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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所 使用的 NTFS 与 FAT 文件系统 的簇、容量、安全、字符 集等，分析了两种 文件系统的区 别与

优缺 点。分析了 NTFS 文件系统使 用的数据结构 ，特别针对其主控 文件表 MFT、MFT 记 录、文件结构、目录 结构进行了深 入的
剖析 ，给出了 NTFS 文件系统中 文件与目录的 MFT 记录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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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ed at the NTFS and FAT's cluster, capacity, security and charset under the Windows, The differenc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nd data structure used in the NTFS are analyzed, especially conducting the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MFT, MFT record, file structure and catalogue structure. The file and catalogue's MFT record structure in the NTF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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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较大的浪费。一个 250 字节的文件仍然要分配一个簇的空间，

言

如果簇为 16 K 字节，则 15 K 以上的空间都被浪费了。由于只

Windows NT 最初支持 3 种不同的文件系统：FAT 、HPFS

能寻址 65 536 个簇，一个簇为 1 KB 的 FAT 磁盘只能寻址 65

和 NTFS。NTFS 是 NT 的内定文件系统，同时 NT 支持 FAT 和

MB 空间。要寻址 4 GB 或更大的磁盘则需要 64 KB 的簇，但

HPFS 以提供对其它操作系统的兼容 ( 虽然 NT4.0 后不再支持

它又将产生大量空间浪费。NTFS 采用 64 位地址来引用簇。

HPFS)。微软公司对 NTFS 的设计目标是要克服另外二个 NT

因此，如果使用 512 字节的簇，NTFS 能寻址 264*512 字节的磁

兼容文件系统的限制，同时还要能提供高性能，以满足企业级

盘，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能满足需要。

[1]

应用对操作系统的要求[2]。
本文对 NTFS 与 FAT 文件系统进行比较分析，详细剖析
NTFS 磁盘数据结构的设计。

1

(2) NTFS 使用与 NT 一样的安全模型，而 FAT 和 HPFS 的
开发者则忽视了文件系统安全问题。通过使用自由访问控制
和系统特权访问控制，来控制能在一个文件上进行的操作。同
时，文件上的任何操作都将记录在日志中，日志文件则以 NT

NTFS 的特性

内部格式储存在 NTFS 文件系统内。这种方式使 NTFS 的安

Windows NT 和 NTFS 是同时开始设计的。在 NTFS 文件
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各部分的功能确定后，微软公司决定使用

全管理与 NT 的安全管理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
(3) 在名字字符集方面。FAT 文件系统使用 8 bit 的 ASCII

NTFS 作为 NT 的文件系统。NTFS 作为一个全新的文件系统，

码作为文件和目录名字方案的字符集，这使得 FAT 文件系统

它能克服 PC 原有文件系统的限制同时又满足 NT 企业用户

的名字局限于英文字符和一些符号。NT 和 NTFS 都使用 16

的预期需要。

bit 的 Unicode 码作为名字的字符集，NTFS 的这一特性让全球

(1)NTFS 的明显特点是它能够很好的适应不断扩大的磁

的 NT 使用者都能使用本地语言处理他们的文件。

盘容量需求。所有的文件系统都把磁盘分割为逻辑的分配单

(4) 在 FAT 文件系统中，文件是以基于单位的方式储存数

元，也就是簇。FAT 文件系统使用 16 位的入口来引用簇，因

据模型。NTFS 则允许在文件内部使用数据流。NTFS 的未命

此，
FAT 最多能寻址 2 或 65 536 个族。簇的大小能依据磁盘

名的数据流等同于传统 FAT 中的文件数据视图，但 NTFS 的命

的大小而改变，但是大的簇将形成磁盘碎片，或在簇内部形成

名文件流则能够代替 FAT 的文件数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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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AT 没有提供对故障-容错的支持。如果在创建或更

未使用，否则簇正在使用中。这个文件由 NTFS 维护，它跟踪

新文件和目录的时候，系统崩溃了，FAT 的磁盘结构可能变得

着磁盘上所有的未使用簇，如果要为文件分配新的空间，将从

不一致。这种情形可能造成已修改数据的丢失，也可能造成

这些未使用的簇中分配。

驱动器的损坏和磁盘上数据的丢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NTFS

2.1

主控文件表

内建一个事务日志系统，对于任何将要进行的修改操作，
NTFS都

NTFS 的控制中心是主控文件表 MFT [7]。MFT 映射了磁

要在一个特殊的日志文件中做登记[3]。如果系统崩溃，
NTFS 检查

盘上所有文件和目录，包括 NTFS 的元数据文件，所以 MFT 类

日志文件并利用它使磁盘回复到数据损失最小的一致状态[4-5]。

似于 FAT 文件系统的文件分配表。MFT 以记录为单位进行
划分。在大部分 MFT 记录中，储存着描述磁盘上文件或目录

2 NTFS 的磁盘管理

的特性 ( 安全 属性和其它 的属性，如 只读或隐藏 等 ) 和它在磁

用来创建 NTFS 磁盘分区和逻辑驱动器的工具能选择簇

盘上的位置信息的元数据。MFT 本身也是一个由 NTFS 用 MFT

的大小。程序基于磁盘的大小来决定簇的大小，并且能够在

中的记录映射的文件。这样的结构使 MFT 很容易扩展，使

小的簇所带来的管理开销与大的簇所带来的空间浪费之间做

NTFS 能很有效率地追踪现存的元数据数量，来决定它们所占

出选择。表 1 显示了缺省的簇的大小。

用的空间。

表1

NTFS 在内部使用 MFT 中的记录来标识文件和目录，这

缺省的簇尺寸

些记录描述了这些元数据的开始位置信息。例如，表 2 中所

卷尺寸

簇尺寸

≤512 MB

512 bytes

513 MB~1024 MB

(1 GB)1 KB

1025 MB~2048 MB

(2 GB)2 KB

≥2 049 MB

4 KB

列出的元数据文件都在 MFT 中有一个预先分配的开始 ( 基本
的 ) 记录，在第二列中显示这个值的情况。记录的尺寸通常是
1 KB，也可能更大些。$MFTMIRR 文件是 NTFS 预防数据丢
失的另一个手段。$MFTMIRR 文件中包含 MFT 的最初 16 个
记录的一份拷贝，而且 NTFS 将其储存在磁盘的中央位置，

除了储存用户的文件和目录数据外，NTFS 将一些用于磁

MFT 则 储 存 在 磁 盘的 开 始 位 置 。如 果 NTFS 在 读 MFT 时发

盘管理的数据也储存在文件中，存储在这些文件中的与文件

生问 题 ，它 就 引 用它 的 副 本 $MFTMIRR 文 件 。NTFS 磁 盘的

系统相关的数据和用户文件与目录中存储的数据都叫做元数

启动 记 录 ( 磁 盘开 始 的 512 字 节 ) 包 含 着 MFT 和 $MFTMIRR

据 [6]。当你初始化一个 NTFS 磁盘时，NTFS 将创建 11 个元数

文件 的 位 置 信 息 。

据文件。

MFT 的存取效率对一个 NTFS 磁盘的总体性能具有重要

表 2 列出元数据文件和功能描述。浏览 NTFS 磁盘时，这

的影响，为此，NTFS 要能快速访问 MFT。因为 MFT 也是文件，

些文件通常是看不见的，这些文件以$作为文件名的首字母。

其大小变化可能使它产生碎片。如果 NTFS 不能预先连续的

在命令行方式下，用命令 dir/ah，能看到这些文件的信息。

分配整个 MFT，就会导致碎片的产生。当 MFT 变大而其它的

表 2 NTFS 中 MFT 的元文件
文件名

记录号

功能描述

$MFT

0

主控文件表自身，NTFS 的控制中

$MFTMIRR

1

MFT 前 16 个记录的备份

文件使用的簇正好在它原来的结束处之后，MFT 必须在磁盘
中找另一处未使用的空间，这样就导致 MFT 文件所映射的簇
的顺序不连续了。
碎片化的 MFT 意味着需要多次磁盘操作才能读完一个

$LOGFILE

2

事务日志文件

记录，从而导致较低的性能。为了避免 MFT 碎裂，NTFS 在

$VOLUME

3

卷属性定义表

MFT 周围保留一定范围的簇不分配给其它的文件和目录。这

$ATTRDEF

4

属性定义表

样，在 MFT 需要增长时，能增加找到连续簇的机会，也能尽量

.

5

卷的根目录

少的使 MFT 靠近其它的数据。当保留区域外的磁盘空间变

$BITMAP

6

记录卷中簇的分配情况的位图

得不足时，区域中的簇也能分配给其它用途。因此，在磁盘剩

$BOOT

7

引导文件

$BADCLUS

8

坏簇文件

$SECURE

9

安全文件

$UPCASE

10

MFT 自身的扩展文件记录

NTFS 除了要将所完成的操作登记在日志文件中，以避免
磁盘数据的损失，它还使用信号机制来保护它自己在磁盘上

余容量较小时，MFT 变得破碎的危险将会增加。NTFS 不允许
磁盘碎片整理工具整理 MFT 所占用的簇。

2.2

MFT 中 的记 录
MFT 中的记录由一个包含关于记录的基本信息的小表头

和紧跟着的一些属性组成，这些属性用于描述记录所对应的
文件或目录的数据或特性。

的数据结构。如果读数据时发生错误，NTFS 把被读的簇标识

图 1 显示了 MFT 记录的基本结构。

为一个坏簇，再将数据映射到磁盘的另外一个位置，然后更新

记录的表头包括 NTFS 用于完整性检验的顺序号、指向

元文件$BADCLUS，避免以后再次使用该簇。如果存在故障-

记录的第 1 个属性的指针、指向记录的第一个自由字节的指

容错功能的磁盘驱动器，它们将返回信息给 NTFS 文件系统，

针。如果记录不是文件的第 1 个记录，还包括文件的基本记

利用它们的热修复能力保护其它的数据。

录在 MFT 中的记录号。

$BITMAP 文件是一个非常大的位数组，数组中的每个位

NTFS 使用属性储存所有的文件和目录信息。表 3 列出

对应着磁盘上的一个簇。如果某位为 0，说明对应该位的簇还

了常用的属性类型。在磁盘上，属性被分为 2 个逻辑部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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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标准信息是常驻的，并在文件的第一个 MFT 记录里面储

MFT 记录
表头

属性

图1

属性表头

自由空间

MFT 记录的基本结构

表3

存。数据属性是非常驻的，被分离为两个属性表头和两个记
录中的运行。第 1 个运行是磁盘中簇号 200 开始的 2 个簇，第
2 个运行则是开始于 1 033 的 4 个簇。属性列表属性包含一个
指向第 2 个 MFT 记录所存储的数据属性的表头。

NTFS 常用的属性

属性类型

属性内容描述

$VOLUME_VERSION

卷的版本

表头 名字 mark.txt 标准信息 2004-5-138: 34 属性列表
2004-5-138: 36 数据

$VOLUME_NAME

卷的标识

$VOLUME_INFORMATION

卷的状态信息等

基本记录
表头

$FILE_NAME

存放文件/目录名

$STANDARD_INFORMATION

文件的时间相关属性

$SECURITY_DESCRIPTOR

安全描述

$DATA

文件数据

$INDEX_ROOT

B+树的根结点

$INDEX_ALLOCATION

B+树的所有子结点

数据 (非常驻)
VCN0, LCN200,2
VCN14, LCN1033,4
…

VCN255, LCN1233,6
VCN275, LCN334,8

自由空间

附加记录

图2

2.3

文件的 MFT 记录结构

目录结构
NTFS 目录由属性的索引组成，NTFS 使用索引属性对照

$BITMAP

目录内容映像

$ATTRIBUTE_LIST

描述非常驻属性的表头

$SYMBOLIC_LINK

未使用

$EA_INFORMATION

OS/2 兼容的扩展属性

件的 MFT 记录就能显示目录信息，这种方式对目录浏览操作

$EA

OS/2 兼容的扩展属性

提供了较高的性能。

文件名字，一个目录项中包含着文件的名字和文件的标准信
息 ( 时间相关信息 ) 属性的一份拷贝。因此 NTFS 不需要读文

当目录项目数据填满了一个 MFT 记录，一个根索引属性
性表头和属性数据。表头储存属性的类型、名字和标志，另外

类型用来描述记录中项的位置。如果目录的内容增长，用于

还记录着属性数据的位置。NTFS 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优化性

描述它的项可能超过文件的 MFT 记录长度。NTFS 分配索引

能的设计：只要有可能，它将在 MFT 记录里面直接储存属性

缓冲区去存储附加的项。索引分配属性的表头记录了缓冲区

数据，而不是在磁盘的其它地方分配簇来储存属性数据。存

的位置。这些缓冲区通常为 4 KB，包含在其中的目录项是可

储在 MFT 记录中的属性称为常驻属性，其它的称为非常驻属

变的，因为这些目录包含文件的名字，而文件名是可变的。为

性。只有当记录表头、属性表头、属性数据都能放入一个记录

了尽可能有效率的进行文件的查询，NTFS 在根索引和索引缓

时，属性才能是一个常驻属性。因此，1 KB( 通常的 MFT 记录

冲区内进行预排序，排序使用的数据结构是 B+树。

大小 ) 是 NTFS 磁盘上的属性数据长度的上限。如果属性的数

图 3 显示一个目录的结构。为简单起见，目录中只包含

据是常驻的，属性表头将指向在 MFT 记录中的数据的位置。

少数几个项，但目录项被分离进入根索引和两个索引缓冲区。

显然，不论属性是常驻还是非常驻的，文件名、标准信息、以及

实线的箭头显示 NTFS 完成一个目录查询时的扫描方向。虚

安全属性总是驻留在 MFT 记录中的。如果 NTFS 必须在 MFT

线的箭头显示索引分配属性中的运行如何引用两个缓冲区。

的外部储存属性的数据，则该属性储存在 MFT 记录中的属性
表头将包含在磁盘上寻址属性数据的信息。对整个系统中文
根索引 d.new

件和目录的统计表明，小于 1 KB 的文件和目录占相当大一部

h.txt

l.doc

分，NTFS 的这种设计能够显著提高系统的性能。

VCN0, LCN200,2
VCN14, LCN1033,4
…

为属性数据分配的存储空间称为运行。运行像大多数的
a.txt b.txt c.tmp

NTFS 数据结构一样，有一个表头用来标识映射到运行中的属

e.bak f.doc g.tmp

性数据的簇。由于属性和大量的数据可能跨越多个 MFT 记

图3

录，而运行要覆盖文件的不同的部分，采用这种方式就显得必
不可少。运行由多个运行项组成，一个运行项包含一个虚拟
簇号 (VCN)，它是属性数据内部簇的顺序编号；一个逻辑簇号
(LCN)，它是数据储存在磁盘上的位置；以及数据在磁盘上所
占用空间的连续簇的数量。

索引分配属性

3

目录的 MFT 记录结构

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 NTFS 文件系统的基本结构的分析，可见，

NTFS 文件系统的这种组织结构和 FAT/FAT32 文件系统有很

如果一个文件有太多属性要填入 MFT 记录中，NTFS 将

大的区别与 Linux 操作系统使用的 EXT2 文件系统[8]也有很大

分配附加的记录并在基本记录中储存一个属性-列表属性。属

的区别，这样设计的优点是便于文件系统对数据的定位和处

性列表指向在附加记录中的属性的位置，列表的每一项对应

理，便于通过文件的安全描述符对文件进行保护；便于在系统

着一个属性。如图 2 所示，Mark.txt 是较大而分成碎片的文件，

故障时，快速实现对数据的恢复；也很容易实现对卷的扩展。

它需要文件名属性，数据属性，和标准信息属性。它也有一个

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NT 系列操作系统应用的普及，针

安全属性，为简单起见忽略了。MFT 将会包含一个或更多的

对 NTFS 文件系统的开发会有更广泛的应用。
(下转第 5460 页 )

记录，每个记录包含属性的表头，以及其它一些属性数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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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图 7 这 2 条曲线分别是求解矩形包络时用遗传模拟

图8

迭代次数
SA&GA;

QPSO

多边形 2 与矩形面积的比率和迭代次数关系

算法 (SA&GA) 和 GA 算法求得的多边形与矩形包络面积比率
和迭代次数关系图，曲线表明算法都是收敛的。两张图都表

5

明遗传模拟算法 (SA&GA) 在收敛速度上要比 GA 算法的收敛
的速度要慢但形成的矩形包络的面积也比 GA 算法的产生的
矩形包络的面积小。图 8 中的 3 条曲线是遗传模拟算法 (SA&
GA) 与 QPSO 算法，
GA 算法相比，在收敛速度上和最后的优化
结果上来看，遗传模拟算法 (SA&GA) 比先进的 QPSO 算法在
性能上还是有所差距的。但不影响其的实用价值。

结束语
矩形包络问题无论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还是在科学研究

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遗传模拟算法 (SA&GA) 求解
矩形包络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基于遗传模拟算法 (SA&
GA)、QPSO 算法和 GA 算法求解矩形包络问题的结果，比较表
明在求解矩形包络问题时遗传模拟算法 (SA&GA) 的收敛能力

多边形的面积与矩形面积的比率

优于 GA 算法，虽然速度略低于 GA 算法。由此表明遗传模拟

图6

算法(SA&GA)在求解矩形包络问题领域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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