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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

容量的统计方法及其系统，涉及含一台以上服务

器的云存储服务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对任一

租户包括服务器初始化、云存储进程、记录日志

和处理日志的步骤。即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

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并开辟记录容

量变化的缓存；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

的请求并执行数据操作；各服务器将多次容量变

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中；累积一段

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器上

租户该时间段内日志所记录在容量变化进行累

加并汇集合一，并将新的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

服务器。应用本发明设计方案，提高了租户的请

求响应时间，提升租户体验；同时有效控制了租

户的数据超限规模。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7633045 B

2021.05.11

CN
 1
07
63
30
45
 B



1.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涉及含一台以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

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其特征在于：对任一租户包括步骤：

服务器初始化：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并开辟一

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全部所述服务器的时间同步，并按照相同的自

定义时段间隔地记录日志、同步处理日志，且记录日志和处理日志中对同一日志文件的访

问时间相错开；

云存储进程：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的请求，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器检查租

户的已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次请求，

若未超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本次容

量变化，其中超出容量上限的数据量大小与处理日志的速度成反比，提升处理日志速度的

方法为：基于租户的属性参数进行哈希计算，将相同哈希值段的租户日志记录到相同的日

志文件中，各个服务器处理各哈希值段的租户日志；

记录日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中；

处理日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器上租户

该时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将新的已使

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各个自定

义时段中记录在不同的日志文件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存

储进程中超出容量上限的风险度与自定义时段的长度成正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定

义时段的长度设置与网络传输速度成反比。

5.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统计线程上位机、含

一台以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集群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其中对应任一租户：

服务器初始化模块，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并开

辟一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

云存储进程模块，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的请求，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器检

查租户的已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次请

求，若未超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本次

容量变化；

记录日志模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中；

处理日志模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器上

租户该时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将新的

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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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及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云存储服务，尤其涉及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

法及其系统，属于云计算系统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云存储服务中，服务端需要对租户的数据所占用的磁盘容量进行统计，统计的

目的有两个，一是基于租户数据所占用的磁盘容量进行计费，二是限制租户的数据不超出

预先设定的数据容量上限。

[0003] 当前统计租户数据容量有两种常用方法，分别描述如下。

[0004] 方法一：在租户发送请求（如上传和删除）时进行实时统计，即在收到请求时将原

有的总数据容量与本次请求产生的数据容量（可能为负值，如删除请求）相加，得到新的总

数据容量。当租户的请求在同一服务器上进行处理时，可以通过进程或者线程间的互斥串

行修改租户的数据容量。而当租户的请求分布在多个服务器上时，就需要考虑服务器间的

互斥问题。众所周知，实现服务器间的互斥极其复杂，它需要考虑网络故障、服务器故障切

换等问题。

[0005] 方法二：租户发送请求时不统计数据容量，而是启用一个后台服务进程每隔一段

时间对租户所有的数据进行遍历，然后汇总得到总的数据容量。

[0006] 综合上述两种方法的技术优缺点来看，其中方法一可以严格的限制租户的数据不

超出上限，但是会影响租户的请求处理时间，因为租户所有产生数据容量变化的请求被串

行化，实现也比较复杂。方法二实现比较简单，不需要考虑方法一中的互斥问题，但后台服

务进程对租户数据遍历时间间隔的选取非常关键，间隔太短则会对整个服务系统产生影

响，从而影响租户的请求处理时间，间隔太长又达不到限制租户数据不超出上限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上述两种统计租户数据容量的方法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

一种基于日志的租户数据容量统计方法及其系统，解决服务器间互斥、租户请求处理时间

受影响、及时控制数据容量超限等问题。

[0008] 本发明的上述一个目的将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

据容量的统计方法，涉及含一台以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其特征

在于：对任一租户包括步骤：

[0009] 服务器初始化：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并开

辟一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

[0010] 云存储进程：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的请求，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器检

查租户的已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次请

求，若未超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本次

容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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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记录日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中；

[0012] 处理日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器上

租户该时间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将新

的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0013] 进一步地，全部所述服务器的时间同步，并按照相同的自定义时段间隔地记录日

志、同步处理日志，且记录日志和处理日志中对同一日志文件的访问时间相错开。

[0014] 更进一步地，各个自定义时段中记录在不同的日志文件中。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云存储进程中超出容量上限的风险度与自定义时段的长度成正

比。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自定义时段的长度设置与网络传输速度成反比。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云存储进程中超出容量上限的数据量大小与处理日志的速度成反

比，提升处理日志速度的方法为：基于租户的属性参数进行哈希计算，将相同哈希值段的租

户日志记录到相同的日志文件中，各个服务器处理各哈希值段的租户日志。

[0018] 本发明的上述另一个目的将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一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

数据容量的统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统计线程上位机、含一台以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

集群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其中对应任一租户：

[0019] 服务器初始化模块，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

并开辟一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

[0020] 云存储进程模块，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的请求，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

器检查租户的已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

次请求，若未超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

本次容量变化；

[0021] 记录日志模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

中；

[0022] 处理日志模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

器上租户该时间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

将新的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0023] 本发明技术方案应用于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统计下，相对于前述两种方法

其有益效果体现在：设计简单，无需考虑服务器间的互斥问题；提高了租户的请求响应时

间，使租户有更好的体验；同时有效控制了租户的数据超限规模。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统计的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便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述，以使本发明

技术方案更易于理解、掌握。

[0026] 针对前述两种统计租户数据容量的方法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本发明创作者对此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在考察当前已广泛使用的云存储服务的现状后发现，事实上租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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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存储服务的质量即每个请求的处理时间更为关心，能接受数据容量超出服务端设定的

数据容量上限。服务端在接受租户的数据少量超出预先设定的数据容量上限的前提下，能

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的租户。为此综合考虑两者的优缺点，创新提出了一种基

于日志的租户数据容量统计方法及其系统，解决服务器间互斥、租户请求处理时间受影响、

及时控制数据容量超限等问题。

[0027] 从概述来看，本发明该种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容量的统计方法，涉及含一台以

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及受用服务的租户群体，当然也包括统计线程上位机，所有服务器

和统计线程上位机均通过网络互联。此中，租户群体中除对应各租户的容量上限存在差别

外，其云存储服务的处理流程具有一致性。为此该统计方法以其中任意租户为出发点示例

性说明。

[0028] 服务器初始化：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并开

辟一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该部分定位了统计方法在各服务器的内存

层面处理实现，相当于一个后台服务进程，从而不影响服务器存储器层面的数据变动。

[0029] 云存储进程：租户向云存储服务发送上传文件的请求，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器检

查租户的已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次请

求，若未超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本次

容量变化。

[0030] 记录日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中；

该日志文件为各个服务器系统文件中的一个文件，随记录日志和处理日志的不同进程不断

地进行生成、处理、删除循环。

[0031] 处理日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器上

租户该时间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将新

的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0032] 从更细化的方案来看，记录日志和处理日志涉及到同一个文件的读写，在不进行

互斥的情况下同时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写操作，可能会造成数据不一致或数据破坏。为避免

此种情况发生，服务器将记录日志和处理日志中对同一个文件的访问时间错开。所有服务

器进行时间同步，并按照相同的自定义时段间隔地记录日志，不同时间段的日志记录在不

同的日志文件（以下简称日志）中。当日志记录进程记录完一个时间段（假定为A）的日志切

换到下一个时间段（假定为B）时，日志处理进程即开始处理时间段A产生的日志，以此类推。

这就意味着日志处理始终落后日志记录一个时间段，租户在该时间段内产生的数据可能会

超出设定的容量上限。通常情况下，云存储进程中超出容量上限的风险度与自定义时段的

长度成正比；而自定义时段的长度设置与网络传输速度成反比。由此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该

自定义时段的时间间隔，如果租户与云存储服务间的网络状况较好，则需要将时间间隔设

置为一个较小的值，反之则将时间间隔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不管如何设置该时间间隔，租

户数据超出设定上限的部分始终是受控制的。

[0033] 每条日志记录了租户对数据进行新增、删改操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容量变化值，如

果租户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造成容量变化的操作，则同时会产生大量的日志记录。比如租

户上传大量的图片和文档等小文件，或者在某一个文件末尾添加新的内容造成文件大小变

化，则可将单位时间间隔内产生的容量变化缓存起来，合并成一条日志进行记录。这样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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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日志时，只会读取少量的日志进行汇总，可以减轻服务系统的负载。

[0034] 此外，云存储进程中超出容量上限的数据量大小与处理日志的速度成反比，即处

理日志的速度决定了租户数据可能超出设定容量上限的量，速度越快则可能超出的量越

小，反之越大。为加快日志的处理，可以让多个服务器同时进行日志处理。具体地，将租户的

某一属性参数如用户名进行哈希计算，相同哈希值段的租户日志被记录到相同的日志文件

中，不同的服务器处理不同哈希值段的租户日志。

[0035] 另一方面，从上述统计方法得以实现的硬件基础上来看：本发明云存储服务中租

户数据容量的统计系统，包含统计线程上位机、含一台以上服务器的云存储服务集群及受

用服务的租户群体，所有服务器和统计线程上位机均通过网络互联。利用统计线程上位机

和网络对云存储服务中各服务器进行模块化升级，具体如下：

[0036] 服务器初始化模块，每个服务器各自将租户的容量上限及已使用容量载入内存，

并开辟一块记录租户在本服务器上容量变化的缓存。

[0037] 云存储进程模块，在接受云存储服务请求后发生存储动作的服务器检查租户的已

使用容量与本次请求增加的容量之和是否超过容量上限，若超过则拒绝本次请求，若未超

过则执行请求，且服务器更新内存中保存的已使用容量，同时在缓存中记录本次容量变化。

[0038] 记录日志模块，各个服务器将两次以上容量变化累加记录至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

中。

[0039] 处理日志模块，在容量变化累积一段自定义时段后，统计线程上位机将各个服务

器上租户该时间段内日志所记录的容量变化进行累加并汇集合一，而后删除日志文件，并

将新的已使用容量更新至每台服务器。

[0040] 通过对云存储服务通过软件和硬件的双环节改造，从而得到了该方便数据容量变

化统计且用户体验更优越的服务体验。从更直观的实施例来进一步理解，如图1所示的状态

示意图可见，本实施例中涉及两台服务器，且租户初始数据占空为0。从图示可见，在第一个

自定义时段中，两台服务器各发生了四次容量变化，此时日志处理处于挂空状态，而当第一

个自定义时段结束并跳转第二个自定义时段时，日志记录处于挂空状态，日志处理开始，各

个服务器各自累加其日志的容量变化，第一个服务器数据容量变化为‑200（单位为MB或G等

不作限定、下同），第二个服务器数据容量变化为+600，并由统计线程上位机汇集合并结果

得到该时段的总容量变化为+400，同步更新到各个服务器的内存中，完成后各个服务器的

日志清空，开始第二个自定义时段的记录日志，图示可见该时段中两台服务器各发生了五

次容量变化，同样日志处理此时挂空，在该时段末尾，重复处理日志的相关操作，在已使用

容量+400的基础上第一个服务器数据容量变化为+900，第二个服务器数据容量变化为+

2300，由此归集合并后为+3200，成为下一时段该租户云存储服务的已使用容量，以此类推

不断延续至服务终点。

[0041] 从应用层面的实施来理解：有很多应用如Office类应用在使用云存储服务的过程

中会创建临时文件，然后写临时文件造成已使用容量增加，然后又删除临时文件造成已使

用容量减少。基于日志的统计可以将这些临时文件增加和减少的容量在内存中就被合并，

且记录日志时每个服务器单独记录自己的日志，避免了租户在和服务器间频繁交互时，服

务器之间频繁的互斥操作。

[0042] 此外，本发明该基于日志的容量统计方法也适用于统计云存储服务中的文件数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7633045 B

6



目。实施原理相同，故不再详述。

[0043] 综上关于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可见，本发明技术方案应用于云存储服务中租户数据

容量统计下，相对于现有技术其有益效果体现在：设计简单，无需考虑服务器间的互斥问

题；提高了租户的请求响应时间，使租户有更好的体验；同时有效控制了租户的数据超限规

模。

[0044] 本发明尚有多种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变换而形成的所有技术方

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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