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Cloud Computing for Machine Learning and Cognitive Applications

云系统架构与服务平台设计

第 二 部 分 包 括 三 章， 涵 盖 了 云 架 构、 虚 拟 机、Docker 容 器、 移 动 云、 物 联 网、 社 交
媒体以及混合服务。案例研究包括亚马逊 AWS、谷歌云、微软 Azure、IBM SmartCloud、
Salesforce 云、SGI Cyclone、 苹 果 iCloud、NASA Nebula 和 CERN 云。 第 3 章 为 将 数 据 中
心转换成云计算奠定了虚拟化基础。第 4 章介绍云架构和服务平台。第 5 章将云服务与移动
网络、物联网（IoT）、社交媒体处理及多云混合服务进行关联。此部分共包含 30 余个来自
实际应用的云系统和服务示例。

第3章

虚拟机、Docker 容器和服务器集群

摘要：这一章将以软件方式介绍计算机硬件的虚拟化。首先，我们给出创建虚拟机
（VM）的不同抽象级。我们将学习如何通过动态部署虚拟集群将数据中心转换为云。我们将
探讨 VM 和 Docker 容器架构及其管理问题，以便与工作负载需求相匹配。最后，我们将学
习虚拟机的迁移技术以便从故障中恢复。我们还将介绍云软件系统中的虚拟化支持，包括
Eucalyptus、OpenStack 和 vSphere。

第4章

云架构与服务平台设计

摘要：这一章致力于云系统的架构、设计原则和基础设施管理。我们将详细说明多租户
市场化云架构及其设计目标。主要云服务模型（IaaS、PaaS 和 SaaS）的特点都具有商业和服
务特征。设计目标是同时满足大量云端用户。我们将通过 17 个说明性的云示例和案例研究
来介绍实际的云系统及其平台管理问题。

第5章

移动云、物联网、社交媒体与混搭云服务

摘要：无线和传感器技术、移动设备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物联网实现成为可能。我
们将探讨以云为中心的物联网架构以及被称为移动云的云端无线接入。我们将考察物联网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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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工智能和移动云之间的相互作用，介绍用于远程云无线接入的微云，给出混搭服务中
的社交媒体云。在实际的云和认知应用中，我们将详述云混搭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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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Docker 容器和服务器集群

3.1

云计算系统中的虚拟化
虚拟机的涅槃重生为并行计算、集群计算、网格计算、云计算和分布式计算带来巨大机

遇。通过在一组相同硬件主机上多路复用虚拟机，虚拟化技术为计算机和 IT 产业界带来的
首要优势就是可以共享昂贵的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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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之前和之后计算机系统的架构

虚拟化的基本概念

传统的计算机具备如图 3.1a 所示的简单架构，操作系统运行在特权系统空间，管理着
所有的硬件资源，应用程序运行在用户空间，受到操作系统的管理。使用虚拟化技术之后，
不同用户的应用程序（由各自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管理）可以运行在同一个硬件设备上，并且
独立于主机操作系统。这通常是通过引入额外的软件实现的，该软件也称作虚拟化层，如图
3.1b 所示。虚拟机位于上层的框图中，应用程序运行在它们自己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中，由虚
拟的 CPU、内存和输入 / 输出资源支撑。
虚拟机本质上是一个软件包，它可以加载到某个物理主机上来执行用户应用程序。一旦
任务完成，虚拟机可以从物理主机上移除。物理主机扮演“宾馆”的角色，在不同时间段内
容纳不同的“客户”。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机为物理主机提供高度资源共享。只要物理主
机具有足够的内存来容纳虚拟机，那么多个虚拟机可以共存在同一个物理主机上。图 3.1b
所示为在一个物理主机上容纳两个虚拟机。注意，这两个虚拟机可以运行不同的客户操作系
统。为每一个虚拟机分配的虚拟资源包括虚拟处理器、虚拟内存、虚拟磁盘和虚拟输入 /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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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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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操作
虚拟机监控器（VMM）为客户机操作系统提供虚拟机抽象。虚拟机监控器通过完全虚
拟化产生一个等同于物理机器的虚拟机抽象，这样标准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 2000 或
Linux）可以像在物理硬件上一样运行。Mendel Rosenblum[16] 将基本的 VMM 操作划分为 4
类，如图 3.2 所示。
● 虚拟机可以在硬件机器间多路复用，如图 3.2a 所示。
● 虚拟机可以挂起并存储在一个稳定存储中，如图 3.2b 所示。
● 被挂起的虚拟机可以被恢复或在一个新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如图 3.2c 所示。
● 虚拟机可以从一个硬件平台上迁移到另外一个硬件平台上，如图 3.2d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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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环境下的虚拟机多路复用、挂起、恢复以及迁移（引自 Mendel Rosenblum, “The
Reincarnation of Virtual Machines,” ACM QUEUE, July/August 2004.）

上述四种虚拟机操作使得虚拟机可以在任何硬件平台上启用，这使得分布式应用程序执
行环境变得更加灵活。虚拟机的使用将极大程度地提高服务器资源的利用率。多台服务器的
功能可以整合在同一个硬件平台上来提高系统效率。同时，通过虚拟机方式部署服务可以降
低系统的杂乱程度。这些虚拟机会透明地迁移到共享硬件上。VMWare 公司声称服务器利用
率可以从当前的 5% ～ 10% 增长到 60% ～ 80%。
虚拟化基础设施
114

础设施将资源和分布式程序连接起来。它是系统资源和特定应用程序之间的动态映射。其结

~

底层的计算、存储和网络等物理资源将映射给上层各类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虚拟化基
果是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和提高响应率。服务器整合和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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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虚拟化的实现层级

表 3.1 给出了虚拟化的五个抽象层次。在指令集架构（ISA）层，虚拟机是在另外一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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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令集上通过模拟器的方式创建的。由于模拟进程的缓慢，导致这种方式的性能最差，但
是，这种方式具有最好的应用程序灵活性。像 Dynamo 等学术研究采用了这种方法。最佳的
虚拟机性能来自于底层或操作系统层虚拟化。著名的虚拟机监控器 XEN 在物理设备上直接
创建了虚拟 CPU、虚拟内存、虚拟磁盘。不过，硬件层虚拟化是最复杂的。
表 3.1
虚拟化层级
指令集架构层
硬件层

功能介绍

虚拟化五个抽象层级的对比
软件实例

优点，应用灵活性 / 隔离性，实现复杂性

在主机上模拟客户机的
D y n a m o ， B i r d ， 性能差，应用灵活性高，复杂性和隔离性
ISA
Bochs，Crusoe
一般
在硬件上进行虚拟化

XEN，VMWare， 性能好，复杂性高，应用灵活性一般，隔
Virtual PC
离性好

操作系统层

通过隔离容器对应用程序
D o c k e r E n g i n e ， 最佳性能，应用灵活性差，最佳隔离性，
和资源进行隔离
Jail，FVM，
复杂性一般

运行时库层

通过运行时库的 API 调用
Wi n e ， v C U D A ， 性能一般，应用灵活性和隔离性差，复杂
创建虚拟机
WABI，LxRun
性较低

用户应用程序层

在用户应用程序层部署
JVM，.NET CLR， 性能差，应用灵活性差，复杂性高，隔离
HLL 虚拟机
Panot
性好

虚拟化中软件层的主要功能是将物理主机上的物理硬件虚拟为虚拟机可用的虚拟资源。
下面介绍的各种方法可以在不同运行层级上实现虚拟化。虚拟化软件通过在计算机系统的不
同层级上引入一层来创建虚拟机的抽象。常见的虚拟机层包括指令集层、硬件层、操作系统
层、支持库层和应用程序层。
操作系统层虚拟化的最佳示例是 Docker 容器，我们在 3.3 节和 3.4 节对其进行介绍。运
行时库和用户应用程序层的虚拟化在性能和复杂度上进行均衡。在用户应用程序层创建虚拟
机可以让应用程序之间高度隔离，其代价是实现难度非常高。本书中，我们考虑在硬件层利
116

用虚拟机监控器创建虚拟机，在 Linux 内核层使用 Docker 容器。过去学术界在指令集架构
层和用户 / 运行时库层实现虚拟机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是由于性能低、实现难度高，在工
业界很少有相关产品。
指令集架构层
指令集架构层虚拟化利用主机上的指令集架构来模拟指定的指令集架构。例如，通过指
令集架构的模拟，可以在 x86 架构的主机上运行 MIPS 架构的二进制代码。通过这种方法，
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新硬件主机上可以运行专为各种处理器所编写的海量二进制代码。指令集
模拟可以在任何硬件主机上创建虚拟的指令集架构。
指令集架构模拟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代码解释。解释器程序逐条将源主机的指令翻译为目
的主机的指令。一条源指令可能需要数十条或上百条目的主机的原生指令来实现该功能。很
明显，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要想获得更佳的性能，人们提出了动态二进制翻译的方法。这
种方法是将源主机指令的动态基本块翻译为目的主机指令。基本块可以扩展为程序执行序
列或超级块来增加翻译的效率。指令集模拟需要二进制翻译和优化。因此，虚拟指令集架构
（V-ISA）需要在编译器中增加一个处理相关内容的软件翻译层。
传统计算机具有单一的操作系统镜像，这使得应用程序软件和相关的硬件平台紧密耦
合，使得该架构非常不灵活。在操作系统相同的情况下，有些在主机上运行良好的软件，换
到另外一种指令集不同的主机上就变得不能执行。对于目前的物理主机而言，虚拟机提供了
一种新颖的解决方案，可以增强资源使用率，提高应用程序的灵活性，增加软件的可管理
性，以及改善系统安全性。目前，要想构建大型集群、网格和云，我们需要通过虚拟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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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访问大量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我们需要将这些资源聚合起来以提供单一的系统镜
像。特别是对云而言，需要依赖虚拟化的处理器、内存、输入 / 输出设备来动态地提供资源。
绝大多数虚拟化使用软件或固件的方式来生成虚拟机。然而，我们也可以使用硬件辅助
的方式来改善虚拟化。Intel 为此提供了 VT-x 技术，其目的是改善它的 CPU 在虚拟环境中的
效率。该技术需要修改 CPU 来提供虚拟化的硬件支持。除了 CPU 以外，其他设备的虚拟化
包括桌面虚拟化、内存虚拟化、存储虚拟化以及各种层级的虚拟化。我们还可以考虑数据虚
拟化和网络虚拟化。例如，虚拟专用网（VPN）能在 Internet 上创建一个虚拟网络。虚拟化
是云计算的支撑技术。传统的网格计算与如今云计算的区别在于虚拟化资源的使用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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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抽象层
硬件层虚拟化是在硬件之上进行虚拟化操作。一方面，这种方法为虚拟机产生虚拟硬件
环境，另一方面，进程通过虚拟化对底层的硬件进行管理。其核心思想是将计算机的资源
（如处理器、内存和输入 / 输出设备）进行虚拟化，目的是通过并发多个用户来提升硬件使用
效率。该思想最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 IBM VM/370 实现。最近，XEN 采用该技术在虚拟
化的 x86 主机上运行 Linux 和其他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层
操作系统层指的是传统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程序之间的抽象层。操作系统层虚拟化通过
在一个物理服务器上创建多个隔离的容器和操作系统实例来利用数据中心中的软硬件。容器
扮演真实服务器的角色。操作系统层虚拟化常常用于创建虚拟承载环境，将硬件资源分配给
众多彼此之间互不相识的用户。虽然使用场景不多，但它有时候可通过将单独主机上的服务
移到服务器的容器或虚拟机来实现服务器硬件集中。
库支持层
绝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用户层库的 API，而不是采用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由于绝大多
数系统提供具有详细文档说明的 API，这些接口成为虚拟化的另外一个选择。通过 API 调用
实现应用程序和系统其余部分之间通信连接的控制，这使得库接口虚拟化成为可能。软件工
具 WINE 实现了这种方式，可以在 UNIX 主机上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vCUDA 是另外一
个示例，它能够利用 GPU 硬件加速允许应用程序在虚拟机中执行。
用户应用程序层
应用程序层虚拟化将应用程序虚拟成一个虚拟机。在传统操作系统中，应用程序常常作
为进程运行。因此，应用程序层虚拟化也称为进程级虚拟化。最常见的办法是部署 HLL（高
层语言）虚拟机。虚拟化层作为一个应用程序运行在操作系统顶层。该层具有一个虚拟机抽
象，可以编写应用程序并编译成某种特殊的机器定义予以执行。Microsoft.net CLR 和 Java
虚拟机（JVM）是这种虚拟机类型的两个例子。
另外一种形式的应用程序级虚拟化也称为应用程序隔离、应用程序沙箱和应用程序流水
化。封装应用程序的进程位于主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的隔离层。其结果是应用程序可
以更加方便地从用户工作站上分发和移除。LANDesk 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一个虚拟化平
台，能够自封装地部署软件，执行文件处在隔离环境中，无需安装，也无需系统修改相应的
安全权限。
各种虚拟化方法的优点
表 3.2 对各种层次的虚拟化方法实现的优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列标题对应着四种技术优
点。更高性能、更好的应用程序灵活性是不言自明的，实现复杂性暗示用更高的代价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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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应用程序隔离性表示不同虚拟机实现资源隔离的能力。每一行表示某个级别的虚拟化。
表 3.2
实现层级

更高性能

不同层次虚拟化的优势
应用程序灵活性

实现复杂性

应用程序隔离性

指令集架构层

X

XXXXX

XXX

XXX

硬件层

XXXXX

XXX

XXXXX

XXXX

操作系统层

XXXXX

XX

XXX

XX

运行时库层

XXX

XX

XX

XX

用户应用程序层

XX

XX

XXXXX

XXXXX

每一项中“ X ”的数量表示每一个实现级别的优点。5 个 X 表示最优，1 个 X 表示最差。
总体而言，硬件和操作系统的支持会提供最佳性能。不过，硬件和应用程序层是实现代价最
高的。用户隔离是最难实现的。ISA 实现提供最佳的应用程序灵活性。

3.1.3

集群或云系统中的资源虚拟化

传统数据中心都是通过大规模服务器集群构建的。这些大型集群不仅用于存储大型数据
库，也用于构建高速搜索引擎。自从虚拟化技术引入以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集群开始转
变成云。Google、Amazon 和 Microsoft 都采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云平台。
本节我们介绍资源虚拟化技术，包括虚拟机监控器和 Docker 引擎。虚拟化可以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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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层、主机系统层等各个扩展层次实现。表 3.3 总结了五个资源虚拟化层次，同时给出了
一些代表性产品。其中，服务器虚拟化技术是将数据中心转化为同时为大量用户提供服务的
云的不可或缺技术。
表 3.3
虚拟化

资源虚拟化和代表性的软件产品

说明

代表性产品

服务器创建多个虚拟机来提高共享服务
服务器
器的利用率

XenServer、PowerVM、Hyper-V、VMware EXS Server 等

桌面

在个人电脑和工作站提高应用的灵活性

VMware、VMware ACE、XenDesktop、Virtual PC 等

网络

虚拟专用网络（VPN）、虚拟局域网络、
云的虚拟集群

存储

网络存储以及针对共享簇和云应用的
DropBox、Apple iCloud、AWS S3、MS One Drive、IBM
NAS 虚拟化
Datastore 等

应用

软件处理级别的虚拟化，比如容器

OpenStack、Euclayptus 等

Docker 容器、XenApp、MS CRM、Salesforce 等

服务器虚拟化的主要目的是提升集群的弹性以及提高共享服务器的利用率。桌面虚拟化
试图为个人用户提升应用灵活性，因此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上可以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以在同
一个硬件主机上执行。虚拟化存储和虚拟网络让这种共生操作变得功能更为强大。应用程序
虚拟化是指软件流程级别的虚拟化，应用程序软件库作为后端被抽象化以处理大数据。
计算机虚拟化技术发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它是一种在不同架构层次上对计算机资源进
行逻辑抽象的技术。虚拟内存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可以通过让页面在物理磁盘和虚拟地址空
间中进行交换的方式来扩展物理内存容量，从而超过实际的物理内存容量。本节我们介绍硬
件虚拟化和其他类型虚拟化的关键概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没有资源虚拟化，那么就
不可能构建出弹性云来满足多租户的运行。
硬件虚拟化
这是指在一个物理主机上通过使用特殊软件来创建一个虚拟机。该虚拟机具有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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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操作系统，扮演真实的计算机。物理主机是虚拟机执行所在的物理环境，虚拟机和物理主
机可以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在物理主机上创建虚拟机的软件称作虚拟机监控器。下面列出
120

了三种硬件虚拟化技术。
● 全虚拟化：对物理主机的硬件进行完全模拟或变换来虚拟出 CPU、内存、磁盘以供
上层的虚拟机使用，虚拟机操作系统无需更改。
● 部分虚拟化：某些资源被虚拟化，某些资源未被虚拟化。因此，有些客户机应用程
序必须被修改才能在该环境中运行。
● 半虚拟化：硬件环境中的虚拟机没有被虚拟化。客户机应用程序执行在一个隔离域
（有时也叫作软件容器）中。客户机操作系统没有被使用，相反，在用户空间中安装
虚拟机监控器来指导应用程序的执行。

3.2

用于创建虚拟机的虚拟机监控器
传统计算机也叫作物理机。每一台物理主机上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然而，虚拟机是由

虚拟化进程创建的一个软件定义的抽象机器。在物理主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 X 上只能执行适
合于 X 平台的应用程序，为另一个操作系统 Y 所编写的应用程序可能在 X 上无法执行。采
用虚拟机时，客户机操作系统可以与主机操作系统不同。例如，X 平台是苹果操作系统，而
Y 平台可能是 Windows 计算机。虚拟机提供了一个可以绕过软件可移植性障碍的解决方案。

3.2.1

虚拟机架构类型

如图 3.3 底部所示，物理主机具有一些物理硬件。例如，某个 x86 架构的台式机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虚拟机可以通过任何一种硬件系统提供。虚拟机可以通过客户机操作系
统所管理的虚拟资源来运行某个特定的应用程序。
虚拟机

虚拟机

应用

应用

客户操作系统

从客户操作系统管
理虚拟机监控器

主机操作系统

虚拟机管理程序

主机操作系统

硬件

硬件 /OS

硬件

a）物理机

b）使用虚拟机管理
程序的本地虚拟机

应用

图 3.3

非特权
用户空间

特权系统
空间

c）使用 VMM 的托管虚拟机

与传统物理机相比较的两种虚拟机架构

在主机平台和虚拟机之间，需要部署一个中间件层，也就是虚拟机监控器。一个本地
虚拟机是通过处于特权模式的虚拟机监控器所创建的。例如，硬件具有 x86 架构，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
客户操作系统可以是 Linux 系统，VMM 可以用剑桥大学开发的 XEN 系统。虚拟机监
控器的方式也称为裸机虚拟机，因为管理程序直接处理裸机（CPU、内存和输入 / 输出）。
VM 也可以用双模式来实现。一部分 VMM 运行在用户级别，另一部分运行在特权级别。在
这种情况下，主机操作系统可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多个虚拟机可以移植到一个
给定的硬件系统上以支持虚拟化过程。VM 方法提供了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硬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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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用操作系统上运行的用户应用程序可以作为虚拟设备捆绑在一起，并在任何硬件平台上
移植。虚拟机可以在与主机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传统的计算机具有如图 3.3a 所示的简单架构，操作系统管理特权系统空间的所有硬件
资源，所有应用程序在操作系统的控制下运行在用户空间。在本地 VM 上，VM 由客户机操
作系统控制的用户应用程序组成。该虚拟机由位于特权空间的 VMM 创建。虚拟机监控器位
于裸机之上，如图 3.3b 所示。多个虚拟机可以迁移到同一台物理计算机上。VM 方法将软件
可移植性扩展到平台边界之外。裸机监控器直接在机器硬件上运行。
另一个虚拟机架构如图 3.3c 所示，该架构也称为主机虚拟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虚
拟机由 VMM 或主机上操作系统之上实现的监控器创建。VMM 是主机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
程序之间的中间件。它取代了本地 VM 中使用的客户操作系统。因此，VMM 从主机操作系
统抽象客户机操作系统。VMware Workstations、VM Player 和 VirtualBox 是主机上虚拟机的
示例，称为半虚拟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机操作系统保持不变，VMM 直接监视用户应用程
序的执行。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我们将只考虑由裸机虚拟机监控器生成的原生虚拟机。
虚拟机监控器支持硬件级虚拟化（图 3.4）。虚拟机监控器直接位于物理硬件和操作系
统之间。该虚拟化层称为 Hypervisor（虚拟机管理程序）或 VMM。管理程序为客户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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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应用程序提供超级调用 Hypercall。根据功能的不同，虚拟机监控器可以采用 Microsoft
Hyper-V 等微内核架构。另一个是像 VMWare ESX 一样用于服务器虚拟化的独立虚拟机监
控器架构。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集群软件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服务
控制台

虚拟化层（虚拟机监控器）
硬件

图 3.4

虚拟机管理程序是裸机硬件虚拟化的软件层，该层将物理设备转换为虚拟资源来执行
用户应用程序

微内核虚拟机监控器只包含基本和不变的功能（如物理内存管理和处理器调度）。设备
驱动程序和其他可更改组件位于虚拟机监控器之外。相反，独立虚拟机监控器实现了所有上
述功能，包括设备驱动程序。因此，微内核虚拟机管理程序的管理程序代码量要小于独立虚
拟机监控器程序。
一般而言，有些 VMware VMM 软件包（Player 或 VirtualBox）不负责为所有用户程序
分配资源。它们被用来只将受限的资源分配给选定的应用程序。VMM 控制显式分配给这些
选定特殊应用程序的资源。换句话说，VMM 绑定到选定的处理器资源。并非所有处理器都
符合 VMM 的要求，具体限制包括无法捕捉一些特权指令。
虚拟机监控器概述如表 3.4 所示。XEN 是几乎所有基于 x86 的个人电脑、服务器或工
作站中最常用的一种。虚拟机监控器创建的虚拟机通常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由用户应用程
序代码（可能只有 KB）加上可能需要数以 GB 内存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组成。客户机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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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监督 VM 上的用户应用程序的执行。KVM 是一个基于 Linux 内核的虚拟机。Microsoft
Hyper-V 用 于 Windows 服 务 器 虚 拟 化。 换 句 话 说，KVM 主 要 在 Linux 主 机 中 使 用， 而
Hyper-V 必须在 Windows 主机中使用。虚拟机监控器将操作系统集成在最底层。恶意软件
和 rootkit 可能会对虚拟机监控器的安全性造成一定威胁。来自微软和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些反 rootkit 的 Hooksafe 软件来保护虚拟机监控器免受恶意软件和 rootkit 攻击。
表 3.4

产生虚拟机的管理程序或虚拟机监控器

主机 CPU

虚拟机监控器

主机操作系统

客户机操作系统

架构和应用

XEN

NetBSD，
x86，x86-64，IA-64
Linux

L i n u x ， Wi n d o w s ， B S D ， 剑桥大学开发的本地
Linux，Solaris
虚拟机监控器

KVM

x86，x86-64，IA64，S-390，PowerPC

Linux

Linux，Windows，FreeBSD， 基于半虚拟化用户空
Solaris
间的主机虚拟机监控器

Hyper-V

x86

Server 2003

VMware Player，
Workstation，Vir
x86，x86-64
tualBox

例 3.1

123

AnyhostOS

基于本地虚拟机监控
器的 Windows

Windows Server
Windows，Linux，DarwinSolaris，OS/2，FreeBSD

半虚拟化架构的主机
虚拟机监控器

XEN 管理程序架构和资源控制

XEN 是剑桥大学开发的一个开源的微内核虚拟机监控器。XEN 的虚拟机监控器实现
了所有的机制，让策略由 Domain0 来处理，如图 3.5 所示。XEN 本身不包含任何设备驱动
程序。XEN 系统的核心组件是虚拟机监控器、内核和应用程序。具有控制能力的客户机操
作系统称为 Domain0，其他称为 DomainU。Domain0 是 XEN 的特权客户机操作系统，当
XEN 在没有任何文件系统驱动的情况下启动时，Domain0 首先被加载。

Domain0

XenoLinux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客户域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客户域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I/O 控制 (Domain0)

XenoWindows

XEN（虚拟机管理程序）
硬件设备

图 3.5

XEN 架构：为资源控制和 I/O 以及多个 Domain（VM）创建 Domain0，用于容纳用户应用程序

Domain0 旨在直接访问硬件和管理设备。因此，Domain0 的一个功能是将硬件资源分
配和映射到 DomainU。例如，XEN 基于 Linux，其安全级别较高。XEN 的管理虚拟机名为
Domain0，它具有管理在同一主机上实施的其他虚拟机的权限。如果 Domain0 被攻破，黑客
可以控制整个系统。为此，需采用特殊的安全策略来保护 Domain0。Domain0 像虚拟机监控
器一样允许用户像操纵文件一样容易地创建、复制、保存、读取、修改、共享、迁移和回滚
虚拟机。

3.2.2

完全虚拟化和托管虚拟化

根据实现技术，硬件虚拟化可以分为两类：完全虚拟化和基于主机的虚拟化。完全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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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需要修改主机操作系统，它依靠二进制翻译来捕获和虚拟化某些敏感的非虚拟化指令的
执行。客户机操作系统及其应用程序由非关键和关键的指令组成。在基于主机的系统中，使
用主机操作系统和客户机操作系统。主机操作系统和客户操作系统之间建立虚拟化软件层。
下面介绍这两类虚拟机架构。
完全虚拟化
在完全虚拟化的情况下（图 3.6），非关键指令直接在硬件上运行，在发现关键指令时将
125

其陷入并由软件模拟替换。Hypervisor 方法和 VMM 方法都被视为完全虚拟化。为什么只有
关键指令被陷入在 VMM 中？这是因为二进制翻译会导致很大的性能开销。非关键指令无法
控制硬件，也不能威胁到系统的安全性，但是关键指令可以。因此，在硬件上运行非关键指
令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客户机
操作系统

客户机
操作系统

虚拟化层（虚拟机监控器）
硬件和主机操作系统

图 3.6

直接使用位于裸机硬件设备之上的 Hypervisor 或 VMM 进行完全虚拟化的概念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二进制翻译需要使用 VMM
这种方法是由 VMware 和许多其他软件公司实现的。如图 3.7 所示，VMware 将 VMM
置于环 0，将 Guest OS 置于环 1。VMM 扫描指令流并识别特权指令、控制指令和行为敏感
指令。当这些指令被发现时，它们会被陷入到 VMM 中。VMM 模拟这些指令的行为。仿真
中使用的方法称为二进制翻译。因此，完全虚拟化将二进制翻译和直接执行相结合。客户机
操作系统与底层硬件完全分离。因此，Guest OS 未被修改。
⣛3

ၹਗ਼ऄၹሮऀ

Ⱐᣑន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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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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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复杂指令的间接执行，即使用 VMM 二进制翻译客户操作系统请求，并在同一台主机
上直接执行简单指令（由 VMware [71] 提供）

完全虚拟化的性能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涉及二进制转换，这相当耗时。特别是 I / O
密集型应用程序的完全虚拟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二进制翻译使用代码缓存来存储已转换
的常用指令以提高性能，但会增加内存使用的成本。目前，x86 架构上完全虚拟化的性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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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主机的 80% ～ 97%。
首先，用户可以在不修改主机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安装这个虚拟机架构。虚拟化软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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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主机操作系统来提供设备驱动程序和其他低级别的服务。这将简化虚拟机的设计和部
署。其次，基于主机的方法适用于许多主机配置。与管理程序 / VMM 架构相比，基于主机
的架构的性能也可能较低。当一个应用程序请求硬件访问时，它涉及 4 层映射，显著降低了
性能。当客户操作系统的 ISA 与底层硬件的 ISA 不同时，必须采用二进制翻译。虽然基于
主机的架构具有灵活性，但是因性能太低而不能在实践中使用。
基于主机的虚拟化
另一种虚拟机架构是在主机操作系统之上安装虚拟化层。这个主机操作系统仍然负责管
理硬件。客户机操作系统安装并运行在虚拟化层之上。专用应用程序可能运行在虚拟机上。
当然，其他一些应用程序也可以直接运行在主机操作系统上，如图 3.8 左边的框所示。这种
基于主机的架构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下面将详细讨论。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客户机操作系统
Virtualization Layer
（虚拟机监控器）
硬件和主机操作系统

图 3.8

3.2.3

虚拟机在主机操作系统之上安装了一个客户机操作系统，这与图 3.6 所示的完整虚拟化架构不同

修改客户操作系统的半虚拟化

半虚拟化需要修改客户机操作系统。半虚拟化虚拟机提供特殊的 API，需要在用户应用
程序中进行大量的操作系统修改。性能下降是虚拟化系统的关键问题。如果虚拟机比物理机
器慢得多，那么没有人会喜欢使用虚拟机。虚拟化层可以插入在主机软件堆栈的不同位置。 127
然而，半虚拟化尝试减少虚拟化开销，从而通过仅修改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核来提高性能。半
虚拟化 VM 架构的概念如图 3.8 所示。
半虚拟化架构
当 x86 处理器被虚拟化时，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插入一个虚拟化层。根据 x86 环的定
义，虚拟化层也应该被安装在环 0 处。在同一个环 0 的不同指令会导致一些问题。在图 3.9
中，我们展示了半虚拟化技术用不直接与 Hypervisor 或 VMM 进行通信的超级调用取代了非
虚拟化指令。但是，当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核为了实施虚拟化被修改时，它就不能直接在硬件
上运行。
尽管半虚拟化降低了开销，但也带来了其他问题。首先，它的兼容性和可移植性是有问
题的，因为它也必须支持未修改的操作系统。其次，维护半虚拟化操作系统的成本很高，因
为可能需要对操作系统内核进行深度修改。最后，由于工作负载的变化，半虚拟化的性能优
势差异很大。与完全虚拟化相比，半虚拟化相对容易和实用。全虚拟化的主要问题是二进
制翻译的性能低下。加快二进制翻译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许多虚拟化产品采用半虚拟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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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流行的 XEN、KVM 和 VMware ESX 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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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半虚拟化需要修改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核以执行虚拟化过程，这取代了 Hypervisor 或
VMM 超级调用的非虚拟化指令

KVM（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这是一个 Linux 的半虚拟化系统——Linux 版本 2.6.20 内核的一部分。内存管理和调度
128

活动由现有的 Linux 内核执行。剩下的就是 KVM，这比控制整个机器的虚拟机管理程序更
简单。KVM 是硬件辅助的半虚拟化工具，它可以提高性能并支持 Windows、Linux、Solaris
和 UNIX 等未经修改的客户操作系统。
编译器支持的半虚拟化
与在运行时拦截和模拟特权和敏感指令的完整虚拟化架构不同，半虚拟化在编译时处
理这些指令。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核被修改，以便将具有超级调用的特权和敏感指令替换为
Hypervisor 或 VMM。XEN 采用这种半虚拟化架构。客户机域中运行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可能
在环 1 上运行，而不是在环 0 上运行。这意味着客户机操作系统可能无法执行某些特权和敏
感指令。
特权指令通过 Hypercall 来交给虚拟机监控器。在用超级调用替换指令之后，修改的客
户机操作系统模拟原始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行为。在 UNIX 系统上，系统调用涉及中断或服务

129

例程。超级调用在 XEN 中应用专用的服务例程。如图 3.10 所示，传统的 x86 处理器提供四
个指令执行环：环 0，1，2，3。环的数字级别越小，执行指令的权限越高。操作系统负责
管理在环 0 执行的硬件和特权指令。用户级应用程序在环 3 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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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半虚拟化的客户操作系统，由智能编译器辅助将不可虚拟化的操作系统指令替换为超
级调用（由 VMware [71] 提供）

VMM 层虚拟化物理硬件资源，如 CPU、内存、网络、磁盘控制器以及人机界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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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虚拟机都有自己的一套虚拟硬件资源。资源管理器分配 CPU、内存、磁盘和网络带宽，
并将它们映射到每个创建的虚拟机的虚拟硬件资源集中。硬件接口组件是设备驱动程序和
VMware ESX Server 文件系统。服务控制台负责启动系统，初始化 VMM 层和资源管理器的
执行，并将控制权交给这些层。它还提供了一些便于系统管理员的功能。

3.2.4

平台虚拟化软件产品与工具包比较

VMware 在虚拟化软件产品、工具包和系统方面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在这里，我
们概述他们在官方网站上宣布的产品。这些信息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检索。表 3.5 列出了所
有用于硬件虚拟化的 VMware 软件，即 Hypervisor 产品。有些软件是由第三方或开源提供
的。我们给出了四个软件类别：本地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裸机虚拟化管理程序；托管类别是指
半虚拟化产品，这些又分为专用工具和独立工具。最后一组是其他类似用途的工具。其他详
细信息可以从 VMware 网站上找到。
表 3.5

硬 件 虚 拟 化 Hypervisor 的 总 结（来 源：http://vmware.com/products/vsphere/，2016
年 7 月 20 日检索）

类别

VMware 软件产品或第三方软件

本机（虚拟机管理程序）

Adeos, CP/CMS, Hyper-V, KVM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LDoms/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ynxSecure, SIMMON, VMware ESXi (VMware vSphere, vCloud),
VMware Infrastructure, XEN (XenClient), z/VM

托管虚拟机（专业）

Basilisk II, bhyve, Bochs, Cooperative Linux, DOSBox, DOSEMU, Linux, Mac-on-Linux,
Mac-on-Mac, SheepShaver, SIMH, Windows on Windows, Virtual DOS machine, Win4Lin

托管虚拟机（个人）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Parallels Workstation, Parallels Desktop for Mac, Parallels Server
for Mac, PearPC, QEMU, VirtualBox, Virtual Iron, VMware Fusion, VMware Player, VMware
Server, VMware Workstation, Windows Virtual PC
Ganeti, oVirt, VM Machine Manager

其他工具

表 3.6 列 出 了 在 OS 级、 桌 面 级、 应 用 程 序 级 和 网 络 级 进 行 虚 拟 化 的 软 件 工 具 包。
Docker 容器被认为是 OS 级的工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VMware 网站了解详情。在托
管的虚拟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专门的 Hypervisor 和独立的 Hypervisor。专门的
是指在特定的客户操作系统级的本地 VM 机器，例如 Cooperative Linux、DOSBox，Macon-Linux 等。独立的 VM 指的是由客户机操作系统构建的 Hypervisor 或 VMM，与主机操作
系统无关。
表 3.6

OS 级、桌面级、应用程序级和网络级虚拟化软件工具包总结（来源：http://vmware.
com/products/vsphere/）

虚拟化级别

VMware 产品或第三方工具

cgroups-based: CoreOS, Imctfy, Linux-V Server, LXC, Docker, OpenVZ, Virtuozzo, FreeBSD
OS 级虚拟化（容器） Jail, iCore Virtual Accounts, Kubernetes, Linux namespaces, Solaris Containers, Workload
Partitions
台式机虚拟化

Citrix XenApp, Citrix XenDesktop,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VMware Horizon View

应用程序虚拟化

Ceedo, Citrix XenApp, Dalvik, InstallFree, Microsoft App-V,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Spoon
Symantec Workspace Virtualization, VMware ThinApp, ZeroVM

网络虚拟化

Distributed Overlay Virtual Ethernet (DOVE), NVGRE, Open vSwitch, Virtual security switch,
Virtual Extensible LAN (VXLAN)

OS 级的虚拟化必须涉及系统调用或修改主机操作系统。其中不少与 Linux 操作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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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group 有关，包括 Docker 容器、Google Kubernetes 和 Solaris 容器等。桌面虚拟化适用
于桌面计算机，如用于 Windows PC 或服务器的 Microsoft App-V 等。应用程序级虚拟化完
全是在用户应用程序级完成的。最后，网络虚拟化用于建立 DOVE（分布式覆盖虚拟以太
网）、虚拟可扩展 LAN 等虚拟网络。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研究一些 Hypervisor，如 XEN、
KVM、Hyper-V 和许多 VMware 软件包。
例 3.2

用于半虚拟化的 VMware ESX Server

VMware 在虚拟化软件市场占据主导优势。该公司已经开发了从桌面和服务器到大型数
据中心虚拟基础架构的虚拟化工具。ESX 是 VMM 或裸机 x86 SMP 服务器的管理程序。它直
接访问 I/O 等硬件资源，具有完整的资源管理控制。启用 ESX 的服务器由 4 个组件组成：虚
拟化层，资源管理器，硬件接口组件和服务控制台，如图 3.11 所示。为了提高性能，ESX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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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采用半虚拟化架构，VM 内核通过该架构直接与硬件进行交互，而不涉及主机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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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半 虚 拟 化 的 VMware ESX 服 务 器 架 构（由 VMware 提 供，2011，http://www.
vmware.com/products）

3.3

Docker 引擎和应用程序容器
Docker 在运行 Linux、Mac OS 和 Windows 的主机上提供了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在

本节中，我们将介绍 Docker 引擎和 Docker 容器。然后，我们比较直接基于虚拟机监控器创
建的 VM 和 Docker 容器之间实现差异，并讨论这两者之间的优势和劣势。绝大多数数据中
心都是用大规模低成本的 x86 服务器构建的，很容易看出云服务供应商对切换到可扩展用户
应用的 Docker 容器的迫切程度。但是，虚拟机在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中仍然很有用。虚拟
机和容器可以共存很长一段时间。

Linux 内核级别的虚拟化
在虚拟机技术的帮助下，一种名为云计算的新计算模式正在兴起。云计算正在通过将管
理计算中心的硬件和人员成本转移到第三方来改变计算环境，就像银行一样。但是，云计算
至少有两个挑战。首先是根据实际需求使用灵活且可变数量的物理机和虚拟机实例的能力。
例如，某个任务在某些执行阶段可能只需要一个 CPU，但在其他阶段可能需要数百个 CPU。
第二个挑战是对新虚拟机进行初始化的过程非常缓慢。目前，新虚拟机可以通过新启动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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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板虚拟机的方式来实现，对当前的应用程序状态并不感知。因此，为了更好地支持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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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为什么需要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
如上所述，硬件级虚拟机的初始化速度很慢，因为每个虚拟机都会从头开始创建自己的
镜像。在云计算环境中，可能有数千个虚拟机需要同时初始化。除了缓慢的操作之外，虚拟
机镜像的存储也成为问题。事实上，虚拟机镜像中有相当多的重复内容。而且，硬件级别的
全虚拟化也存在性能差、密度低的缺点，并且半虚拟化需要修改客户操作系统。为了降低硬
件级虚拟化的性能开销，甚至需要对硬件进行修改。操作系统级虚拟化为硬件级虚拟化的上
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操作系统虚拟化在操作系统内插入一个虚拟化层来划分机器的物理资源。它在单个操作
系统内核中启用多个独立的虚拟机。这种虚拟机通常称为虚拟执行环境（VE）、虚拟专用系
统（VPS）或容器。从用户的角度来看，VE 看起来就像真正的服务器。这意味着 VE 拥有
自己的一套进程、文件系统、用户账户、带有 IP 地址的网络接口、路由表、防火墙规则和
其他个人设置。虽然可以为不同的用户定制虚拟环境，但它们共享相同的操作系统内核。因
此，操作系统级虚拟化也称为单一操作系统镜像虚拟化。
操作系统扩展的优势
与硬件级虚拟化相比，操作系统拓展的优势有两个方面：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机启动 /
关闭成本最低，资源要求低，可扩展性高；对于操作系统级虚拟机，在必要时，虚拟机及其
主机环境可以同步状态更改。这些好处可以通过两种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机制来实现：同
一台物理机上的所有操作系统级虚拟机共享一个操作系统内核；虚拟化层的设计方式允许虚
拟机中的进程访问尽可能多的主机资源，但不能修改它们。在云计算领域，第一和第二个优
点可以用来克服虚拟机在硬件层面初始化速度慢的缺点，并且不考虑当前的应用状态。
操作系统扩展的缺点
主要缺点是操作系统级别上的所有虚拟机在一个容器上，必须具有相同类型的客户操
作系统。虽然不同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机可能有不同的操作系统，但它们必须属于相同的操
作系统系列。例如，Windows 系统（如 Windows XP）无法在基于 Linux 的容器上运行。但
是，云计算的用户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喜欢 Windows，而其他人喜欢 Linux 或其他操作系
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是一个挑战。OS 级虚拟化的概念如图 3.12
所示。
虚拟化环境

虚拟化环境

虚拟化环境

操作系统虚拟化层
标准操作系统
硬件

图 3.12

虚拟化层被插入操作系统内部，为多个虚拟机分配硬件资源，以在虚拟环境中运行应用程序

虚拟化层插入到操作系统内部，为多个虚拟机分配硬件资源，从而在多个虚拟环境中运
行应用程序。为了实现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应该基于单个操作系统内核创建独立的执
行环境（VM）。甚至来自 VM 的访问请求需要被重定向到物理主机的本地资源分区。例如，
UNIX 系统中的 chroot 命令可以在主机操作系统内创建多个虚拟根目录。这些虚拟根目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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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创建的虚拟机的根目录。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实现虚拟根目录：将公共资源复制到每个
虚拟机分区；与主机环境共享大部分资源，并且仅在虚拟机上按需创建专用资源副本。第一
种方法在物理机器上招致巨大的资源成本和开销。与硬件辅助虚拟化相比，这个问题中和了
操作系统级虚拟化的好处。因此，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往往是第二选择。
Linux 或 Windows 平台上的虚拟化
到 目 前 为 止， 大 多 数 目 前 已 知 的 操 作 系 统 级 虚 拟 化 系 统 都 是 基 于 Linux 的。 基 于
Windows 平台的虚拟化支持较少，仍处于研究阶段。Linux 内核提供了一个抽象层，允许软件
进程在不知道硬件细节的情况下使用和操作资源。新的硬件可能需要新的 Linux 内核来支持。
因此，不同的 Linux 平台使用带补丁的内核来提供对扩展功能的特殊支持，如表 3.7 所示。
表 3.7

Linux 和 Windows NT 平台的虚拟化支持

虚拟化支持和信息来源

对功能和应用程序平台的简要介绍

Linux vServer 用于 Linux 平台（http://
通过设置资源限制和文件属性及为虚拟机隔离改变根环境，扩展 Linux
linux-vserver.org/）
内核实现一个安全机制来辅助虚拟机的创建
OpenVZ 用 于 Linux 平 台（http://ftp.
通过创建 VPS（Virtual Private Server）支持虚拟化。VPS 有自己的文件、
openvz.org/doc/OpenVZ-Users-Guide.pdf） 用户、进程树和虚拟设备，与其他 VPS 相互隔离。支持检查点和在线迁移
FVM（Feather- Weight 虚 拟 机） 用 于
通过系统调用接口在 NT 内核空间创建虚拟机。通过虚拟化命名空间和
虚拟化 Windows NT 平台
写时复制（copy-on-write）支持多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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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多数 Linux 平台并不依赖于特殊的内核。在这种情况下，主机可以在同一个硬
件上同时运行多个虚拟机。我们总结了几个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操作系统级虚拟化工具的例
子。有两个操作系统工具（Linux VServer 和 OpenVZ）支持 Linux 平台通过虚拟化方式来运
行基于其他平台的应用程序。例 3.5 中给出这两个工具的说明。第三个工具 Feather-weight
VM（FVM）是在 Windows NT 平台上进行虚拟化的尝试。
例 3.3

Linux 平台的虚拟化支持

OpenVZ 是操作系统级的工具，旨在支持 Linux 平台创建虚拟环境，以便在不同的客户
操作系统中运行虚拟机。OpenVZ 是一个基于 Linux 的、开源的、基于容器的虚拟化解决
方案。为了支持各子系统的虚拟化和隔离，提供受限资源管理和检查点，OpenVZ 修改了
Linux 内核。OpenVZ 系统的整体情况如图 3.13 所示。多虚拟专用服务器 SVPS 可以在物理
机器上同时运行。这些 VPS 看起来像普通的 Linux 服务器，每个 VPS 都有自己的文件、用
户和组、进程树、虚拟网络、虚拟设备以及通过信号量与消息方式的进程间通信。
OpenVZ 的资源管理子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两级磁盘分配；两级 CPU 调度程序；资源
控制器。虚拟机可以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由 OpenVZ 服务器管理员设置。这是磁盘分配的第
一级。每个虚拟机都是一个标准的 Linux 系统。因此，虚拟机管理员负责为每个用户和组分
配磁盘空间。这是第二级磁盘配额。OpenVZ 的一级 CPU 调度器根据虚拟 CPU 的优先级和
限制设置决定将时间片划分给哪一个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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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CPU 调度程序与 Linux 系统的类似。OpenVZ 拥有一组 20 多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参数，
涵盖了虚拟机操作的各个方面。因此，虚拟机可使用的资源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OpenVZ
还支持检查点和实时迁移功能。在某一个时刻，虚拟机的完整状态被保存到一个磁盘文件中。
然后可以将该文件传输到另一台物理机器，并且可以在那里对虚拟机进行恢复。完成整个过
程只需要几秒钟。但是，由于建立的网络连接也被迁移，所以仍然存在处理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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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OpenVZ 在主机操作系统内部插入一个名为 OpenVZ 的虚拟层。该层提供了一些操
作系统镜像来快速创建虚拟机（由 OpenVZ 用户指南提供，http://ftp.openvz.org/doc/
OpenVZ-Users-Guide.pdf）

3.4

Docker 容器和部署要求
在本节中，我们将应用程序容器的关键概念作为简化的虚拟机进行介绍。容器的目的是

降低实施成本，提高可扩展性和编排能力。我们还将讨论虚拟机和容器各自的应用机会，以
满足不同的工作负载和应用需求。另一个新的方法将通过使用 unikernel 来进一步简化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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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效率和性能。

3.4.1

使用 Linux 内核函数创建的 Docker 容器

这是一个虚拟化软件，它运行在用户应用程序代码的容器中，并在 Linux 内核函数上
运行它们的二进制文件和库。Docker 引擎实现了一个高级 API 来提供轻量级的容器，这些
容器以隔离的方式运行软件进程。Docker 虚拟化的概念如图 3.14 所示。Docker 引擎使用
Linux 内核的资源隔离功能。cgroup 和内核命名空间能够让不同的容器运行在各自的 Linux
实例中。这些隔离的容器避免了创建虚拟机的开销。
Docker 引擎
libcontainer
LXC

libvirt

systemspawn

Linux 内核
cgroups, namespaces, Netlink, SELinux
Netﬁlter, capabilities, AppArmor

图 3.14

Docker 引擎访问 Linux 内核功能，用来隔离不同应用容器的虚拟化

客户操作系统不需要运行用户应用程序。容器应用内核功能。资源隔离包括 CPU、内
存、块 I/O 以及网络等，通过对不同的应用程序使用不同的名称空间来完成。Docker 直接使
用 libcontainer 库来实现内核的虚拟化功能。Docker 0.9 以后，libcontainer 接口就可以使用了。

90

第二部分 云系统架构与服务平台设计

Doctor 引擎还可以通过使用 LXC（Linux Containers）、libvirt 或 system-spawn 等接口间接访
问 Linux 内核。
Docker 容器
Docker 是一个开源项目，可以将用户应用程序的开发自动化为软件容器。Docker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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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 Linux 的主机平台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操作系统级虚拟化抽象层和自动化层。Docker
引擎是用 Go 语言编写的，运行在 Linux 平台上。Docker 与传统的虚拟机不同，它包含应用
程序以及所需的二进制文件和库。每个应用程序容器需要大约几十兆字节的内存。
Docker 引擎将用户应用程序及其依赖关系打包在任何 Linux 服务器上运行的虚拟容器
中。这有助于在应用程序可以运行的位置（无论是在公共云、私有云还是裸机上）实现灵活
性和可移植性。Docker 实现高级 API 来提供轻量级容器供进程独立运行。在 Linux 内核（主
要是 cgroups 和 namespace）提供的工具之上构建 Docker 容器的想法与传统的虚拟机不同，
主要区别是不使用客户操作系统。使用容器的另一个优势在于资源可以被隔离，服务受到限
制，并且调配的进程拥有操作系统的专有视角，如自己的进程 ID 空间、文件系统结构和网
络接口。
多个容器可以共享相同的内核，但是每个容器可以被限制为只使用预定义的资源量，例
如 CPU、内存和 I/O。使用 Docker 创建和管理容器可以将高度分布式系统的创建过程进行
简化。这将使多个用户应用程序、工作任务和其他进程能够在单个物理机器上或跨多个虚拟
机自动运行。这种容器方法可以很好地适应 Apache Cassandra、MongoDB 或 Riak 等系统。
例 3.4

Docker 进程在独立执行环境中创建应用程序容器

在图 3.15 中，我们展示了使用 Docker 引擎的容器创建过程的原理框图。客户端提交软
件 Docker 的请求。守护进程是使用 Docker 服务器和引擎构建的后端单元。守护进程接受和
处理客户端请求并管理所有 Docker 容器。服务器处理 http 请求、路由和与 Docker 引擎的接
口。Docker 引擎是所有 Docker 操作的核心，可同时处理多个作业请求。注册表用于存储容
器镜像。
客户

注册表

Docker 守护进程：服务器处理程序和引擎
Docker 引擎

图像库

驱动：图像驱动、网络驱动、执行驱动
libcontainer: Netlink, namespaces,
devices, AppArmor, cgroups
Docker 容器：用户应用程序
运行在隔离环境中
分层根文件系统

图 3.15

在隔离环境中创建和管理 Docker 容器的 Docker 引擎框图

守护进程在 Docker 引擎中与三个驱动程序交互。驱动程序控制着容器执行环境的创建。
graphdriver 是一个容器镜像管理器。它与底层创建的容器相关联的分层 rootfs 文件进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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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网络驱动程序完成容器部署。execudriver 负责通过使用 libcontainer 中的 namespace 和
cgroups 来驱动容器执行。该驱动用 Go 语言编写，并作为基础来控制所有创建的容器。
最后，容器在下面的盒子里创建。Docker 使用守护进程作为管理器、libcontainer 作为
执行器来生成容器。容器的功能与隔离执行环境下的虚拟机类似。在这个过程中，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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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开销很小，需要最少的内存，而且内核隔离保护得很好。

3.4.2

虚拟机与 Docker 容器的比较

如图 3.16a 所示，由虚拟机监控器生成的虚拟机除了应用程序代码之外，还可能需要 10
GB 的空间来容纳客户操作系统。Docker 容器独立使用自己的二进制文件和库，如图 3.16b
所示。Docker 容器中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如图 3.16c 所示，容器可以共享二进制文件和库。
轻量级容器相对于重型虚拟机具有明显的优势，每个虚拟机必须有自己的客户操作系统和二
进制库。从图 3.16b 和 c 中可以看出虚拟机和容器之间的高度差异。与创建和使用虚拟机相
比，构建和使用容器可能成本最低。出于这个原因，Docker 容器正在逐渐取代云应用中的
传统虚拟机，强调大规模并行性，尤其是在扩展工作负载方面。
应用程序 A

应用程序 B

应用程序 C

二进制文件
与库

二进制文件
与库

二进制文件
与库

客户操作
系统

客户操作
系统

客户操作
系统

虚拟机管理程序
主机操作系统
服务器
a）在同一硬件主机上的三个虚拟机管理程序中创建
的虚拟机，每个虚拟机都负载着自己的客户操作
系统以及特定的二进制文件和库
应用程序 A

应用程序 B

二进制文件
与库

二进制文件
与库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程序 A 程序 B 程序 C 程序 D 程序 E
共享的二进制文件与库

Docker 引擎

Docker 引擎

主机操作系统

主机操作系统

服务器

服务器

b）每个容器装载着私有的二进制
文件和库

c）Docker 引擎创建多个隔离但是共享操
作系统的轻量级应用容器

图 3.16

虚拟机管理程序与创建虚拟机和应用容器的 Docker 引擎

Docker 引擎能够在 Linux 平台上生成轻量级的虚拟化容器。该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容器
生成和管理引擎。Docker 源码很小，适合大多数电脑。它是用 Go 语言实现的。对于客户端，
Docker 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
例如，容器可以在 500 毫秒内启动并准备应用，而根据所使用的操作系统，虚拟机监控
器能够在 20 秒内启动。一般来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轻量级容器适合用于云编排中多
个副本的可扩展使用。这意味着容器有利于聚类和多路复用。比如说，容器就是为了运行单
个应用程序的多个副本而来的，如 MySQL。虚拟机监控器通常更适合于云服务编排需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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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重型应用程序。如果你想有较高的应用灵活性，可以使用虚拟机。
表 3.8 给出了虚拟机监控器创建的虚拟机与 Docker 容器的比较。与创建和使用虚拟机
相比，创建和使用容器可能成本更低。出于这个原因，Docker 容器可能会取代某些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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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虚拟机。例如，AWS EC2 已经提供了 ECS（弹性容器服务）服务。这为用户提供了使
用容器来实现他们的应用程序的功能，同时显著降低了内存需求和复杂性。为了构建高度
分布式的系统，与使用虚拟机监控器创建的虚拟机相比，采用应用程序容器可以显著简化创
建、安全和管理问题。
表 3.8

虚拟机监控器创建的虚拟机和 Docker 容器的比较

虚拟机类型

优点和不足

适用的应用

虚拟机监控器
具有较高的应用灵活性，但需要更多的内存和成本来创
适用于没有编排的多个应用的使用，
创建的虚拟机
建和启动虚拟机
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
Docker 容器

3.4.3

轻量型容器，创建和运行的成本低，安全性好，在一个
适用于编排条件下多个副本的相同
孤立的环境中执行
应用的扩展，在云中保存操作花费

从虚拟机到容器和 unikernel 的架构演变

为了低成本的考虑，大多数商业云（公共的或私有的）都建立在 x86 主机上。因此，传
统的虚拟机大多是在 x86 主机上使用虚拟机监控器创建的。Docker 容器是在 Linux 内核级
别生成的。Docker 容器通过使用 Linux 内核工具为不同的容器建立隔离的执行环境。我们
在下面评估最近 Docker 容器的架构变化，并介绍使用 unikernel 的新方法。
容器成为云计算的主流
2014 年，OpenStack 决定支持容器和第三方开发人员。OpenStack 命名一个新的容器
编辑引擎来支持多环境容器的构建。VMware 宣布支持容器。他们声称，通过在部署过程
中使用虚拟机作为接口可以增强容器的安全性。Redhat 也将 Docker 集成到使用 KVM 加载
Docker 的 RHEL 操作系统中。他们推出了用于容器的 RHEL 7 Atomic HOST 虚拟化系统。
在 2015 年，Docker 1.9 版 包 含 了 新 产 品 Swarm， 以 支 持 多 主 机 互 连。Docker 修 改 了
Compose 功能以支持多种环境。最近，Docker 还发布了 Yubiley 来启用硬件签名。该安全功
能支持 Docker Hub，具有镜像安全扫描功能并支持用户命名空间。亚马逊发布 EC2 容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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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于以较低的成本支持 Docker 迁移。
容器操作控制的自动化取决于如何定义操作环境。Docker 帮助开发人员确保开发和执
行环境的一致性。这意味着两个环境中的目录、路由、文档、存储用户的加密名、访问权限
和域名之间的总体一致性。Docker 工具必须设计为不同主机上的标准化环境。
高效率的 unikernel 技术简介
在 x86 节点上构建 VM 容器时，用户应用程序需要在 Linux 系统的内核空间处理硬件
访问和操作。这导致用户应用在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之间的频繁切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性能。最近，基于 LibOS 开发了一项新的 unikernel 技术，其技术演变如图 2.18 所示。
unikernel 是使用库操作系统构建的专用的、单一地址空间机器镜像。
在库操作系统中，保护边界被推到最低的硬件层，从而导致一组应用程序库来驱动硬件
或网络协议交互的机制。该库包含一组策略，在应用程序层中实施访问控制和隔离。最初出
现的这种系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 Exokernel 和 Nemesis。库操作系统具有只使用单个地
址空间的优点，不需要重复权限转换来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之间移动数据。因此，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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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通过直接访问硬件而无需上下文切换来提供优良性能。但是，unikernel 具有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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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操作系统中运行多个应用程序时缺少隔离性的缺陷。这使得执行资源隔离变得更加困难。
操作系统虚拟化可以克服硬件上的上述缺点。一个现代化的虚拟机监控器可以创建具
有 CPU 时间的虚拟机，同时具有隔离性很好的虚拟设备。库操作系统可以基于虚拟机监控
器来驱动物理硬件，像虚拟机一样运行。但是，仍然需要协议库来替换传统操作系统中的服
务。在 unikernel 方法中，开发人员从模块化堆栈中选择一组最小的库，这些库对应于应用
程序运行所需的操作系统环境。
这 些 库 和 应 用 程 序 以 及 配 置 代 码 一 起 被 编 译， 生 成 密 封 的、 特 定 目 的 的 镜 像
（unikernel）。它们直接在集成的虚拟机监控器或硬件上运行，无需 Linux 或 Windows 等中介
操作系统。虚拟机监控器在系统空间中创建虚拟机，如图 3.17 中的左侧所示。这些容器是
由 Docker 引擎在图 3.17 中间的系统空间创建的，右边的对应于 unikernel 设计，它将应用
程序及其执行环境完全委托给内核空间中的虚拟机监控器来处理。
App A

App B

Bins/Libs Bins/Libs
App A

App B

App A

App B

客户机
客户机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Bins/Libs Bins/Libs

虚拟机监控器

Docker 容器

主机操作系统

主机操作系统

虚拟机监控器
（集成的）

硬件

硬件

硬件

VMs

Docker 容器

Unikernel

图 3.17

LibOS A LibOS B

从 VM 到 Docker 容器以及 unikerkel 的架构演变

unikernel 方法意味着 x86 CPU 中完整的环 0 特权执行。硬件访问完全由虚拟机监控器
控制。这种方法的三个优点如下：安全性增强，减少在内核空间受到攻击的机会；unikernel
虚拟机监控器的内存需求较小，仅为完整主机操作系统的 4% ；由于加载整个操作系统，预
计启动时间会缩短很多。unikernel 方法的缺点在于上层应用程序的自定义顺序。主机相对
于通用应用程序而言可能没那么强大。截至 2016 年年底，unikernel 模型仍处于 ClickOS、
Clive 和 MirageOS 用户的研究和测试阶段。
从 x86 切换到 ARM、Power 和 Sparc 作为构建节点
几乎所有部署在云平台上的服务器集群都使用 x86 处理器。未来几年情况可能会改变。
这是由于在虚拟化云计算中使用 ARM、Power 和 Sparc 处理器而引起的。在 2013 年，IBM
宣布投资 10 亿美元来升级其针对 Linux 应用的 Power 系列。例如，Power 8 架构现在已经
开放，用于创建自己的生态系统。IBM 已经为商业云提供了支持计划，以切换到基于 Linux
的 Power 主机。2015 年，甲骨文开始转向云计算。他们使用 Sparc 服务器来构建未来的云。
（请记住，Sun 的微处理器系统 Sparc 现在是 Oracle 的一部分。
）
许多智能手机中使用的 ARM 处理器在低功耗和低成本方面显示出优异的性能。现在，
戴尔、惠普、微软和亚马逊都投入到 ARM 服务器开发的云建设中。在未来云使用的集群
中，ARM 处理器是显而易见的。可预见未来云可能进入 x86、ARM、Power 和 Sparc 厂商
激烈竞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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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物联网平台之间的联合
物联网对云计算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上，由于未来云端的感知和大数据的需求，无人
可以阻止它们的合作共赢。随着工业 4.0 的引入，工业互联网将随着 IoT 和认知服务的兴起
而出现。所有生产基地都得到了传感器、机器人、机器学习、大数据采集、实时监测、智能
维护、在线或离线数据分析等的全面支持。以云为中心的物联网系统将升级所有经济因素，
包括医疗保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节能环保等。
自 2015 年以来，IBM、微软和亚马逊都推动了云 – 物联网的合作。IBM 正在推动其认
知服务以获得物联网设施的全面支持。微软通过链接 Windows 10 或 11 主机宣布了“ Azure
IoT ” 服 务， 目 标 是 实 现 现 场 数 据 转 发 到 Azure 进 行 实 时 处 理。 通 用 电 气 推 出“ Predix
Cloud ”平台，为客户处理制造现场的大数据。亚马逊还宣布了其 AWS IoT，主动为在智能
家居、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的云客户提供服务。

3.5

虚拟机管理和容器编排
云基础架构管理涉及若干问题。首先，我们考虑来自独立服务工作的 VM 管理。然后我

们考虑如何把大量的轻量级容器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

3.5.1

虚拟机管理解决方案

集群通常由主机和客户系统的混合节点构建而成。正常的操作方式是在物理主机上运行
所有东西。当虚拟机发生故障时，它可以被另一个物理节点上的另一台虚拟机替代，前提是
它们都以相同的客户机操作系统运行。换句话说，一个物理节点可以故障转移到另一个主机
上的虚拟机。这与传统物理集群中的物理到物理故障切换不同。其优点是增强故障转移的灵
活性。潜在的缺点是，如果虚拟机驻留的主机节点发生故障，虚拟机必须停止扮演角色。总
的来说，这能很好地处理虚拟机生命周期的迁移。
有四种方法来管理虚拟集群。首先，我们可以使用基于客户机的管理器，集群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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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客户机系统上。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虚拟机形成一个虚拟集群。例如，openMosix 是在
XEN 管理程序之上运行不同客户系统的开源 Linux 集群。另一个例子是 Sun 的集群 Oasis ：
VMware VMM 支持的实验性 Solaris 虚拟机集群。其次，可以在主机系统上构建集群管理
器，基于主机的管理器对客户机系统进行监控，并可以在另外一台主机上重新启动客户系
统。VMWareHA 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故障之后可以启动客户系统。上述两个集群
管理系统不是客户机系统就是主机系统，但是不能混用。第三，可以在主机和客户系统上使
用独立的集群管理器。这将增加基础设施管理的复杂性。最后，可以在客户机和主机系统上
使用集成的集群。这意味着管理者在设计时必须区分虚拟资源和物理资源。如果以最小的开
销启用虚拟机迁移，则可以大大增强各种集群管理方案。
独立的服务管理
独立的服务请求设施执行许多不相关的任务。通常，所提供的 API 是开发人员可以方便
使用的一些 Web 服务。在 AWS EC2 中，SQS（简单队列服务）被构造为在不同的提供者之
间提供可靠的通信服务，即使另一个实体在 SQS 中发布消息时终端节点并没有运行。通过
使用独立的服务供应商，云应用程序可以同时运行不同的服务。
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
云平台通常用于执行第三方应用程序。由于当前的 Web 应用程序通常使用 Web 2.0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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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因此编程接口与运行时库中使用的编程接口不同。这些 API 充当服务。程序员使
用 Web 服务应用程序引擎来构建第三方应用程序。Web 浏览器是最终用户的用户界面。
硬件虚拟化
在云系统中，虚拟机监控器通常使用虚拟化硬件资源来创建虚拟机。系统级虚拟化需要
一种特殊的软件来模拟硬件的运行，甚至运行未修改的操作系统。虚拟化的服务器、存储和
网络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云计算平台。云开发和部署环境应该是一致的，以消除一些运
行时问题。计算、存储和网络的一些云虚拟化资源列在表 3.9 中。安装在云计算平台上的虚
拟机主要用于托管第三方应用程序。虚拟机提供了灵活的运行时服务，使用户不用担心系统
环境。
表 3.9
供应商

计算、存储和网络云中的一些虚拟化资源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Microsoft Azure

Google Compute Engine (GCE)

x86 server、XEN VM 和资源
虚拟集群提供
虚拟机由声明性说明
使用 Python 编写的处理程序拥有
弹性，通过虚拟集群体现了可
的计算云资源
提供
自动缩放和服务器故障切换功能
扩展性

网络云服务

EBS 和 S3，可完成自动扩展

SQL 数据服务，Azure
MegaStore 和 BigTable 用 于 分 布 式
存储服务
文件管理

固定拓扑结构适应三层网络应用结
声明式拓扑，安全组，可用
用户的声明性描述或
性区域隔离网络故障
应用程序组成部件
构，可以完成自动扩展和升级功能

通过使用虚拟机，高度的应用灵活性成为超越传统计算机系统的主要优势。由于虚拟机
资源被许多用户共享，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的权限，并将虚拟机保持在
一个隔离的执行环境中。传统的集群资源共享通常是在运行之前静态设置的，这种共享非常
不灵活。用户无法为交互式应用程序定制系统，操作系统往往是软件可移植性的障碍。虚拟
化允许用户拥有完全的权限，同时保持它们完全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Docker 容器比使
用虚拟机管理程序创建的虚拟机更好。通过实现高可用性、灾难恢复、动态负载均衡、灵活
的资源调配以及可扩展的计算环境，虚拟化可以使云系统受益。

3.5.2

用于灾难恢复的虚拟机迁移

VM 技术需要高级的灾难恢复方案。一种方案是由另一台物理机（PM）来恢复故障物理
机，第二种方案是通过另一台虚拟机（VM）来恢复故障虚拟机。从 PM 到 PM 的传统灾难
恢复相当缓慢、复杂且昂贵，总的恢复时间归因于硬件配置、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安装备
份代理以及重启 PM 的时间。而恢复 VM 平台时，操作系统和备份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时间可
忽略不计。因此，后者的灾难恢复时间要短得多，大约是前者的 40%。
虚拟机克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个想法是在本地服务器上为每个正在运行的
虚拟机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一个克隆虚拟机。在所有克隆虚拟机中，只有一个需要处于活动
状态。远程虚拟机应处于暂停模式。如果原始虚拟机发生故障，云控制中心应该能够激活该
克隆虚拟机，拍摄虚拟机的快照，以最短的时间启用实时迁移。迁移的虚拟机运行在共享的
Internet 连接上。只有更新的数据和修改后的状态才会发送到挂起的虚拟机来更新其状态。
虚拟机的安全性应该在虚拟机实时迁移的过程中得到保障。
实时虚拟机迁移步骤
虚拟机可以从一台物理机实时迁移到另一台机器。如果发生故障，虚拟机可以通过迁移
被另一个虚拟机替代，虚拟集群可以应用于计算网格、云平台和 HPC 系统。主要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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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虚拟集群提供了动态资源，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或某些节点故障快速整合。特别是虚拟
集群在今天使云计算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图 3.18 显示了 VM 从主机 A 实时
迁移到主机 B 的 5 个步骤。
一台虚拟机可能处于如下四种状态之一：非活跃状态由虚拟化平台定义，这时，虚拟机
未被启用；活跃状态指虚拟机已在虚拟机平台上实例化且正在运行实际任务；中止状态指一
个已实例化的虚拟机被禁用，当被禁用时，该虚拟机内部可能正在处理一个任务，也可能处
于中止等待状态。当虚拟机的机器文件和虚拟资源被存回磁盘时，该虚拟机进入挂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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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主 机 A 到 另 一 台 主 机 B 实 时 迁 移 虚 拟 机 的 步 骤（来 源：C. Clark et al., “Live
Migration of Virtual Machines,” Proc.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Network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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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NSDI’05), 2005.）

图 3.19 显示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到另一台主机的实时迁移对数据传输速率（Mbps）的
影响。在为 100 个客户端复制具有 512Kb 文件的 VM 之前，数据吞吐量为 870Mbps。第一
个预拷贝需要 63 秒。在此期间速率降低到 765Mbps。然后在复制过程的更多迭代中，数据
速率在 9.8 秒内降低到 694Mbps。在目标主机恢复虚拟机之前，系统仅经历 165 毫秒的停机
时间。这个实验结果显示了主机节点之间虚拟机实时传输中非常小的迁移开销。这对于实现
云计算中所需的动态集群重新配置和灾难恢复至关重要。
随着十多年前广泛的集群计算的出现，许多集群配置和管理系统已经被开发出来以实现
一系列的目标。这些目标自然会影响集群管理的某些方法。虚拟机技术已经成为简化物理计
算资源管理和共享的流行方法。VMWare 和 XEN 等平台允许具有不同操作系统和配置的多
个 VM 在相互隔离的同一物理主机上共存。对廉价的计算机进行集群是为网络服务和计算密
集型应用程序获取可靠、可扩展的计算能力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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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从失败的 Web 服务器迁移到另台虚拟机对数据传输速率的影响。观察到 165 毫秒
的 停 机 时 间（来 源：C. Clark et al., “Live Migration of Virtual Machines,” Proc.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Networked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NSDI’05), 2005.）

例 3.5

在两台 XEN 主机之间实时迁移 VM

XEN 支持实时迁移。对虚拟化平台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功能和自然扩展，它允许将
虚拟机从一台物理机转移到另一台，而虚拟机所托管的服务停机时间很短。实时迁移在运行
时通过网络传输虚拟机的工作状态和内存。XEN 还通过使用以下机制支持 VM 迁移：远程
直接内存访问（RDMA）。这个想法如图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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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VMM

Т

将虚拟机从 Dom0 域实时迁移到启用 XEN 的目标主机

它通过避免 TCP/IP 堆栈处理开销加快了 VM 迁移速度。RDMA 实现了不同的传输协议，
在任何传输操作将其减少到“单面”接口之前，必须先注册源和目标 VM 缓冲区。RDMA
上的数据通信不需要涉及 CPU、缓存或上下文切换。这允许迁移对客户操作系统和托管应
用程序的影响最小。
迁移守护程序负责执行迁移。在预复制阶段，VMM 层中的影子页表跟踪已迁移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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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内存页的修改。对应的标志被设置在一个脏位图中。在每个预拷贝开始时，位图被发送
到迁移守护进程。然后，位图被清除，影子页表被销毁，并在下一轮重新创建。系统驻留在
XEN 的管理虚拟机中。由位图表示的存储器页面在发送到目的地之前被提取和压缩。压缩
的数据在目标主机上进行解压缩。

3.5.3

Docker 容器调度和编排

Docker 用户可能希望在大量主机上实现的大规模容器。集群主机面临一些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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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使用 Docker 调度程序和编排工具。首先，我们确定挑战，然后详细了解 OpenStack
Magum，它是可以帮助管理 Docker 容器以产生可扩展性能的容器工具之一。编排是一个广
泛的概念，涉及容器调度、集群管理甚至还有其他主机的配置。
容器调度
需要及时将 Docker 容器加载到主机中以满足服务需求。调度是指 Docker 管理员将服务
文件加载到主机并建立运行特定容器的能力。需要集群管理来控制一组主机。这包括从集群
中添加或删除主机。集群管理器必须首先获取有关主机及其加载容器当前状态的加载信息。
容器调度程序必须有权访问集群中的每个主机。主机选择是容器调度程序的一个大问题。该
选择过程应尽可能自动化。容器和主机工作负载需要与集群中的负载平衡相匹配。
容器编排工具
像 OpenStack 这样的集群管理软件是支持容器调度的有效工具。高级调度需求需要对容
器进行分组和优化。管理员必须像管理单个应用程序一样对一组容器进行管理。对容器进
行分组可能要求启动和停止时间的同步。另一个问题是主机供给，它是指如何将新主机及
时顺利地连接到现有集群。表 3.10 总结了六种容器调度和集群管理的流行工具。Swarm 和
Compose 由 Docker 团队开发。Kubernetes 由 Google 开发，用于标记、分组和设置容器组。
表 3.10

主机调配和容器调度工具

工具名称

工具功能简介

Fleet

调度和管理 CoreOS 集群

Marathon

Mesosphere 安装中的调度和服务管理

Swarm

Docker 的强大调度程序，可以调配主机上的容器

Mesos

抽象和管理集群中所有主机的资源

Kubernetes

以云基础架构的谷歌调度程序

Compose

允许声明性地对容器进行分组管理

OpenStack Orchestration（Magnum）
这是由 OpenStack 容器团队开发的 OpenStack API 服务。目的是使容器编排引擎（如
150

Docker 和 Kubernetes）成为 OpenStack 上的一流资源。例 3.6 说明了如何在容器编排中使
用 Magnum。Magnum 使 用 Docker Heat 来 编 排 包 含 Docker 和 Kubernetes 的 操 作 系 统 镜
像。Magnum 在虚拟机中运行镜像，或者在集群配置中运行镜像。更多细节可以在 https://
github.com/stackforge/magnum/release/tag/2015.1.0b2 找 到。OpenStack 容 器 可 在 网 站 http://
eavesdrop.openstack.org/irclogs/%23openstack-containers/ 上查看。
例 3.6

用于容器调度和编排的 OpenStack Magnum

Magnum 是一个仍在开发中的 OpenStack 项目。Magnum 的架构如图 3.21 所示。技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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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系统稳定之前不可用。Magnum 提供 API 来管理应用程序容器，这可能与 Nova 机器实
例有很大不同。Magnum API 采用异步收费方式，与用于多租户实施的 keystone 软件兼容。
它依赖于 OpenStack 编排，并使用 Kubernetes 和 Docker 作为组件。
Nova 实例

控制节点

Heat 配置元素

云启动

Bay
Node
Magnum
API
Baymodel Service

Pod
RC

Magnum
用户

Kubernetes/ Swarm

Docker 容器

Magnum
指挥器

图 3.21

处理器

数据库

OpenStack Heat

Docker

微型操作系统（Fedora 默认核心操作系统）

Heat 模板

Nova

Neutron

Glance

Cinder

Docker 容器编排通过使用 OpenStack Magnum 在多个 Nova 实例中部署容器集群（来
源：https://wiki.openstack.org/wiki/Magnum，2015 年 8 月检索）

Magnum 专为 OpenStack 云运营商的使用而设计。其目的是提供自助服务解决方案，将
托管服务提供给云用户。Magnum 假设创建应用程序容器以与现有的 Nova 实例、Cinder 卷
和 Trove 数据库一起运行。主要创新是能够将应用程序扩展到特定数量的实例，使应用程序
在出现故障时自动重新生成实例，并且将应用程序打包在一起比使用重型虚拟机更有效。
Magnum 使用多个 Nova 实例。Docker Heat、Kubernetes/Swarm、OpenStack Heat 和 Micro
OS（Fedora Atomic，CoreOS）被用作组件。Docker Heat 不提供资源调度程序。Docker 使用
Glance 来存储容器镜像。Heat 支持分层镜像。Magnu 控制器节点中的主要组件是 Magnum
API、 指 挥 器 和 OpenStack Heat， 它 们 在 Nova 实 例 中 控 制 Cloud Init、Kunernetes/Swarm 和
Docker 以协调方式协同工作。
最 后， 值 得 一 提 的 是，OpenStack 的 Magnum 团 队 正 在 努 力 确 保 多 租 户 操 作。 由
Magnum 开始的容器、服务、Pod 和 Bay 等资源只能由其拥有的用户查看和访问。这是一个
安全功能，属于同一个租户的容器可以将它们紧紧包装在同一个 Pod 和 Bay 中，但在不同
租户使用的独立 Nova 实例中运行不同的内核。使用 Magnum 可以提供与运行 VM 的 Nova
相同级别的安全隔离。
例 3.7

AWS Elastic Beanstalk：虚拟机和容器的业务流程服务

AWS Web 服务提供了一个 Elastic Beanstalk 服务，用于部署基础架构，编排各种 AWS
服务，包括 EC2、S3、简单通知服务（SNS）、CloudWatch、自动调整和弹性负载均衡器，
这些将在第 4 章中研究。这是 OS 和平台预先组合的附加抽象层。例如，用户可能会看到
“运行 Ruby 2.0（Puma）的 64 位 Amazon Linux 2014.03 v1.1.0”。
部署需要将“ application ”定义为逻辑容器。可部署平台需要使用包含 Beanstalk 环境
信息的“ configuration template ”。“ environment ”将“ version ”与“ configuration ”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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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以下列出了四个受支持的应用程序和软件堆栈：
● Apache HTTP Server 上的 Ruby、PHP 和 Python 应用程序。
● IIS 7.5 上的 .NET Framework 应用程序。
● Apache Tomcat 上的 Java 应用程序。
● Docker 容器。
Docker 容器、Git 或 Java Web 应用程序归档（WAR file）帮助部署这样的应用程序容
器。类似的容器服务也可以从 Microsoft Azure、Cloud Foundry、IBM Bluemix、App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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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ppEngine 等获得。这些云的架构将在第 4 章进行研究。

3.6

Eucalyptus、OpenStack 和 VMware 云构建
表 3.11 列出了七个软件包，前 6 个都是开源代码。vSphere/4 由 VMWare 开发，可以将

数据中心转换为云。为了将服务器集群或数据中心转换成私有云，源自于圣巴巴拉大学的
Eucalyptus 无疑是先驱。这是一个用于在大型服务器集群上构建云的开源软件。稳定版本于
2010 年发布，面向大众。OpenStack 从 Eucalyptus 延伸到更多的软件支持。让我们来看看
Eucalyptus 的功能。然后介绍 OpenStack 和 vSphere 系统的进展。
表 3.11
软件

用于云计算的开源软件（vSphere 6 除外）

云类型，许可

使用语言

Linux/
Windows

EC2/S3
兼容性

XEN/KVM/
VMware

Encalyptus

IaaS，Rackspace

Java，C

是/是

是/是

是/是/是

Nimbus

IaaS，Apache

Java，Python

未知

是/否

是 / 是 / 未知

Cloud Foundry

PaaS，Apache

Ruby，C

是/否

是/否

是/是/是

OpenStack

IaaS，Apache

Python

是 / 未知

是/是

是 / 是 / 未知

是 / 未知

是 / 是 / 未知

OpenNebua

IaaS，Apache

ApplScale

PaaS，BSD

vSphere 4

3.6.1

PaaS，IaaS，SaaS，
Proprietary VMware OS

C，C++，Ruby，Java，lex，
是 / 未知
yacc，Shellscript
Python，Ruby，Go

未知

是/是

是/是/是

G，Java，Python

是/是

是/是

是/是/是

私有云中的 Eucalyptus 虚拟集群

Eucalyptus 是 一 个 开 源 的 计 算 机 软 件， 用 于 构 建 AWS 兼 容 的 私 有 云 和 混 合 云 计 算。
该 软 件 由 Eucalyptus Systems 公 司 销 售。Eucalyptus 是“链 接 您 的 程 序 的 弹 性 效 用 计 算
架 构”（Elastic Utility Computing Architecture for Linking Your Programs） 的 首 字 母 缩 写。
Eucalyptus 可以集中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随着应用程序工作负载的变化，动态地扩大或
缩小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2012 年 3 月，Eucalyptus Systems 宣布与 AWS 签署正式协议
以保持兼容性。这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系统（图 3.22），用于构建 IaaS 云。
该系统主要支持虚拟机的虚拟联网和管理，虚拟存储不受支持。它被广泛用于构建
可通过以太网或互联网与终端用户交互的私有云。该系统还支持通过 Internet 与其他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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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或公共云进行交互。该系统缺乏通用网格或云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功能。就功能而言，
Eucalyptus 像 AWS API 一 样 提 供 服 务， 所 以 它 可 以 和 EC2 互 动。 它 提 供 了 一 个 存 储 API
来 模 拟 用 于 存 储 用 户 数 据 和 VM 镜 像 的 Amazon S3 API。Eucalyptus 安 装 在 Linux 平 台
上，它与 SOAP、REST 和 Query 服务中的 EC2 和 S3 兼容。CLI 和 Web 门户服务可以使用
Eucalyp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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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云

云控制器
虚拟网络
集群
控制器

存储
控制器

Walrus

以太网
节点
控制器

节点
控制器
私有云

图 3.22

例 3.8

构建私有云的 Eucalyptus

HP Helion 云系统中指定的 Eucalyptus 软件

2014 年 9 月，惠普收购了 Eucalyptus，以加强惠普云计算能力。HP Helion Euvalyptus
系统如图 3.23 所示。该系统可以管理 Amazon 或 Eucalyptus 实例。用户还可以在 Eucalyptus
私有云和 Amazon EC2 云之间移动实例来创建混合云。像所有其他云一样，硬件虚拟化将应
用程序与计算机硬件细节隔离开来。系统建立在提供物理硬件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之上。虚
拟化为构建机器实例带来了计算、存储和网络支持。像 AWS 一样，自动扩展、弹性负载均
衡和云监控也可以为用户提供服务。AWS 的兼容性的重要性在于扩大其应用范围。
Ꮐ⩔
AWSڨქ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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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连接到 AWS 云的 HP Helion Eucalyptus 云系统用于联合应用程序（来源：Eucalyptus
Software: www.eucalyptus.com，2016）

Helion Eucalyptus 系统有六个组件，简要介绍如下：
● 云控制器（CLC）是一个 Java 程序，提供与 EC2 兼容的接口，以及与外界通信的
We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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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rus 也是用 Java 编写的，是与 AWS Simple Storage Service（S3）相当的 Eucalyptus。
● 集群控制器（CC）是 Eucalyptus 云中集群的前端，与存储控制器和节点控制器通信。
● 存储控制器（SC）是 AWS EBS 的 Eucalyptus。
● VMware 代理是一个可选组件，为 VMware 环境提供与 AWS 兼容的界面，并在集群
控制器上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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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控制器（NC）托管 VM 实例并管理虚拟网络端点。

3.6.2

用于构建私有云或公共云的 OpenStack 软件

Open Stack 于 2010 年 7 月由 Rackspace 和 NASA 推出。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大规模可
扩展且安全的云软件库，用于构建私有云和公共云。到目前为止，已有 200 多家公司加入
了 OpenStack 项目。该项目在 Apache 许可下提供免费的开源软件。OpenStack 云软件是用
Python 编写的，系统每六个月更新一次。更多细节可以在 http://openstack.org/ 中找到。
OpenStack 软件控制整个数据中心的大型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池，通过仪表板或通过
OpenStack API 进行管理。OpenStack 与流行的企业和开源技术协同工作，使其成为异构基
础架构的理想选择。世界上许多最大的品牌都依靠 OpenStack 来运行他们每天的业务，从而
降低成本并实现更快的移动。OpenStack 拥有强大的生态系统，寻求商业支持的用户可以从
不同的 OpenStack 驱动的产品和服务中进行选择。该软件是由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与用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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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的。
OpenStack 库中的功能模块
OpenStack 的主要服务和组件如图 3.24 所示。块存储（Cinder）提供持久的块级存储
设备，以便与 Horizon 管理的 OpenStack 计算实例一起使用。网络（Neutron）提供了一个
管理云部署中的网络和 IP 地址的系统，通过网络配置为用户提供自助服务能力。仪表板
（Horizon）为管理员和用户提供了一个图形界面来访问、配置和自动化基于云的资源。身份
服务（Keystone）提供了映射到 OpenStack 服务的用户的中央目录。它作为跨云操作系统的
通用身份验证系统，可以与 LDAP 等现有的后端目录集成。
Open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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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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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 IaaS 服务中构建私有云或公共云的 OpenStack（http://openstack.org, Apache License 2.0）

OpenStack 计算（Nova）
这是 OpenStack 计算模块。Nova 是一个通过创建和管理大型虚拟服务器集群来设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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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IaaS 云的内部结构的控制器。该系统适用于 KVM、VMware、XEN、Hyper-V、Linux 容
器 LXC 和裸机 HPC 配置。典型的 Nova 实例的结构如图 3.25 所示。Nova 的架构基于无共
享和基于消息传递的信息交换的概念。因此，Nova 中的大部分通信都是通过消息队列来实
现的。为了防止阻塞某些组件等待其他组件的响应，引入了延迟对象以在接收到响应时启用
回调。AMQP 提供了这样一个先进的消息队列协议。云控制器应用 HTTP 和 AMQP 协议与
其他 Nova 节点或 AWS S3 进行交互。

API 服务器
Boto

用户管理

（LDAP）

云控制器

<AMQP>

存储

ATA over Ethernet

节点

（livirt/kvm）

<HTTP>
S3
（Tornado）

图 3.25

OpenStack Nova 系统架构，其中资源控制器应用 Http 和 AMQP 协议与 AWS S3 和其
他 Nova 节点进行交互

Nova 使用 Python 实现，同时利用了许多外部支持的库和组件，包括 Boto（基于 Python
提供的 Amazon API）以及 Tornado（用于在 OpenStack 中实现 S3 功能的快速 HTTP 服务器）。
API 服务器接收来自 Boto 的 HTTP 请求，将命令转换为 API 格式，并将请求转发给云端控
制器。云控制器维护系统的全局状态，通过 LDAP 与用户管理器交互时确保授权。Nova 系
统与 S3 服务交互，管理参与节点和存储。此外，Nova 集成了网络组件来管理专用网络、公
共 IP 地址、VPN 连接和防火墙规则。
OpenStack 存储（Swift）
这是一个跨越大型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多个磁盘的可扩展冗余存储系统。Swift 解决方案
是围绕许多交互组件构建的，包括代理服务器、环、对象服务器、容器服务器、账户服务
器、复制程序、更新程序和审计程序。代理服务器可以查找 Swift 存储环中账户、容器或对
象的位置，并路由请求。因此，任何对象都通过代理服务器流入或流出对象服务器。
环表示磁盘上存储的实体名称与其物理位置之间的映射。需要为不同的账户、容器和对
象创建分离的环。对象存储为二进制文件，元数据存储在文件的扩展属性中。这就要求底层
文件系统支持对象服务器的选择，而标准 Linux 安装通常不是这种情况。要列出对象需要使
用容器服务器。容器清单由账户服务器处理。通过分布式磁盘上的数据复制实现冗余（因此
容错）。

3.6.3

支持构建混合云的 VMware 虚拟化

VMware 提供云以及虚拟化软件和服务。这是第一家致力于 x86 服务器虚拟化的公司。
VMware 产品用于支持企业云或混合云的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自 1998 年以来，VMware
已 经 从 虚 拟 机 监 控 器 开 始 开 发 了 一 系 列 产 品。VMware 因 其 第 一 款 称 为 GSX 的 类 型 二
Hypervisor 而闻名。这个产品已经发展为两条虚拟机监控器产品线，VMware 的类型一虚拟
机管理程序直接在硬件上运行，还有托管的类型二虚拟机监控器。图 3.26 显示了用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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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的 VMware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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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构建混合云的 VMware 软件包：私有云中的 vSphere、NSX 和 vSAN，与公共云
共同工作的 SDN 和分布式存储操作

VMware 软件支持完全虚拟化硬件，以便在虚拟机中使用客户操作系统。他们的软件虚
拟化了视频适配器、网络适配器和硬盘适配器的硬件。主机为客户机 USB、串行和并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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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提供传递驱动程序。这样，VMware VM 在计算机之间变得高度可移植。实际上，系统管
理员可以暂停 VM 客户虚拟机上的操作，将该客户虚拟机移动或复制到另一台物理计算机，
并在那里恢复执行。VMware 还开发了一项名为 vMotion 的功能，允许在共享相同磁盘存储
的相似硬件主机之间迁移客户虚拟机。
VMware Workstation、Server 和 ESX 采用优化的方法在主机上运行目标操作系统。它
们的软件不模仿在物理上不存在的不同硬件的指令集。这显著提高了性能，但是在使用不同
指令集的硬件主机之间移动客户虚拟机时可能会导致问题。它也不适用于具有不同 CPU 数
量的硬件主机。与 CPU 不相关的软件通常可以进行这样的转换。除非 CPU 存在不可预知的
行为，否则在移动之前启动，然后再重新启动。
Vmware 实现了 x86 指令集的虚拟化扩展，其虚拟机监控器现在旨在利用这些扩展。当
直接执行无法运行时，如使用内核级和实模式代码，VMware 产品使用二进制翻译动态地重
新编写代码。翻译的代码被存储在地址空间末尾的备用内存中。因此，VMware 的运行速度
比仿真器快，虚拟客户操作系统运行速度超过 80%，可以直接在同一个硬件上运行。虚拟机
可以通过替换它们来处理违规指令，或者只需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内核代码。
虽然 VMware VM 以用户模式运行，但 VMware Workstation 本身需要在主机操作系统
中安装各种驱动程序。它们的云 OS 产品显示为 vSphere 内核和 vCenter 接口。支持的虚拟
环境包括用于计算的 vSphere、用于 SDN（服务器域名称）的 NSX 和用于分布式存储应用
程序的 vSAN。这些虚拟环境在四个子系统中进行管理：业务、自动化、操作和混合云的可
扩展性。在这些子系统内部建立了大型的服务模块。主要目的是构建基于 vSphere 或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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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的私有云，可以像大多数混合云一样联合使用外部公共云。

3.7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用于大型服务器集群虚拟化的软件技术。我们展示了将数据中心

集群转换为各种抽象级别的云技术。本地虚拟机和客户虚拟机都作为实例进行了展示。我们
介绍了虚拟机迁移技术以实现快速的灾难恢复。通过使用虚拟机监控器和 Docker 引擎可以
实现虚拟化。它们分别用于创建虚拟机和应用程序容器。传统的虚拟机必须支持自己的客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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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因此需要更多的内存来构建。另一方面，Docker 引擎直接使用 Linux 内核函数
调用创建容器。

160

Docker 容器避免使用客户操作系统，这为虚拟机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简化。Docker 更适
合用于大型集群实现容器的编排。本章还介绍了使用 unikernel 方法进一步简化容器。虚拟
机、容器和 unikernel 为第 4 章中的云构建和弹性资源管理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特别是，我
们研究了使用虚拟机管理程序创建的虚拟机和 Docker 应用程序容器之间的权衡。在机器学
习或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中，也要考虑对用于编排大量容器集合的几种软件工具进行大规模并
行处理。

习题
3.1

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你不必重复本书中的所有内容，只需突出重点并确定各种方法的区别。
（a） 可以考虑多少种级别的虚拟化？评论它们的优点、缺点和局限性。在每个级别上已经实现的
典型系统有哪些？
（b） 完全虚拟化和半虚拟化有什么区别？解释当今主机上任何一类虚拟机的实施和应用的优点、
缺点和局限性。

3.2

描述用于在 XEN 域和设计实验之间交换数据的方法，以比较域之间的数据通信的性能。这是为
了让你熟悉 XEN 编程环境而设计的。移植 XEN 代码、实施应用程序代码、执行实验、收集性能
数据并解释结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3.3

将 VMware 工作站安装在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或 Vista 的个人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上，然后
在 VMware 工作站中安装 Red Hat Linux 和 Windows XP。配置 Red Hat Linux 和 Windows XP 的
网络设置以上网。请为工作站中的 VMware 工作站、Red Hat Linux 和 Windows XP 编写安装和
配置指南。注：指南中应包括故障处理。

3.4

从以下云列表中选择两个硬件 / 虚拟化服务（HaaS）：VMware、Intel、IBM 和 XenEnterprise。进
行深入研究，不限于你在教科书中阅读的内容。你需要通过访问供应商的网站或通过搜索谷歌、
维基百科和任何公开文献来挖掘有用的技术信息。目的是报告他们在云技术、服务产品、开发的
软件应用程序、应用的商业模式以及成功 / 失败教训方面的最新进展。确保你的研究报告技术含
量丰富。

3.5

从 http://www.kernel.org/ 下载一个新的内核包。分别在安装在习题 3.3 中的 VMware 工作站中的
Red Hat Linux 中以及在真机中的 Red Hat Linux 中编译它。比较两次编译所用的时间。哪一个需
要较长的时间来编译？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3.6

在习题 3.3 中安装的 XEN 上安装 Red Hat Linux。从 http://www.tux.org/~mayer/linux/bmark.html
下载 nbench。在 XEN 虚拟机上运行 nbench，并在真机上运行。比较两个平台上的程序的性能。

3.7

在 Windows 上 安 装 QEMU， 然 后 在 QEMU 上 安 装 FreeBSD。Windows 上 的 QUME 可 以 从
http://www.h7.dion.ne.jp/~qemu-win/ 下 载，FreeBSD 上 的 .iso（任 何 版 本 都 可 以） 可 以 从 http://
www.freebsd.org/where.html 下 载。 你 可 能 需 要 bochs 的 bximage 为 QEMU 创 建 一 个 im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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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SD。它可以从 http://bochs.sourceforge.net/cgi-in/topper.pl?name=See+All+Releases&url=htm
l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qmrkgroup_ideq12580 下载。
3.8

设置一个环境来测试 XEN 的实时迁移。注意：因为 XEN 不支持 x86-32 和 x86-64 的混合，所要
留意本机上安装的操作系统。

3.9

利用 QEMU 手动查找 Linux 操作系统的所有进程。给定平台配置如下。主机操作系统：Windows
XP；虚拟化层：QEMU 0.9.1；QEMU VM：CENT OS 5.3（Linux 2.6.18）；架构：x86-32。注意：
可以更改平台的版本以适应云计算环境中可用的硬件和软件的相似性。

3.10

使用 VMware 工作站建立自己的局域网。局域网的拓扑结构如图 3.27 所示。机器 A 需要安装
Red Hat Linux，而机器 B 需要安装 Windows XP。

192.168.203.2
计算机 A

LAN1

图 3.27
3.11

路由器
外部网关：192.168.204.1
内部网关：192.168.203.1

LAN2

192.168.204.2
计算机 B

问题 3.10 中的虚拟 LAN 拓扑图

解释以下两种机器恢复方案的差异。评价其实施要求、优点和缺点，以及应用潜力。
（a）由另一台物理机恢复某台物理机的故障。
（b）由另一台虚拟机恢复某台虚拟机的故障。
（c）建议一种方法来从发生故障的物理机中恢复虚拟机。

3.12

硬 件 和 软 件 资 源 的 部 署 往 往 是 复 杂 和 耗 时 的。 自 动 虚 拟 机 部 署 可 显 著 加 快 实 例 化 新 服 务 或
重 新 分 配 资 源 的 时 间， 具 体 取 决 于 用 户 需 求。 访 问 http://wiki.systemimager.org/index.php/
Automating_Xen_VM_deployment_with_SystemImager，获得使用 SystemImager 和 XEN 工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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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动部署的经验。
3.13

设计一个大规模的虚拟集群系统。这个项目可能需要 3 个学生一起合作整个学期。功能要求是：
（a）用户可以同时创建多个虚拟机。用户还可以同时操作和配置多个虚拟机。
（b） 通用软件（如操作系统或库）可以预先安装为模板。这些模板使用户能够快速创建新的执行
环境。
（c） 用户具有自己的配置文件，用于存储虚拟集群中相应 VM 的数据块标识。用户修改数据时应
该创建新的块。应该将最近创建的块的标识插入用户的配置文件中。

3.14

总结一下由管理程序创建的虚拟机与 Linux 主机上由 Docker 引擎创建的应用程序容器相比的优
势、劣势和合适的应用程序。你应该根据资源需求、创建开销、执行模式、实现复杂性和执行
环境、应用程序隔离、操作系统灵活性和主机平台等方面进行比较。

3.15

例 3.6 中的 Magnum 是在 OpenStack Nova 机器实例上实现容器编排和主机集群的一个很好的软
件项目。请与 OpenStack 网站一起检查最新版本的 Magnum 源代码。写一个简短的技术报告来
总结你的研究成果。

3.16

例 3.8 中提供的 Eucalyptus 已经由 HP 升级，以支持 IaaS 云资源的高效管理。请在 Eucalyptus
网站上查询其注册用户组的最新报告。写一个简短的技术报告来总结你的研究成果。

3.17

vSphere 6 是 VMware 提供的稳定的云 OS。从公开文献中挖掘出关于移植和应用程序体验的报
告，并衡量其客户或用户群体的性能。写一个简短的技术报告来总结你的研究成果。

3.18

对 以 下 五 种 计 算 机 平 台 虚 拟 化 软 件 产 品 进 行 比 较 性 调 查：VMware ESXi，Microsoft App-V，
Google Kubernetes，Docker 容器，Citrix XENdesktop。你需要挖掘有用的技术信息，可通过访

from seven candidate tools: CoreOS Fleet, Mesosphere Marathon, Docker Swarm, Apache
Mesos, Hadoop Yarn, Google Kubernetes, and Docker Compose. Conduct an in- depth
comparative study by visiting each company’s website to discov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to
explain the following issues.
107
第 3 章 虚拟机、Docker 容器和服务器集群
(a) Why cluster 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 tools are essential in cloud ser vice.
(b) Briefly illustrate the architecture of each orchestration tool.
问公司的网站或通过搜索谷歌、维基百科和任何其他公开文献。目的是报告这些公司在虚拟化
(c) Regarding the two VM/container scheduling and orchestration tools you selected, give
架构、技术应用和客户应用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确保你的研究报告在技术上扎实的，并避免

a critical review about their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出现公司的销售情况。
A new AWS service is offered for virtualization using Docker Engine7 to
create ap3.19 3.20:
通过编排来管理虚拟机或容器集群是云供应商和用户关心的热门话题。从
个候选工具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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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
software
containers. The ser vice is known
as Amazon EC2
Container Ser vice
两个虚拟机
/ 容器调度和编排软件工具：CoreOS
Fleet，Mesosphere
Marathon，Docker
Swarm，
(ECS).
how it is Yarn，Google
done on the AWS
cloud. Report the Compose。通过访问每个公司网站进
ECS applicability and discuss
Apache Explain
mesos，Hadoop
Kubernetes，Docker
the
differences in using containers and VM instances used in the EC2.
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挖掘技术信息来回答以下问题。
3.21: You have studi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live migration of VMs and disaster recovery
（a）为什么集群管理和编排在云服务中至关重要？

in Section 3.5.2.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简要说明每种编排工具的架构。

（c）根据你选择的两个虚拟机
/ 容器调度和编排工具，评估它们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a) Why is VM live migration
impor tant in disaster recovery of data center or cloud
3.20 使用operations?
Docker Engine 为虚拟化提供了一个新的 AWS 服务来创建应用程序软件容器，该服务被称

3.21

为亚马逊
容器服务（ECS）
AWS
云上完成。写一篇报告讨论
(b)
What EC2
virtualization
support。解释这一过程如何在
is needed to achieve fast
cloning
of VMs? Explain howECS 的
适用性并讨论使用
中的容器和
VM 实例的差异。
VM cloning canEC2
enable
faster disaster
recovery.

你已经研究了 3.5.2 节中虚拟机实时迁移和灾难恢复的基本概念。回答下列问题：
3.22: Conduct a deeper study on VM live migration and disaster recovery in establishing
（a）为什么虚拟机实时迁移对数据中心或云操作的灾难恢复至关重要？

fault tolerance in cloud systems. You may have to search for white papers or new R & D reports released from industry. Or, check with IEEE or ACM or Internet Society publications
3.22 在虚拟机实时迁移和灾难恢复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在云系统中实现容错。你可能需要搜
on published cloud papers. Write a short technical report to summarize your technical
索白皮书或行业发布的新 R/D 报告，或者在 IEEE、ACM、Internet Societ 出版物上查看发表的
findings.
Again, skip sales pitches and concentrate on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new
云论文。写一篇简短的技术报告来总结你的技术发现。再次忽略销售渠道，专注于技术创新和
discoveries.
（b）需要哪些虚拟化支持来实现虚拟机的快速克隆？解释虚拟机克隆如何实现更快的灾难恢复？

3.23

新发现。
3.23: Study the unikernel and library OS architecture to justify its advantage and disad研究 unikernel 和 library 操作系统架构，以证明它在构建未来的应用程序容器方面的优势和劣

vantage in building future application containers, compared with the Docker engine over
势，与kernel
Linux against
内核上的
引擎相比，传统的虚拟机由与传统主机操作系统一起工作的管理
Linux
theDocker
traditional
VMs created by hypervisors working with traditional
程序创建。
host O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Virtual Machines, Docker Containers, and Server Clusters
[1] Adams, K., and O. Agesen. “A Comparis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Techniques for x86 Virtualization.”
Proc.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al Support for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October 21–25, 2006, San Jose, CA.
[2] Andre Lagar- Cavilla, H., J. A. Whitney, A. Scannell, P. Patchin, S. M. Rumble, E. de Lara, M. Brudno,
M. Satyanarayanan. “SnowFlock: Rapid Virtual Machine Cloning for Cloud Computing.” Proc. of EuroSys,
Nuremburg, Germany, April 2009.
[3] Barham, P., B. Dragovic, K. Fraser, S. Hand, T. Harris, A. Ho, R. Neugebauer, I. Pratt, and A. Warfield. “XEN
and the Art of Virtu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eenth ACM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 Principles
(SOSP19). ACM Press, 2003.
[4] Chisnall, D.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XEN Hypervisor.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2007.
[5] Clark, C., K. Fraser, S. Hand, J. G. Hansen, E. Jul, C. Limpach, I. Pratt, and A. Warfield. “Live Migration of
Virtual Machines.” Proc.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Networked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NSDI’05), 2005, pp. 273–286.
[6] Grit, L., D. Irwin, A. Yumerefendi, and J. Chase. “Virtual Machine Hosting for Networked Cluster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utonomic Orchestr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VTDC), November 2006.
[7] Hwang, K., and D. Li. “Trusted Cloud Computing with Secure Resources and Data Coloring.”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September/October 2010): 30–39.
[8] Intel Open Source Technology Center. System Virtualization—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Jin, H., L. Deng, S. Wu, X. Shi, and X. Pan. “Live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with Adaptive Memory Compression.” Proc. of IEEE Cluster Computing, August–September 2009.
[10] Kivity, A., et al. “KVM: The Linux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Proc. of the Linux Symposium, Ottowa,
Canada, 2007, p. 225.
[11] KVM Project.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s,” http://www.linux-kvm.org.
[12] Nick, J. “Journey to the Private Cloud: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Technical Presentation by EMC Visiting
Tea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May 25, 2010.
[13] Nurmi, D., et al. “The Eucalyptus Open-Source Cloud Computing System.” Proc.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uster Computing and the Grid (CCGrid),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2009, pp. 124–131.
[14] OpenStack, http://www.openstack.org. 2013.

165

164

~

165
166

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utonomic Orchestr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VTDC), November 2006.
[7] Hwang, K., and D. Li. “Trusted Cloud Computing with Secure Resources and Data Coloring.”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September/October 2010): 30–39.
Open Source Technology
Center. System Virtualization—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Tsinghua Uni108[8] Intel
第二部分
云系统架构与服务平台设计
versity Press, 2009.
[9] Jin, H., L. Deng, S. Wu, X. Shi, and X. Pan. “Live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with Adaptive Memory Compression.” Proc. of IEEE Cluster Computing, August–September 2009.
[10] Kivity, A., et al. “KVM: The Linux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Proc. of the Linux Symposium, Ottowa,
Canada, 2007, p. 225.
[11] KVM Project.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s,” http://www.linux-kvm.org.
[12] Nick, J. “Journey to the Private Cloud: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Technical Presentation by EMC Visiting
Tea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May 25, 2010.
[13] Nurmi, D., et al. “The Eucalyptus Open-Source Cloud Computing System.” Proc.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uster Computing and the Grid (CCGrid),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2009, pp. 124–131.
[14] OpenStack, http://www.openstack.org. 2013.
[15] Qian, H., E. Miller, et al. “Agility in Virtualized Utility Computing.” Proc. of 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VTDC 2007), November 12, 2007.
[16] Rosenblum, M. “The Reincarnation of Virtual Machines.” ACM QUEUE (July/August 2004).
[17] Rosenblum, M., and T. Garfinkel. “Virtual Machine Monitors: Current Technology and Future Trends.”
IEEE Computer 38 no. 5 (2005): 39–47.
[18] Shi, L., H. Chen, and J. Sun. “vCUDA: GPU Accelerated High Per for mance Computing in Virtual Machines.” Proc.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rallel & Distributed Processing, 2009.
[19] Smith, J., and R. Nair. “The Architecture of Virtual Machines.” IEEE Computer (May 2005).
[20] Sun Microsystems. “Solaris Containers: Server Virtualization and Manageability.” Technical white paper
(September 2004).
[21] Ublig, R., et al.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EEE Computer (May 2005).
[22] VMware. “Understanding Full Virtualization, Paravirtualization, and Hardware Assist,” http://www.vm
ware.com/files/pdf/VMware_paravirtualization.pdf.
[23] VMware. “The vSphere/6 Operating System for Virtualizing Data Centers.” News Release, February 2009,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vsphere/ 2016.
[24] Voosluys, W., et al. “Cost of VM Live Migration in Clouds: A Per formance Evaluation.” Proc. of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oud Computing, pp. 267–295. IOS Press,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