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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及装置，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所述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包括：接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用于标识数据 ，标记为写标
记、删除标记或修改标记 （201 )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空间，数据记录包括写数据
指令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202 ) ；将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的空间中 （203 ) ；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
使用 的 chunk 中的地址 （204 ) 。上述方法及装置通过将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 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解决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储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的问题；达到了提高在 SMR 硬盘写
入数据的灵活性的效果。



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及装置

本申请要求于 2014 年 12 月5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201410736477.6 、

发明名称为 "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及装置" 的中国专利申
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SMR ( Shingled Magnetic Record, 叠瓦状磁记录 ) 技术可以通过对现有硬盘

磁道进行部分重叠覆盖来减小磁道宽度，从而提高记录密度。
分布式 Key-Value 存储系统具有查询速度快、存放数据量大、支持高并发等

优点，非常适合通过主键进行查询。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由于 SMR

硬盘的磁道很窄，在将数据写入某一个磁道中时将会对其相邻一定数量的磁道
中的数据产生写覆盖，从而导致相邻磁道中的数据失效。因此，不能直接将
Key- Value 存储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导致 SMR 硬盘的写入性能较
低。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不能直接将 Key- Value 存储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的问

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SMR 硬盘的方法及装置。
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所述
SMR 硬盘包括多个根据磁轨带 band 虚拟化后得到的 chunk, 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写数据指令，所述写数据指令包括键、数据和标记，所述键用于标识
所述数据，所述标记为写标记、删除标记或修改标记，所述写标记用于表示将
所述数据写入所述 SMR 硬盘中，所述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所述 SMR 硬盘中



具有所述键 的数据 ，所述修 改标记用于表示利用所述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

被写入所述 SMR 硬盘的数据 ；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所述数据记录包括所

述写数据指令 中的所述键 、所述数据和所述标记 ；

将所述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所述空间中；

保存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

于存储数据记录的数据 区，所述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包括：

根据所述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数据 区申请 空

间。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于存储 索引记录的索引区，所述保

存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包括 ：

将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

成索引记录；

将所述索引记录保存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或者 ，在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空间不足 以分配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

入 的数据 时，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录存储至所述

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第一

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录存储至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之后 ，

还 包括：

将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改为 已使用 ,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将 所述 第一存 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 引记 录存 储 至 所述 内存 中与 已使 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清除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录。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施方
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在重启所述硬盘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将所述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索引记录，写入所述内存中与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第二存储区域；

根据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数据记录，重建与所述数据记录对应
的索引记录，并将重建得到的所述索引记录写入所述内存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第一存储区域。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至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一种实施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重建得
到的所述索引记录包括：所述数据记录中数据的键、与所述数据对应的标记以
及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装置，所述
SMR 硬盘包括多个根据磁轨带 band 虚拟化后得到的 chunk, 所述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写数据指令，所述写数据指令包括键、数据和标记，
所述键用于标识所述数据，所述标记为写标记、删除标记或修改标记，所述写
标记用于表示将所述数据写入所述 SMR 硬盘中，所述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所
述 SMR 硬盘中具有所述键的数据，所述修改标记用于表示利用所述数据修改具
有相同键且已被写入所述 SMR 硬盘的数据；

申请模块，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空间，所述
数据记录包括所述写数据指令中的所述键、所述数据和所述标记；

第一写入模块，用于将所述数据记录写入申请的所述空间中；

保存模块，用于保存所述键、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

于存储数据记录的数据区，所述申请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所述
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数据区申请空间。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于存储索引记录的索引区，所述保



存模块 ，包括 ：

组 成单元 ，用 于将 所述键 、所述标记 与所述数据被 写入 所述正在使 用 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成索引记录；

保存单元 ，用于将所述索引记 录保存 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

第一存储 区域 ；或者 ，在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 以分配写数

据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引

记录存储 至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

结合 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施方式 ，在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

修 改模块 ，用于将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 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

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存储模 块 ，用于将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 录存储 至所述 内存 中

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清除模块 ，用于清除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引记 录。

结合 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在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 方

式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

确定模块 ，用于在重启所述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第二写入模块 ，用于将所述 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 ，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重建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数据记录 ，重建与所

述数据记 录对应 的索引记 录 ，并将重建得到 的所述索引记 录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

正在使用的 chun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结合 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至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 中的任一种 实施 方式，在 第五种可能的实施 方式 中，所述重建得

到的所述 索引记 录 包括 ：所述数据记 录 中数据 的键 、与所述数据对应 的标记 以

及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第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应用于

包含有所述 SMR 硬盘 的设备 中，所述 SMR 硬盘 包括多个根据磁轨 带 band 虚 拟



化后得到的 chunk, 所述装置 包括：接收机和处理器，其 中处理器与接收机稱合 ；

所述接收机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所述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

所述键用于标识所述数据 ，所述标记为写标记 、删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所述写

标记用于表示将所述数据写入所述 SMR 硬盘 中，所述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所

述 SMR 硬盘 中具有所述键 的数据 ，所述修改标记用于表示利用所述数据修改具

有相 同键且 已被写入所述 SMR 硬盘 的数据 ；

所述处理器，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所

述数据记录包括所述写数据指令 中的所述键 、所述数据和所述标记；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所述空间中；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保存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

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

于存储数据记录的数据 区，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所述

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数据 区申请 空间。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施方式中，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含用于存储 索引记录的索引区，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将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

的地址组成索引记录；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索引记录保存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

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或者 ，在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空间不足 以分配

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引记录存储至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

结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施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正

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 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

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录存储至所述 内

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清除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录。

结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在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 方

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在重启所述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

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 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 ，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存储 的数据记录 ，重建

与所述数据记 录对应 的索引记 录 ，并将 重建得到的所述 索引记 录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结合 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至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 中的任一种 实施 方式，在 第五种可能的实施 方式 中，所述重建得

到的所述 索引记 录 包括 ：所述数据记 录 中数据 的键 、与所述数据对应 的标记 以

及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 术方案 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

通过将 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 的数据记 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由于

根据 写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

布式存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

问题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以随机写入数据 ，

因此达到 了可以提 高在 SMR 硬盘 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的效果。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 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所

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

的一些 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来讲 ，在 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是本发 明一实施例 中提供 的 SMR 硬盘 的空间布局 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

流程 图；

图 3A 是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

方法流程 图；

图 3B 是本发 明一实施例 中提供 的 chunk 的切换过程 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垃圾清理过程的示意图；

图 5是本发明再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

法流程图；

图 6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装置

的结构方框图；

图7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装

置的结构方框图；

图 8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包含有 SMR 硬盘的设备的结构方框图；

图 9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包含有 SMR 硬盘的设备的结构方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请参考图 1，其示出了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提供的 SMR 硬盘的空间布局示意

图，该 SMR 硬盘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系统元数据区 110 和记录区 120。

系统元数据区 110 包括至少一个超级记录块 130，超级记录块 130 包括至少

一个超级块 140，超级块 140 用于记录记录区 120 中各个 chunkl50 的属性和使

用信息。

由于超级块 140 需要频繁地更新记录区 120 中各个 chunkl50 的属性和使用

信息，如果固定使用一个超级块 140 进行记录，可能导致超级块 140 所在磁盘

空间故障。因此，需要多个超级块 140 来记录记录区 120 中各个 chunkl50 的属

性和使用信息。超级块 140 的大小可以根据记录区 120 中信息的大小来确定，

超级块 140 的个数可以根据超级块 140 能被重复写入的次数来确定，且超级块

140 能被重复写入的次数越多，超级块 140 的个数可以设置得越少。而超级记录

块 130 的个数则可以根据超级块 140 的个数以及大小来确定。在实际应用场景

中，超级记录块 130 中的超级块 140 的个数，以及超级块 140 中包含的信息可
以根据实际使用时的情况进行变化。

可选的，超级记录块 130 中的超级块 140 还可以包括第一全局变量，该第

一全局变量用于标识各个超级块 140 的先后使用顺序。举例来讲，可以在每 申



请一个超级块 140 后 ，将第一全局 变量加 1 后作为申请到的超级块 140 的第一

全局 变量 。比如 ，当前 ，在 申请到超级块 140 后 ，查找到前一次申请 的超级块

140 的第一全局 变量为 100，则将该第一全局 变量加 1 得到新的第一全局 变量

101 , 将该第一全局 变量 101 作为 当前超级块 140 的第一全局 变量。需要说 明的

是 ，第一全局 变量每次增加 的数值也可以是其它值 ，比如 2, 3 等 ，只需要保证

在后 申请 的超级块 140 的第一全局 变量大于在前 申请 的超级块 140 的第一全局

变量。

记录区 120 包括至少一个 chunkl50 ，这里的 chunkl50 是根据 SMR 硬盘 中

的磁轨 带 band 虚拟化后得到的。根据 chunkl50 的使用情况，可以将 chunkl50

分为 已使用的 chunk 、正在使用的 chunk 和未使用的 chunk 。记录区 120 用于存

储数据记录以及与数据记录对应 的索引记录。

需要说 明的是 ，记录区 120 中 chunkl50 的种类可以根据 实际使用时的情况

进行变化 ，可选 的，记录区 120 中还可以包含其它种类的 chunk 。

可选的，记录区 120 中的 chunkl50 包括数据 区 160 和索引区 170。

数据 区 160 可以用于存储至少一条数据记录，每条数据记录至少包括键 、

标记和数据 中的前两种或全部 。

数据记录中包含 的信 息种类可以根据数据记录的标记类型来确定。比如 ，

当数据记录的标记是删除标记 时，该删 除记录 内可以只 包括键和标记 ； 当数据

记录的标记类型是写标记或修 改标记 时，该写入记录或修改记录 内可以包括键 、

标 己和数据 。

可选 的，数据记录还可以包括其他信 息，比如 ，校验信 息、键 长度信 息和

数据长度信 息等 ，本 实施例对数据记录中包含 的其他信 息不作具体 限定。

可选 的，数据记录还 可 以 包括第二全局 变量 ，该第二全局 变量用于标识各

条数据记录的被写入 的先后顺序 。举例来讲 ，在每写一条数据记录时，可以将

前一次写入 的数据记录的第二全局 变量加 1 后作为 当前写入 的数据记录的第二

全局 变量 。比如 ，在写入 当前的数据记 录时，查找到前一次写入 的数据记录的

第二全局 变量为 200，则将该第二全局 变量加 1得到新 的第二全局 变量 201，将

该第二全局 变量 201 作为 当前数据记录的第二全局 变量 。需要说 明的是 ，第二

全局 变量每次增加 的数值也可以是其它值 ，比如 2，3 等 ，只需要保证在后写入

的数据记录的第二全局 变量大于在前写入 的数据记录的第二全局 变量 。



需要说 明的是 ，数据记 录 中的键 、标记和数据 的相对位 置可 以根据 实际使

用时的情况进行 变化 。

索引区 170 用 于存储 与数据记录—— 对应 的索引记录，与数据记录对应 的

索引记录至少 包括与数据记录中相 同的键 、标记 以及数据记录在 SMR 硬盘上的

地址 。

数据 区 160 中的数据记 录与索引区 170 中的索引记录是—— 对应 关系，举

例来讲 ，如 图 1 所示 ，数据记录 1 对应 索引记录 1，数据记录 2 对应 索引记录 2。

需要说 明的是 ，图 1 中数据记录 1、数据记录 2、索引记录 1 和 索引记录 2 的相

对位置仅是示意 ，本 实施例对此不作 限定。

可选 的，索引记 录还可 以 包括 与数据记 录对应 的第二全局 变量 。且 索 引记

录中的键 、标记 以及 地址的相对位置可以根据 实际使用时的情况进行 变化 。

需要说 明的是 ，系统元数据 区 110 和记 录 区 120 在 SMR 硬盘上的相对位 置

可以根据 实际使用时的情况进行 变化 。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 SMR 硬盘 ，通过将 SMR 硬盘 划分成 系统元数

据 区和记 录 区，记 录 区用于存储数据记 录以及与数据记 录对应 的索引记 录 ，系

统元数据 区用于记录记 录 区中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 息；由于为 SMR 硬盘

中每条数据记 录都建立 了索引记 录，因此 ，解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储 系统

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以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达到 了可 以

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的效果。

请参考 图 2，其示 出了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 写入 叠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方法流程 图，该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可 以用

于 包含有 SM 硬盘 的设备 中，该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 ，

可 以 包括 ：

步骤 201 ，接 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 用于标识

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删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于表示将该数据写入 SMR

硬盘 中，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 SMR 硬盘 中具有该键 的数据 ，修 改标记用于表

示利用该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被 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步骤 202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数据记 录 包



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

步骤 203 ，将数据记 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步骤 204 ，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通

过将 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 由于根据写

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

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 以 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

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果 。

在 实际使用时，为 了便 于读取 SMR 硬盘 中存入 的数据 ，SM 所在 的设备

需要对 chunk 的索 引记录进行持久化 ，具体请参考 图 3A ，其示 出了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 写入 叠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方法流程 图，该将数据写

入 叠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方法可 以用于 包含有 SM 硬盘 的设备 中，该将数

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 ，可 以 包括：

步骤 301 ，接 收写数据指令 ；

这里 的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用于标识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

删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于表示将该数据 写入 SMR 硬盘 中，删 除标记用

于表示删除 SMR 硬盘 中具有该键 的数据 ，修 改标记用于表示利用该数据修 改具

有相 同键且 已被 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步骤 302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数据 区申请 空间；

数据记录 包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

可选 的，在 步骤 302 之前 ，通常还 可 以 包括根据 写数据指令生成数据记录。

SMR 所在 的设备在接 收到写数据指令后 ，可 以根据该写数据指令按照数据

记 录的格 式生成一条数据记 录。 当写数据指令 中不 包括数据或 包含 的数据 为空

时，数据记 录可 以只 包括键 和标记 ，比如该写数据指令 的标记 为删 除标记 时，

该写数据指令通常不 包括数据 。

SMR 所在 的设备在接 收到写数据指令后 ，确定该写数据指令 的标记类型 ，

根据该写数据指令 的标记类型生成相应 的数据记录 ，具体 实现可 以参见 以下三

种 实现方式。



在一种 实现方式中，当写数据指令 包括 的标记为删除标记 时，按照数据记

录的格式，将写数据指令 中携 带的键和标记组合成一条数据记录。

在另一种 实现方式中，当写数据指令 包括的标记为写标记 时，按照数据记

录的格式，将写数据指令 中携 带的数据 、键 以及标记组合成一条数据记录。

在还一种 实现方式中，当写数据指令 包括的标记为修 改标记 时，按照数据

记录的格 式，将写数据指令 中携带的数据 、键 以及标记组合成一条数据记录。

也就是说 ，当写数据指令 包括 的标记为删除标记 时，根据该写数据指令生

成的数据记录中通常 包含键和标记；而 当写数据指令 包括 的标记为写标记或修

改标记时，根据该写数据指令生成的数据记录中通常 包含键 、标记和数据 。

SMR 所在的设备可以计算数据记录的长度 ，并通过 SMR 硬盘 中系统元数

据 区内的超级块来获取记录区中各个 chunk 的属性，根据各个 chunk 的属性确定

出当前正在使用的 chunk, 并在 内存 中查找到与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数据记

录对应 的索引记录，根据查找到的索引记录中的最后被写入数据 的地址以及最

后被写入数据 的长度 ，确定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最后被写入 的位置。这里确定

的最后被写入 的位置是指最后被写入数据 的末尾位置。

SMR 所在的设备根据生成的数据记录的长度从 当前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最

后被写入 的位置开始分配与生成的数据记录的长度相 同的空间。

需要说 明的是 ，当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小于生成的数据记录的

长度 时，需要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来进行 空间分配。

步骤 303 ，将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步骤 304 ，将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成索引记

录；

这里的键和标记与数据记录里 的键和标记相 同，SMR 所在的设备将键 、标

记和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的组合确定为该数据记录的索引记

录。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实施例对 索引记录中的键 、标记和地址的相对位置不作

限定。

步骤 305 ，将 索引记录保存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

域；

这里的第一存储 区域用于临时存储 当前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写入 的各条数



据记录所对应 的索引记 录，这里 的 内存可以是 SMR 所在 的设备 的 系统 内存 。

在 实际使用时，当检测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空间被分配完毕后 ，SMR

所在 的设备需要对该正在使用 的 chunk 的索引记 录进行持久化 ，并需要 申请新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以进行后续的数据写入 ，对应 的，还需要 申请新 的超级块

以记录相应记录信 息，具体 流程请参见下述步骤 306 至 309 。

步骤 306 ，在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 以分配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将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区；

当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数据 区中剩余的空间不足 以存储 当前接 收到的写数

据指令 中所对应 的数据 时，SMR 所在 的设备则确定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空间

被分配完毕 。此 时，SMR 所在 的设备将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

储至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区。

步骤 307 ，将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SMR 所在 的设备在检 测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空间被分配完毕 ，并将第一

存储 区域 中存储 的各条 索引记 录写入到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索引区后 ，该正

在使用 的 chunk 不再继续被写入数据记录，因此 ，此时可 以将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更改为 已使用 ，进而使得该正在使用的 chunk 变成 已使用的 chunk 。

同时，SMR 所在 的设备需要在 系统元数据 区中申请 下一个超级块 ，并在 申

请到的超级块 中记录 当前记录 区中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 息。

举例来讲 ，请参见 图 3B ，其是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 chunk 的切换过程

的示意 图。如 图 3B 所示 ，SMR 所在 的设备在检 测到正在使用的 chunk320 的数

据 区 321 被分配完毕后 ，将与该正在使用的 chunk320 的数据 区 321 的数据记录

所对应 的索引记 录从 内存 中的第一 存储 区域存储 至该正在使用的 chunk320 的索

引区 322 中，并将该正在使用的 chunk320 的属性更改为 已使用 ，进而变成 已使

用的 chunk330 。同时，SMR 所在 的设备 申请一块未使用的 chunk340 ，将该未使

用的 chunk340 的属性更改为正在使用 ，进而变成正在使用的 chunk350 ，并在该

正在使用的 chunk350 的数据 区 351 中开始分配空间。SMR 所在 的设备在将正在

使用的 chunk320 和 未使用的 chunk340 的属性更改后 ，申请一块超级块 360 ，并

在该新 申请 的超级块 360 中记 录 当前记录 区中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 息。



步骤 308 ，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

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这里的第二存储 区域用于存储 SMR 硬盘 中所有 已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记

录。

为了便于查找 SMR 硬盘 中保存 的有效数据 ，SMR 所在的设备在将 当前的

第一存储 区域 中存储 的各条索引记录写入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索引区后 ，还

需要将这些索引记录写入到 内存 中的第二存储 区域 。

在将第一存储 区域 中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二存储 区域时，SMR 所在

的设备需要依 次从第一存储 区域 中读取将要被写入第二存储 区域 的索引记录，

并根据读取到的索引记录中的标记进行相应操作 ，具体请参见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读取 的索引记录中的标记为删除标记 时，删除第二存储 区

域 中键与读取 的索引记录中的键相 同的索引记录，并丟弃读取 的索引记录；

第二种情况，当读取 的索引记录中的标记为修 改标记 时，删除第二存储 区

域 中键 与读取 的索引记录中的键相 同的索引记录，并将读取 的索引记录写入第

二存储 区域 中；

第三种情况，当读取 的索引记录中的标记为写标记 时，将读取 的索引记录

写入第二存储 区域 中。

需要说 明的是 ，当第一存储 区域 中的所有 索引记录均读取 完并保存至第二

存储 区域之后 ，第二存储 区域 中各个索弓)记录所对应 的数据记录均为有效数据 。

此时，SMR 所在的设备可以根据各个 chunk 中未保存到第二存储 区域 中的索引

记录，确定该 chunk 中无效数据所 占的比例。

步骤 309 ，清除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

SMR 所在的设备在将 内存 中第一存储 区域 中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二

存储 区域后 ，需要清除该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以减少 内存 的 占用率 。

也就是说 ，第一存储 区域被 申请后通常用于存储 当前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

生成的索引记录，如果将第一存储 区域 中记录的索引记录均持久化到该正在使

用的 chunk 之后 ，该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通常会被清除掉 。这样 ，被 申

请 的第一存储 区域通常对应一个正在使用的 chunk 。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通

过将 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由于根据写



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

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 以 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

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果 。

另外 ，通过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 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由于将 SMR 硬盘 中已使用的 chunk 的索引记录持久化到

内存 中，因此 ，解决 了顺序读取 SMR 硬盘 时的读取效率较低 的问题 ；达到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读取效率的效果。

在 实际使用时，为 了保证 SMR 硬盘 的高效使用 ，SMR 所在 的设备需要对

SMR 硬盘进行垃圾清理 。具体请参考下述步骤 ：

第一 ，当 SMR 硬盘 的空间使用率达到指定使用 阈值 时，查找第一全局 变量

最大的超级块；

需要说 明的是 ，SMR 硬盘 中的超级块还 可 以 包括第一全局 变量 ，通常来讲 ，

在后被 申请 的超 级块 的第一全局 变量 大于在 前被 申请 的超 级块 的第一全局 变

量。举例来讲 ，当 SMR 所在 的设备在 系统元数据 区中申请 下一个超级块时，会

将 当前的第一全局 变量加 1 并作 为 申请得到的超级块第一全局 变量 。

超级块 中的使用信 息可以包括每个 已使用 chunk 中无效数据记录的 占用 比

例 ，无效数据记 录为索引记录未记载在 内存 的第二存储 区域 中的数据记录。

需要说 明的是 ，这里 的无效数据记 录的 占用 比例 的详 细获取过程可 以参见

图 3A 对应 实施例 中的步驟 308 ，这里不再 累述 。

SMR 所在 的设备检 测 当前 SMR 硬盘 的空间使用率 ，当检 测到 SMR 硬盘 的

空间使用率 高于指定使用 阈值 时，在 SMR 硬盘 的系统元数据 区内查找第一全局

变量最 大的超级块 。由于在后被 申请 的超级块的第一全局 变量 大于在前被 申请

的超级块 的第一全局 变量 ， 因此该 第一全局 变量 最 大的超 级块 中记 录 了当前

SMR 硬盘 中的记 录 区内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 息。

举例来讲 ，指定使用 阔值 为 85% ，SMR 所在 的设备检 测到 当前 SMR 硬盘

的空间使用率为 90% , 则此 时 SMR 硬盘 的空间使用率 高于指定使用 阈值 。SMR

所在 的设备将在 SMR 硬盘 的系统元数据 区内查找第一全局 变量最大的超级块 。

可选 的，由于该垃圾清理过程可 能需要 频繁地写入和读 出，因此 ，为 了不



影响 SMR 所在的设备的正常使用，SMR 所在的设备可以先检测系统的使用情
况，当检测到系统空闲时，执行该垃圾清理过程。

第二，从查找到的超级块中的使用信息中，读取每个已使用的 chunk 中无
效数据记录的占用比例；

SMR 所在的设备可以根据查找到的超级块获取每个已使用的 chunk 的使用
信息，根据每个已使用的 chunk 的使用信息确定每个已使用的 chunk 中无效数据
记录的占用比例。

第三，确定出无效数据记录的占用比例达到预定比例阐值的已使用的
chunk, 对该已使用的 chunk 进行垃圾清理。

SMR 所在的设备在确定出无效数据记录的占用比例达到预定比例阈值的已
使用的 chunk 后，确定出已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记录，在内存中的第二存储区
域中查找该索引记录，若查找到该索引记录，则将该索引记录对应的数据记录
写入当前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若未查找到该索引记录，则对该索引记录对
应的数据记录进行垃圾清理。

举例来讲，请参见图4，其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垃圾清理过程的示意
图。如图 4 所示，SMR 所在的设备在确定出已使用的 chunk420 中的无效数据记
录的占用比例达到预定比例阈值后，将该已使用的 chunk420 的数据区中的有效
数据记录 0、有效数据记录 2 和有效数据记录 4 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430 的数
据区中，生成与有效数据记录 0、有效数据记录 2 和有效数据记录 4 对应的索引
记录，并将这些索引记录保存到内存的第一存储区域中。SMR 所在的设备在将
已使用的 chunk420 中有效数据全部写入到正在使用的 chunk430 后，将该已使用
的 chunk420 的属性更改为未使用，进而变成未使用的 chunk440 ，并申请一块超
级块 450，在该超级块 450 中记录当前记录区中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息。

在实际使用时，当SMR 硬盘重启后，为了保证 SMR 硬盘的正常使用，SMR
所在的设备需要在内存中重建数据，具体请参考图 5，其示出了本发明再一实施
例中提供的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流程图，该将数据写入叠
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可以用于包含有 SMR 硬盘的设备中，该将数据写
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可以包括：

步骤 501，接收写数据指令；



步骤 502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数据 区申请 空间；

步骤 503 ，将数据记 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步骤 504 ，将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成索引记

录；

步骤 505 ，将 索引记 录保存 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

域 ；

步骤 506 ，在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 以分配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将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区；

步骤 507 ，将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步骤 508 ，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

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步骤 509 ，清除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

上述步骤 501 至 509 是 SMR 所在 的设备 向 SMR 硬盘 内写入数据记 录以及

对 chunk 的索引记录进行持久化 的过程 ，详细描述请参考与 图 3A 对应 的实施例 ，

这里就不再 累述 。

在 实际使用时，当硬盘 重启后 ，为 了保证 SMR 硬盘 的正常使用 ，SMR 所

在 的设备 需要在 内存 中重建数据 ，具体 流程请参见下述步骤 510 至 512 。

步骤 510 ，在重启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

用的 chunk;

当 SMR 硬盘重启后 ，SMR 所在 的设备可以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

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

可选 的，SMR 所在 的设备可以从 SMR 硬盘 中系统元数据 区内的最新 的超

级块 中来获取各个 chunk 的属性 ，从 而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

可选 的，超级块还可 以 包括第一全局 变量 ，在后被 申请 的超级块 的第一全

局 变量 大于在前被 申请 的超级块的第一全局 变量 。举例来讲 ，当 SMR 所在 的设

备在 系统元数据 区中申请下一个超级块时，会将 当前的第一全局 变量加 1 并作

为 申请得到的超级块第一全局 变量 。SMR 所在 的设备在检 测到硬盘重新启动后 ，

在 SMR 硬盘 中的系统元数据 区内查找第一全局 变量最 大的超级块 。该第一全局



变量最大的超级块中记录了当前 SMR 硬盘中的记录区内各个 chun 的属性和使
用信息。SMR 所在的设备根据超级块中记录的各个 chunk 的属性和使用信息确
定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

步骤 511 , 将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索引记录，写入内存中与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第二存储区域；

需要说明的是，索引记录还包括与数据记录唯一对应的第二全局变量，在
后写入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局变量大于在前写入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局变量。

SMR 所在的设备在获取已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记录后，根据各条索引记
录的第二全局变量，将已使用的 chunk 中的索引记录依次写入内存的第二存储
区域。SMR 所在的设备在依次写入索引记录时，提取各条索引记录的标记，并
根据标记的类型执行相应操作，具体可以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SMR 所在的设备提取出的索引记录的标记为删除标记时，丟
弃键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键相同且第二全局变量小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
局变量的索引记录，直到所有键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键相同且第二全局变量小
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局变量的索引记录均被丟弃后，丟弃提取的索引记
录。

第二种情况，SMR 所在的设备提取出的索引记录的标记为修改标记时，丢
弃键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键相同且第二全局变量小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
局变量的索引记录，直到所有键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键相同且第二全局变量小
于提取的索引记录的第二全局变量的索引记录均被丟弃后，将提取的索引记录
写入第二存储区域。

第三种情况，SMR 所在的设备提取出的索引记录的标记为写标记时，将提
取的索引记录写入第二存储区域。

步骤 512，根据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数据记录，重建与该数据记录对
应的索引记录，并将重建得到的索引记录写入内存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区域。

重建得到的索引记录可以包括：数据记录中数据的键、与该数据对应的标
记以及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提供的将数据写入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的方法，通
过将包含有键、数据和标记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由于根据写



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

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 以 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

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果 。

另外 ，通过将 已使用 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二存储 区

域 ，并将重建得到 的索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由于能够在硬盘 重

启后及 时重建数据 ，因此 ，解决 了 SMR 硬盘重启后无法正常工作 的问题 ；到达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使用性 能的效果。

请参考 图 6，其示 出了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 写入 叠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装置的结构方框 图，该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可以用于 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中，该将数据 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

装置 ，可 以 包括 ：接收模块 601 、申请模块 602 、第一写入模块 603 和保存模 块

604;

接 收模 块 601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

用于标识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删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于表 示将数据

写入 SMR 硬盘 中，删 除标记用于表 示删除 SMR 硬盘 中具有键 的数据 ，修 改标

记用于表 示利用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被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申请模块 602 ，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数

据记录 包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

第一写入模块 603 ，用于将数据记 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保存模块 604 ，用 于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通

过将 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的数据记 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 由于根据写

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

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 以 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

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杲 。

请参考 图 7 ，其示 出了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的结构方框 图，该将数据 写入 叠 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可 以用于 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中，该将数据 写入 叠 瓦状磁记 录 SMR 硬盘 的

装置 ，可 以 包括 ：接 收模 块 701 、申请模块 702 、第一写入模 块 703 和保存模 块

704;

接 收模 块 701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

用 于标识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删 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 于表 示将数据

写入 SMR 硬盘 中，删 除标记用于表 示删 除 SMR 硬盘 中具有键 的数据 ，修 改标

记用于表 示利用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被 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申请模 块 702 ，用于根据数据记 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 的 chunk 申请 空间，数

据记 录 包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

第一写入模 块 703 ，用于将数据记 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保存模 块 704 ，用 于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 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地址 。

在本 实施 例 中的第一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该 申请模 块 702 用于根据数据

记 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数据 区申请 空间。

在本 实施 例 中的第二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该保存模 块 704 可 以 包括 ：组

成单元 704a 和保存单元 704b;

该组成单元 704a ，用于将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 用 的 chunk 中的地

址组成 索 引记 录；

该保存单元 704b ，用于将 索引记 录保存 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或者 ，在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 以分 配写数据

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 ，将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 引记 录存储 至正在

使用 的 chunk 中的索引区。

在本 实施 例 中的第三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该装置还 可 以 包括 ：修 改模 块

705 、存储模 块 706 和清除模 块 707 。

该修 改模 块 705 ，用 于将正在使用 的 chunk 的属性修 改为 已使 用 ，并 申请一

个未使用 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该存储模 块 706 ，用于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 录存储 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该清除模 块 707 ，用 于清除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 引记 录 。

在本 实施 例 中的第四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该装置还 可 以 包括 ：确 定模 块



708 、第二写入模块 709 和重建模块 710 。

该确定模块 708 ，用于在重启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该第二写入模块 709, 用 于将 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该重建模块 710, 用 于根据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数据记 录，重建与数

据 记 录对应 的索 引记 录 ，并将 重建得 到 的索 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与正在使 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重建得到 的索引记 录 包括 ：数

据记录中数据 的键 、与数据对应 的标记 以及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

地址 。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通

过将 包含有键 、数据和标记的数据记 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 由于根据写

数据指令生成 的数据记 录 包含有键和数据 ，因此 ，解 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

储 系统布局方案移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 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以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

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杲 。

另外 ，通过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 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由于将 SMR 硬盘 中已使用的 chunk 的索引记录持久化到

内存 中，因此 ，解决 了顺序读取 SMR 硬盘 时的读取效率较低 的问题 ；达到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读取效率的效果。

另外 ，通过将 已使用 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二存储 区

域 ，并将重建得到 的索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由于能够在硬盘 重

启后及 时重建数据 ，因此 ，解决 了 SMR 硬盘重启后无法正常工作 的问题 ；到达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使用性 能的效果。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

置在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时，仅 以上述各功能模 块的划分进行举

例说 明，实际应用 中，可以根据需要 而将上述功能分配 由不 同的功能模块完成 ，

即将 SMR 所在 的设备 的 内部结构 划分成不 同的功能模 块 ，以完成以上描述的全



部或者部分功能。另外 ，上述 实施例提供 的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与将数据 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实施例属 于 同一构思 ，其具

体 实现过程详见方法实施例 ，这里不再赘述 。

请参见 图 8 ，其示 出了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 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的

结构方框 图，该设备可以包括 ：接收机 802 和处理器 804 ，其 中处理器 804 和接

收机 802 耦合 。

接 收机 802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 用

于标识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删 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于表 示将数据 写

入 SMR 硬盘 中，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 SMR 硬盘 中具有键 的数据 ，修 改标记

用于表示利用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被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处理器 804 ，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数据

记录包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

处理器 804 ，还用于将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处理器 804 ，还用于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通过将 包含有键 、数

据和标记 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由于根据写数据指令生成的数

据记 录 包含有键 和数据 ，因此 ，解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储 系统布局 方案移

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 以 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杲。

请参见 图 9，其示 出了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的结构方框 图，该设备可以包括 ：接 收机 902 、处理器 904 和存储 器 906 ，其 中

处理器 904 分别与接 收机 90 和存储 器 906 耦合 ，存储 器 906 中存储有至少一

种计算机软件 ，处理器 904 可 以根据存储器 906 存储 的计算机软件执行相 关的

操作 。

接 收机 902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键 用

于标识数据 ，标记 为写标记 、删 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写标记用于表 示将数据 写

入 SMR 硬盘 中，删除标记用于表示删除 SMR 硬盘 中具有键 的数据 ，修 改标记



用于表示利用数据修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被写入 SMR 硬盘 的数据 ；

处理器 904 ，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数据

记录包括写数据指令 中的键 、数据和标记；

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空间中；

处理器 904 ，还用于保存键 、标记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处理器 904 ，还用于根据数据记

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数据 区申请 空间。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键 、标记

与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成索引记录；

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索引记录保存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

一存储 区域；或者 ，在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以分配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入 的数据 时，将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索引区。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正在使用

的 chunk 的属性修 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

正在使用的 chunk;

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处理器 904 ，还用于清除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录。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处理器 904 ，还用于在重启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处理器 904 ，还用于将 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与 已

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处理器 904 ，还用于根据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数据记录，重建与该数

据记 录对应 的索 引记 录 ，并将 重建得到 的索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与正在使 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在本 实施例 中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重建得到的索引记录 包括 ：数

据记录中数据 的键 、与数据对应 的标记以及数据被写入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

地址。

综上所述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包含有 SMR 硬盘 的设备 ，通过将 包含有键 、数



据和标记 的数据记录写入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由于根据写数据指令生成的数

据记 录 包含有键 和数据 ，因此 ，解决 了不能直接将分布式存储 系统布局 方案移

植到 SMR 硬盘上 ，导致 SMR 硬盘 的写入性能较低 的问题 ；由于 chunk 根据 band

虚拟化得到 ，在各个 chunk 之 间可以随机写入数据 ，因此达到 了可 以提 高在 SMR

硬盘写入数据 的灵活性 的效杲。

另外 ，通过将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索引记 录存储至 内存 中与 已使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由于将 SMR 硬盘 中已使用的 chunk 的索引记录持久化到

内存 中，因此 ，解决 了顺序读取 SMR 硬盘 时的读取效率较低 的问题 ；达到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读取效率的效果。

另外 ，通过将 已使用 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二存储 区

域 ，并将重建得到 的索引记 录写入 内存 中的第一存储 区域 ；由于能够在硬盘 重

启后及 时重建数据 ，因此 ，解决 了 SMR 硬盘重启后无法正常工作 的问题 ；到达

了提 高 SMR 硬盘 的使用性 能的效果。

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可 以意识到 ，结合 本文 中所公开 的实施例描述 的各示

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 ，能够以电子硬件 、或者计算机软件和 电子硬件 的结合 来

实现 。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 方式来执行 ，取 决于技 术方案 的特定应用

和设计 约束条件 。专业技 术人 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 同方法来 实现

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 实现 不应认 为超 出本发 明的范 围。

所属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可 以清楚地 了解到 ，为描述 的方便和 简洁 ，上述描述

的系统 、装置和单元 的具体 工作过程 ，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对应过程 ，

在此不再赘述 。

在本 申请 所提供 的几个 实施例 中，应该理解到 ，所揭露的 系统 、装置和方

法 ，可 以通过其它的方式 实现 。例如 ，以上所描述的装置 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

的，例如 ，所述单元 的划分 ，可 以仅仅 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 时可 以

有 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 ，

或一些特征可 以忽略 ，或不执行 。另一点 ，所显示或讨论 的相 互之 间的耦合或

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 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 的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 ，

可以是 电性 ，机如戈或其它的形式。

所述作 为分 离部件说 明的单元可 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 的，作 为



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

也可 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

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

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

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分可 以以

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中，包括若

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

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述的存储介质 包

括：U 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 ROM ) 随机存取存储

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

介质。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

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

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 求

1、一种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 SMR

硬盘 包括 多个根据磁轨 带 band 虚拟化后得到的 chunk, 所述方法 包括 ：

接 收写数据指令 ，所述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所述键 用于标识

所述数据 ，所述标记 为写标记 、删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所述写标记用于表 示将

所述数据 写入所述 SMR 硬盘 中，所述删除标记用于表 示删除所述 SMR 硬盘 中

具有 所述键 的数据 ，所述修 改标记用于表示利用所述数据修 改具有相 同键且 已

被写入所述 SMR 硬盘 的数据 ；

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向正在使用的 chunk 申请 空间，所述数据记录 包括所

述写数据指令 中的所述键 、所述数据和所述标记 ；

将所述数据记录写入 申请 的所述 空间中；

保存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

含用于存储数据记 录的数据 区，所述根据数据记 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 的 chunk

申请 空间，包括 ：

根据所述数据记 录的长度 向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数据 区申请 空

间。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

含用于存储 索引记 录的索引区，所述保存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 写入

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包括 ：

将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 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

成索引记 录；

将所述索引记录保存至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或者 ，在所述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剩余 空间不足 以分配写数据指令 中需要 写

入 的数据 时，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引记 录存储 至所述

正在使用的 chun 中的所述索引区。



4、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将所述 内存 中的所述

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 索引记 录存储 至所述正在使用 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

之后 ，还 包括 ：

将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 改为 已使用 ，并 申请一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 为下次写入数据 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将 所 述 第 一存 储 区域 内的所 述 索 引记 录存 储 至 所述 内存 中与 已使 用 的

chun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清除所述第一存储 区域 内的所述索引记 录。

5、根据权利要 求 2 至 4 中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在重启所述硬盘 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 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将 所述 已使 用 的 chunk 中存储 的索引记 录 ，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 已使 用 的

chunk 对应 的第二存储 区域 ；

根据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 的数据记录，重建与所述数据记录对应

的索引记 录，并将重建得到的所述索引记录写入 所述 内存 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 的第一存储 区域 。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重建得到 的所述 索引记

录 包括 ：所述数据记 录 中数据 的键 、与所述数据对应 的标记 以及 所述数据被 写

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

7、一种将数据写入 叠瓦状磁记录 SMR 硬盘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SMR

硬盘 包括 多个根据磁轨 带 band 虚拟化后得到的 chunk, 所述装置 包括 ：

接 收模 块 ，用于接 收写数据指令 ，所述写数据指令 包括键 、数据和标记 ，

所述键 用于标识所述数据 ，所述标记 为写标记 、删 除标记或修 改标记 ，所述写

标记用于表示将所述数据写入 所述 SMR 硬盘 中，所述删 除标记用于表 示删除所

述 SMR 硬盘 中具有所述键 的数据 ，所述修 改标记用于表 示利用所述数据修 改具

有相 同键且 已被 写入所述 SMR 硬盘 的数据 ；

申请模块 ，用于根据数据记录的长度 向正在使用 的 chunk 申请 空间，所述



数据记录包括所述写数据指令中的所述键、所述数据和所述标记；

第一写入模块，用于将所述数据记录写入申请的所述空间中；

保存模块，用于保存所述键、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

含用于存储数据记录的数据区，所述申请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数据记录的长度向

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数据区申请空间。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包

含用于存储索引记录的索引区，所述保存模块，包括：

组成单元，用于将所述键 、所述标记与所述数据被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组成索引记录；

保存单元，用于将所述索引记录保存至内存中与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

第一存储区域；或者，在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剩余空间不足以分配写数

据指令中需要写入的数据时，将所述内存中的所述第一存储区域内的所述索引

记录存储至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所述索引区。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修改模块，用于将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的属性修改为已使用，并申请一

个未使用的 chunk 作为下次写入数据的正在使用的 chunk;

存储模块，用于将所述第一存储区域内的所述索引记录存储至所述内存中

与已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第二存储区域；

清除模块，用于清除所述第一存储区域内的所述索引记录。

11、根据权利要求 8 至 10 中任一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

括：

确定模块，用于在重启所述硬盘时，根据 chunk 的属性确定已使用的 chunk

和正在使用的 chunk;

第二写入模块，用于将所述已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索引记录，写入所述



内存中与已使用的 chun 对应的第二存储区域；

重建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存储的数据记录，重建与所

述数据记录对应的索引记录，并将重建得到的所述索引记录写入所述内存中与

正在使用的 chunk 对应的第一存储区域。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重建得到的所述索引

记录包括：所述数据记录中数据的键、与所述数据对应的标记以及所述数据被

写入所述正在使用的 chunk 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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