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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过通信网络从第一信

息处理设备传送数据至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

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通过第一信息处

理设备生成初始块；基于初始块，初始化分类帐；

将分类帐广播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试图通

过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每一个来计算新

块；其中，在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一个第

二信息处理设备成功计算出所述新块时，所述方

法将数据发送到这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以及

根据新块来更新分类帐。在固件更新任务中使用

区块链能使得过程自动化，该过程只需要最少量

的人为干扰，并且对网络带宽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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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通信网络从第一信息处理设备传送数据至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第一信息处理设备生成初始块；

基于初始块，初始化分类帐；

将分类帐广播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

试图通过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每一个计算新块；

其中，在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成功计算出所述新块时，

将数据发送到这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以及根据新块来更新分类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据包括用于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的

固件有效载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所述发送步骤之后，更新所述一个第二信息

处理设备的固件的步骤。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更新固件的步骤之后，将更新步骤的结果添

加到新块中的步骤。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更新固件的步骤还包括：

1)如果有，则检查分类帐中的过去更新信息；以及

2)做出固件更新的决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过去更新信息包括更新统计和与所述更新统

计相关联的过去的硬件配置；做出决定的步骤还包括：基于所述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的

硬件配置与过去的硬件配置之间的更新统计数据和相似性，来计算成功更新的可能性。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初始块包括第一数据地址，经由所述第一数

据地址，所述固件能够由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下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新块包括与所述第一数据地址不同的第二数

据地址。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被分成多个组；在对

多个组中的其它组执行之前，针对多个组中的其中一个组，完成尝试、发送、更新分类账、并

重复的步骤。

10.一种系统，包括通过通信网络彼此互连的第一信息处理设备和多个第二信息处理

设备；

其中，第一信息处理设备适于生成初始块，基于初始块初始化分类帐，并将分类帐广播

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

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每一个适于尝试计算新块；

其中，当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一个首先成功计算出所述新块时，这一个第

二信息处理设备还适于从通信网络上的第一数据地址接收数据，并基于新块而更新所述分

类帐。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数据包括用于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

的固件有效载荷。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还适于基于所述固

件有效载荷来更新其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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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还适于将其固件更

新的结果添加到所述新块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还适于如果有的

话，检查所述分类帐中的过去更新信息；并在更新固件之前做出固件更新决定。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过去更新信息包括更新统计和与所述更新

统计相关联的过去的硬件配置；所述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还适于，基于该一个第二信息

处理设备的硬件配置与过去的硬件配置之间的更新统计数据和相似性，来计算成功更新的

可能性。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初始块包括所述第一数据地址，所述固件

能够经由所述第一数据地址由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下载。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新块包括与所述第一数据地址不同的第二

数据地址。

18.一种信息处理设备，包括处理器和网络设备；网络设备适于连接到通信网络；其中，

处理器可操作用于：

从第一外部设备接收分类帐；分类帐包括初始块；

计算新块；

在成功计算新块时，经由网络设备，从通信网络上的第一数据地址接收数据；

根据新块更新分类帐；以及

将分类帐广播到第二外部设备。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数据包括用于所述信息处理设备

的固件有效载荷。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还可操作用于基于所述固

件有效载荷，来更新所述信息处理设备的固件。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还能够操作用于将所述更

新的结果添加到所述新块中。

22.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还能够操作，以如果有的

话，用于检查所述分类帐中的过去更新信息；并在更新固件之前做出固件更新的决定。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过去更新信息包括更新统计和与

所述更新统计相关联的过去的硬件配置；处理器还能够操作以实现一种方法，该方法包括：

基于信息处理设备的硬件配置和过去的硬件配置之间的更新统计数据和相似性，来计算成

功更新的可能性。

24.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初始块包括所述第一数据地址，

所述信息处理设备可经由所述第一数据地址下载所述固件。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所述新块包括与所述第一数据地址不

同的第二数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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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区块链执行固件更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多个信息处理设备的固件更新机制，尤其涉及自动分发和安装固

件到多个信息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具有许多行的计算设施(如服务器)的大型数据中心中，定期进行固件维护是IT

管理员最大的负担之一，因为它费力且有风险。通常，为了遵守供应商支持策略，IT管理员

必须将服务器的固件保持在相对最新的版本，无论这是否带来任何好处。以运行工作载荷

混合的10,000个服务器农场(例如小型公共云区域，或大型私有云)为例，在不影响客户服

务水平协议(SLA)的情况下，正确安排升级它们所有固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003] 鉴于当今24x7全球公司运营中可用的维护时间窗口有限，IT管理员必须小批量地

应用固件更新(例如每次500台服务器)，并从每批产品中学习以微调下一批的固件更新。如

果错误的固件版本影响到太多服务器，导致可用资源减少，那么对商业运营来说风险很大。

因此，IT管理员必须通过编写复杂的逻辑来集中协调固件更新的每个步骤。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是一种通过通信网络从第一信息处理设备传送数据至多

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通过第一信息处理设备生成初始块；基于初始

块，初始化分类帐；将分类帐广播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试图通过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

备中的每一个计算新块；其中，在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成功

计算出所述新块时，所述方法将数据发送到这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以及根据新块更新

分类帐。

[0005] 在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系统，包括通过通信网络彼此互连的第一信息

处理设备和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第一信息处理设备适于生成初始块，基于初始块初始

化分类帐，并将分类帐广播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每一个

适于尝试计算新块。当所述多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的一个首先成功计算出所述新块时，

这一个第二信息处理设备中还适于从通信网络上的第一数据地址接收数据，并基于新块而

更新所述分类帐。

[0006] 在本发明的第三方面，公开了信息处理设备，包括处理器和网络设备。网络设备适

于连接到通信网络。处理器可操作以用于实施一种方法，该所述包括：从第一外部设备接收

分类帐，其中，分类帐包括初始块；计算新块；在成功计算新块时，经由网络设备，从通信网

络上的第一数据地址接收数据；根据新块更新分类帐；以及将分类帐广播到第二外部设备。

[0007] 因此，本发明使得数据中心内的节点的固件更新过程去中心化。它可以通过需要

更新的固件的每个装置来自动完成一自动固件更新决策，而无需依靠IT管理员手动管理更

新过程。IT管理员几乎不需要参与到该过程中，而IT管理员需要做的只是在一开始将固件

有效载荷分发到到数据中心(例如服务器农场)中的任何节点。因此，这可以减轻任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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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理服务器的潜在攻击带来的影响。

[0008] 由节点做出的固件更新决策是由分类账驱动的，其中节点利用了分类账和预设算

法中的信息。通过分类账的广播，固件更新日志被存储在每一个节点中，使得其更加全面和

可靠。换句话说，升级统计数据可以在分类帐中累积，并被广播到所有服务器节点，以简化

固件更新的决策指定。因此，通过在极少数节点中一直更新固件并在达到错误阈值时停止，

与在数百个节点的批次中运行固件更新、并且对于整个数据中心而言仅重复几次的传统方

法相比，风险大大降低。后者将导致在维护窗口期间失去大量的服务器的处理能力，以及该

批次的节点可能同时发生故障的风险。

[0009] 本发明利用区块链技术以随机化固件更新时间，从而相对均匀地沿着时标来分散

固件有效载荷的下载操作，这使得对工作载荷和电源稳定性的影响变得最小化。而且，这对

于下载固件有效载荷的带宽也没有非常集中的要求。这消除了固件有效载荷下载所产生的

瓶颈，并大大提高了固件更新效率。与VM迁移技术一起使用的话，则可以不间断地将更新过

程应用于具有大量相似服务器的服务器农场，这对工作载荷产生的干扰最小，并且不再需

要维护窗口。

附图说明

[0010] 从以下优选实施方式的描述中，所述优选实施方式仅作为示例并结合附图提供，

本发明的前述和进一步的特征将变得显而易见，其中：

[0011]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数据中心中的不同节点和块创建的顺序。

[0012] 图2示出了在图1的方法中创建的块的结构。

[0013] 图3和4是示出使用区块链技术，将固件有效载荷分配到网络中的不同节点的方法

的流程图。

[0014]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的数据中心中的不同节点被分组以执行固件

更新。

[0015] 在附图中，在本文描述的若干实施方式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现在转到图1，其总体上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以被应用的数据中心的布局。

在数据中心中，存在多个信息处理设备42，它们是计算装置，并且举例来说信息处理设备42

可以是服务器、网络计算模块、存储和/或其他数据中心装置。应当注意，本发明可以被应用

的信息处理设备42的类型并没有限制。相反，只要信息处理设备42中的每一个都包含可以

更新的固件，则可以使用这里描述的方法完成这种固件更新。信息处理设备42经由网络(未

示出)互连，为此，信息处理设备42也称为正常节点。此外，存在一个或多个IT节点40(图1中

仅示出一个)，其是由IT管理员操作的专用计算装置，以管理所有信息处理设备42以及网

络。

[0017] 图1中还示出了块生成的顺序。固件更新过程在IT节点40处开始，其具有由IT节点

40创建的初始块44，然后各种信息处理设备42顺序地执行它们的固件更新，其中，每一次在

一个信息处理设备42尝试更新其固件之后，该信息处理设备42就会生成新块46。下面将描

述图1中的固件更新过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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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转到图3和图4，其示出了使用如图1所示的用于数据中心的区块链技术的固件更

新过程的方法步骤。区块链技术或分布式分类帐技术(DLT)本身是互联网行业的人们所熟

知的。作为第一步，IT管理员在步骤60中初始化在IT节点40处的固件更新过程的分类帐。分

类帐表示为加密代码或散列的数字文件，其记录区块链的所有事务，并且包括块链(尽管一

开始链中只有一个块)。IT管理员是通过使用IT节点40来创建区块链的签名初始块44来启

动区块链的人员。

[0019] 在图1和图3-4中所示的方法中创建的块(包括初始块44和后续块46)在图2中详细

示出。每个块包含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固件更新日志50、系

统配置52、以及其他服务器管理数据54。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是存储在网络节点中的固件

有效载荷的链接，信息处理设备42可以通过该链接下载固件有效载荷以进行更新。块中的

固件更新日志50包含由创建相应块的相同节点的固件更新记录，例如固件更新是成功还是

失败。块中的系统配置52包含创建相应块的节点的硬件信息。

[0020] 对于初始块44而言，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可以指向IT节点40中存储固件有效载荷

的原始位置。此外，初始块44的固件更新日志50中没有内容，因为当其他信息处理设备42必

须批量执行更新时，IT节点40自身可能不需要固件更新。初始块44中的系统配置52可以包

含例如对于IT管理员提供的固件更新而言可适用的合格计算装置的规范。

[0021] 回到图3，在创建初始块44之后，IT节点40将分类账(现在仅包含初始块44)广播到

网络中的、还没有挖掘过任何执行固件更新权利的所有信息处理设备42，然后，这些信息处

理设备42互相竞争，以基于步骤62中的加密散列算法来解决困难数学问题(也就是“挖

掘”)，就像在任何其他区块链应用中一样。在所有信息处理设备42中计算答案最快的信息

处理设备42接下来获得进行固件更新的权利。请注意，可以计算出的答案不是唯一的，但它

对每个块都是唯一的。一旦某一个信息处理设备42比任何其他信息处理设备42更快地计算

答案，那么这一个信息处理设备42会将其发现广播到网络中的所有其他节点，而后者能够

相当快速地验证这一个信息处理设备42是否确实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如果是，则信息处理

设备42在步骤64中获得执行固件更新的权利，并且所有其他信息处理设备42立即停止挖掘

直到另行通知。如果否，则其他信息处理设备42继续挖掘，直到找到并验证了另一个答案。

[0022] 可以预先确定用于挖掘的数学问题设置的复杂度，以预计信息处理设备42找到数

学问题的每个新答案的平均时间，例如10分钟。谨慎的做法是：将平均时间设置得足够长，

以使每个信息处理设备42有足够的时间来下载固件有效载荷，并且还能进行固件更新。另

外，两个信息处理设备42几乎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成功地挖掘数学问题的答案，但如果这确

实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将根据最长链来更新分类账，这意味着具有在根据两个同时产生

的答案分别建立的进一步的块之后的任何给定时间的更多块的链将获胜，并被视为真实的

链。

[0023] 一旦信息处理设备42在步骤64中获得执行固件更新的权利，信息处理设备42就开

始其固件更新过程。首先，在步骤66中，信息处理设备42经由初始块44中的固件有效载荷地

址48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固件。如果否，则该方法返回到步骤62，其中剩余的信息处理设备

42再次在挖掘中竞争，以获取下一个更新固件的权利。然而，如果步骤66的结果为是，则在

步骤68中，信息处理设备42计算固件更新成功的可能性，例如基于存储在初始块44的系统

配置52中的硬件组件的推荐/合格规范。这样的计算还考虑了过去的更新信息(例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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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成功更新的统计数据)。注意，如上所述，固件更新日志50的内容驻留在初始块44中，因

此，这不会给信息处理设备42任何帮助。然后，将计算的似然性与预定阈值进行比较，并且

如果计算的似然性大于或等于预定阈值，则信息处理设备42做出固件更新的决定，以继续

进行固件更新。否则，如果计算的似然性小于预定阈值，则信息处理设备42做出不继续进行

固件更新的决定。

[0024] 如果在步骤68之后，信息处理设备42继续进行固件更新，则首先，信息处理设备42

在步骤72中经由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下载固件有效载荷。在下载固件有效载荷之后，信息

处理步骤74中的信息处理设备42触发虚拟机(VM)迁移。当信息处理设备42正在执行固件更

新时，实时VM迁移使虚拟系统能够继续运行而不会被将VM迁移到不同设备而中断。在VM迁

移之后，信息处理设备42在步骤76中开始实际固件更新。应当注意，即使在信息处理设备42

之前已经计算了成功的可能性，固件更新也不可能总是成功，例如，当突然停电或下载的固

件有效载荷有缺陷等时，更新可能会失败。

[0025] 如果更新确实成功了，则信息处理设备42在步骤80中创建新块，但是即使更新未

成功，信息处理设备42在在步骤82中完成必要的恢复动作之后(例如，恢复固件、重新启

动)，仍然会在步骤84中创建新块。在步骤80或84中创建的新块具有与图2中所示的结构类

似的结构，并且图1示出了新块46的创建顺序。这与已经挖掘到更新权利的信息处理设备42

的顺序一致。然而，当与图1中的初始块相比时，由信息处理设备42创建的新块具有一些差

异。首先，初始块中的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可以仅包含一个初始地址，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

正常信息处理设备42已经成功更新了它们的固件，这些信息处理设备42也可以通过托管固

件有效载荷的副本来贡献于固件有效载荷，并允许其他节点下载固件有效载荷。在后一种

情况下，任何新块中的固件有效载荷地址48可以具有不止一个初始地址。另外，在步骤78中

确定更新的结果，并且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该信息都将用于在新块中制作固件更新日志

50。并且，还将通过包括刚尝试固件更新的信息处理设备42的当前系统配置，来修改/更新

系统配置52。最后，当信息处理设备42创建新块时，经由其散列创建时间戳和到前一个块的

链接。以这种方式，基于新块而更新分类帐。

[0026] 一旦创建了新块，则由信息处理设备42将更新的分类帐广播到所有其他节点。在

步骤86中，如果有其他信息处理设备42还没有挖掘尝试固件更新的权利，那么他们将开始

挖掘以竞争下一个权利，并且在步骤90中，该方法返回到步骤62。否则，如果所有信息处理

设备42都已经挖掘了尝试固件更新的权利(无论更新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整个方法在步

骤88结束。想要进行固件更新的所有信息处理设备42都必须挖掘更新的权利，因此62和90

之间的方法步骤将迭代多次，并且在每次迭代期间，将创建链接到前一个块的新块，从而有

效地形成区块链(也称为分类帐)。由于分类帐的副本存储在每个节点中，因此，所有节点都

可以访问存储在分类帐的每个块中的信息，包括固件更新日志和系统配置。例如，不同信息

处理设备42的固件更新日志成为后续信息处理设备42用于确定成功更新的可能性的有用

更新统计数据。

[0027] 转到图5，其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的针对数据中心执行固件更新的顺

序，数据中心包括若干不同的服务器组。整个区块链同样在IT节点140处开始，但是这里并

没有数据中心中的所有服务器立即开始竞争更新权的情况，而是基于服务器所属的组来将

它们分离。首先，测试服务器池192中的服务器将首先开始挖掘，并且这些测试服务器被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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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验证固件更新的可行性，因为如果测试失败，则可能没有理由继续对数据中心中的另

外大多数服务器进行固件更新。如果测试服务器池192中的所有或大多数服务器成功更新

其固件，则接下来正常工作载荷服务器池194将开始挖掘以进行更新，并且最后是关键任务

服务器池196。关键任务服务器池196被放在最后位置，因为此池中的服务器对数据中心的

操作至关重要，当大多数其他服务器已经更新固件时，它们应放在最后顺序，这可以提供很

好地指示成功的可能性，或者例如提供大多数备份固件有效载荷下载地址。

[0028] 因此，完整地描述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尽管该描述涉及具体实施方式，但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清楚，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具体细节来实践本发明。因此，本发明不应被

解释为限于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

[0029] 尽管已经在附图和前面的描述中详细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同样的内容被视

为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应当理解，仅示出和描述了示例性实施方式，并且不以任何方

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可以理解，本文描述的任何特征可以用在任何实施方式中。说明性实

施方式不排除彼此或本文未列举的其他实施方式。因此，本发明还提供了包括上述一个或

多个说明性实施方案的组合的实施方案。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

本文所述的本发明进行修改和变型，因此，仅应当如所附权利要求所示的那样施加这些限

制。

[0030] 首先，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区块链的开始位于IT节点，其产生初始块和/或提供托

管固件有效载荷。然而，应该认识到，固件更新过程的第一节点可能不一定是IT节点。实际

上，任何其他节点(如正常信息处理设备)可以是IT管理员选择启动固件更新顺序的初始节

点。

[0031] 另外，上述实施方式被描述为适用于数据中心中的所有节点的单个固件有效载荷

的固件更新过程的示例。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认识到，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推出用于

不同类型的计算装置的不同固件。例如，这可以通过为单个固件过程的块(即单个区块链)

中的每个固件有效载荷提供专用下载地址来实现，使得不同的信息处理设备可以下载它们

各自的固件有效载荷，但是挖掘过程是相同的，并且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公平。可替选地，

可以存在具有不同区块链的不同固件更新过程，因此对于每个区块链，仅推出特定的固件

有效载荷。

[0032] 上述实施方式提到了使用VM技术，以在固件更新期间动态地迁移VM。然而，这不是

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其他变型中，在信息处理设备的固件更新期间，可能没有VM迁移，尽管

这意味着信息处理设备的正常工作载荷将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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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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