时，从
虚拟机中的动态映射区分配一段连续的虚拟地址
空间．当关闭文件时，回收该文件使用的虚拟地址
空间．文件只在被打开时占有虚拟地址空间．使用
动态分配回收策略管理文件的虚拟地址空间可以
避免固定分配虚拟地址空间的浪费；每次分配文件
系统支持最大的虚拟地址空间，能够避免文件大小
增长时文件的虚拟地址空间增长的冲突．
3.5 元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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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括两类：一类是文件系统元数据，包括超级块
信息、空闲数据块链表、空闲索引节点；另一类是
文件元数据，包括文件、目录索引节点信息，共享
文件页表结构．另一方面，无论是虚拟机系统还是
宿主机系统，VFS 层都提供了缓存机制，当虚拟机
上的进程更新文件元数据信息后，没有及时同步到
其他虚拟机或宿主机 VFS 的缓存中，导致不同系统
上的元数据信息不一致．
对于竞争访问共享元数据的问题，Linux 内核
提供关中断、每 CPU 变量、原子操作、自旋锁、
信号量、互斥量等机制，这些机制在单台系统中可
以有效地解决所有同步问题[28]．然而，内核同步机
制只能保证一个系统中多个内核控制路径对共享
元数据的安全访问，不能保证多个系统间对共享元
数据的安全访问．虚拟机同驻在一台宿主机上时，
把锁变量存放在共享内存中的共享锁机制能够保
证不同系统内核控制路径对共享元数据互斥访问．
同步机制的实现包含两种方式：轮询（Polling）
和阻塞（Blocking）．轮询如自旋锁机制，进程循环
地测试资源是否可用，循环测试可能会降低 CPU
的效率．阻塞如互斥量机制，阻塞进程执行直到资
源可用．为了避免 CPU 资源的浪费，StargateFS 优
先尝试使用共享互斥量控制不同系统内核控制路
径对共享元数据互斥访问．当不同系统中的进程同
时访问共享资源时，共享互斥锁使得同一时刻只有
一个系统的内核控制路径进入临界区执行，阻塞其
它请求共享临界区的虚拟机或宿主机用户进程，并
把阻塞进程添加到自己的等待队列中．当共享互斥
锁被释放时，根据特定的算法唤醒等待队列中的阻
塞进程进入临界区执行．然而，在共享互斥锁唤醒
等待队列中的阻塞进程时可能会导致地址访问错
误，其原因在于共享互斥锁等待队列中的进程可能
属于不同虚拟机或宿主机的进程．
定义在 StargateFS 共享内存中的共享自旋锁可
以控制不同系统多个进程互斥地访问共享元数据
资源且不会导致错误．不同系统的进程访问共享自
旋锁时会访问到同一物理地址空间．在 x86 架构下
通过锁前缀对总线加锁的方式，保证多个系统内核
控制路径原子地修改共享自旋锁锁变量的值．
对于元数据一致性问题，虚拟机和宿主机系统
的 VFS 层提供了索引节点高速缓存机制、目录项高
速缓存机制．目录项高速缓存用于提高目录项对象
的处理效率，其缓存内容不写回到文件系统．因此，
需要考虑索引节点信息的一致性．当虚拟机 1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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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gateFS 的数据存放在共享内存中，无论是
虚拟机进程还是宿主机进程都可以使用文件系统
提供的接口访问其数据．访问文件系统的数据一般
遵循两种操作流程，即“只读”及“读修改写”．当
多个进程顺序访问共享内存文件系统时，不会导致
共享资源竞争访问的问题．而一台虚拟机多个进程
或多台虚拟机的多个进程并发访问文件系统时，情
况变得复杂．对于单台虚拟机上多个进程并发访问
文件系统的情况，Linux 内核提供了许多同步机制
如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等．对于属于不同虚
拟机的多个进程和属于宿主机的进程（属于不同系
统的多个进程）并发访问共享内存文件系统的情
况，不能直接使用 Linux 内核提供的用于单系统的
同步机制．
属于不同系统的多个进程并发访问共享内存
文件系统时，需要保护的共享资源有两类：元数据
和文件数据．文件数据的同步将在第 4 节讨论．元
数据包括超级块信息、索引节点信息、目录项信息、
空闲空间链表等．不同系统的多个进程并发访问共
享元数据时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共享
元数据竞争访问的同步问题．需要考虑同步的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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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访问文件更新了虚拟机 1 中 VFS 缓存的文件索
引节点信息，由于 VFS 层的缓存回写机制[29]并没
有立即把更新后的索引节点信息写入 StargateFS
中，导致虚拟机 1 上 VFS 中文件索引节点信息与虚
拟机 2 上 VFS 中的文件索引信息不一致．当虚拟机
2 中的进程访问文件时，访问到的文件索引节点信
息可能是旧的信息．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像对待文
件数据一样，使用 O_DIRECT 模式，绕过 VFS 层
提供的缓存机制，对文件索引节点信息的修改直接
更新到共享文件系统中；另一种是在文件读写过程
中主动地把 VFS 缓存中的索引节点信息同步到文
件系统中，确保每次访问索引节点信息都是最新
的．第一种方式需要对虚拟机操作系统的 I/O 路径
做大量的修改，难以应用到诸多现有虚拟机的操作
系统中．
为此，StargateFS 采用第二种方法来控制不同
系统 VFS 层元数据的一致性．在文件打开、读写时，
StartgateFS 主动把文件索引节点信息同步到 VFS 层
缓存索引节点中．在文件读写后，关闭文件时，
StartgateFS 主动把 VFS 层缓存索引节点信息更新到
文件索引节点中，保证在文件读写过程中，虚拟机、
宿主机 VFS 中缓存信息和文件系统中的元数据信
息是一致的．
3.6 文件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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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如文件系统的安装、卸载等操作，文件的打
开、读写、关闭、删除等操作，文件属性的查询、
修改等操作．StargateFS 包含文件数据管理子系统，
元数据管理子系统，存储空间管理子系统．存储空
间管理子系统实现 StargateFS 物理空间的数据布局
和管理，负责空闲物理页、文件虚拟地址空间的分
配和回收．当用户安装 StargateFS 时，在 fill_super()
函数中初始化物理空间的数据布局，并分别填充
StargateFS 中和 VFS 中的 SuperBlock 结构体．文件
数据管理子系统向 VFS 层提供操作文件的接口，并
实现文件的基本操作．文件元数据管理系统向 VFS
层提供操作文件系统元数据、文件元数据的接口，
并实现文件系统元数据、文件元数据的操作．
StargateFS 采用存放在共享内存中的共享自旋
锁控制不同系统多个进程互斥地访问共享元数据
资源．在共享元数据结构体中增加共享自旋锁字
段，当多个虚拟机内核控制路径同时访问同一共享
元数据资源时，每个虚拟机内核控制路径获取一个
排队号，并循环地比较自己的排队号与当前共享元
数据资源结构体中共享自旋锁的号是否相等，如相
等，则访问共享元数据资源．
StargateFS 是在 Linux 内核中实现的，虚拟机
用户、宿主机用户只能通过文件系统已实现的文件
操作系统调用访问 StargateFS 中的资源．StargateFS
使用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的模拟共享非易失
性内存作为存储空间，由 StargateFS 管理空间的分
配和回收，不会影响宿主机系统或虚拟机系统内存
空间的管理．用于访问共享文件的虚拟地址空间是
内核预留的虚拟地址空间，文件数据的访问直接由
硬件执行，StargateFS 不会影响虚拟机系统或宿主
机系统中数据的安全性．当 StargateFS 安装完成后，
虚拟机用户、宿主机用户都有读、写、执行权限操
作共享文件，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实现共享文
件对不同系统的用户开放不同的访问权限．
3.7 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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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提出的新型共享内存文件系统设计，在
Linux 系统中基于 KVM 实现高效共享内存文件系
统 StargateFS．为了支持 StargateFS，对虚拟机、宿
主机中 Linux 系统进行以下 3 个方面的修改：
（1）通过 DRAM 模拟非易失性内存为共享内
存文件系统提供存储空间．修改宿主机、虚拟机
Linux 系统内核中的内存管理模块，分别从物理地
址空间 16GB 开始增加一个新的大小为 8GB 的内存
管理区 ZONE_SM；
（2）为实现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共
享内存，修改宿主机 Linux 内核中 KVM 模块，把
虚拟机中 ZONE_SM 物理地址空间线性映射到宿主
机中 ZONE_SM 物理地址空间．
（3）在宿主机、虚拟机中为 StargateFS 分别预
留一段内核未使用的虚拟地址空间，用于访问共享
文件数据．
StargateFS 采用 C 语言编写，在 Linux 内核中
实现．按照 Linux 虚拟文件系统（VFS）通用文件
模型标准分别实现文件系统、文件以及目录的常规

在虚拟机同驻的环境中，虚拟机用户共享访问
宿主机上或其他虚拟机上的文件时，访问共享文件
的性能开销主要源于两个方面：1）虚拟机 VFS 层、
宿主机 VFS 层以及共享方法各个软件层次的软件
流程执行开销．2）共享文件数据多次内存拷贝的
开销．
根据虚拟机用户访问共享文件的性能开销的
来源，分析 StargateFS 文件读写性能的优势．以
VirtFS 作为对比对象，用 LVirtFS 和 LStargateFS 分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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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虚拟机用户访问 VirtFS 共享宿主机 EXT4-DAX
中共享文件的时间开销和 StargateFS 中共享文件的
时间开销，LVirtFS 和 LStargateFS 可表示为：

LVirtFS  LGV  LVirtFSC  LVirtIO  LVirtFSS  LHV  3  LM
L StargateFS  LGV  L(GV,GP)  L(GP,HP)  LM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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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GV 表示访问共享文件时虚拟机中 VFS
层的时间开销，LVirtFSC 、LVirtIO 、LVirtFSS 分别表示
VirtFS 共享文件方法中 VirtFS 客户端、VirtIO 以及
VirtFS 服务端的时间开销，LHV 表示访问共享文件
时宿主机中 VFS 层的时间开销．L(GV,GP)表示虚拟机
虚 拟地 址转换 为虚 拟机物 理地 址的时 间开 销，
L(GP,HP)表示虚拟机物理地址转换为宿主机物理地址
的时间开销．LM 表示虚拟机中内存拷贝的时间开
销．对比 LVirtFS 和 LStargateFS，访问两种共享文件系
统中共享文件的时间开销主要由 L(GV,GP)、L(GP,HP)、
LMCopy 与 LVirtFSC、LVirtIO、LVirtFSS、3LMCopy 决定．而
L(GV,GP)、L(GP,HP)由硬件 MMU 决定，LVirtFSC、LVirtIO、
LVirtFSS 由 VirtFS 共享方法中的各个软件层次决定，
各 个软 件层次 间存 在多次 内存 数据拷 贝． 硬件
MMU 执行地址转换的时间在纳秒级别，软件流程
执行时间在微秒级别，硬件直接执行的时间开销远
小于软件流程执行的时间开销．因此，StargateFS
文件访问速度理论上比 VirtFS 快．
对比 VirtFS，StargateFS 的性能优势来源于：
（1）StargateFS 直接使用虚拟机间、虚拟机宿
主机间的共享内存作为存储空间，在虚拟机看来，
StargateFS 就是本地内存文件系统，减少了共享文
件访问的 I/O 软件层次和共享文件数据的内存拷贝
次数．
（2）StargateFS 使用共享文件页表组织共享文
件数据页，利用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和硬件 MMU 加
速索引共享文件数据页，避免了软件查找共享文件
索引的时间开销．
3.8 文件系统和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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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安装点信息，在内核中创建并初始化安装点
和超级块对象，并完成文件系统超级块对象、索引
节点区、空闲数据页、文件系统根目录等结构的初
始化．在卸载文件系统时，使安装计数器减 1．
3.8.2 文件操作
打开操作．当用户进程调用 open 系统调用打
开文件时，为文件分配一段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如
文件已创建，将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虚拟机或宿主
机的内核页表中，返回文件描述符；如果被打开的
文件未创建，首先通过文件创建接口分配一个新的
索引节点，新申请物理页构建文件的共享文件页
表，然后将共享文件页表插入到内核页表中，返回
文件描述符．
读操作．当用户进程调用 read 系统调用读文件
数据时，通过传入的文件描述符和打开模式参数，
获取文件虚拟地址空间的起始地址和当前文件偏
移量．通过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和共享文件页表利用
MMU 加速定位文件数据物理页，并将文件数据拷
贝到用户缓冲区．文件数据没有经过传统的页缓
存．定位文件数据页时不需要搜索文件数据索引结
构，仅需要计算起始虚拟地址即可．
写操作．当用户进程调用 write 系统调用写入
数据时，根据文件当前大小与当前文件偏移量的差
值和写入数据大小的关系，
把写操作分为 3 种类别：
就地更新、追加写、部分追加写．当写入起止位置
被包含在文件数据大小内时，即就地更新，直接将
用户缓冲区的数据拷贝到文件数据页中．当写入方
式为追加写和部分追加写时，首先申请新的文件数
据页，然后更新共享文件页表，最后将用户缓冲区
的数据拷贝到文件数据页中．
关闭操作．当用户进程调用 close 系统调用关
闭文件时，首先检查文件引用计数器是否为 0．如
果引用计数器为 0，表明没有用户进程在访问该文
件，从内核页表中删除共享文件页表对应的 PGD
级页表项，回收该文件的虚拟地址空间；如果文件
引用计数器的值不为 0，引用计数器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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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文件系统的安装和卸载
当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共享内存建立完成后，使
用 mount 命令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中安装 StargateFS，
虚拟机用户和宿主机用户都可以像访问本地文件
系统一样访问 StargateFS．为避免新加入的虚拟机
在安装文件系统时格式化共享内存中的数据，在超
级块中增加了安装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大于等于
1 时，新加入的虚拟机在安装文件系统时不对共享
内存进行格式化．文件系统根据共享内存起始物理

4

共享内存信号量

在 3.5 节中讨论了不同系统内核控制路径对文
件系统共享元数据的同步访问，本节讨论提供一种
同步机制，使得不同系统多个用户进程间同步地访
问同一个共享文件的文件数据．StargateFS 中的文
件默认以 O_DIRECT 模式打开，读写文件数据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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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VFS 层的数据块缓存，使得共享文件数据的同
步变得简单．
在一个系统中，两个用户进程以读写模式同时
打开相同文件并写入数据时，第一个进程写入的数
据将会被第二个进程写入的数据覆盖，这是由于每
个进程对应该文件都有一个文件对象，其中保存了
当前文件偏移量．同样，属于多个虚拟机系统、宿
主机系统的多个进程同时打开 StargateFS 中相同文
件并写入数据时，先写入的数据也会被后写入的数
据覆盖．另外，在一些应用场景如生产者消费者问
题、读者写者问题中，多个进程需要同步地读写同
一个共享文件的数据．
在以上应用场景中，需要提供一种机制，使得
多个进程同步地读写共享文件．在单系统中，用户
进程间同步的实现方式分为 2 种：一种是完全依赖
内核实现，如 System V IPC[30]信号量机制，向用户
空间提供系统调用接口访问信号量．另一种是在用
户空间实现大部分同步操作，仅少部分操作经过代
价较大的系统调用在内核态完成，如 Futex[31]．当
属于不同系统的多个用户进程同时读写相同文件
时，需要提供一种新的机制，使得不同系统上的进
程受控读写同一个文件．
实现多系统进程间对同一共享文件同步访问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共享内存实现同步机制，
另一种是通过消息机制[32]．由于所有虚拟机都位于
同一台宿主机上，通过共享内存实现不同虚拟机、
宿主机用户进程间的同步．实现共享内存同步机制
的一种简单途径是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并对共享文
件进行加锁解锁．这种方式通过进程占有共享文件
实现同步的代价非常高．另一种是提供系统调用直
接访问共享内存，不涉及文件系统的访问．本文采
用第二种方式实现基于共享内存的多系统进程间
的同步机制，分别在虚拟机和宿主机系统中增加一
套访问共享内存的系统调用．
为了在多虚拟机、宿主机进程间提供一种有效
的基于共享内存的同步机制，StargateFS 在虚拟机
宿主机共享的内存中预留了一段物理内存空间存
储共享信号量，如图 8 所示．共享信号量区的物理
地址空间分别映射到虚拟机和宿主机中预留虚拟
地址空间线性映射区．通过共享信号量区的起始虚
拟地址和共享信号量的编号可以快速地定位每个
共享信号量空间．空闲共享信号量空间使用链表管
理，利用 3.5 节中所述的共享自旋锁来控制不同系
统内核线程对共享链表的互斥访问．为了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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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需求，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分别实现共
享内存信号量变量的操作．
虚拟机1

虚拟机2
用户态
内核态

用户态

内核态
Test&set
虚拟地址空间

Test&set

虚拟地址空间

物理内存 共享信号量区

共享信号量区 物理内存

EPT

物理内存

共享信号量区

图8

Test&set

用户态
内核态

虚拟地址空间

共享信号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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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共享信号量变量存放在不同虚拟机、宿
主机用户进程间共享的内存中实现用户空间共享
内存信号量，支持轮询同步机制．例如，直接把
Pthread 库[33]提供的自旋锁结构 Pthread_spinlock_t
定义在共享内存中实现多个不同系统的用户进程
间同步访问同一共享文件的数据．此外，用户空间
共享内存信号量的实现还需要在虚拟机和宿主机
系统中分别新增建立共享内存的系统调用，以允许
不同系统用户进程从共享信号量区分配共享信号
量存储空间，并映射到用户空间．
内核空间信号量直接在内核中修改共享内存
信号量变量的值，并向用户进程提供信号量申请、
操作及释放系统调用接口．当不同系统的多个进程
通过内核空间共享内存信号量互斥访问同一共享
文件资源时，先检测共享信号量的值，判断共享文
件资源是否可用，可用则修改共享信号量计数器的
值．共享信号量计数器值的检测修改是“读修改写”
操作，需保证该组操作的原子性，以避免多个进程
同时检测到共享文件资源可用．
一种方式是使用 3.5
节所介绍的共享自旋锁，控制同一时刻仅有一个内
核控制路径在检测并修改共享信号量的值．另一种
方式是使用 Test&set[34]设置并返回原值原子操作指
令控制，如图 8 中所示．共享文件资源可用时共享
信号量计数器的值为 0，共享文件不可用时计数器
的值为 1．仅当成功把计数器值设为 1 且返回计数
器原值为 0 的进程允许访问共享文件资源．由于
Test&set 是原子操作指令，多个进程竞争时，仅有
一个进程的返回值为 0，其它进程的返回值为 1，
返回值为 1 的进程循环测试．因此，Test&set 指令
可避免多个进程同时检测到共享文件资源可用错
误修改共享信号量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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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

本章测试 StargateFS 的性能，并分析测试结
果．分别从文件读写吞吐量和文件共享延迟两个方
面 评 估 StargateFS 的 性 能 ． 使 用 标准 测 试 工具
FIO[23]测试不同共享文件系统的吞吐量；通过在不
同虚拟机上运行自定义程序，先写后读同一共享文
件的时间开销来测试共享延迟．另外，还测试了共
享信号量申请释放的时间开销．
5.1 实验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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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 DELL T7910 16 核工作站作为宿主机完
成测试实验．宿主机硬件环境为 Intel(R) Xeon(R)
E5-2630 v3 @ 2.40 GHz 处理器，容量 128GB 频率
2133MHz 内存，Intel i210 Gigabit 网卡．宿主机系
统为 Ubuntu 14.04，内核版本为 Linux 3.11.8，KVM
为 2.0.0 版本，QEMU 为 2.0.0 版本．在未特别说明
的情况下，每个虚拟机分配 8 个虚拟处理器 vCPU，
32GB 内存，E1000 模拟网卡．虚拟机系统为 Ubuntu
14.04，内核版本为 Linux 3.11.8，虚拟机通过 NAT
网络地址转换模式接入网络．
在宿主机上，从物理内存 16GB 开始预留 8GB
大小的空间模拟新型非易失性内存．在宿主机和虚
拟机系统中，
分别从 16GB 物理内存开始，
新增 8GB
大小的内存管理区 ZONE_SM．修改宿主机 KVM
模块把虚拟机 ZONE_SM 中的物理地址空间线性映
射到宿主机 ZONE_SM 中的物理地址空间，完成虚
拟机间、虚拟机与宿主机间共享内存的配置．
5.2 读写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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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机

配置 8GB 大小的 RAMDisk[35]作为 EXT4-DAX 的存
储空间．RAMDisk 把内存模拟为内存设备．使用
EXT4 文件系统类型格式化 RAMDisk，通过文件系
统挂载选项-o dax 将已格式化为 EXT4 的 RAMDisk
挂载到目录/mnt/share．
Samba、NFS 使用模拟网卡 E1000 与宿主机通
信，VirtFS 使用 Virtio 与宿主机通信．Samba 的版
本为 4.3.11，在宿主机上配置 Samba 服务端共享宿
主机目录/mnt/share，客户机对共享目录可读写，其
他参数使用默认配置．重启 Samba 服务，即可在虚
拟机上通过 IP 和共享目录名安装宿主机上共享的
目录到虚拟机．
NFS 采用 NFSv4 版本，配置与 Samba
同样的文件访问权限．VirtFS 使用 Squash 模式共享
宿主机目录/mnt/share，传输消息最大报文大小采用
默认配置 8KB．
在以上实验配置完成后，在虚拟机中使用 FIO
工 具分 别进行 单线 程、多 线程 文件读 写性 能测
试．下面先对比单线程文件读写性能，然后分析多
线程文件读写性能．
5.2.1 单线程文件读写性能
在虚拟机中使用 FIO[23]工具测试单线程随机读
写、顺序读写 Samba、NFS、VirtFS 以及 StargateFS
中文件的性能，测试文件大小为 512MB．单线程文
件读写性能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图中数据块大小
表示 FIO 每次请求的 I/O 块大小．实验结果表明，
StargateFS 单线程文件读写性能在所有测试用例中
都优于 Samba、NFS、VirtFS 共享方法，平均吞吐
量比 Samba、NFS、VirtFS 共享宿主机 EXT4-DAX
文件系统分别快 117.7 倍、121.6 倍、59.3 倍．
StargateFS 单线程文件顺序读吞吐量分别比
Samba、
NFS、
VirtFS 共享 EXT4-DAX 快 28.0 至 234.0
倍、27.5 至 273.9 倍、30.0 至 100.8 倍，顺序写吞
吐量分别快 53.0 至 253.1 倍、51.5 至 185.1 倍、28.1
至 91.7 倍；单线程随机读吞吐量分别比 Samba、
NFS、VirtFS 共享 EXT4-DAX 快 28.5-199.6 倍、
30.0-239.6 倍、29.9 至 95.6 倍，随机写吞吐量分别
快 47.3-329.1 倍、50.4-169.1 倍、23.4 至 81.1 倍．
单线程文件读写性能测试结果验证了 3.7 节中
的分析结果．实验测试结果表明，StargateFS 共享
文 件 的 性 能 优 于 Samba 、 NFS 、 VirtFS 共 享 方
法．StargateFS 允许虚拟机用户直接访问共享内存
中的文件，避免了诸多软件层次和文件数据拷入拷
出缓冲区的开销，并利用硬件 MMU 加速索引文件
数据页，共享文件的读写性能有很大的提升．

报

实验使用 FIO[23]工具对比测试 StargateFS 与目
前基于 KVM 性能最优的共享文件系统 VirtFS[14]、
传统的共享文件系统 Samba[11]、NFS[12]分别共享内
存文件系统 EXT4-DAX[24]的文件读写吞吐量．
EXT4-DAX 是 Linux 为了支持非易失性内存而
扩展 EXT4 实现的内存文件系统，它绕过页缓存直
接读写非易失性内存设备．经测试，EXT4-DAX 单
线程文件读写最大吞吐量为 6649.4MB/s，虚拟机
间、虚拟机与宿主机间通过虚拟网卡和 VirtIO 通信
的最大吞吐量分别为 250.3MB/s、2585.6MB/s．因
此，使用宿主机上的内存文件系统 EXT4-DAX 进
行测试不会影响共享方法的文件读写性能测试．
实验中使用预留的内存管理区 ZONE_SM 作为
StargateFS 的存储空间，在宿主机和虚拟机中使用
mount 命令安装 StargateFS 文件系统．在宿主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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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顺序读

图9

(d) 顺序写

单进程文件读写性能

问的软件层次和软件流程查找共享文件索引的开
销，有效地提升共享文件数据的访问效率．
本文分析了 StargateFS 中的文件数据映射和内
存映射 mmap[36]的区别．内存映射 mmap 把对用户
态虚拟地址空间中某个字节的访问转换成对文件
中相应字节的操作．虽然 StargateFS 中的文件数据
映射和 mmap 都是将打开文件的文件数据物理页映
射到虚拟地址空间访问，但是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1）StargateFS 是兼容 POSIX 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它将文件数据页映射到预留的内核虚拟地址空间，
同时支持把共享文件数据物理页映射到宿主机内
核虚拟地址空间和虚拟机内核虚拟地址空间．而
mmap 只能在一个系统中，把文件数据页映射到用
户虚拟地址空间．2）StargateFS 支持 mmap 方法，
当使用 mmap 方法将 StargateFS 中打开的文件映射
到用户态虚拟地址空间后，对文件数据的访问是内
存访问．此外，我们尝试在虚拟机中使用 mmap 映
射 VirtFS 共享的宿主机上 EXT4-DAX 文件，返回
操作不允许的提示，VirtFS 不支持 mmap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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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存在很多先进的 NVM 文件系统，
如 NOVA[20]、SIMFS[19]．这些文件系统是本地内存
文件系统，而 StargateFS 是基于 NVM 面向同驻虚
拟机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其最大的特征在于虚拟
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高效地共享文件．因此，我
们使用 FIO 工具对比测试 StargateFS 与 VirtFS 分别
共享宿主机上内存文件系统 NOVA 和 SIMFS 的单
线程文件读写性能．在宿主机上使用 DRAM 分别
模拟 8GB 大小的非易失性内存设备作为 NOVA、
SIMFS 的存储空间，使用 VirtFS 共享宿主机上的内
存文件系统 NOVA、SIMFS．
实验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StargateFS 单线程
平均吞吐量分别比 VirtFS 共享 NOVA、SIMFS 快
73.5 倍、164.6 倍．实验结果同样说明使用共享方
法 VirtFS 在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共享文件的
性能开销大，共享方法的读写带宽限制了共享文件
的读写性能．而 StargateFS 使用虚拟机间、虚拟机
宿主机间的共享内存作为存储空间，并利用硬件
MMU 加速定位共享文件数据页，减少共享文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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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顺序读

图 10

(d) 顺序写

多进程文件读写性能

的性能优于随机读写的性能，如图 10(a)和 10(c)所
示．在 4 线程读性能测试中，4 线程顺序读最大吞
吐量为 25284.0MB/s，4 线程随机读最大吞吐量为
23273.0MB/s．原因在于，在顺序读写过程中，一
个进程刚访问过的数据可能被另一个进程访问．
实验中还对比 8 台虚拟机同时读写 StargateFS
与 VirtFS 共享宿主机上内存文件系统 EXT4-DAX
中的共享文件的性能．由于宿主机 CPU 总数有限，
每台虚拟机分配 4 个 vCPU．设置每台虚拟机的系
统时间与 Internet 时间同步，在每台虚拟机中使用
Linux 中 Crontab 服务同时开始执行 FIO 单线程测
试任务，每个虚拟机中测试文件大小为 512MB．测
试结果如图 10 所示，EXT4-D_VirtFS(VM8)表示 8
台虚拟机同时访问 EXT4-D_VirtFS 共享文件读、写
特定数据块大小吞吐量的和，StargateFS(VM8)表示
8 台虚拟机同时访问 StargateFS 共享文件读、写特
定数据块大小吞吐量的和．StargateFS(VM8)平均文
件读写性能比 EXT4-D_VirtFS(VM8)快 330.8 倍，8
台虚拟机同时读写共享文件的测试结果同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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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多线程文件读写性能
为了评估 StargateFS 多线程文件读写性能，在
虚拟机中使用 FIO[23]工具分别测试 StargateFS 对比
Samba、NFS、VirtFS 共享宿主机中内存文件系统
EXT4-DAX 在 2 个、4 个线程访问时的文件读写性
能，每个线程读写的文件大小为 512MB，2 个线程
测试的文件数据总量为 1GB，4 个线程测试的文件
数据总量为 2GB．测试 I/O 块大小从 128KB 增长到
2MB，共 15 组，测试结果如图 10 所示．
如图 10 中所示，在所有多线程测试用例中，
StargateFS 文件读写性能都优于 Samba、NFS 和
VirtFS．在 2 个线程测试中，StargateFS 平均文件读
写性能分别比 Samba、NFS、VirtFS 快 178.3 倍、
195.5 倍、61.2 倍．在 4 个线程测试中，StargateFS
平均文件读写性能分别比 Samba、NFS、VirtFS 快
222.5 倍、256.8 倍、71.5 倍．
测试结果同样突显 StargateFS 使用文件虚拟地
址空间直接访问文件和利用硬件 MMU 加速索引文
件数据的优势．另外，StargateFS 多线程顺序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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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StargateFS 使用文件虚拟地址和利用硬件 MMU
加速索引共享文件数据页的性能优势．
5.2.3 共享延迟测试
为了比较不同共享文件系统共享文件的延迟，
在读者写者应用场景中，通过宿主机用户进程向共
享文件中写入一定数据的时间，加上虚拟机用户进
程从该共享文件中读出相同数据的时间，来测试共
享文件的延迟．需要使用 2 个共享信号量来控制读
者、写者读写文件的顺序．宿主机用户进程创建一
个新的文件，以读写模式打开，分别以 1KB、4KB、
1MB 的 I/O 块大小写入 2GB 的数据，虚拟机用户
进程分别以 1KB、
4KB、
1MB 的 I/O 块大小将这 2GB
的文件数据读取出来，记录宿主机进程写入数据到
虚 拟机 进程读 完数 据所用 的时 间．分 别测 试了
Samba、VirtFS、StargateFS 共享方法的时延，Samba、
VirtFS 的配置同 5.2 节，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共享文件时间（s）
块大小

Samba

VirtFS

StargateFS

1KB

843.52

239.94

9.632

4KB

457.33

66.86

7.067

1MB

117.73

63.52

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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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户态共享信号量申请释放时间（ms）
共享信号量

时间开销

StargateFS 用户态共享信号量

0.308

Nahanni 用户态共享信号量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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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的测试结果表明，基于 StargateFS 共享内
存用户态共享信号量申请释放时间比基于 Nahanni
共享内存用户态共享信号量快 2.31 倍．用户态信号
量是以多机用户进程间的共享内存为空间存放锁
变量，其性能开销主要在于共享内存的建立和释
放．Nahanni 建立不同虚拟机、宿主机用户进程间
的共享内存包括 3 个步骤：1）Nahanni 通过 POSIX
共享内存机制在宿主机用户进程与 QEMU 进程（虚
拟机）间实现内存共享，在 QEMU 进程（虚拟机）
启动时通过 shm_open()函数打开共享内存对象，并
通过 mmap 系统调用把共享内存映射到 QEMU 进
程（虚拟机）的虚拟地址空间；2）在 QEMU 中添
加虚拟 PCI 设备 ivshmem，当虚拟机启动时为虚拟
PCI 设备 ivshmem 分配设备内存．3）在虚拟机中
通过 UIO[38]技术，把虚拟 PCI 设备中的共享内存映
射到虚拟机用户进程中．因此，Nahanni 在建立共
享内存时，需要打开用于建立共享内存的虚拟 PCI
设备，再把虚拟 PCI 设备中的内存空间映射到用户
空间，时间开销大．StargateFS 用户态共享内存直
接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中，使用系统调用在内核空间
把预留的内存空间映射到用户空间，不涉及虚拟
PCI 设备的操作，时间开销小．
5.3.2 内核态共享信号量测试
为了评估内核态共享信号量的性能，在虚拟机
中分别对内核空间共享信号量和 Linux 中 System V
IPC 信号量进行申请释放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3 中
所示．

StargateFS 共享内存信号量为不同虚拟机、宿
主机用户进程间同时访问相同共享文件提供同步
机制．为了测试共享内存信号量的性能开销，通过
在虚拟机上多次申请释放共享信号量的时间来对
比不同信号量的性能，
实验配置同 5.1 节．
StargateFS
分别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实现了共享信号量变
量的操作，实验分别测试用户态共享信号量和内核
态共享信号量的多次申请释放的时间开销．
5.3.1 用户态共享信号量测试
用户态共享信号量是基于不同虚拟机、宿主机
用 户进 程间的 共享 内存． 实验 中对比 测试 基于
StargateFS 共享内存与基于 Nahanni[37]共享内存实
现的用户态共享信号量申请释放的时间开销，实验
测试结果如表 2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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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测试结果显示，StargateFS 的平均共享
速度分别比 Samba、VirtFS 快 62.9 倍、16.4 倍．有
一部分时间开销来源于用户进程多次调用 write、
read 系统调用．测试结果表明，StargateFS 使用共
享内存减少文件数据的拷贝次数，并通过文件虚拟
地址空间利用 MMU 加速访问文件，其文件共享速
度对比 Samba、VirtFS 共享方法有很大的提升．
5.3 共享信号量测试

表 3 内核态共享信号量申请释放时间（μs）
信号量

时间开销

内核空间共享信号量

7.128

System V IPC 信号量

12.405

根据表 3 中的测试结果，内核态共享信号量的
申请释放时间比 System V IPC 信号量快 1.74 倍．
内
核空间共享信号量的物理空间是预先分配的，且固
定映射到内核的虚拟地址空间中，申请释放不涉及
到空间分配和回收．System V IPC 信号量是用户进
程调用 semget 系统调用后，在内核中新分配一段空
间创建的内核对象．因此，内核空间共享内存信号
量的申请释放时间比 System V IPC 信号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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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同驻虚拟机间共享内存方法比较
Socket-outsourcing

Zero-copy

划分映射

把共享物理页映射到进程

把共享物理页映射到进程地址

划分固定物理内存，
映射到进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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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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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vhost 后端驱动模块，与虚

修改 KVM 模块，使得共享内存中

并添加到虚拟机

共享物理页

拟机 VirtIO 前端通信

的 GPA 映射到相同页框号 HPA

新增设备驱动

对虚拟机透明

实现 ViritIO 后端驱动

Nahanni
宿主机

VMM

申请内存空间

划分固定物理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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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

址空间

虚拟机-虚拟机/
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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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宿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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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文件虚拟地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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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FS[19]提出了“文件虚拟地址空间”和“文
件页表”的概念，利用硬件 MMU 加速文件数据读
写，性能达到内存总线带宽的速度．StargateFS 借
鉴文件页表的概念，提出同时适用在虚拟机中两次
地址转换与在宿主机中一次地址转换索引共享文
件数据的共享文件页表，完成同驻虚拟机间、虚拟
机宿主机间利用硬件 MMU 高效地共享文件．对比
SIMFS 和 StargateFS，主要有以下区别：
（1）SIMFS 是本地内存文件系统，在虚拟机
中需通过传统的共享文件系统如 VirtFS、NFS 等才
能共享宿主机或其他虚拟机上 SIMFS 中的文件；
StargateFS 是同驻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共
享内存文件系统，直接支持同驻虚拟机间、虚拟机
宿主机高效地共享文件．
（2）StargateFS 通过半虚拟化提高虚拟机宿主
机共享接口层次的思想，实现了虚拟机间、虚拟机
宿主机间的内存共享；SIMFS 不涉及到虚拟机间、
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内存共享．
（3）为了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上都能使用硬件
MMU 加速访问共享文件数据，StargateFS 使用共享
文件页表组织共享文件数据，解决了在虚拟机中内
存寻址两次地址转换和在宿主机上内存寻址一次
地址转换访问共享文件数据的问题．而 SIMFS 只能
作为虚拟机或宿主机的本地文件系统．所以，当
SIMFS 作为虚拟机的本地文件系统时，其文件页表
只能完成虚拟机的虚拟地址到虚拟机的物理地址
的转换，而不能完成虚拟机的虚拟地址到虚拟机的
物理地址，再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的两次转换．同

样，当 SIMFS 作为宿主机的本地文件系统时，其文
件页表只能完成宿主机的虚拟地址到宿主机物理
地址的转换，而不支持虚拟机中的两次地址转换．
（4）StargateFS 实现了同驻虚拟机间，不同系
统内核控制路径同时访问 StargateFS 中共享元数据
的同步机制；SIMFS 中实现的是一个系统中多个内
核控制路径对共享元数据的同步访问．
（5）StargateFS 解决了同驻虚拟机间，不同虚
拟机系统 VFS 层文件索引缓存导致的文件索引信
息不一致问题；SIMFS 中未涉及 VFS 缓存信息一
致性问题．
（6）StargateFS 提供了共享内存信号量机制，
使得不同系统多个用户进程间同步地访问相同共
享文件；SIMFS 中未涉及共享信号量．
6.2 虚拟机内存共享技术

报

在虚拟机同驻的许多应用场景中，都存在不同
虚拟机共享宿主机物理内存的可能性[39]．一方面，
当多个虚拟机运行同一操作系统不同实例或虚拟
机间包含相同数据时，有共享宿主机相同数据物理
内存的机会．因此，在虚拟机同驻的环境中，内存
共享可以有效地节省宿主机物理内存资源．另一方
面，在云数据中心，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可
以通过共享宿主机物理内存建立的信道高效地传
输数据．因此，内存共享还可以提高虚拟机间、虚
拟机宿主机间的通信效率．根据不同的需求，许多
研究工作都致力于虚拟化环境下实现内存共享．
在 KVM 平台上，按照共享内存实现的方法，
内存共享技术可以分为 3 类：一类是从宿主机端出
发，申请一段宿主机内存空间添加到虚拟 PCI 设备，
把虚拟 PCI 设备关联到各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中通
过设备驱动程序把共享内存映射到虚拟机内核空
间，甚至映射到虚拟机用户空间，实现虚拟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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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机虚拟机之间的内存共享，如 Nahanni[37]．第
二类是利用宿主机 QEMU 程序能够直接访问虚拟
机物理地址空间的特性来实现虚拟机间、虚拟机宿
主机间的内存共享，如 Socket-outsourcing[40]．第三
类是从虚拟机端出发，在虚拟机上收集应用程序中
需要共享数据的物理内存信息，传递给宿主机．宿
主机通过接收信息在宿主机上定位真正的物理页，
并通过 mmap 映射到宿主机用户进程的虚拟地址空
间中，实现虚拟机进程与宿主机进程间的内存共
享，如 Zero-copy[41]．
以上内存共享技术实现的共享内存对应的物
理页是随机分布在宿主机物理地址空间中的，不能
安装文件系统到这些共享内存空间中．另外，这些
共享内存方法没有考虑页表结构在宿主机上一次
地址转换和在虚拟机硬件辅助内存虚拟化两次地
址转换的应用．为了实现跨虚拟机和宿主机的共享
内存文件系统，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中分别划分一段
物理地址空间，并把虚拟机中划分的物理内存空间
一一映射到宿主机中划分的物理内存空间，实现内
存共享，并使得虚拟机两次地址转换和宿主机一次
地址转都能访问到宿主机上相同的物理空间．在
KVM 虚拟化平台下，不同内存共享技术的对比如
表 4 所示．相比其他同驻虚拟机间、虚拟机与宿主
机间共享内存方法，划分映射实现内存共享方法的
应用场景更广，更易实现．
6.3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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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锁变量存放在共享内存区域．不同虚拟机及宿主
机内核线程在竞争共享排队自旋锁时拷贝排队自
旋锁结构，并通过加锁前缀的原子操作指令 xaddw
修改自旋锁变量的值，实现虚拟机及宿主机内核线
程间的同步．
System V IPC 通过系统调用操作内核对象实现
进程间的同步，内核对象提供了共享资源的状态和
原子操作．经研究发现[44]，很多同步是无竞争的，
同步过程中不必要的系统调用导致了大量的性能
开销．Glibc 库[45]实现的 Pthread 多线程库使得锁变
量的大部分操作在用户空间完成，只有少部分需要
内核支持的操作才通过系统调用陷入内核完成．属
于不同虚拟机、宿主机的进程间同步时，可以通过
把锁变量存放在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共享的
内存中，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分别在内核空间和用
户空间实现对共享锁变量的操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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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在虚拟机同驻的环境中，利用新型非易失
性内存以及内存文件系统优点，面向同驻虚拟机提
出了一种基于文件虚拟地址空间的共享内存文件
系统设计，实现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高效的
文件共享．该设计分别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中预留了
一段虚拟地址空间和物理地址空间．虚拟机中预留
的物理地址空间线性映射到宿主机中预留的物理
地址空间，实现虚拟机间、虚拟机宿主机间的内存
共享．在虚拟机和宿主机上通过预留的虚拟地址空
间访问文件．使用共享文件页表结构组织文件数据
物理页．打开文件时，把文件的共享文件页表插入
到虚拟机和宿主机进程的页表中，实现文件共享，
并利用 MMU 加速定位文件数据物理页，提供高效
的文件读写性能．
基于该架构，在 Linux 系统中基于 KVM 平台
实现了一个高效的共享内存文件系统 StargateFS，
并基于共享内存实现共享内存信号量，允许不同系
统的多个进程间同步地访问相同文件．实验测试结
果表明，StargateFS 平均文件读写性能比目前性能
最优的共享文件系统 VirtFS 快 64 倍，比传统共享
文件系统 Samba、NFS 分别提高了 172 倍、19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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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机制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硬件提供的硬件
原语，这些硬件原语可供软件使用以实现更复杂的
同步机制．在 x86 架构中，通过锁前缀[42]在指令执
行期间对总线加锁的方式来保证指令原子执行．
为了避免传统自旋锁无序竞争导致的公平性
问题，在 Linux 内核版本 2.6.25 后引入了排队自旋
锁（Ticket Spinlock）[43]．排队自旋锁锁结构包含
两个属性：锁持有者序号 owner 和下一个锁持有者
序号 next，两个属性的初始值为 0．当内核线程申
请排队自旋锁时，先拷贝一个锁结构，原子地将排
队自旋锁 next 值加 1，并返回原值作为拷贝锁结构
的 owner 值．
接下来循环比较拷贝锁结构中的 owner
值和排队自旋锁的 owner 值是否相等，相等则获得
锁．当内核线程释放排队自旋锁时，原子地将排队
自旋锁 owner 值加 1．在 x86 架构下，对排队自旋
锁 owner 值和 next 值加 1 的操作是通过加锁前缀的
xaddw 原子操作指令完成的．
在多个虚拟机同驻的虚拟化环境中，把排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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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shared fil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