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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适用于存储器 的数据存储技术领域 ，提供 了一种 闪存设备 中数据存储 的方法及装置 ，所述方法包括 ：
接收主机 系统发送 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 闪存 的逻辑地址 ；判
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巳写入 ；若否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若是 ，不执行所述写指
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 巳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逻辑地址 。通过本发 明，可
有效减少对 闪存 的写操作 ，进而减少对 闪存块 的擦 除操作 ，避免 闪存 的频繁磨损 ，提 高 闪存 设备 的使用性
能，延长 闪存设备 的使用寿命 。



一种 闪存设备 中数据存储 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属于存储器的数据存储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的

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 （例如：MP3 、数码相机、智能电

视机等）需要 内置可擦写的非易失存储介质来存储数据。而在现有的非易失存

储介质中，闪存因其体积小、功耗低、不易受物理破坏等优点 ，在业界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3] 虽然闪存具有可写入、可擦除以及断电后仍可保存数据等诸多优点。然而 ，由

于闪存在进行数据存储吋 ，需要釆用"写入_ 擦除_ 再写入" 的方式进行 ，即对闪

存中同一闪存块执行一次"写入"操作后 ，要更新其中的数据 ，必须做一次"擦除"

后 ，才能"再写入" 同一闪存块。而每个闪存块 的擦除次数是有限的，如果其"擦

除" 的次数超过限定值 （例如 10000 次）后就会 出现磨损 ，可能导致该闪存块不能

存储数据或者存储的数据丢失 ，影响闪存的使用性能 ，降低闪存的使用寿命。

对 发 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4] 本发明实施例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的方法 ，以解决现有闪

存设备在进行数据存储吋闪存块擦写次数过多，导致闪存块磨损严重 ，减少闪

存设备使用寿命的问题。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5] 本发明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6] 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

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



[7] 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

[8] 若否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9] 若是 ，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 已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

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逻辑地址。

[10] 本 发明实施例 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 的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

[11] 指令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主机系统发送 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

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 的逻辑地址 ；

[12] 判断单元 ，用于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

[13] 写入单元 ，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判断结果为否吋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

待写入数据 ；

[14] 指 向单元 ，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判断结果为是吋 ，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

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 已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逻辑地址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15] 从上述技术方案可 以看 出，本发明实施例在接收到写指令后 ，先判断所述写指

令 中的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过 ，若是 ，则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只需将所

述写指令 中的逻辑地址指 向之前 已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

逻辑地址 ，从而有效减少对闪存 的写操作 ，进而减少对闪存块 的擦除操作 ，避

免闪存 的频繁磨损 ，提高闪存 的使用性能 ，延长闪存设备的使用寿命 ，具有较

强 的实用性。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16] 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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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创造性劳动性

的前提下 ，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所适用的系统场景图；

[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图；

[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图；

[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图；

[2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五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图；

[2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六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图；

[23]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七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图；

[24]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八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26] 为了说明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明。

[27] 实施例一：

[28] 图1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所适用的系统场景

示意图，为了便于说明，仅示出了与本实施例相关的部分。

[29] 如图1所示，该系统包括主机系统1以及闪存设备2。

[30] 其中，所述主机系统1为电脑系统，包括微处理器 11、随机存取存储器RAM12

、数据传输接口13以及输入或输出装置 14。

[31] 所述主机系统1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接口13与所述闪存设备2连接。用户通过输入

/输出装置 14发出写指令给所述微处理器 11，所述微处理器 11通过数据传输接口1

3将所述写指令发送所述闪存设备2，所述写指令中包含所述RAM12 中的待写入

数据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32] 所述闪存设备2在接收到所述写指令后，判断所述写指令中的待写入数据是否

之前已写入过，若是，则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只需将所述写指令中的逻辑地址

指向之前已写入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否则将所述

写指令中的待写入数据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闪存设备2。



[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主机系统为可存储数据的任意系统 ，例如电脑系统、数码

相机、摄影机、通信装置、音讯播放器、视讯播发器等系统。

[34]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提供的系统场景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35] 实施例二：

[36] 图2示 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 ，该方

法过程详述如下：

[37] 在步骤 S201 中，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

[3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写指令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信息：待写入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

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所述主机系统为可存储数据的任意系统 ，例如

电脑系统、数码相机、摄影机、通信装置、音讯播放器、视讯播发器等系统。

[39] 在步骤 S202 中，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写入 ，若判断结果为"是" ，则

执行步骤 S204, 若判断结果为"否" ，执行步骤 S203 。

[40]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减少对闪存的写操作 ，在执行所述写指令之前 ，判断所述

闪存中是否已经存在所述待写入数据 ，即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写入

过 ，若是则执行步骤 S204, 否则执行步骤 S203 。

[41] 在步骤 S203 中，执行写指令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即将所

述待写入数据存储至与所述逻辑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

[42] 在步骤 S204 中，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

[43]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写指令中的待写入数据之前已写入过 ，即已存在于闪存

中吋 ，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只将所述写指令中的逻辑地址指 向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 ，并提醒用户该数据 已写入过 ，从

而有效减少对闪存的写操作 ，进而减少对闪存块 的擦除操作 ，避免闪存的频繁

磨损 ，提高闪存设备的使用性能 ，延长闪存设备的使用寿命。

[44] 实施例三：

[45] 图3示 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 ，该方

法过程详述如下：



[46] 在步骤 S301 中，创建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中包含有 已写入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数

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47] 优选 的是 ，所述样本库为一静态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中包含经常写入的数据及

所述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如表一所示。其中，所述经常写入的数据为已写入

且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 （例如 5次）的数据：

[48] [Table 1]

[49] 表一

[50] 在步骤 S302 中，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51] 在步骤 S303 中，判断所述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 ，如

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 S305,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执行步骤 S304;

[52] 优选 的是 ，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 ，如

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 S305,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执行步骤 S304;

[53] 在步骤 S304 中，执行写指令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54] 在步骤 S305 中，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

[55] 例如 ，当所述待写入数据为A A 吋 ，根据表一可知其已存在于闪存中，则将其

逻辑地址指 向表一中A A 对应的逻辑地址 0X00010010 。

[56] 在本实施例中，根据预先建立的静态样本库来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

写入 ，由于该静态样本库中只包含经常性写入的数据 ，从而可有效提高判断的

效率。



[57]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的步骤 S301 可 以置于步骤 S302 之后 ，只需在步骤 S303

判断之前创建样本库即可。

[58]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方法还包括：

[59] 当所述待写入数据之前未写入 ，且所述闪存当前剩余的存储空间小于预先设定

的临界值吋 ，删除所述样本库中没有逻辑地址对应的数据。

[60] 例如 ，数据A A 为样本库中的数据 ，其对应保存的逻辑地址为0X00010010; 待

写入数据 66，其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也为0X00010010 ，与所述样本库比较发现

，待写入数据 66之前未写入过 ，则将待写入数据 66及其对应的逻辑地址 0X00010

010保存至所述样本库 ，之前的数据A A 保存的逻辑地址因为写入了新的数据 66，

则数据A A 没有了对应的逻辑地址。在这种情况下 ，当闪存当前剩余的存储空间

小于预先设定的临界值吋 ，则将数据A A 继续保留在样本库中，否则删除数据A A

[61]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中的所述设定的临界值大于或者等于待写入数据需要

的存储空间，因为每次的待写入数据需要 的存储空间很小 ，如果等到存储空间

小于待写入数据的大小吋 ，再释放样本库中无效数据 占用的空间则会降低写入

效率。

[62] 实施例四：

[63] 图4示 出了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 ，该方

法过程详述如下：

[64] 在步骤 S401 中，创建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为动态样本库 ，所述动态样本库中包

含有 已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65] 在步骤 S402 中，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66] 在步骤 S403 中，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6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可 以通过哈希算法或者其他类似算法

获取。

[68] 在步骤 S404 中，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征值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 S406,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



执行步骤 S405;

[69] 在步骤 S405 中，执行写指令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70] 在步骤 S406 中，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 ，并将该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及该

待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71] 在本实施例中，将所述动态样本库中不包含的特征值 以及该特征值所对应数据

所保存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72] 本实施例通过一动态样本库来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写入 ，由于该动

态样本库中包含所有 已写入的数据 ，从而可有效提高判断的准确率。

[73]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的步骤 S401 可 以置于步骤 S402 之后 ，只需在步骤 S404

判断之前创建动态样本库即可。

[74] 实施例五：

[75] 图5示 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五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的实现流程 ，该方

法过程详述如下：

[76] 在步骤 S501 中，创建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包含静态样本库和动态样本库 ，所述

静态样本库中包含有 已写入且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所述动态样本库中包含有 已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入

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77] 在步骤 S502 中，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78] 在步骤 S503 中，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79] 在步骤 S504 中，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 S507,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执行步骤 S5

05。

[80] 在步骤 S505 中，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征值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 S507,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

执行步骤 S506;

[81] 在步骤 S506 中，执行写指令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82] 在步骤S507 中，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将所述逻辑地址指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并将该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及该

待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83] 本实施例通过创建的静态样本库和动态样本库来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即保证了判断的效率又能保证判断的准确率。

[84]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的步骤S501 可以置于步骤S502 之后，只需在步骤S504

判断之前创建动态样本库即可。

[85] 实施例六：

[86] 图6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六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为了

便于说明，仅示出了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部分。

[87]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应用于存储设备中，可以是运行于存储设备内

的软件单元、硬件单元或者软硬件相结合的单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挂件集成

到存储设备中或者运行于存储设备的应用系统中。

[88]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包括指令接收单元6 1、判断单元62、写入单元63以

及指向单元64。其中，各单元的具体功能如下：

[89] 指令接收单元6 1，用于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90] 判断单元62，用于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写入；

[91] 写入单元63，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62判断结果为否吋，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

所述待写入数据；

[92] 指向单元64，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62判断结果为是吋，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将

所述逻辑地址指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

地址。

[93] 为了保证判断的效率，优选的是，所述装置还包括：

[94] 样本库创建单元65，用于创建样本库，所述样本库中包含有已写入的数据以及

与所述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95] 优选的是，所述样本库为静态样本库，所述静态样本库中包含有已写入且写入

次数大于预设值的数据以及与所述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96] 所述判断单元62具体用于，判断所述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

的数据。

[97] 优选的是，所述判断单元62具体用于，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

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

[98] 优选的是，所述装置还包括：

[99] 删除单元66，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62判断结果为否，且所述闪存当前剩余的存

储空间小于预先设定的临界值吋，删除所述样本库中没有逻辑地址对应的数据

[100] 本实施例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使用在前述对应的闪存设备中数

据存储方法，详情参见上述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实施例二和三的相关描述

，在此不再赞述。

[101] 实施例七：

[102] 图7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七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为了

便于说明，仅示出了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部分。

[103]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应用于存储设备中，可以是运行于存储设备内

的软件单元、硬件单元或者软硬件相结合的单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挂件集成

到存储设备中或者运行于存储设备的应用系统中。

[104]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包括样本库创建单元7 1、指令接收单元72、获取单

元7 3、判断单元7 4、写入单元7 5 以及指向单元7 6。其中，各单元的具体功能如

下：

[105] 样本库创建单元7 1，用于创建样本库，所述样本库为动态样本库，所述动态样

本库中包含有已写入数据的特征值以及与所述已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106] 指令接收单元72，用于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107] 获取单元73，用于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108] 判断单元74，用于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相同的特征值；

[109] 写入单元75，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74判断结果为否吋，根据所述待写入数据写



入闪存的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并将该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及该待写

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110] 指向单元76，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74判断结果为是吋，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将

所述逻辑地址指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

地址。

[111] 优选的是，所述装置还包括：

[112] 删除单元77，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74判断结果为否，且所述闪存当前剩余的存

储空间小于预先设定的临界值吋，删除所述样本库中没有逻辑地址对应的数据

[113] 本实施例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使用在前述对应的闪存设备中数

据存储方法，详情参见上述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实施例四的相关描述，在

此不再赞述。

[114] 实施例八：

[115] 图8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八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的组成结构，为了

便于说明，仅示出了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部分。

[116]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应用于存储设备中，可以是运行于存储设备内

的软件单元、硬件单元或者软硬件相结合的单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挂件集成

到存储设备中或者运行于存储设备的应用系统中。

[117] 该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包括样本库创建单元8 1、指令接收单元82、获取单

元83、判断单元84、写入单元85 以及指向单元86。其中，各单元的具体功能如

下：

[118] 样本库创建单元8 1，用于创建样本库，所述样本库包含静态样本库和动态样本

库，所述静态样本库中包含有已写入且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的数据以及与所述

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所述动态样本库中包含有已写入数据的特征值以及与所

述已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

[119] 指令接收单元82，用于接收主机系统发送的写指令，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

[120] 获取单元83，用于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



[121] 所述判断单元84包括第一判断模块841以及第二判断模块842:

[122]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841用于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相同的数据；

[123] 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在所述第一判断模块841判断结果为否吋，判断所述动态

样本库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相同的特征值；

[124] 写入单元85，用于在所述第二判断模块842判断结果为否吋，根据所述待写入

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并将该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及

该待写入数据对应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125] 指向单元86，用于在所述第一判断模块841或第二判断模块842判断结果为是吋

，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将所述逻辑地址指向所述之前已写入的与所述待写入数

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

[126] 优选的是，所述装置还包括：

[127] 删除单元87，用于在所述第二判断模块842判断结果为否，且所述闪存当前剩

余的存储空间小于预先设定的临界值吋，删除所述样本库中没有逻辑地址对应

的数据。

[128] 本实施例提供的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装置可以使用在前述对应的闪存设备中数

据存储方法，详情参见上述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方法实施例五的相关描述，在

此不再赞述。

[129]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为上述实施例六、七、八所包括的各个单元和模

块只是按照功能逻辑进行划分的，但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划分，只要能够实现相

应的功能即可；另外，各功能单元和模块的具体名称也只是为了便于相互区分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130]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在接收到写指令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判断所述写指

令中的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已写入过，在判定所述待写入数据之前已写入过吋

，则不执行所述写指令，只需将所述写指令中的逻辑地址指向之前已写入的与

所述待写入数据相同的数据保存的逻辑地址，从而有效减少对闪存的写操作，

进而减少对闪存块的擦除操作，避免闪存的频繁磨损，提高闪存的使用性能，

延长闪存设备的使用寿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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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一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 ：

接收主机系统发送 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 以

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 的逻辑地址 ；

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

若否 ，根据所述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若是 ，不执行所述写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 已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逻辑地址。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

否之前 已写入 的步骤之前 ，还包括 ：

创建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 中包含有 已写入 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数据

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具体包括 ：

判断所述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

如权利要求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为静态样本库

，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 的数据 以及与所

述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如权利要求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为动态样本库

，所述动态样本库包含有 已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入

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方法在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的步骤之前 ，还

包括 ：

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

所述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具体包括 ：

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相 同

的特征值。

如权利要求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包含静态样本

库和动态样本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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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 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

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 已写入数据 的特

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入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方法在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的步骤之前 ，还

包括 ：

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

所述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具体包括 ：

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 ；

若否 ， 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

值相 同的特征值。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 4或 5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在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

征值吋 ，根据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 的逻辑地址写入所述待写

入数据 ，并将该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及该待写入数据对应 的逻辑

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权利要求 7 ] 如权利要求 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当所述待写入数据之前未写入 ，且所述闪存当前剩余 的存储空间

小于预先设定 的临界值吋 ，删 除所述样本库 中没有逻辑地址对应

的数据。

[权利要求 8] —种闪存设备中数据存储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包括 ：

指令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主机系统发送 的写指令 ，所述写指令包

含有待写入 的数据 以及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 的逻辑地址 ；

判断单元 ，用于判断所述待写入数据是否之前 已写入 ；

写入单元 ，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判断结果为否吋 ，根据所述逻辑

地址写入所述待写入数据 ；

指 向单元 ，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判断结果为是吋 ，不执行所述写

指令 ，将所述逻辑地址指 向所述之前 已写入 的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相 同的数据保存 的逻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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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7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还包括 ：

样本库创建单元 ，用于创建样本库 ，所述样本库 中包含有 已写入

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判断单元具体用于 ，判断所述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

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为静态样本库

，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 的数据 以及与所

述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权利要求 11]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为动态样本库

，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 已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

入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装置还包括 ：

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

所述判断单元具体用于 ，判断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

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征值。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样本库包含静态样本

库和动态样本库 ；

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写入次数大于预设值 的数据 以及与所述

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包含有 已写入数据 的特

征值 以及与所述 已写入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 ；

所述装置还包括 ：

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 ；

所述判断单元包括 ：

第一判断模块 ，用于判断所述静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

入数据相 同的数据 ；

第二判断模块 ，用于在所述第一判断模块判断结果为否吋 ，判断

所述动态样本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 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

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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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写入单元具体

用于，在所述动态样本库中不存在与所述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相

同的特征值吋，根据所述待写入数据写入闪存的逻辑地址写入所

述待写入数据，并将该待写入数据的特征值及该待写入数据对应

的逻辑地址存储至所述动态样本库。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删除单元，用于在所述判断单元判断结果为否，且所述闪存当前

剩余的存储空间小于预先设定的临界值吋，删除所述样本库中没

有逻辑地址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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