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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效通信性能是影响并行文件系统性能与效率的重要因素．该文基于ＴＨ２系统的高性能互连网络———

天河２高速互连网络（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设计并实现了混合层次文件系统Ｈ
２ＦＳ中的高速通信模块ＦＳＥ．ＦＳＥ采用了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短报文通信 ＭＰ和远程内存访问ＲＤＭＡ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客户端与ＩＯＮ的通信．ＦＳＥ采用基

于动态链表的内存注册池减少通信延迟，提高通信效率．基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ＦＳＥ有效降低系统出现拥塞的

可能性，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和稳定性．为了充分利用多核处理器的并发处理能力以及多ＲＤＭＡ引擎的传输能

力，ＦＳＥ对报文传输和数据处理功能采用了多维多线程方式，提高数据访问带宽．ＦＳＥ的自适应端点管理针对通信

端点容错能力设计，提高了系统弹性，有助于增强系统稳定性．ＦＳＥ实现优化了数据传输效率，实现了低延迟、高带

宽、高可扩展数据访问．在两个不同实际系统上的测试结果表明，ＦＳＥ可以充分发掘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特性，点点数

据访问带宽可达８．６Ｇｂｐｓ，使得 Ｈ
２ＦＳ具有较高的数据访问带宽和元数据性能，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同基于

ＴＣＰ的通信模块实现相比，ＦＳＥ的读写延迟可低至５５％和２０％，最大单ＩＯＮ写性能是其３．３倍；同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

统相比，ＦＳＥ更好地利用了高速网的特性来获取较高性能，写延迟可低至其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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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科学计算应用的不断扩展，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读写需求，引发数据量的快速增长和对数据访问带

宽需求的不断增加，加大了高性能计算机计算能力

和数据读写能力之间的差距．并行存储是高性能计

算系统普遍采用的存储架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基

于并行存储系统的文件系统性能是影响整个系统运

行效率的重要因素．

超大规模并行系统，如天河２号（ＴＨ２），具有

大量的计算结点．这些结点作为并行文件系统的客

户端，对文件系统产生了很大的负载压力．一方面，

大量客户端的集中访问，会使得个别文件服务器成

为访问热点，例如，在大规模程序的启动过程中，程

序执行代码所在的文件服务器会成为访问热点．另

一方面，由于并行程序的运行特性，在程序的运行过

程中，会出现突发的数据读写访问操作，此类操作也

会增加存储服务器的负载压力．针对上述问题，在

ＴＨ２系统中，我们构建了高性能混合层次式并行

文件系统 Ｈ２ＦＳ（Ｈｙｂｒｉ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

该文件系统在传统全局共享存储系统架构的基础

上，增加１层ＩＯ结点（Ｉ／ＯＮｏｄｅ，ＩＯＮ），具有更好的

可扩展性，为计算结点提供更好的突发数据访问性

能．２．１节给出了Ｈ２ＦＳ的更多细节．

在并行文件系统中，数据流通过存储网络在存

储服务器和计算结点之间流动，流动速率是影响并

行文件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本文依托ＴＨ２系统的

高性能互连网络———天河２高速互连网络（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２］，设计并实现了 Ｈ２ＦＳ的高速通信模

块ＦＳＥ（Ｈ２ＦＳＥｘｐｒｅｓｓ），完成计算结点（文件系统

客户端）和文件系统ＩＯＮ之间的高速通信．该通信

模块采用短报文通信（ＭｉｎｉＰａｃｋｅｔ，ＭＰ）和远程内

存直接访问（Ｒｅｍｏ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ｍ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ＲＤ

ＭＡ）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多

ＲＤＭＡ引擎的工作特点，通过基于动态链表的注册

内存池、基于可变信用的流控、自适应端点管理、以

及多维多线程处理等技术，优化数据传输效率，实现

低延迟、高带宽、高可扩展性的数据访问．在两个实

际系统上的测试结果表明，ＦＳＥ可以充分发掘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延迟、带宽优势，点点带宽可以达到

８．６Ｇｂｐｓ，增强应用程序的数据访问能力，为ＴＨ２

系统的高效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

（１）在Ｈ２ＦＳ框架内完成高速通信模块ＦＳＥ设计；

（２）基于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接口实现ＦＳＥ设计；（３）在

两个实际系统上进行了性能测试，并将ＦＳＥ测试结

果和基于ＴＣＰ的 Ｈ２ＦＳ通信以及Ｌｕｓｔｒｅ测试结果

进行了比较．测试结果表明，该模块可以充分发掘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特性，获得较高的文件系统带宽性

能和延迟性能，同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其性能优

于基于ＴＣＰ的 Ｈ２ＦＳ和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统．同基于

ＴＣＰ的通信模块实现相比，ＦＳＥ的读写延迟可低至

其５５％和２０％，最大单ＩＯＮ写性能是其３．３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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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统相比，ＦＳＥ写延迟可低至其２８．６％．

本文第２节描述ＦＳＥ的相关背景，包括混合层

次文件系统Ｈ２ＦＳ，高性能通信接口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第３节详细描述ＦＳＥ的设计、实现与优化；第４节

在两个实际系统上对ＦＳＥ进行了测试，包括带宽测

试、延迟测试、可扩展性测试、元数据测试等；第５节

介绍相关工作；第６节总结全文．

２　背　景

本节描述了ＦＳＥ的实现背景，包括：（１）混合层次

文件系统Ｈ２ＦＳ，主要是其设计思路、基本结构；（２）高

性能互连网络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包括主要性能特点、接

口特征等．表１给出了本文用到的术语及其缩写．

表１　本文中出现的术语

缩写 全拼

Ｈ２ＦＳ Ｈｙｂｒｉ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ＯＮ Ｉ／ＯＮｏｄｅ

ＭＰ ＭｉｎｉＰａｃｋｅｔ

ＲＤＭＡ Ｒｅｍｏ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ｍ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

ＤＰＵ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ｎｉｔ

ＦＳＥ Ｈ２ＦＳ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ＶＮ Ｈｙｂｒｉ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

ＶＰ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ｒｔ

Ｎ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Ｃｈｉｐ

２１　犎
２犉犛

为了满足应用程序对数据访问的性能、可扩展

性、易用性和可靠性等需求，我们为ＴＨ２系统设计

了混合层次式文件系统 Ｈ２ＦＳ．其主要特点是，在传

统全局共享存储系统的基础上，在整个存储系统架

构中增加了局部存储结点，称为ＩＯＮ，通过层次式

结构，采用 ＨＶＮ将局部存储与全局存储空间动态

融合，提供灵活、高效的数据访问能力，满足应用程

序需求．ＩＯＮ位于共享存储和计算结点之间，配置

本地ＳＳＤ设备，可以满足应用程序的突发数据访问

性能需求．Ｈ２ＦＳ的结构如图１
［１］所示．

在整个存储架构中，全局存储使用具有高容量

的磁盘阵列，为应用程序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和持

续数据读写性能．每个ＩＯＮ配置一个ＳＳＤ设备作

为局部存储，称为一个 ＤＰＵ．在实际使用中，ＤＰＵ

更靠近计算结点，是 Ｈ２ＦＳ的第１层．每个ＩＯＮ配

置的ＳＳＤ设备基于ＰＣＩｅ接口，具有较高的数据读

写性能，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足够的突发数据访问

带宽．基于数据访问的局部性，Ｈ２ＦＳ通过ＤＰＵ为

应用程序的数据访问提供更好的支持，满足了大规

模存储系统对可扩展性的要求，缓解了计算结点对

存储系统的数据访问压力．

图１　Ｈ
２ＦＳ结构图

３６９１９期 董　勇等：基于天河２高速互连网络实现混合层次文件系统 Ｈ２ＦＳ高速通信

《
 计

 算
 机

 学
 报

 》



　　Ｈ
２ＦＳ将ＤＰＵ的局部存储空间和全局存储空

间进行融合管理，充分利用ＤＰＵ的可扩展Ｉ／Ｏ能

力和全局存储空间的可靠性，构造高效、可靠、统一

的混合虚拟命名空间（Ｈｙｂｒｉ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

ＨＶＮ），可以有效提高大规模应用条件下系统整体

的Ｉ／Ｏ性能．在这里，混合（Ｈｙｂｒｉｄ）的含义是指将

ＩＯＮ的局部存储和全局存储空间进行融合，达到统

一管理的目的．ＨＶＮ 中的数据可以分布在 ＤＰＵ

上，也可以分布在全局存储空间上．Ｈ２ＦＳ提供布局

接口，指导数据的分布．数据文件可以单独存在于局

部存储空间或全局存储空间，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局

部和全局存储空间形成副本．根据数据分布策略的

不同，ＩＯＮ的局部存储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区别．

在采用转发模式时，局部存储不保存数据；在采用副

本模式时，局部存储作为数据缓存；在采用存储模式

时，局部存储设备可以作为最终存储设备，数据无需

保存到全局存储空间．统一目录视图的目录树结构

在全局存储空间进行维护，文件的元数据信息在局

部存储空间和全局存储空间共同维护，实现对全局

存储空间的一致性、透明性访问．

Ｈ２ＦＳ的客户端采用用户态文件系统技术，使

用精简的文件系统协议和Ｉ／Ｏ请求转发技术，支持

传统的ＰＯＳＩＸ接口．在此基础上，Ｈ２ＦＳ还提供了

策略接口 ＡＰＩ以支持 ＨＤＦ／ＭＰＩＩＯ接口，优化应

用程序数据访问性能．

在Ｈ２ＦＳ中，客户端和ＩＯＮ之间的数据访问操

作通过ＲＰＣ进行，其完成情况直接影响整个文件系

统的数据访问效率．ＦＳＥ基于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接口

实现了ＲＰＣ定义的通信功能．满足应用程序对数据

访问的性能和可扩展性需求，是Ｈ２ＦＳ的设计初衷，

也对ＦＳＥ提出了要求：

（１）ＦＳＥ提供的通信带宽应尽可能高．ＦＳＥ采

用多维多线程服务，高效利用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多

ＲＤＭＡ传输引擎，充分发挥其高带宽特点，为满足

这一需求奠定了基础．

（２）ＦＳＥ提供的通信延迟应尽可能低．访问延

迟取决于通信延迟和数据存取延迟，降低通信延迟

有利于优化访问延迟．当数据分布在ＩＯＮ的局部存

储设备上时，数据访问延迟越短，系统的反应越快．

当数据分布在全局存储空间时，越短的访问延迟，可

以使得因架构原因产生的延迟增加尽可能小．ＦＳＥ

通过基于动态链表的注册内存池、轻量设计等实现

通信延迟优化．

（３）Ｈ２ＦＳ应用于大规模并行计算系统，可扩展

性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ＦＳＥ而言，提供稳定、

可靠的数据流动，以及尽可能高的带宽，是支撑文件

系统可扩展性的重要手段．在ＦＳＥ的设计中，采用

基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自适应端点管理等技术，

优化 Ｈ２ＦＳ可扩展性．

因为本文主要目标是ＦＳＥ的设计与优化，限于

篇幅原因，在 Ｈ２ＦＳ的结构、功能描述等方面，没有

完全展开，具体描述，可以参考文献［１］．

２２　犜犎犈狓狆狉犲狊狊２

ＴＨ２系统采用了新一代互连网络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
［２］，为用户提供了低延迟、高带宽的通信接口．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通过在硬件、驱动、应用接口等各个层面

的良好设计，奠定了ＴＨ２系统低延迟、高带宽可扩

展通信的基础，促进了系统的高效运行．

网络接口芯片ＮＩＣ通过互连光纤接入网络，支

持短报文 ＭＰ和远程内存直接访问操作 ＲＤＭＡ．

ＲＤＭＡ用于实现大块数据传输．ＮＩＣ使用虚端口

ＶＰ机制将硬件资源进行虚拟化，并结合请求队列、

完成队列、事件队列等，辅以地址转换和内存保护，

从硬件层面为实现可扩展通信奠定了基础．

操作系统层为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ＮＩＣ构建内核模

块，称为 Ｇｄｅｖ．该模块实现对 ＮＩＣ的硬件资源驱

动，包括内存注册、内核级 ＡＰＩ的实现等．在 Ｇｄｅｖ

的基础上，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使用Ｇｎｅｔ模块实现了对

ＴＣＰ／ＩＰ的支持，以便于传统应用的运行．

在用户层通信接口方面，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提供了

用户级通信库Ｌｉｂｇｌｅｘ．应用程序通过调用Ｌｉｂｇｌｅｘ

提供的ＡＰＩ接口，将ＮＩＣ的ＶＰ抽象为端点（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应用程序通过端点以及相应的 ＡＰＩ，直接

调用ＮＩＣ的资源，完成数据通信操作．根据数据报

文类型的不同，应用程序可以自由选择 ＭＰ或者

ＲＤＭＡ方式来通信，以达到最优效率．在本文中，

ＦＳＥ充分利用 Ｌｉｂｇｌｅｘ所提供的通信接口，采用

ＭＰ＋ＲＤＭＡ的方式，实现客户端和ＩＯＮ之间的高

效通信．

３　犉犛犈设计与实现

３１　设计思路

根据 Ｈ２ＦＳ的系统架构，计算结点和ＩＯＮ之间

的高速通信由基于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接口的ＦＳＥ实现．

根据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接口特点，ＦＳＥ采用 ＭＰ＋

ＲＤＭＡ实现请求报文传输．其中，ＭＰ用于发送请

求报文先导信息，包括操作类型、注册内存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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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ＲＤＭＡ 读操作完成报文实际内容的传输过

程．一旦ＲＤＭＡ操作完成，采用事件方式通知数据

的接收方与发送方．

３２　基本组成

根据逻辑功能的不同，整个ＦＳＥ可以划分为多

个不同的模块．ＦＳＥ的逻辑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ＦＳＥ逻辑结构图

根据具体功能的不同，ＦＳＥ的逻辑组成分为

３个层次：基础层、核心层和处理层．基础层提供

ＦＳＥ通信功能所需要的基本支持，包括配置管理、

端点管理、缓冲区管理．核心层负责实际的数据传

输，其实质是传输管理，包括 ＭＰ传输、ＲＤＭＡ传输

两个子部分．处理层负责通信操作完成（数据到达）

后的处理，包括事件管理、数据管理．

在基础层中，配置管理负责完成整个模块的参

数配置．当系统启动时，ＦＳＥ读取这些参数，并对运

行环境进行配置．端点管理主要负责完成远端结点

在本地的注册、维护．只有经过注册后的结点才能进

行正常通信．缓冲区管理完成整个通信模块工作过

程中使用到的缓冲区，包括缓冲区分配、使用、回

收等．

核心层使用Ｌｉｂｇｌｅｘ接口，完成数据在不同结

点之间的流动，包括 ＭＰ的发送／接收，ＲＤＭＡ 读

操作．

在处理层中，事件管理完成数据通信过程中产

生的各类事件，包括ＲＤＭＡ操作完成、数据发送操

作完成等．基于事件管理，ＦＳＥ完成对数据传输状

态的掌控．当ＲＤＭＡ数据传输完成后，数据管理模

块负责将到达的数据提交给上层处理模块，完成

ＦＳＥ模块在整个软件栈中的工作．

３３　工作流程

本节介绍３类典型的工作流程，具体包括：系统

初始化、ｃｌｉｅｎｔ注册及数据传输过程．

系统初始化流程涉及配置管理、端点管理、缓冲

区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１）读取配置文件；（２）创

建通信端点，初始化相关数据结构；（３）初始化数据

发送、接收队列，并启动数据处理相关线程．

ｃｌｉｅｎｔ注册过程由ｃｌｉｅｎｔ发起，向ＩＯＮ发送本

结点标识信息．注册流程完成后ＩＯＮ上具有ｃｌｉｅｎｔ

的一个有效实体标识，区分不同的ｃｌｉｅｎｔ．基于此实

体标识，两者可以执行数据通信操作．

数据传输过程涉及缓冲区管理、传输管理、事件

管理以及数据管理多个不同的模块．假定数据的发

送方是Ａ，数据的接收方是Ｂ，图３给出了数据传输

过程的示意图．具体过程如下：

（１）Ａ将准备发送的数据复制到注册后的内存

空间中，并将相关地址信息通过 ＭＰ发送给Ｂ，等候

Ｂ将数据取走．

（２）Ｂ接收到地址信息后，完成缓冲区准备工

作，并启动ＲＤＭＡ读操作．

（３）在 ＲＤＭＡ读操作完成后，触发 Ａ、Ｂ端的

ＲＤＭＡ完成事件．Ｂ调用该事件的处理函数，将到

达的数据提交给上层协议．Ａ端的事件处理函数释

放Ａ端的相关资源．

图３　数据传输过程

３４　优化设计

２．１节中提出，ＦＳＥ必须满足 Ｈ２ＦＳ在带宽、延

迟、可扩展性等方面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

ＦＳＥ采用了多种优化设计，下面给出４种典型优化

设计．其中，基于动态链表的注册内存池技术减少通

信延迟，提高了通信效率；基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

有效降低了系统出现拥塞的可能性，提高了系统的

可扩展性和稳定性；多维多线程处理则充分利用多

核处理器的并发处理能力以及多ＲＤＭＡ引擎的传

输能力，提高数据访问带宽；自适应端点管理针对通

信端点容错能力设计，提高了系统弹性，有助于增强

系统稳定性．表２给出了４种优化设计和最终效果

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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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优化设计

低延迟 高带宽 可扩展性 稳定性

基于动态链表的

注册内存池 √ √

基于可变信用的

流量控制 √ √

多维多线程处理 √ √

自适应端点管理 √

３．４．１　基于动态链表的注册内存池

ＲＤＭＡ技术为网络通信提供低延迟、高带宽以

及低ＣＰＵ开销的数据通信方式．根据Ｌｉｂｇｌｅｘ的定

义，Ｇｄｅｖ设备在执行ＲＤＭＡ操作时，其源数据和目

标数据所在的内存区域都必须是经过注册的，将相

关的缓冲区在内存中锁定，并且保证不能被交换．内

存注册接口会在地址转换表中记录该内存区域的实

际物理地址，便于ＮＩＣ直接访问经过注册后的内存

区域．内存注册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会引发额外

的时间开销，增加通信操作成本．为了提高内存使用

效率，降低使用开销，ＦＳＥ采用了基于动态链表的

注册内存池技术，减少内存注册操作的使用频率．

当系统启动时，ＦＳＥ注册多个不同的内存区

域，构成一个完整的注册内存池．每个内存区域具有

相同的大小．对于每个具体的内存区域，将其划分成

多个不同的内存段，每个内存段具有相同的大小，并

采用基地址＋偏移量的方式对这些内存段进行标

识．过程１描述了启动时的内存注册过程．每个内存

区域的内存段使用两个链表进行管理，一个是空闲

链表，一个是在使用链表．整个内存注册池共有９个

不同的内存区域，注册内存池中的多个内存段构成

可动态变化的链表．

过程１．　系统启动时的内存注册．

ＦＯＲ（犻＝０；犻＜９；犻＋＋）｛／／注册９个不同的内存区域

分配８ＭＢ内存区域

将此内存区域进行注册，并获取注册后的句柄

将注册后的内存区域划分为多个内存段

　将内存段加入空闲链表，并将空闲链表的表头加入

注册内存池管理队列

｝

根据实际需要，注册内存池中内存段的大小从

１ＫＢ到１２８ＫＢ不等，该大小可以满足实际通信需

求．过大的内存段需求在协议层被切割．图４给出了

注册内存区的组织示意图，该图只给出了块大小为

１ＫＢ时的示意．在图中，左侧连续区域是预先注册

的内存区，按照１ＫＢ大小被切分成多个小的数据

段．所有未使用的数据段采用链表方式构成空闲链

表，如图中右上方所示；所有正在使用的数据段构成

在使用链表，如图中右下方所示．

图４　注册内存区示意图

　　当通信操作需要使用内存进行通信时，根据所

需内存的大小，在最满足需求的内存区域中，选择一

个内存段使用．例如，通信操作需要３ＫＢ的内存空

间，可以在内存段大小为４ＫＢ的内存区域中为其分

配一个内存段，并将该内存段从空闲链表中摘下，放

到在使用链表中．当通信操作完成后，该内存段重新

放回空闲链表．过程２给出了通信操作过程中获取

注册内存段的详细过程．通过注册内存池，ＦＳＥ在

执行ＲＤＭＡ操作时，不再需要每次都执行内存注

册操作，提高了通信操作的执行效率．

过程２．　通信操作时获取注册内存段．

根据通信操作需要的缓冲区大小，确定内存段的长度

在注册内存管理队列中，找到具有相应大小的空闲链表

在该空闲链表中，获取一个空闲的内存段；如果没有空

闲内存段，则增加注册内存区，并执行内存注册和划分操作

使用该内存段进行通信操作，并将该内存段加入到在

使用链表

使用完成后，将该内存段从在使用链表摘下，放入空闲

链表

３．４．２　基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

在ＴＨ２系统中，计算结点规模巨大，ＦＳＥ要完

成数据量庞大、且频繁的数据通信．存储访问的特

点，使得整个网络易于出现访问热点，出现网络拥

塞，影响正常使用．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原因在于网

络中传输的数据，超出了网络的传输能力．为了保证

通信效率，充分利用通信带宽，必须对结点通信进行

流量控制．ＦＳＥ采用了基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机制．

ＦＳＥ为每一个远程端点定义一个缺省的信用

值，并定义缺省的全局信用总数．在同远程端点执行

通信操作前，ＦＳＥ必须消耗一个信用，全局信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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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连接的信用值减１；等操作完成后，ＦＳＥ释放该

信用，全局信用值和该连接信用值加１．实质上，ＦＳＥ

通过信用总数定义了单个ＦＳＥ在通信过程中，可以

同时执行的通信操作数量．信用总数可以通过配置

文件进行配置，在系统实现中配置有缺省值．用户可

以根据互连网络的规模、系统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综

合考虑，对这两个值进行调整．

此外，随着运行环境的不断变化，通信端点对信

用的需求也在产生变化．高速互连网络不仅负责完

成ＩＯ数据的流动，更负责传输应用程序的通信数

据．当系统中数据通信量较大时，无疑会对ＩＯ数据

的传输产生影响，其中的显著特点是传输延迟的增

大．为了解决网络极度繁忙条件下的ＩＯ传输问题，

避免数据通信恶化现象的出现，ＦＳＥ实现了信用的

动态调整机制．具体方法为：评估通信端点的传输延

迟，如果延迟超过设定阈值，则认为网络传输繁忙，

将该端点信用降低；待延迟恢复后，再相应增加．过

程３对此进行了描述．

过程３．　流控信用调整过程．

统计报文传输延迟

ＩＦ（传输延迟超过预定阈值）ＴＨＥＮ｛

降低该端点信用值

｝ＦＩ

ＩＦ（传输延迟恢复正常）ＴＨＥＮ｛

恢复端点信用值到缺省值

｝ＦＩ

３．４．３　多维多线程处理

根据Ｌｉｂｇｌｅｘ特点，ＦＳＥ完成数据在计算结点

和ＩＯＮ之间的流动时，涉及 ＭＰ、ＲＤＭＡ、事件、数

据拷贝等多种不同的工作机制．整个处理过程需要

大量的计算处理能力．在现有的处理器设计、实现能

力条件下，单一的工作线程已经无法满足性能要求．

为了提高系统执行效率，ＦＳＥ设计实现了多维多线

程处理，针对每类操作，设计专用服务线程，同时根

据不同操作的特点，为每类操作选择不同的线程数

量．例如，数据拷贝线程负责将通过ＲＤＭＡ读操作

获取的数据提交给上层协议，这是一个对大块数据

进行内存复制的操作．当同时存在多个 ＲＤＭＡ读

操作时，单个线程无法充分发挥整个ＩＯＮ的最大访

存性能．构建多个数据拷贝线程以提高整体性能成

为必然选择．同时，由于计算结点和ＩＯＮ的数量比

例是犖∶１，在ＩＯＮ上必定存在同时为多个计算结

点提供服务的情况．通过设计实现多个 ＲＤＭＡ执

行线程，可充分利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多ＲＤＭＡ引擎

提供的数据传输能力．不同类型的线程数量均可通

过配置文件定义．

３．４．４　自适应端点管理

并行计算系统规模扩大后，结点故障将成为系

统常态．及时处理故障，是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保

障．ＦＳＥ采用自适应端点管理尽可能保证通信功能

的正常运行，其目标是通过ＦＳＥ模块的弹性端点管

理，提高 Ｈ２ＦＳ的容错能力，减少出现全系统不可访

问的可能性，从而增强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所谓自

适应端点管理，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１）端点自动恢复连接

在Ｈ２ＦＳ中，计算结点（客户端）如果出现故障，

所有该结点连接的ＩＯＮ将对此端点进行标记，不再

有数据传输操作．如果是ＩＯＮ出现故障，客户端将

该ＩＯＮ的端点进行标记，一旦ＩＯＮ恢复正常，则自

动恢复连接，无需手工干预．过程４描述了端点自动

管理的具体流程．

过程４．　端点自动管理．

ＩＦ（本结点是客户端结点）ＴＨＥＮ｛

　ＩＦ（ＩＯＮ结点数据传输不正常）ＴＨＥＮ｛

将该ＩＯＮ标记为不可用

　｝ＦＩ

　根据配置文件以及ＩＯＮ结点标记状态，找到不可用

ＩＯＮ结点

　ＦＯＲ（所有不可用ＩＯＮ结点）｛

　　重新建立连接

　　ＩＦ（连接成功）ＴＨＥＮ｛

　　　将该结点标记为可用

　　｝ＦＩ

　｝

｝ＦＩ

ＩＦ（本结点是ＩＯＮ结点）ＴＨＥＮ｛

　ＩＦ（客户端数据传输不正常）ＴＨＥＮ｛

将该客户端标记为不可用

　｝ＦＩ

　ＩＦ（收到客户端建立连接请求）ＴＨＥＮ｛

建立连接，并标记该客户端为可用

　｝ＦＩ

｝ＦＩ

（２）ＩＯ访问路径动态选择

ＩＯＮ结点出现故障时，客户端可以动态选择ＩＯ

路径．根据ＦＳＥ的设计，一个计算结点的ＩＯ路径

中，可以对应多个ＩＯＮ．当访问全局共享数据时，如

果一个ＩＯＮ出现故障，计算结点将其标记为不可

用，从配置表中重新选择一个可用ＩＯＮ，实现动态

选择，避免对故障ＩＯＮ的访问，增强系统弹性．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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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ＩＯＮ恢复正常后，重新将该路径添加到备选路径

中．具体过程参见过程５．

过程５．　ＩＯ路径动态选择．

ＩＦ（当前ＩＯＮ被标记为不可用）ＴＨＥＮ｛

根据配置文件定义，选择其它ＩＯＮ

｝ＦＩ

ＩＦ（所有配置文件定义的ＩＯＮ都被标记为不可用）

ＴＨＥＮ｛

　报错，文件系统不可用

｝ＦＩ

在数据通信过程中，当ＩＯＮ出现故障时，根据

不同的数据访问模式，对数据访问产生的影响也

不同：

（１）如果客户端需要访问的数据没有在ＩＯＮ本

地保存，基于冗余的ＩＯ访问路径，相关的读写操作

可以选择其他的可用ＩＯＮ继续执行；

（２）如果客户端需要访问的数据是在故障ＩＯＮ

的本地保存，则客户端的数据传输会报错，读写操作

返回错误码．

４　测试与评估

本节在实际系统上，对ＦＳＥ进行测试与评估，

主要测试ＦＳＥ的带宽、延迟、可扩展性等指标．测试

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分别是：（１）ＴＨ２小系统，（２）基

于ＦＴ１５００处理器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下面分别

给出在两个平台上的测试结果．在本文的测试中，测

试工具包括ｉｏｚｏｎｅ３．２０３，ＩＯＲ２．１，ｍｄｔｅｓｔ１．７．１，

上述测试工具均为标准开源测试工具，广泛应用于

文件系统测试．操作系统采用ＫｙｌｉｎＬｉｎｕｘ１４．

４１　测试平台１

测试平台１是一台ＴＨ２小系统．整个测试平

台共包括３２个ＩＯＮ，３８４个计算结点．计算结点配

置两个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处理器，主频２．６ＧＨｚ，６４ＧＢ

内存．每个ＩＯＮ配置两个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处理器，主

频２．６ＧＨｚ，６４ＧＢ内存，ＳＳＤ设备容量７００ＧＢ．全

局共享存储空间容量为１００ＴＢ．ＩＯＮ结点使用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和计算结点相连接．

在测试平台１上，主要的测试内容包括：（１）采

用ＦＳＥ和基于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ＴＣＰ协议的Ｈ
２ＦＳ测

试；（２）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统测试；（３）注册内存测试；

（４）多线程测试；（５）ＦＳＥ性能测试．其中，前两项

测试均包括点点带宽测试、延迟测试、单ｓｅｒｖｅｒ多

ｃｌｉｅｎｔ测试、可扩展性测试和元数据性能测试．点点

带宽测试主要测试通信模块对互连网络带宽的利用

能力，具体包括：（１）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点点带宽

测试；（２）在单个ＩＯＮ，单个ｃｌｉｅｎｔ条件下，不同测试

进程数对通信性能的影响；（３）在单个ＩＯＮ、单个

ｃｌｉｅｎｔ条件下，不同测试文件大小对带宽的影响．延

迟测试主要是点点通信条件下，单个读写操作所需

要的时间，反映了通信模块对互连网络延迟的利用

能力．可扩展性测试包括两个方面：（１）单个ＩＯＮ为

多个ｃｌｉｅｎｔ提供的最大服务能力；（２）多个ＩＯＮ为

多个ｃｌｉｅｎｔ提供的最大服务能力．通过这些不同的

测试内容，比较 Ｈ２ＦＳ采用ＦＳＥ和ＴＣＰ协议条件

下的性能和可扩展性，验证ＦＳＥ的性能优势．通过

比较采用ＦＳＥ的Ｈ２ＦＳ和Ｌｕｓｔｒｅ的测试结果，验证

Ｈ２ＦＳ相比于Ｌｕｓｔｒｅ在性能和可扩展性方面的优

势．测试（３）和（４）用于比较基于动态链表的注册内

存池技术和多维多线程处理技术对ＦＳＥ性能优化

的作用．通过比较采用注册内存池前后，传输不同大

小数据块所需要的时间，验证注册内存池是否可以

有效减少数据通信过程中的时间开销，提高系统性

能．通过比较多线程实现和单线程实现条件下的性

能结果，验证多线程实现对系统性能的优化效果．

最后一项测试，通过构建专用测试工具，单独测试

ＦＳＥ实现在点点通信时的性能表现，并和网络最大

带宽进行比较，验证ＦＳＥ实现可最大限度利用网络

带宽．在本节的测试结果对比图中，以Ｆ开头的图

例表示采用ＦＳＥ实现的测试结果，以Ｔ开头的图例

表示采用ＴＣＰ实现的测试结果．

４．１．１　基于ＦＳＥ和ＴＣＰ的 Ｈ
２ＦＳ测试对比

　　①点点带宽测试

点点带宽测试主要在一个ＩＯＮ和一个计算结

点之间进行．为了更清晰体现ＦＳＥ对 Ｈ２ＦＳ性能的

贡献，将基于ＩＯＮ的内存作为局部存储设备，构建

文件系统．测试工具使用ｉｏｚｏｎｅ．

图５分别给出了采用ＦＳＥ和 ＴＣＰ时，不同块

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其中，测试文件大小设定为

１ＧＢ，测试进程设定为１个．由图中可以看出，针对

ＦＳＥ测试，随着测试块大小的增加，写带宽性能逐步

增加．当块大小为６４ＫＢ时，带宽到达１．６Ｇｂｐｓ．此

后，随块大小的增加，写带宽性能稳定在１．６Ｇｂｐｓ．

和写带宽性能有所不同，读带宽相对稳定，所有测试

结果均稳定在１．４Ｇｂｐｓ左右．读带宽相对稳定，出现

此结果的原因在于，在缺省条件下，系统开启了预读

功能．预读操作有效改善了读操作的执行效果．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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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写操作，块大小增加后，每次通信操作可以有效利

用网络带宽，从而引发性能的逐步提升，一直到最大

可获得性能．基于上述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写操作与

重写操作，读操作与重读操作之间，具体测试结果差

别不大．对比ＴＣＰ测试，从图中可以看出，写和重写，

读和重读之间的性能差别不大．但写操作和读操作之

间的差别较大．随着块大小增加，写带宽逐步增加．

当块大小为１２８ＫＢ时，写带宽可以达到４００Ｍｂｐｓ．

读带宽并没有随着块大小的增加而增加，而是在一

定范围内动态变化．从变化趋势看，ＦＳＥ和ＴＣＰ两

者相同．在ＦＳＥ条件下的读写带宽都要比ＴＣＰ条

件下的读写带宽高．这也证明了ＦＳＥ在性能方面的

优势．

图５　测试平台１———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

图６　测试平台１———不同进程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

图６给出了采用ＦＳＥ和ＴＣＰ时，不同进程条

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其中ＩＯＮ和客户端数量均为

一个．在客户端进行测试过程中，设置多个测试进

程，进程数从１～２４变动，测试块大小设定为１ＭＢ，

测试文件大小为１ＧＢ．当采用ＦＳＥ时，对于写带宽，

当进程数由１上升到２时，性能值上升到２．２Ｇｂｐｓ，

同时在４、８、１６进程条件下保持稳定；当进程数上升

到２４时，性能值有所下降，为１．９Ｇｂｐｓ．对于读操

作，具有相类似的变化曲线，性能值由进程数为１时

的１．６Ｇｂｐｓ上升到进程数为２、４、８时的１．９Ｇｂｐｓ；

当进程数为１６和２４时，性能值下降为１．２Ｇｂｐｓ．当

进程数为２４时，所有内核都参与测试，此时ＦＳＥ的

处理过程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于读操作的影响更大，

其原因在于ＦＳＥ采用了ＲＤＭＡ读操作实现，当进

行读测试时，测试数据通过客户端的 ＲＤＭＡ操作

由ＩＯＮ流动到客户端．在点点测试条件下，客户端

的ＦＳＥ没有并发执行ＲＤＭＡ操作，影响了整个测

试的数据流动带宽．当采用ＴＣＰ时，两者变化趋势

相同，当进程数超过８个以后，写操作的测试结果仍

在提高，最高值在１．４Ｇｂｐｓ．

图７给出了采用ＦＳＥ和ＴＣＰ时，不同文件大小

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其中测试块大小设定为１２８ＫＢ，

测试进程数为１，测试文件大小由１２８ＫＢ到１ＧＢ．

当采用ＦＳＥ实现时，随着测试文件大小的变化，读、

写带宽具有相类似的变化曲线．当测试文件大小为

８ＭＢ以上时，读写带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值．这

说明，当文件大小超过８ＭＢ时，使用１２８ＫＢ的测试

块可以使得ＲＤＭＡ操作充分流动起来．采用 ＴＣＰ

实现和采用ＦＳＥ实现相比，两者具有明显的不同，

ＴＣＰ实现的读带宽要高于写带宽，而ＦＳＥ实现的

写带宽要高于读带宽．从测试结果的绝对数值看，

ＦＳＥ要明显高于ＴＣＰ．

图７　测试平台１———不同文件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

综合图５～图７共３个测试结果，采用ＦＳＥ实

现，在点点测试条件下，客户端的最大可用带宽可以

达到２．３Ｇｂｐｓ．

②延迟测试

延迟测试主要测试单个数据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测试工具使用ｉｏｚｏｎｅ，目标文件大小设定为１ＧＢ，图

８给出了采用ＦＳＥ和ＴＣＰ实现时，不同块大小条件

下的访问延迟对比．在图中，每个数据项表示读写一

个该块大小的数据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微秒（μｓ）．

块大小增加时，读写延迟也随之增加．对于ＦＳＥ实

现，从图中可以看出，１２８ＫＢ是延迟变化的一个转

折点．当块大小小于１２８ＫＢ时，延迟增加较慢．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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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超过１２８ＫＢ后，延迟增加迅速．原因在于，ＦＳＥ

将１２８ＫＢ作为一次数据传输的最大报文，当数据块

大小超过１２８ＫＢ后，数据传输由两次ＲＤＭＡ操作

完成，因而整个操作的延迟迅速增加．之所以ＦＳＥ

将块大小设定为１２８ＫＢ，其原因在于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的工作特点．根据参考文献［２］，在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点点测试的条件下，１２８ＫＢ是测试可以获得最大性

能的最小报文大小．因而，采用１２８ＫＢ可以更好地

利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性能特点．如果将块大小设

置成其他的大小，如６４ＫＢ，ＦＳＥ仍然可以正常工

作，具体的性能曲线会有所不同，可获得的最大带宽

也会有所区别．

图８　测试平台１———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的访问延迟对比

对于ＴＣＰ实现，随着读写块增加，延迟也在增

加．当块大小小于１２８ＫＢ时，延迟保持相对稳定，超

过１２８ＫＢ后，迅速增加．由于 ＴＣＰ的传输延迟比

较大，因而延迟的绝对时间值要高于ＦＳＥ实现．例

如，以２５６ＫＢ为例，ＦＳＥ读、写操作分别为２０１μｓ、

１４４μｓ，而ＴＣＰ条件下的读、写操作分别为３６６μｓ、

７３３μｓ．ＦＳＥ读写延迟分别为ＴＣＰ的５５％和２０％．

类似的，ＴＣＰ条件下的读延迟要小于写延迟，ＦＳＥ

条件下则相反．

③单ＩＯＮ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

在点点测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单个ＩＯＮ多个客

户端带宽测试．测试使用一个ＩＯＮ作为ｓｅｒｖｅｒ，同

时在多个计算结点加载 Ｈ２ＦＳ客户端．测试程序使

用ＩＯＲ，测试文件大小为１ＧＢ，测试块大小为１ＭＢ．

此项测试体现了单个ＩＯＮ同时为多个客户端提供

服务时所能得到的最大带宽．测试结果对比如图９

所示．当采用ＦＳＥ实现时，以写性能为例，当客户端

数由１个增加到８个时，性能值由１Ｇｂｐｓ攀升到

７．５Ｇｂｐｓ．客户端数由１６增加到９６个后，整个写性

能曲线平缓下降，但都稳定在６Ｇｂｐｓ以上．类似的，

读性能也在８个客户端时达到最高值７Ｇｂｐｓ．当客户

端数量为９６时，其性能值为５Ｇｂｐｓ．综合考虑整个曲

线，单个ＩＯＮ的最大服务能力可以达到７．５Ｇｂｐｓ．

图９　测试平台１———单ＩＯＮ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结果对比

当采用ＴＣＰ实现时，两者的相同点在于随着测

试客户端数量的增加，读写带宽也在缓慢增加．区别

在于采用ＴＣＰ实现，读带宽要高于写带宽，而采用

ＦＳＥ实现则相反．这和两者的实现特点相关．在ＴＣＰ

实现中，数据传输使用的是ＴＣＰ报文传输，而ＦＳＥ

用的是ＲＤＭＡ读操作．另外一个区别在于，ＦＳＥ的

带宽绝对值要高于 ＴＣＰ实现．以写操作为例，当测

试客户端数量为９６时，ＦＳＥ的写带宽为６４２５Ｍｂｐｓ，

ＴＣＰ条件下的写带宽为１９１０Ｍｂｐｓ，ＦＳＥ带宽是ＴＣＰ

的３．３倍．

④可扩展性测试

可扩展性测试在３２个ＩＯＮ 构建的平台上展

开，使用ＩＯＲ并行测试工具，测试 Ｈ２ＦＳ在ＦＳＥ实

现和ＴＣＰ实现条件下的可扩展性，测试文件大小为

１ＧＢ，测试块大小１ＭＢ．测试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测试平台１———可扩展性测试结果对比

当采用ＦＳＥ实现时，写性能在进程数为６４时

到达最大值４５Ｇｂｐｓ，并且随着进程数扩大到１０２４

后保持稳定．与此相反，随着进程数的增加，读操作

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并且在进程数达到５１２时，读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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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能值达到最大８５Ｇｂｐｓ．当进程数超过６４后，读

操作性能显著超过写操作性能．这和单ＩＯＮ时的测

试结果有明显不同：在单ＩＯＮ条件下，写操作性能

要高于读操作性，而在多ＩＯＮ、多客户端条件下，读

操作性能高于写操作．其原因在于：（１）多个ＩＯＮ同

时提供服务，有效增加了服务端的整体带宽；（２）客

户端数量的增加，有效避免了因ＲＡＭＡ读操作所

带来的开销，充分利用ＩＯＮ端的输出带宽．

当采用ＴＣＰ实现时，当进程数位１０２４时，读带

宽略有下降，由８０Ｇｂｐｓ变为６４Ｇｂｐｓ，写带宽保持

相对稳定．

⑤元数据性能测试

图１１给出了元数据性能测试的结果对比．元数

据性能测试使用标准测试工具ｍｄｔｅｓｔ，测试包括目

录创建在内的６项元数据访问性能．因为数值差异

较大，为了在图中展现方便，我们将所有测试值取了

以２为底的对数，例如当进程数是１时，目录查询的

测试结果为２３８０，则在图中显示值为ｌｏｇ２２３８０＝

１１．２．

图１１　测试平台１———元数据测试结果对比

为了便于显示，测试进程数设定为１２８～１０２４．

当采用ＦＳＥ实现时，除了文件查询操作以外，其余

５项测试的值在１２８进程以上保持相对稳定．对于

文件查询测试，当进程数为１２８时，获得最大性能值

１２０７２３８．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采用ＦＳＥ实现的

Ｈ２ＦＳ具有良好的元数据性能，且具有较好的可扩

展性．

当采用ＴＣＰ实现时，测试结果要小．例如，当进

程数为１０２４时，ＴＣＰ条件下的文件创建和目录创

建结果要比ＦＳＥ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分别低２３．９％

和７０．６％．这也证明了ＦＳＥ实现相比于ＴＣＰ实现

的优势．

４．１．２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

在上述两项测试的基础上，在相同的系统上构

建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统，并执行前述５项测试．其中，计

算节点配置和前述测试相同，且采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互连．Ｌｕｓｔｒｅ共包括２台元数据服务器，６台对象存

储服务器．２台元数据存储服务器共享１套光纤盘

阵，６台对象存储服务器使用高速 ＲＡＩＤ 卡连接

ＳＡＴＡ磁盘作为数据存储设备，存储空间为１００ＴＢ．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Ｌｕｓｔｒｅ测试过程中配置的不

同，此测试结果在性能上的绝对值并不能和 Ｈ２ＦＳ

相比较．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考察读写延迟以及可扩

展性等指标．

①点点带宽测试

点点带宽测试的结果见图１２～图１４，分别为不

同块大小、不同进程数以及不同测试文件大小条件

下的测试结果．测试中使用的参数和４．１．１节、

４．１．２节相同．和前两节的测试结果相比，Ｌｕｓｔｒｅ的

测试结果有所不同．当块大小不同时，Ｈ２ＦＳ的读性

能保持稳定，写性能逐步增加；Ｌｕｓｔｒｅ的读性能逐

步增加，写性能增加不多．当进程数增加时，Ｌｕｓｔｒｅ

性能值会有所增加．在不同文件大小条件下，Ｌｕｓｔｒｅ

的性能变化要小于 Ｈ２ＦＳ，且读性能要好于写性能．

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端存储介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计算节点和存储服务器之间的通信采用了

图１２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图１３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不同进程数条件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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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不同文件大小的测试结果

ＴＨＥｘｐｒｅｅｓ２的 ＴＣＰ协议．因而在读写特点上，

Ｌｕｓｔｒｅ和采用了ＴＣＰ的Ｈ２ＦＳ相同．

②延迟测试

图１５给出了Ｌｕｓｔｒｅ的延迟测试结果．从图１５

中可以看出，Ｌｕｓｔｒｅ的延迟变化曲线和前面两节的

测试结果相同，且写延迟高于读延迟，这也和带宽测

试结果相吻合．以块大小１０２４ＫＢ为例，Ｌｕｓｔｒｅ写延

迟为１６６３μｓ，采用ＦＳＥ的Ｈ
２ＦＳ的写延迟为６５１μｓ，

采用ＴＣＰ的 Ｈ２ＦＳ的写延迟为１４６２μｓ，采用ＦＳＥ

的延迟最低．当块大小为２５６ＫＢ时，ＦＳＥ写延迟是

Ｌｕｓｔｒｅ写延迟的２８．６％．

图１５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读写延迟测试

③单ｓｅｒｖｅｒ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

此测试主要针对一个存储卷展开，相关测试参

数和４．１．１节、４．１．２节相同．图１６给出了测试结

果．由于测试针对一个存储卷，写带宽测试结果是一

个存储卷的最大数据访问能力．随着客户端数量的

增加，带宽值没有明显变化．当客户端数为１时，由

于ｃａｃｈｅ影响，读带宽数值较高．客户端数量增加到２

后，测试进程读取其他进程写入的文件，因而读带宽

会有一个快速的下降过程．

图１６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单ｓｅｒｖｅｒ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

④可扩展性测试

可扩展性测试针对６个存储服务器，测试１６～

１０２４个进程的读写性能．测试结果如图１７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写带宽稳定在１Ｇｂｐｓ左右，最大读

带宽接近６Ｇｂｐｓ．当进程数逐步增大时，读带宽有

所下降．

图１７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可扩展性测试

⑤元数据测试

图１８给出了Ｌｕｓｔｒｅ环境中，元数据测试的结

果．从实际结果看，由于Ｌｕｓｔｒｅ采用了专用元数据

服务器，在现有的测试条件下，元数据测试中的文件

以及目录的创建、删除性能要普遍比 Ｈ２ＦＳ好．文件

图１８　Ｌｕｓｔｒｅ测试———元数据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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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目录的查询性能方面，Ｈ２ＦＳ要比Ｌｕｓｔｒｅ好．这

是由于 Ｈ２ＦＳ采用的完全分布的文件管理模式，增

加了创建、删除类操作的时间成本．

４．１．３　注册内存测试

本节测试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注册不同内存区

大小所需的时间开销，进而综合考虑此开销对通信

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图１９给出了采用内存预注册和

不采用内存预注册时，完成传输不同大小内存区所

需要的时间．以１２８ＫＢ为例，传输１２８ＫＢ数据的延

迟为１０１μｓ．如果不采用注册内存池，而是每次通信

操作前执行内存注册操作，则综合考虑数据发送和

接收方时间开销，完成一次传输１２８ＫＢ数据操作所

需要的时间为１９３μｓ，整个读延迟增加约９０％以上．

综合上图，在不同的块大小时，采用注册内存池可以

有效降低通信延迟，提高通信效率．

图１９　采用内存预注册和不采用内存预注册通信时间对比

４．１．４　多线程测试

图２０　单／多线程实现比较测试

本节测试主要为了比较ＦＳＥ多线程实现和非

多线程实现之间的性能区别．具体测试过程如下：修

改ＦＳＥ实现代码，将原有的多线程实现变为单线程

实现，并重复４．１．１节的③中单ＩＯＮ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

将测试结果与４．１．１节的③中的测试结果相比较，

从而验证多线程实现的优势．图２０给出了两次测试

的对比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客户端为１个时，单

线程和多线程测试结果没有太大区别；当客户端数超

过２个后，多线程实现的优势明显，其性能远超过单

线程实现．例如，在８个客户端条件下，单线程实现

的读写性能分别为２３２０Ｍｂｐｓ和２１１９Ｍｂｐｓ，而多线

程实现的读写性能分别为７０５７Ｍｂｐｓ和７４３５Ｍｂｐｓ，

后者分别是前者的３倍和３．５倍．显然，相比于单线

程实现，多线程实现具有巨大的性能优势．

４．１．５　ＦＳＥ性能测试

在本节中，我们构建了专用测试工具，测试通信

模块ＦＳＥ的通信性能．该工具直接调用ＦＳＥ通信

接口，减少了文件系统的上层逻辑过程，更能反映

ＦＳＥ实现的最大可得带宽．

测试在一个ＩＯＮ和一个ｃｌｉｅｎｔ上展开，测试工

具在两个节点上运行，通过发送不同大小的数据块，

统计获得带宽数值．图２１给出了测试的结果．在该

图中，横坐标是测试数据块大小，从１ＫＢ～１２８ＫＢ，

纵坐标是带宽性能值．当数据块大小增加时，带宽值

也随之增加．当块大小为１２８ＫＢ时，可获得通信带

宽为８．６Ｇｂｐｓ．结合参考文献［２］，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在

１２８ＫＢ块大小条件下，点点通信带宽为１２Ｇｂｐｓ，有

效带宽利用率为７２％．之所以两者之间有区别，其

原因在于在ＦＳＥ实现中，为了构建数据通信语义，

每次通信操作均以 ＭＰ＋ＲＤＭＡ方式实现．这和参

考文献［２］中的带宽测试时所采用的大数据块流水

方式不同，因而最终性能也不同．从此结果可以看

出，ＦＳＥ可以有效利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可用带宽，为

高性能数据访问奠定了基础．

图２１　ＦＳＥ性能测试

４２　测试平台２

测试平台２配置采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自研飞

腾ＦＴ１５００处理器的计算结点以及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

互连网络．共配置计算结点１２８个，ＩＯＮ结点８个．

计算结点、ＩＯＮ配置６４ＧＢ内存．ＩＯＮ部署ＳＳＤ设

备，容量为７００ＧＢ．全系统共享存储容量２００ＴＢ．

和测试平台１相同，共包括５类测试，下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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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测试结果．测试工具、测试参数均和测试平台１

相同，且测试结果均包括采用ＦＳＥ实现和采用ＴＣＰ

实现的结果对比，此处不再重复．

４．２．１　点点带宽测试

图２２～图２４给出了测试平台２中，采用ＦＳＥ

实现和采用 ＴＣＰ实现时，点点带宽测试的结果对

比．从图中可以看出，和测试平台１相比，测试平台２

在点点带宽测试方面具有相类似的性能变化曲

线．在图２２中，当块大小不同时，随着读写块大小的

增加，读带宽保持相对稳定，写带宽逐步增加到最大

值，并在块大小超过１ＭＢ后，稍有下降．在大部分

情况下，采用ＦＳＥ实现的测试结果，均高于采用

ＴＣＰ实现的测试结果．

图２２　测试平台２———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

图２３　测试平台２———不同进程数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对比

图２４　测试平台２———不同文件大小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在图２３中，采用ＦＳＥ实现，随着测试进程数的

增加，读写带宽略有下降，但趋势平稳．采用ＴＣＰ实

现，测试结果略有上升．

图２４给出的是不同测试文件大小条件下的测

试结果对比．采用ＦＳＥ实现时，读带宽保持了相对

稳定，写带宽随着文件增大而增大．从３个测试结果

可知，读带宽的最大值为８００Ｍｂｐｓ，写带宽的最大

值为１２００Ｍｂｐｓ，这和测试平台１相比，性能值有所

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ＦＴ１５００的工作主频要比

Ｘｅｏｎ低，对系统的吞吐能力产生了影响．采用ＴＣＰ

实现后，不同文件大小条件下，测试结果略有波动．

４．２．２　延迟测试

图２５给出了点点延迟测试的结果对比．从图中

可以看出，读写延迟在块大小大于１２８ＫＢ时有显著

增加，这和图８所示的结果具有相同的变化．区别在

于，测试结果绝对值有所增加．

图２５　测试平台２———不同块大小条件下的延迟对比

４．２．３　单ＩＯＮ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

和图９相同，测试平台２上也进行了单个ＩＯＮ

多ｃｌｉｅｎｔ条件下的测试，其结果如图２６所示．在采

用ＦＳＥ实现时，单个ＩＯＮ条件下，当客户端数为８

时，读带宽到达最大值２．４Ｇｂｐｓ．当客户端数为１６

时，写带宽到达最大值３．７Ｇｂｐｓ．采用ＴＣＰ实现，性

能要明显比ＦＳＥ实现低．

图２６　测试平台２———单ＩＯＮ多ｃｌｉｅｎｔ测试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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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可扩展性测试

图２７给出了可扩展性测试结果．测试块大小

１ＭＢ，测试进程数由１６～１０２４．当采用ＦＳＥ实现

时，进程数增加到１２８个前，读写带宽均随着进程数

的增加而增加．进程数在２５６～１０２４时，读写性能均

有所下降，其原因在于，本测试平台部署了８台

ＩＯＮ，当测试进程超过２５６后，已经达到ＩＯＮ的最

大服务能力．采用ＴＣＰ实现，随着进程数增加，整体

性能变化一直趋于增加．

图２７　测试平台２———可扩展性测试对比

４．２．５　元数据测试

图２８是测试平台２的元数据测试结果对比．为

了便于对结果进行显示，和图１３一样，该图中对测

试结果的最终数据取了以２为底的对数，并作为纵

坐标的值．采用ＦＳＥ实现，目录操作测试最大目录

查询测试结果为１２９５４，文件操作测试最大文件查

询测试结果为６８７２５２．采用ＴＣＰ实现，整体测试结

果变化不大．

图２８　测试平台２———元数据测试

４３　小　结

４．１节和４．２节分别给出了两个不同测试平台

下，针对 Ｈ２ＦＳ的测试结果．测试主要针对ＦＳＥ的

性能、可扩展性展开．４．１节比较了在测试平台１

中，采用ＦＳＥ和ＴＣＰ的Ｈ２ＦＳ，以及Ｌｕｓｔｒｅ文件系

统的测试结果．结果表明：在 Ｈ２ＦＳ的性能方面，

ＦＳＥ实现要优于ＴＣＰ实现；同时，基于ＦＳＥ的 Ｈ２ＦＳ

在带宽、延迟、可扩展性方面优于 Ｌｕｓｔｒｅ，在元数

据方面，创建和删除性能略逊于Ｌｕｓｔｒｅ．４．２节给出

了在平台２中，采用ＦＳＥ实现和采用 ＴＣＰ实现的

Ｈ２ＦＳ的点点带宽测试、延迟测试、可扩展性测试和

元数据测试结果对比．

从测试结果看，ＦＳＥ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可以

在不同的平台中稳定运行．此外，ＦＳＥ可以充分利

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特性，为 Ｈ２ＦＳ提供较高的通

信带宽．同时，ＦＳＥ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在可扩展

性测试、元数据测试方面，在两个平台上均具有良好

的表现．

５　相关工作

在高性能计算系统中，提供高效、稳定的数据

访问服务是并行文件系统的设计目标，也是整个

系统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

如Ｌｕｓｔｒｅ①，Ｐａｎａｓａｓ等已经被大规模应用
［３］．在

ＴＯＰ５００② 系统中，Ｌｕｓｔｒｅ被应用于大部分的系统，

ＢＧＬ／Ｐ／Ｑ
［４］、Ｔｉｔａｎ

［５６］、Ｊａｇｕａｒ
［７］、Ｋ

［８］等系统均采

用了Ｌｕｓｔｒｅ．作为主流的并行文件系统，Ｌｕｓｔｒｅ支

持多种不同类型的互连网络，包括以太网，Ｉｎｆｉｎｉ

Ｂａｎｄ，Ｍｙｒｉｎｅｔ等．Ｌｕｓｔｒｅ对互连网络的支持采用模

块方式实现，根据系统配置，选择所要使用的互连网

络．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计算结点数量迅速增加，

原有的集中式元数据管理成为影响系统使用效果的

重要瓶颈［９］．与此同时，规模的增加也引发了分布式

文件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问题．ＢｌｕｅＧｅｎｅ／Ｐ系

统［１０］采用了Ｉ／Ｏ转发方式来优化系统的使用．该方

法在ＩＯＮ结点中使用缓冲区缓存计算结点数据，并

将缓存数据刷新到共享存储空间，以此增加系统的

吞吐率，改善系统性能．

参考文献［１１］针对并行文件系统的异步数据传

输，采用延迟确认协议（ＤｅｌａｙｅｄＣｏｍｍｉ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来降低并行文件系统延迟．该方法优化了更新操作

关键路径上的同步写过程，将其放到后台执行，可以

有效改善单层存储架构的性能．周恩强等人
［１２］提出

使用计算结点局部存储构建协作式非易失缓存，以

分布式存储架构加速集中式存储架构的方法．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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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于应用层协同使用分布化的本地资源，使用非

易失存储介质构成大缓存空间，存放大规模数据分

析中间结果，提高缓存命中率，避免ＩＯ竞争，有效

提高大规模数据处理过程的ＩＯ效率．

为了优化文件系统网络传输性能，ＮＦＳＶ４
［１３］

将同一操作的多个ＲＰＣ请求集成到一个ＲＰＣ中，

有效减少网络请求数量．Ｃａｒｎｓ等人
［１４］在文件服务

器之间使用全局通信来避免客户端之间的一致性检

查．进而，文献［１５］提出了在并行文件系统中通过延

迟元数据同步来优化小文件访问性能．

在并行文件系统体系结构方面，Ｋ系统
［１６］也采

用了混合结构．在该系统中，存储空间被划分为本地

文件系统和全局文件系统．其中，本地文件系统存放

等待或者正在被执行的数据，全局文件系统存放应

用的输入或者输出数据．本地文件系统和全局文件

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通过用户作业脚本中指定的函

数完成，从而降低全局文件系统的负载．

ＲＤＭＡ是现代互连网络采用的重要技术，为网

络通信提供低延迟、高带宽以及低ＣＰＵ开销的数

据通信方式．通过ＲＤＭＡ技术，网络通信减少了内

存拷贝的次数，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然而，要完成

ＲＤＭＡ操作，必须对相应缓冲区进行内存注册操

作，将相关的缓冲区在内存中锁定，并且保证不能被

交换．当通信操作完成后，用于ＲＤＭＡ操作的缓冲

区才能取消注册．Ｆｒｅｙ等人
［１７］分析了ＲＤＭＡ使用

中存在的隐性开销，包括内存注册开销、内存拷贝开

销等．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些开销，ＲＤＭＡ的优势

就会丧失．论文比较了不同缓冲区大小条件下的内

存注册开销、内存拷贝开销，提出了针对ＲＤＭＡ的

优化策略，包括内存注册与通信操作相重叠，在注册

内存前先执行访问操作，以及并行注册等．通过分析

不同应用特点，确定ＲＤＭＡ是否适合此类应用．实

验证明［１８２０］，缓冲区的注册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

会引发额外的时间开销，增加通信操作成本．针对

如何降低内存注册的开销，研究者们展开了很多研

究．对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内存区域进行提前注册，

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方法［１８，２１］，因而在数据传输

时，不再需要临时进行注册．Ｔｅｚｕｋａ等人
［２０］提出将

注册信息放入ｐｉｎｄｏｗｎｃａｃｈｅ，以推迟缓冲区的解

除注册，便于后续使用．在此基础上，Ｒａｎｇａｒａｊａｎ和

Ｉｆｔｏｄｅ
［１９］与 Ｗｕ等人

［２２２４］利用ＲＤＭＡ访存操作的

局部性，优化内存注册操作．Ｏｕ等人
［２５］提出使用内

存注册区缓冲方法，减少关键数据路径上的内存注

册．每个内存注册区包括多个页面，并且使用流水线

方式执行ＲＤＭＡ操作和内存的注册，通过ＬＲＵ方

法来替换缓冲区．同时，利用ｃｌｉｅｎｔ和ｓｅｒｖｅｒ之间的

内存注册操作重叠，来减少内存注册操作对通信产

生的影响．在本文中，在执行内存注册时，ＦＳＥ会预

先注册多个大块内存区域，并将每个内存区域根据

不同的大小划分成多个不同的内存段，并将这些内

存段用双向链表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每次通信操

作时，不再需要进行内存注册操作，只需根据所需通

信操作缓冲区的大小，从相应的双向链表中选择一

个内存段即可，从而有效减少因内存注册所引发的

额外开销．随着大数据应用的兴起，各类大数据系统

纷纷采用 ＲＤＭＡ来提高计算效率．其中，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等人［２６］和 Ｋａｌｉａ等人
［２７］使用 ＲＤＭＡ 来构建 Ｋｅｙ

Ｖａｌｕｅ存储，Ｗａｎｇ等人
［２８］则为内存集群计算设计了

ＲＤＭＡ驱动的ＫｅｙＶａｌｕｅ中间件．Ｂａｒｔｈｅｌｓ等人
［２９］

使用ＲＤＭＡ来加速数据库系统中的并行内存联合

操作．Ｗａｓｉｕｒｒａｈｍａｎ等人
［３０３１］实现了基于 ＲＤＭＡ

的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操作．

流量控制［３２］是现代互连网络中的重要研究内

容．流量控制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控制在指定时

间内，被发送到网络中的数据量或数据量的分配，保

障网络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并最大化地利

用网络带宽．通过流量控制，可以保证整个网络通信

的有效性和性能．流量控制贯穿了网络通信栈的各

个层面，包括链路层、应用层等．根据不同的流量控

制目标，出现了不同的流量控制策略，包括令牌桶、

随机公平队列、入口流量策略等．现有的很多拥塞控

制算法针对ＴＣＰ协议展开，利用发送数据包的确认

包来估计超时时间，发现网络拥塞，并减小发送的数

据流量［３３３５］．在ＴＣＰ网络中，随着拥塞的增加，链路

层的算法会丢失或者标记报文，而传输层算法是根

据这些丢失或者标记的报文，调整资源传输速率．基

于信用的流量控制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流量控制技

术，数据发送端依据信用值的大小来决定发送数据

的数量．Ｍｌｉｋｉ等人
［３６］针对当前现有的面向ＴＣＰ的

流量拥塞控制算法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与分析，研究

了拥塞控制算法的不同属性，并且分析了不同算法

的优势和劣势．基于控制级别、控制策略、反馈策略

以及拥塞检测等不同的方面，论文对拥塞控制算法

进行了分类．同时，论文研究不同的拥塞控制算法

在不同的场景下的适用性．ＩｎｆｉｎｉＢａｎｄ是当前被广

泛使用的面向高性能计算的互连网络．Ｔｕｒｎｅｒ与

Ｓａｎｔｏｓ
［３７］分析了ＩｎｆｉｎｉＢａｎｄ网络的特点，包括不能

丢弃报文、交换机的缓冲区较小、延迟很小且需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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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ＩＢ子网比较小等，提出使用集中式方法管

理网络中的拥塞．他们描述拥塞控制的关键因素，包

括由底层机制来快速响应流量的短期变化，由中心

机制处理流量的长期变化．使用基于交换的机制可

以检测导致拥塞或者传播拥塞的数据流，从而源设

备可以基于综合速率和窗口控制优势的混合机制来

调整报文注入速率．Ｙａｎ等人
［３８］通过设计一个源响

应函数，在窗口限制条件下调整速率，来降低ＩＢ网

络中的拥塞．Ｇｕａｙ等人
［３９］等针对ＩＢ通信中的热点

导致的拥塞问题，设计了虚拟通道的动态分配与优

化方法，从而在避免拥塞的条件下，提高网络吞吐能

力．对于高性能计算网络，Ｊｉａｎｇ等人
［４０］针对网络中

的小报文，提出两种流量控制协议，使用预留策略，

防止网络出现拥塞．Ｇｒａｎ等人
［４１］探索了在不同的

流量条件下，不同拥塞控制参数对拥塞控制能力的

影响．Ｅｓｃｕｄｅｒｏｓａｈｕｑｕｉｌｌｏ等人
［４２４３］综合考虑流量

注入限制和拥塞孤立方法，用于减轻 ＨＰＣ互连网

络的拥塞问题．在本文中，对于某个具体的通信端

点，为每个点点通信对设定信用值，并设定全局信用

值．每次通信操作前都消耗一个信用值，并在该操作

完成后将信用值重新加１．和前述的流量控制策略

相比，本文的方法主要是控制在网络中正在执行的

通信操作总量，避免出现拥塞，并且针对计算和数据

访问使用同一套网络的情况，设计了信用值动态调

整技术，增强信用值调控的弹性．

多线程是伴随处理器计算能力提高出现的操作

系统技术．通过多线程，可以有效利用处理器的计算

能力，尤其在当前多核、众核处理器快速发展的情况

下．ＦＳＥ使用多线程来完成数据传输、数据复制以

及缓冲区管理等任务，有效提高了整个模块的处理

能力．

容错能力是任何一个分布式或者并行系统必须

考虑的问题．对于高性能计算的计算系统而言，检查

点［４４］是目前最经常使用的技术，保存应用程序执行

现场，一旦计算节点出现故障，应用程序可以从最近

一次的现场中恢复执行，从而保证整个程序运行的

有效性．对于应用于高性能计算的并行存储系统，因

为数据在存储服务器中是分布的，所以一旦出现存

储服务器故障，相关文件的访问会受到影响．对于

Ｈ２ＦＳ而言，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的不同，对故障端点

的管理也有所不同．基于ＩＯＮ访问冗余路径设计，

一旦个别ＩＯＮ出现故障，应用程序仍然可以继续运

行，并且当ＩＯＮ恢复正常后，客户端可以自动恢复

连接．

６　总　结

本文依托 ＴＨ２系统的高性能互连网络 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设计并实现了混合并行文件系统 Ｈ
２ＦＳ

中的高速通信模块ＦＳＥ，完成计算结点（文件系统

客户端）和文件系统ＩＯＮ之间的高速通信．ＦＳＥ采

用了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短报文通信 ＭＰ和 ＲＤＭＡ

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低延迟、高

带宽工作特点，通过基于动态链表的内存注册池、基

于可变信用的流量控制、多维多线程服务以及自适

应端点管理等技术，实现高可扩展性数据访问．在两

个实际系统上的测试结果表明，ＦＳＥ可以充分发掘

Ｔ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２的带宽优势，增强应用程序的数据访

问能力，为系统的高效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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