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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简介

数据：所有能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介质的总称（文档、
图片、视频、表格等）。
元数据：中介数据，为描述数据的数据（data about data），主要是描述数据
属性（property）的信息，用来支持如指示存储位置、历史数据、资源查找、文
件记录等功能。

数据 元数据

如果要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写操作，需要先找到这个文件的
存放位置，即先读取文件的元数据。文件的不断更新，对
应的元数据也随之改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B%E8%B4%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59473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9E%E6%80%A7/14050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1111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3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908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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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管理

集中式管理和分布式管理

集中式管理：在系统中有一个节点专门司职元数据管理，所有元数据都存储在该节点的存储设备上。所有
客户端对文件的请求前，都要先对该元数据管理器请求元数据。

分布式管理：将元数据存放在系统的任意节点并且能动态的迁移。对元数据管理的职责也分布到各个不同
的节点上。大多数集群文件系统都采用集中式的元数据管理。

集中式管理实现简单，一致性维护容易。缺点是有单一失效点问题（整个系统的工作流不会
因为一个单点的失败而停止整个工作），若该服务器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
而且，当对元数据的操作过于频繁时，集中的元数据管理成为整个系统的性能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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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MDS： Metadata Server 元数据服务器
在CephFS中负责管理元数据，其本质上只是一个守护进程。MDS进程本身并不具备持久化存储的功能，而只
能依靠内存临时记录部分元数据。cephFS的元数据持久化保存在OSD上，用所谓的元数据池进行统一管理。在
MDS进行主备切换时，原active MDS的内存数据会全部丢失，原standby MDS需要从元数据池读取信息，并在自
己内存中重建所有必要的元数据。

元数据的访问占整个文件系统访问的30%~70%左右。所以在文件系统中，MDS的性能与文件系统的性能强相
关。

Ceph 文件系统架构

OSD MON MDS

CephFS Kernel 
Object

CephFS FUSE User Space 
Client

CephFS Library

Librados

OSD、MON和MDS组成RADOS层，存储
数据和元数据；
Kernel Object、FUSE、SpaceClient为客
户端接口；
Librados：本地C语言库，提供API支持，
允许应用程序直接或者并行访问集群
Library：客户端用它直接与osd交互，提供
数据交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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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的基本数据类型

1、SuperBlock：定义文件系统的类型、大小、状态和其他信息。

2、Inode：记录数据块在存储介质上的位置和分布，以及文件对象属性（权限、属性

组、数据块信息、时间戳等），不包括文件名和文件内容本身，Inode结构大小固

定。

3、Dentry：记录文件在目录树中的位置信息，组成文件系统的目录树，包含了文件

名、父目录、子目录、文件的Inode号等信息，连接不同文件对应的inode，包含

文件名、文件inode等信息，是连接目录到文件之间的关键。

4、File：文件操作句柄，表示一个打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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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关系

1、每个进程尝试去打开文件，都会
建立一个file；同一个进程多次打开同
一个文件，也会得到多个file

2、多个file结构可以对应同一个
dentry结构。

3、多个dentry对应一个i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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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的备份策略
冷备
备份的mds只起到一个进程备份的作用，并不备份元数据。主备进程保持心跳关系，一旦主的mds挂了，备份mds
replay元数据到缓存，需要消耗一点时间。

Ceph集群冗余方式

热备
除了进程备份，元数据缓存还时刻与主mds保持同步，当 active mds挂掉后，热备的mds直接变成主mds，并且没有
replay的操作，元数据缓存大小和主mds保持一致。

1、主备MDS（一主多备）
2、多主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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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ONEStor中的MDS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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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r中的MDS

 元数据池和数据池的冗余策略请按照规划配
置；

 配置向导默认配置所有存储节点为MDS节点；
 元数据池没有纠删码策略，最小为3副本

若服务器有SSD，则建议SSD盘作为元数据盘，
服务类型选择文件存储-元数据池，文件存储-数
据池选择HDD，采用元数据池分离部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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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r中的MDS

文件系统搭建完毕之后，元数据服务器为多主多备，主备mds的个数取决于集群
节点的个数（前提条件：默认集群内所有存储节点都为mds节点）；例如：3节
点是1主2备；4节点是2主2备；5节点是2主3备，由系统默认判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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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与其余组件的交互

Beacon：处理beacon相关逻辑，负责与mon与MDS的状态更新

Objecter：操作RADOS，Object
Journaler：记录元数据操作日志

MDLog：记录文件系统日志

MDcache：MDS内存数据，包含Cinode、Cdir、Cdentry等
Server：处理来自client的大部分文件操作请求

Locker：处理来自client的与锁或权限相关的请求

MDBalancer：多MDS的负载均衡处理

Migrator：子树迁移处理



14Confidential 保密 www.h3c.com

MDS各种状态简介

1、active：MDS正常运行状态

2、standby：灾备状态，用来接替主挂掉的情况

3、boot：mds在启动期间被广播到monitor

4、replay：日志恢复阶段，将日志内容读入内存后，在内存中进行回放

5、resovle：用于解决跨多个mds出现权威元数据分歧场景

6、reconnect：恢复的mds需要与之前的客户端重新建立连接，查询之前客户

端发布的文件句柄，重新在mds的缓存中创建一致性功能和锁状态

7、rejoin：将客户端的inode加载到mds cach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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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MDS切换流程

standby replay

resolvereconnectrejoin

boot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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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状态变化日志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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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数据分区方法

目的：实现文件系统元数据、数据负载均衡

1、静态子树分区
通过手工分区方式，将数据直接分配到某个服务节点上，出现负载不均衡时，由管理员
手动重新进行分配。
缺点：只适应于数据位置固定的场景，不适合动态扩展

2、hash计算分区法
通过hash计算来分配数据存储位置。适合数据分布均衡、且需要应用各种异常的场景。
缺点：不适合数据分布固定、环境变化频率很高的场景，不适合动态扩展（元数据访问
频率不同，热点信息容易频繁变化）

3、动态子树分区
通过实时监控集群节点负载，动态调整子树分布于不同的节点，适合各种异常场景，特
别适用于少量元数据迁移场景。
缺点：不太适合数据大量迁移场景，大量数据迁移会导致性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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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子树分区

• 初始状态由mds.0管理所有元数据

• 基于当前的工作负载来动态映射目录层级子树到其他元数据服务器

• 每个目录变为热点时会在多个节点产生副本

• 客户端将缓存“目录-mds”映射关系，直接与相关mds通讯

目录不是负载均衡的最小单位，目录分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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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子树分区

 元数据被划分为由目录片段为单位的子
树。

 每个MDS复制本地管理的子树的父元
数据。

 大的目录将被分成多个片段，然后可以
形成嵌套子树。

 每个MDS只知道自己的缓存中的元数
据的权限。

 客户端会缓存子树边界，方便元数据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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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子树迁移

目的：实现文件系统数据的负载均衡
实时监控集群节点的负载，动态调整子树分布于不同节点，实现负载均衡

子树迁移：初始状态由mds.0管理所有元数据，如果当前mds
的负载过重，就会有动态子树迁移将当前mds所管理的一些
子树（目录树信息）迁移到其他的mds上，这样可以分担当
前mds的负载。Ceph使用动态子树迁移实现横向扩展。适用
于少量元数据迁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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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见MDS问题分析
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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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状态震荡
故障现场：MDS状态一直在反复震荡，停止/主用/备用等反复切换，在Handy界面上手动启动或停
止MDS，提示连接失败
日志：/var/log/ceph/ceph-mds.mds*.log

ceph-mds.mds*.log日志里面打印mds状态从standby/reconnect/active等反复切换

原因排查：可能是网络震荡导致mds状态异常，可以查看messages、ceph_net、THEMIS日志，看是
否有网络相关打印，MDS通过存储前端网与mon维持心跳，通信异常导致mds状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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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冲突引起MDS状态震荡

故障现场：IP冲突引起MDS状态一直在反复震荡，停止/主用/备用等反复切换，在Handy界面上手
动启动或停止MDS，提示连接失败
日志：/var/log/ceph/ceph-mds.mds*.log

解决办法：修复IP冲突环境，在受IP冲突的MDS节点执行ip neigh flush dev 
name（name是冲突IP对应的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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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树迁移
故障现场：业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客户侧感知业务有卡顿，但是集群健康度OK
日志：/var/log/ceph/ceph-mds.mds*.log
cat /ceph-mds.mds*.log | grep “===“

方法：将目录pin住，不让子树进行频繁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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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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