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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资源负载均衡模型
集群智能优化算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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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平台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绩效的新模式。随着技术创新平台上信息的增长，体力劳动已不

能满足实际需要。云计算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在云处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稳定的可访问性、标准化、安
全性、负载均衡等。为了搭建技术创新平台，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资源负载均衡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平衡云中资
源负担的模型，以期为改善资源负担和资源使用之间的平衡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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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科技每天都在变化 [1]。国

1980 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强国”战略，同时制定

家工委通过整合扶持一些有发展前景的研发项目，鼓

相应的产业技术研发要点，全面推动日本技术的发展。

励高校和企业申请合资，重点支持相关研发项目和产

此外，韩国的 HAN、以色列政府提出的“磁铁计划”

品投资。科技创新平台为科技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提供

和英国的 e-learning 计划，都是政府应对新世纪挑战的

了新模式。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平台信息量的迅猛增加，

战略。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的创新平台，

人类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且人类工作的方式已

推动产业现代化，挖掘市场潜力。其主要目标是通过

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了。所以，需要新技术来满足

各方的密切合作以及针对特定需求的各个领域的研究

人们的新要求。云计算的提议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和研究活动，以多种方式整合行业的技术力量和资源，

但云计算存在着不稳定的可用性、标准化、安全性和

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从而提高技术水平，促进

负载均衡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云计算资源

经济发展。但是，技术创新平台不仅应该是企业、高

负载均衡模型集群智能优化算法的分析，具体如下。

校、科研院所提供的技术资源和教学培训材料的交流，

1 技术创新平台的研究现状

还应该包括参与整个技术交易的团体成员（政界、产

随着世界发展的迅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创

业界），合作创新、联合研发等过程。

新的重要性，所以对创新平台的研究也比较早。1990

与海外创新平台相比，我国创新平台起步较晚，

年代美国西北大学 Mayer 教授提出了技术平台和产品平

组织架构设计体系不完善，相关立法也不完善。创新

台的概念，创新过程可视为区域集群的区域现象。作

平台的服务质量取决于我们提供的多个创新平台之间

为一种区域资源和合作网络，这一活动往往对创新型

的合作。同时，基于卢森堡创新平台中心的协调和支

企业至关重要。技术平台和生产平台不仅是进一步研
[2]

持服务，我国部分地区的创新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

发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技术深化战略的重点 。1995

该平台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公开平台，并未充分体现对

年，Michael E.McGrath 出版了《高技术企业产品战略》

接技术转移的核心价值，也不可能在技术供需之间找

一书。该战略侧重于市场长期规划的基本战略框架、

到共同点。在这个高度创新的平台上，这些邮政平台

14 种独特的多元化战略和各种增长模式，并数十次详

都在利用供给不足，从平台数据库中请求数据，有效

细分析了产品战略的成败 [3]。

地记录了技术供需关系与公司的基础满足对接要求。

国外科技创新平台，如：日本产业技术研发平台。

为配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科技部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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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立项课题，项目编号：JG20EB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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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焚烧厂）规划，

参数来解决负载平衡问题，并针对其可靠性、容错性、

旨在解决科学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构建国家科技创

鲁棒性等特点，有效地避免了“单点误差”，对黑星

新体系，高校、科研院所融合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主

大厦的云处理效率和可扩展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5]。

体、市场与产业对接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国家、

负载平衡是一种通过重新分配系统负载、缩短任

创新型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研究所。研究结果表明，

务响应时间，在服务器之间实现相对可持续负载的策

中国企业将发展吸收和转移能力，以改善技术转移贸

略，可提高系统资源利用效率。如何衡量当前服务器

易伙伴之间的沟通。

的负载平衡性能，获取合理的负载平衡参数。能够有

此外，Don Harris 等人提出了一个基于技术社会系

效描述服务器当前状态的指标包括：内存利用率、处

统方法的框架来评估技术转让成功的可能性。青岛率

理器数量、CPU 数量、宽带利用率、硬盘数量和网络

先创建国家“后创新”县，安徽省进入后创新试点县。

性能该服务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处理客户要求的任务

2008 年 6 月 8 日，上海产业交易所在上海市青浦区设

需要客户数量和响应时间。负载均衡技术的关键是算

立首个创新站，积极帮助企业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

法规划，即负载均衡算法。在并行处理系统中，每个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08 年 4 月，全球最大的国

任务子集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多台服务器上，以最大限

际创新园区广州高新区与索菲亚科技园签署建设“广

度地发挥每台服务器的优势。本文总结了以下负载均

州开发区创新功能区”的意向书。

衡算法：随机规划算法、加权随机平衡算法、加权旋

近年来，江苏在江苏省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收集

转规划算法、加权旋转调度算法、目标或源代码最小

了各种技术创新要素，以满足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

加权组合算法、最小连接规划算法、基于位置的最小

术创新的需要，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社会发展创新、

连接修改算法、最小复制连接算法、本地最小复制连

新材料，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能源环保、现代农业、

接算法 [6]。

航天电子、社会福利等领域共同打造科技创新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复杂网络模型
一些研究人员比较分析了云计算联盟和复杂系统

2 云计算资源负载均衡策略

的特点并达成一致，如何优化云计算联盟的资源配置，

云计算于 2007 年第三季度开始发展。谷歌、亚马逊、

基于云计算联盟提案广泛研究了云计算中的联盟资源

微软和 IBM 等云计算平台已达到数十万台甚至数百万

管理和资源负载均衡的建模、优化、仿真和分析。

台计算机。中国移动、计算机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自然界中的许多复杂系统都可以用网络来表示。

院、移动通信研究所云计算可分为“学术基础设施即

在小型网络中，特征路径长度最短，并且特征路径长

服务”“平台即服务”和“软件即服务”。用户管理

度随着 log(n) 的增加而增加。结果表明，在从正常网络

模块为系统分配适当的资源，激活配置工具，为用户
设置当前环境。监控统计模块主要负责监控活动节点
的资源状态。系统管理模块负责在减轻 Pala 负担的基
[4]

础上管理和分配所有访问权限 。
在云计算环境下，TDLBA 算法设计了一种商品平
衡算法。信任的优势取决于资源分配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但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局限性并不明显，可以有

到随机网络的过渡过程中，聚类系数和自路径长度减
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聚合因子与路径长度成正比。
微世界网络具有路径长度短、聚合率高的优点。如果
网络小世界中的点代表人，线代表对人的理解，那么
网络小世界就可以反映小世界现象。换句话说，外星
人与他们认识的人有关。近年来，受 BA 模型的启发，
许多随机模型被提出来描述小世界或无尺度网络拓扑。

效降低设备的计算和存储容量，实现云计算的高可用

4 集群智能算法及应用

性和负载均衡，基于 DSA 的负载均衡策略在资源规划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讨论资源负载均衡问题。科

框架下实现集成开发环境，但动态虚拟机迁移的实现

学家们对网络上的任务调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的

仍然是红帽虚拟集群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曾琦和刘仁

结论是任务调度算法主要包括 Max-Min 算法、Min-Min

义提出了大规模计算机集群环境下的分布式策略。洪

算法、遗传算法、优先算法和神经算法。任务执行范

卫红提出了面向市场的策略。作为 ALP 平台自适应负

围和资源负载均衡必须选择合适的指标，智能聚类算

载平衡的一部分，指出云动态负载平衡在负载分配中

法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云计算环境下的负载均衡问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遗传算法通过训练和选择模型

题上，Suraj Pandey 和 Linlin Wul 提出了一种基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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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法的粒子群算法，同时考虑到计算和数据传输的

业需要分派所需各种资源，协调各资源节点的分配。

成本，并通过实例证明了它们的优越性，表明 PSO 可

云计算的出现使软件供应商更容易构建大型分布式系

以平衡计算资源的负载。Vesna Sesum-Cavic 等通过智

统。云计算为开发人员和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共享

能产业集群计算处理呼叫中的云负载均衡问题，并建

界面，使开发人员可以更多地关注软件本身，而不是

立了自组织负载均衡框架，首先采用个人电脑作为每个

底层架构。另外，所有支持新节点连接的组织都是松

网络节点，然后再使用蜂群算法解决。Martin Randles

散相关的，当某个新节点接入到云系统中时，其余节

和 David Lambl 调查比较分析了三种可能的服务负载均

点执行覆盖的网络连接日志，新节点接受一个节点并

衡算法，即 HFB( 蜜蜂觅食行为 )、BRS( 有偏随机抽样 )

成为路由邻居，并为它们提供连接信息。该过程类似

和 AC( 主动聚类 )，它可以大大提高性能。张泽华和张

于 P2P 网络的结构，但不同于 P2P 网络的结构。在云

学杰提供了一个基于蚁群理论和更复杂网络理论的负

计算技术中，服务由服务提供商管理，加入系统的节

载均衡机制，同时也考虑到了复杂网络的特点，通过

点提供了计算资源。在连接的网络中，节点必须保持

对机制的定性分析和原型的定量分析证明了其可行性，

在线，除非发生硬件故障。此外，P2P 网络中的节点是

但信息因素、成本因素及其关系没有解释 [7]。程旭华的

完全自治且不稳定的，节点在访问 P2P 网络时有自己

论文中给出了一个经过改进的离散粒子群算法，仿真

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离开网络。

证实该算法能够更准确、更快速地找到最优网络拓扑
变化路径，且性能优于蚁群算法，收敛效果好。粒子
群 优 化 算法 (PSO) 是 James Kennedy 和 Russell Eberhart
在 1995 年受到一群觅食鸟类的启发而提出的一种智能
群优化算法，具有个体数量少、计算简单、免疫力好
等优点。
云计算对技术创新平台的最大支持体现在资源池
上，有很多云计算资源，而云资源池中的各种资源又
分为储存信息资源、运算资源、网络资源、基础设施

5 结语
总体来看，虽然有很多技术创新平台，但仍有很
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服务器访问过载会导致平台瘫
痪，云计算可以解决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中的很多问题，
但目前国内外对云计算技术创新平台的研究较少，尤
其是在资源负载平衡平台云计算技术创新方面，目前
对云计算环境下任务分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蚁群算法，
而离散粒子群算法（PSO）具有良好的收敛性。

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资源管理也是云计算技术的中
心话题。资产经理们从逻辑出发一切都是为了整合这
些资产，并把这些作为端到端资产提交给技术创新平
台上的应用。然后，用户可以和各种资源代理实现互动，
各种资源代理可以保证应用免受于云计算资源的大量
利用，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复杂度，用户只能看到任务
的结束。云计算资源管理的主要功能是接收来自云计
算应用 ( 如技术创新平台 ) 的资源管理申请，并将特定
资源分配给请求者。对于云计算而言，重要的是要正
确规划适当的资源，以便可以执行资源密集型任务。
为实现这些功能，云资源管理实质上需要提供四个核
心业务：资源发掘、信息资源储存、信息资源分发和
信息资源调整。信息资源发掘与资源配置功能之间可
互相补充。信息资源启动，提交资源信息中的相关信
息或资源地址用于信息资源分发，并尝试找到合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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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信息资源。但是，由于资源发现系统是由 Web 应
用程序所启动的，在该应用程式中的所有资料都能够
在云资料池内找到。资料储备、资源分配和资料发掘
都是资源规划的前提。通过资料调度可以按照实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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