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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计算是一种按需付费的资源使用模式．它通过虚拟化技术，向用户提供具有服务质量保证的计算、
存储以及网络资源．然而，与物理服务器相比，虚拟化环境的特点使得虚拟机的服务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ｏＳ）难以保证，例如，虚拟化技术本身的限制、虚拟机上所运行的应用的行为难以被准确预测、虚拟机性能评

估困难、以及虚拟机行为监控困难等．分析上述困难，阐述学界对虚拟机服务质量保证的研究现状，总结对易于

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及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的评估和保证方法．最后，总结与虚拟机 ＱｏＳ 相关的问题，并展望未来

的研究方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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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即服务（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ａａＳ）”的云计算，是一种按需租用、按量付费的资

源使用模式［１］ ．它通过虚拟化技术，有效地将物理

服务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Ｍ）上包括计算、存储

和网络在内的多种资源，通过分时复用和空间划

分［２］等方式，利用网络传输，以虚拟机（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ＶＭ）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用户按需租用这些

基础设施并按资源使用量付费．例如，亚马逊的弹

性计算云 ＥＣ２（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Ｃｌｏｕｄ） ［３］和阿里云

提供的弹性计算服务（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４］

等都是此类资源使用模式．在这种资源提供方式

中，虚拟化技术成为了研究的核心．
虚拟化技术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其目标是

通过分割内存和硬盘等能够分割的资源、以及分时

复用 ＣＰＵ 等无法分割的物理资源，使得从用户的

角度看，自己的操作系统独占计算机资源［５］ ．虚拟

化技术的发展使物理资源能够被灵活地分割和复

用，提高了物理资源的利用率．虚拟机是对底层资

源的一种抽象，因此其创建过程较物理机而言更为

简单，同时虚拟机也更易于管理，包括复制、保存、
移动及存储等操作［６－８］ ．

然而，虚拟化技术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文献［８－１０］指出，当前虚拟机之间的隔离机制不

够完善，使得运行在同一物理主机上的虚拟机应用

无法真正运行在一个完全隔离的环境中．这种情况

导致了虚拟机之间存在干扰，造成虚拟机的性能下

降，表现为各个虚拟机上所运行的应用响应时间增

加、吞吐率下降等．此外，文献［１１－１３］也指出，由
于隔离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虚拟机的安全性等一些

非功能性的服务质量指标得不到保证，有研究表明

虚拟化的特殊环境增加了虚拟机受到外界攻击的

可能．除了传统的拒绝服务攻击（Ｄｅｎ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ｏＳ），也出现了其他一些针对虚拟机环境的攻击

方式，如虚拟机监控器（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对虚拟机的攻

击，以及虚拟机之间的互相攻击等［１４］ ．因此，隔离

机制的不完善，成为了虚拟机无法向用户保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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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吞吐率、安全性以及鲁棒性等服务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ｏ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虚拟化技术的一些限制之外，还有一些其

他因素导致了虚拟机的 ＱｏＳ 难以保证，包括虚拟

机上所运行应用的行为难以被准确预测、虚拟机的

性能评估困难、以及虚拟机行为监控困难等．概括

而言，导致虚拟机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
（１） 虚拟化技术存在限制　 虚拟化技术使多

个虚拟机运行在同一个物理主机上，共享物理主机

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然而虚拟化技术仍然

存在一些限制，体现在以下 ２ 个方面．
① 虚拟机之间存在性能干扰．虚拟机监控器

通过特定机制将物理资源分割后提供给各个虚拟

机，虚拟机间不完善的隔离机制导致多个虚拟机运

行时，它们之间存在资源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会导

致虚拟机之间产生难以预测的性能干扰［１５－１７］ ．因
此，虚拟机之间的性能互扰，成为了虚拟机 ＱｏＳ 难

以保证的原因之一．
例如，Ｘｅｎ［１８］ 的半虚拟化 Ｉ ／ Ｏ 实现过程中，虚

拟机的 Ｉ ／ Ｏ 操作都通过特权域 Ｄｏｍａｉｎ－０ 来进行

代理操作，客户操作系统的 Ｉ ／ Ｏ 性能受到特权域负

载的影响，导致 Ｉ ／ Ｏ 操作频繁的虚拟机吞吐率难以

保证．
② 虚拟机监控器无法完全了解虚拟机上的应

用信息．
传统的操作系统，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其上运行

的具体的应用信息．然而，对于虚拟机而言，互相独

立的多个用户操作系统和其上运行的应用是以虚

拟机监控器的存在为基础的，虚拟机监控器对各个

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信息了解有限，因此无法准确

提供应用所需的 ＱｏＳ 保证．
（２） 虚拟机上所运行负载的行为难以准确预

测　 运行在虚拟机上的负载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以

及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虚拟机上运行负载的行为难

以准确预测．因此，分配虚拟机资源的过程中，由于

无法准确预估虚拟机上运行应用的类型、行为和所

需资源，会导致分配的资源与预期的 ＱｏＳ 存在偏

差［１９－２０］ ．
① 虚拟机上运行负载具有复杂性．虚拟机上

部署的应用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
一，多个虚拟机上所运行负载的运行时间难以准确

预测，可能导致在某个时刻多个虚拟机上的应用同

时运行，使得物理主机的资源使用情况超过所能承

受的峰值［１９－２０］，从而无法保证 ＱｏＳ．第二，应用所要

求的资源之间存在依赖关系，例如，若一个虚拟机

上的负载应用需要内存资源，那么可能虚拟机监控

器需要调用 ＣＰＵ、高速缓存、Ｉ ／ Ｏ 带宽等资源才能

满足这一需求．
② 虚拟机上运行的负载具有动态性．虚拟机

上应用负载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负载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２１－２２］，同时该应用负载

在用户之间的受欢迎程度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不

同．这就会导致预测负载的行为更加困难，从而难

以分配保证 ＱｏＳ 的虚拟机资源．文献［２３］也指出，
多个虚拟机上所运行的应用之间可能会有通信，那
么如果应用运行增多，在固定的带宽约束下，虚拟

机应用的响应时间一定会增加．
③ 虚拟机上运行的负载具有不确定性．虚拟机

上所部署应用的不确定性，体现在网络的连接属性

以及流量大小随用户负载持续变化，因此导致应用

在某一时刻所需要资源量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分配

有限的资源，满足虚拟机上的应用对资源的不确定

需求，保证虚拟机的 ＱｏＳ，这是一个 ＮＰ 难问题［２４］ ．
综上所述，虚拟机上所部署应用负载的复杂

性、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导致虚拟机的

软、硬件难以准确部署，因此也成为了虚拟机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又一主要因素．

（３） 影响虚拟机性能的因素较多，且评估困难

① 影响虚拟机性能的特征复杂．虚拟机性能

是 ＱｏＳ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虚拟机性能的因

素有很多，例如，文献［２４－２５］指出，影响虚拟机性

能的因素包括物理主机上 ＣＰＵ 的微架构、内存的

主频、硬盘的接口、虚拟机监控器的类型，以及虚拟

机监控器所采用的调度算法，等等．虚拟机性能建

模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保证虚拟机性

能的评估结果尽可能准确，从而保证虚拟机 ＱｏＳ
预测的准确性．文献［２６－２８］在进行虚拟机性能建

模时考虑的虚拟机特征相对较少，仅涉及 ＣＰＵ 使

用情况、分配内存的大小以及 Ｉ ／ Ｏ 带宽等少量因

素，未能全面、深入地研究影响虚拟机性能的特征．
② 不够准确的“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型”会导

致性能评估不准确．虚拟机性能建模时所采用的模

型，对性能评估具有重要影响．虚拟机诸多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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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虚拟机的性能

也会随着其上运行应用的资源需求不同而呈现不

同的特性．文献［２９－３０］用线性模型来建立虚拟机

特征和性能之间的关系，用该模型来简化虚拟机性

能的评估过程．这样自然会使得虚拟机性能不能被

准确评估、与 ＱｏＳ 有关的指标不能被准确预测，从
而导致虚拟机资源难以被准确分配．虚拟机资源若

分配过少，会导致 ＱｏＳ 无法保证；而虚拟机资源分

配过多，则会导致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③ 虚拟机资源监控方案选择不当．在虚拟机

运行期间，实时监控虚拟机资源的使用情况，对保

证虚拟机资源的可用性、可靠性等 ＱｏＳ 具有重要

意义．文献［３１］指出，由于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对

底层的资源的实际需求会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因此，为了提供必要的资源状态信息，虚
拟机监控设备需要对物理资源的运行状态和资源

使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然而，不同的监控方案会

引入不同的资源开销，对虚拟机性能产生不同的影

响，所以选择合理的监控方案也是保证虚拟机 ＱｏＳ
的一个重要基础．

文献［３２］总结了当前一些虚拟机监控方案的

优缺点．一些商业化的虚拟机监控解决方案可以很

方便的获取到资源使用状况，包括网络流量、存储

等数据，但只针对特定的云平台，适用性不广，例
如，Ａｍａｚ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Ｗａｔｃｈ Ｃｌｏｕ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ＭＳ），它旨在提供基于 Ｗｅｂ 服务的虚拟化资源

监控方法，允许开发者进行二次开发，也可以和其

他的虚拟机资源监控方案进行整合，但只局限于亚

马逊的 ＡＷＳ． 除了 ＣＭＳ 之外，Ｒｕｎｔｉｍ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ｌｏｕ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ＭＣＭ）能针对多个平台，它能处

理具有差异性的虚拟化资源，因此，对于多种不同

的计算机资源，都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但是，该解

决方案需要手动安装和配置，影响了虚拟资源的可

扩展性．因此，监控方案选择不当，也会成为虚拟机

运行过程中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
综上所述，虚拟机运行过程中，虚拟化技术的

限制、虚拟机上运行负载难以有效预测、虚拟机特

征多、评估难、以及虚拟资源的监控方案选择不当，
都有可能导致虚拟机运行时的 ＱｏＳ 难以保证．从云

服务提供商的角度来看，无法提供 ＱｏＳ 相关的保

证，也就是违反了 ＳＬ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协
议，会降低用户的信任，从而被处罚．

因此，预测有可能违反虚拟机 ＱｏＳ 的行为，并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虚拟机的 ＱｏＳ 下降，
是学界对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开展研究的主要动机．目
前，基于虚拟机 ＱｏＳ 的特点，它们主要被分为两种

类型，即易于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和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在对虚拟机可量化 ＱｏＳ 指标的研究中，又分

为对虚拟机整体的 ＱｏＳ 指标保证的研究和对虚拟

机各个资源组件的 ＱｏＳ 指标保证的研究．其中，对
于虚拟机整体情况而言，易于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包

括虚拟机上所运行应用的响应时间、虚拟机的吞吐

率，以及应用的时延等．而对于虚拟机各个组件来

说，ＱｏＳ 指标又包括了 ＣＰＵ 每秒所处理百万条指

令的数量（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ＰＳ）、内
存和硬盘的读写速度，以及每秒所读取、写入的数

据量等．而对于难以量化的指标的 ＱｏＳ 保证的研

究，主要包括了对虚拟机的可用性、鲁棒性、安全

性、容错性等方向的研究．具体情况如图 １ 所示．
本文首先概述虚拟化技术的基本方式及特征，

然后基于虚拟化的特征，分别总结分析对于易于量

化的 ＱｏＳ 保证和不易量化的 ＱｏＳ 保证方法．对于易

图 １　 ＱｏＳ 保证研究及相应 ＱｏＳ 指标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Ｑｏ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Ｑｏ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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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量化的 ＱｏＳ 保证，又分别从虚拟机整体和各个

不同的资源组件出发，对目前的主要方法进行总

结、分析和对比．

１　 针对易于量化指标的 ＱｏＳ 评估

对于可量化的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从虚拟机的

整体情况看，旨在解决虚拟机上所运行应用的响应

时间延长，吞吐率降低等服务质量下降的问题．从
虚拟机的各个组件来看，ＱｏＳ 下降主要反映在 ＣＰＵ
的运行时间加长以及每秒所处理的指令数目下降、
内存与外存的交换字节增多以及 Ｉ ／ Ｏ 的吞吐率下

降等．这些 ＱｏＳ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虚拟化中

隔离机制不完善所导致的资源竞争、虚拟机上所运

行负载难以预测，以及虚拟机 ＱｏＳ 预测参数选择

不完整、预测模型选择不恰当．大多数对于保证虚

拟机整体以及各个组件的 ＱｏＳ 研究中，普遍采取

的技术路线如图 ２ 所示．
下面分别针对阐述图 ２ 技术路线中的各个步骤．
（１） 确定所研究的 ＱｏＳ 类型．即为确定所要保

证的 ＱｏＳ 参数，主要包括了应用的响应时间、吞吐

率等．
（２） 选取虚拟机特征．主要在应用的软件特

征、硬件特征，以及运行时环境特征中选取虚拟机

特征．虚拟机的软件特征主要包括虚拟机监控器的

类型、虚拟机监控器所采用的虚拟机调度算法等；
虚拟机的硬件特征主要包括物理 ＣＰＵ 的架构、内
存容量和主频等；而运行时环境特征主要包括运行

在同一台物理主机上的虚拟机个数，以及多个虚拟

机上的负载类型等．
（３） 建立“虚拟机特征－ＱｏＳ”模型．模型的选

取关系到预测 ＱｏＳ 能否保证准确性和高效性．目
前，多数研究所运用的模型主要分为两类，线性模

型和非线性模型．其中，非线性模型又主要包括奇

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贝
叶斯网（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Ｎ）、隐马尔科夫模型

（Ｈｉｄｄｅ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ＨＭＭ） 和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Ｎ）等．

（４） 采取相应措施．当模型预测得到虚拟机的

ＱｏＳ 可能无法被保证时，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虚拟

机迁移、虚拟机资源调整等方式，来更准确地适应

虚拟机对资源的需求．
１．１　 虚拟机整体 ＱｏＳ 保证研究

１．１．１　 易于量化指标的形式化表示　 对于虚拟机

整体的 ＱｏＳ 保证研究，主要包括响应时间的保证和

吞吐率的保证［３３］ ．虚拟机的响应时间被定义为从用

户发出请求到用户请求得到响应的时间，这可以通

过两次时间戳的差值得到．而虚拟机的吞吐率指得

是一段时间内，虚拟机正确执行用户请求的次数．
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建立合理的“虚拟机特征－

ＱｏＳ 模型”，来提高虚拟机预测 ＱｏＳ 的准确性．目
前，主要的虚拟机建模方法如表 １ 所示．

针对虚拟机 ＱｏＳ 预测，“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

型”的主要建模步骤包括：①选择可能影响虚拟机

ＱｏＳ 的软件特征、硬件特征和运行时环境特征；②
通过改变这些特征，获取不同配置的虚拟机特征数

据，同时在这些虚拟机上获得对应的 ＱｏＳ 数据；③
将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数据进行预处理；④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来构建虚拟机“特征－ＱｏＳ”的线性或是

非线性模型；⑤指定虚拟机特征，根据模型来预测

虚拟机当前的 ＱｏＳ 值．
１．１．２　 线性模型在虚拟机整体 ＱｏＳ 保证中的应用

　 将 ＱｏＳ 目标与虚拟机特征用线性模型来建模，
是一种普遍的思路．文献［９，２９－３０，３４－３５］主要通

过设置约束条件，并选取有可能会导致虚拟机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虚拟机特征，用线性模型来表达它们和

ＱｏＳ 之间的线性依赖关系．然后，通过线性规划和

一些启发式算法（如蚁群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

优化算法等），预测给定虚拟机特征下时的 ＱｏＳ
值，进而判断服务质量是否能被满足．

文献［９］针对网络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研究

如何在提高网卡利用率的同时也保证应用运行时

吞吐率的方法，将虚拟机的 ＱｏＳ 需求和虚拟机各

个特征之间的约束关系，抽象成多目标线性优化问

题，然后利用多项式时间启发算法来预测网络 Ｉ ／ Ｏ

图 ２　 虚拟机易于量化指标的 ＱｏＳ 保证的技术路线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ａｓｙ－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Ｑｏ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６９０１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ｎｄｘｘｂ．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第 ４０ 卷



表 １　 “虚拟机特征－ＱｏＳ”建模方法总结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ｅ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ｏＳ

模型 主要思想 优点 缺点

线性模型［９，２９－３０，３４－３５ ］

将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建立线性

模型，并给出主要约束条件；根
据约束条件和虚拟机特征的取

值情况，评估某种条件下的 ＱｏＳ
值

模型简单

当约束条件多时为 ＮＰ 难

问题

不足以反映虚拟机“特征

－特征”和“特征－ＱｏＳ”之
间复杂的依赖关系

非线性

模型　

奇 异 值 分

解［２６，３６］

通过对虚拟机组件和 ＱｏＳ 所构

成的矩阵进行降维操作和奇异

值近似分解，以此预测虚拟机

ＱｏＳ 的变化趋势

容易提取主分量

获得影响虚拟机 ＱｏＳ 的

最重要特征值

解释性不强

不能很好地说明 ＱｏＳ 预

测结果

人工神经

网络［２７，３７－３８］

选择合适的神经网络模型，将所

选虚拟机特征作为输入值，输入

到类似“黑盒”结构的神经网络

模型中．输出结果即为 ＱｏＳ 的预

测值

能表达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值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

系，且用户不必知道实现

细节

容错能力较强

容易造成局部最优

需要耗费大量计算资源，
时间复杂度较高

马尔科夫

模型［３９－４０］

将虚拟机特征值所有状态用图

表示；给定当前虚拟机特征值时

预测未来的 ＱｏＳ 值

对带有时间序列的虚拟

机特征建模较容易
依赖特定状态

贝叶

斯网［２５，４１－４４］

将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类别作为

模型中的节点．然后构造网络结

构，并计算参数后，用所得到的

贝叶斯网对虚拟机 ＱｏＳ 进行评

估

能以概率形式有效表达

虚拟机各个特征及特征－
ＱｏＳ 之间的依赖关系

对未出现在训练集中的

虚拟机特征值无法预测

其对 ＱｏＳ 的影响

节点依赖关系很复杂时，
预测结果时间复杂度高

密集型应用的 ＱｏＳ，选择最能保证 ＱｏＳ 同时资源利

用率最高的虚拟机放置方式．文献［３４］结合了线性

模型和堆排序算法，给虚拟机分配足够的计算资源

节点，通过硬件的冗余部署，来保证虚拟机的吞吐

率．文献［２９－３０］也同样采用线性模型的方法，建
立虚拟机特征和性能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此来实现

性能的动态控制和细粒度的资源分配．
用线性模型来对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之间的关

系建模是一种简单便捷的操作．然而，虚拟机特征

和 ＱｏＳ 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非线性依赖关系，这
种关系无法用线性模型准确表达．此外，当虚拟机

的特征之间存在多个约束关系时，预测虚拟机的

ＱｏＳ 值可能会成为一个 ＮＰ 难问题．
１．１．３　 非线性模型在虚拟机整体 ＱｏＳ 保证中的应

用　 除了线性模型之外，也有许多工作用非线性模

型来表达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之间的关系．文献［２６，

３６］选用奇异值分解方法进行 ＱｏＳ 保证的预测，主
要通过对虚拟机组件和 ＱｏＳ 所构成的矩阵进行降

维和奇异值近似分解操作，预测虚拟机 ＱｏＳ 的变

化趋势．使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方法，可以很容易

地提取影响虚拟机 ＱｏＳ 值的主分量，但这种方法

可解释性不强，无法很好地解释 ＱｏＳ 的预测模型．
文献［２７，３７－３８］选择合适的人工神经网络模

型，将所选虚拟机特征作为输入值，输入到类似

“黑盒”结构的神经网络模型中，使得用户不必知

道具体的实现细节，就可以通过输出结果来预测

ＱｏＳ 值．然而，人工神经网络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

计算资源，且容易造成局部最优．
此外，文献［３９－４０］运用马尔科夫模型、文献

［４５］采用队列模型，分别建立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的联系，以此预测虚拟机的运行状态和 ＱｏＳ．

文献［２５，４１－４３］提出采用贝叶斯网的建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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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构建立虚拟机中的 ＱｏＳ 和虚拟机特征的非线

性模型．基于图论和概率论，贝叶斯网能够有效地

表达各个节点之间的非线性依赖关系，因此，使用

贝叶斯网模型能实现用概率值的大小，更准确地预

测虚拟机的 ＱｏＳ，同时也可以预测在同等虚拟机特

征取值下 ＱｏＳ 的波动情况．然而，贝叶斯网由于其

概率参数来源于训练数据集，使得基于贝叶斯网无

法利用其概率推理算法预测训练集中未出现过的

样本的 ＱｏＳ 值，贝叶斯网本身的这一局限也为 ＢＮ
在评估 ＱｏＳ 能否保证的问题上带来了挑战．

以上使用非线性模型来评估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的方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虚拟机 ＱｏＳ 的预

测．然而，如何合理有效地选取多个虚拟机特征、对
数据进行预处理、如何改进传统的算法并使其能用

于要解决 ＱｏＳ 预测问题，也成为了用非线性模型

来进行 ＱｏＳ 预测这类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１．１．４　 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的方法　 前述的多种模型

试图通过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程度，减少可能导致

ＱｏＳ 下降、以及违反服务等级协议行为的发生．然
而，当 ＱｏＳ 下降时，就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

尽可能保证 ＱｏＳ、且降低损失．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２
类，一类是在一台主机内部的资源调配，另一类是

在多台主机范围内进行虚拟机迁移．这 ２ 种方式的

优点、缺点及考虑因素如表 ２ 所示．
（１） 虚拟机资源预分配、动态调配与虚拟机整

体 ＱｏＳ 保证．许多研究工作首先通过模型对虚拟机

资源的预测情况，来预先分配合适的虚拟机资源．
当虚拟机运行过程中，虚拟机监控器监测到有可能

导致 ＱｏＳ 无法保证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及时调整

资源分配、降低避免违背服务等级协议的可能性．

文献［４６－４８］综合考虑资源使用情况、ＱｏＳ 保

证方法，以及经济花销，试图在前期通过花费最少

的经济支出，来保证虚拟机的 ＱｏＳ．然而，当有可能

导致 ＱｏＳ 无法保证的行为出现时，又通过调整虚

拟机资源来降低违反 ＳＬＡ 协议的可能．其中，文献

［４６］借助经济学中定价的方法，让用户选择在高

峰期是愿意花更多的经济开销来保证 ＱｏＳ、或者愿

意牺牲一些 ＱｏＳ．用户的选择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模

式．文献［４７］提出了一个新的资源分配方式，通过

将用户对资源的需求映射到相应的物理资源上，从
而发现关键的影响虚拟机 ＱｏＳ 的资源因素，并根

据关键因素来采取措施，从而减少经济花销和违反

ＳＬＡ 的可能．文献［４８］综合考虑实现多个 ＱｏＳ 保

证，包括网络带宽、应用的完成时间、以及资源的可

靠性等，基于排序算法将资源按照用户的需求进行

分配，当出现导致 ＱｏＳ 下降的行为时，及时调整服

务器上的资源使用．
文献［４９－５１］对传统的 ＳＶＤ 算法和线性回归

算法做了改进，提出了更为有效的资源调度策略，
提高了物理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了使 ＱｏＳ 无法

保证的行为的发生．文献［４９］首先基于 ＳＶＤ 算法

快速的将应用所需要的资源进行分类，然后将资源

根据可用性做降序排列，根据贪心算法和资源分类

结果，从而找到可用性最强的资源并分配．文献

［５０］通过策略管理器持续收集各类服务的用户行

为习惯，建立用户行为特征信息表，给每类服务任

意时间片段内的工作状态和 ＱｏＳ 等级作好标记；
当有计算任务提交到任务管理器时，任务计划与调

度器通过查询用户行为特征信息表，规划任务队列

和资源分配算法，实现单位资源的用户对ＱｏＳ的

表 ２　 保证 ＱｏＳ 的措施

Ｔａｂ．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Ｑｏ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措施 解决方式　 　 优点　 　 　 　 需要考虑的因素

虚拟机资源预分配和

及时调配［４６－５２ ］

预先分配虚拟机所需资源，
当出现资源缺乏时，在同一

台主机内部及时调整资源

方便快捷

虚拟机资源的预测应尽可能

准确

调控策略要尽可能降低引入

的性能开销

虚 拟 机 迁

移［９，１６，２９，５３－５６ ］

当前物理服务器不能满足

ＱｏＳ 需求时，将虚拟机迁移到

其他物理服务器上

在多个物理服务器的范围内

调整资源，资源使用量不再

局限于单个服务器

应使得迁移的目标主机上负

载均衡，能耗适中

要考虑虚拟机迁移过程中的

Ｉ ／ Ｏ 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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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最大化．文献［５１］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实现

较为准确的虚拟机所需的细粒度资源和性能之间

的预测建模，从而实现资源的调度和调整．
然而，合理地对虚拟机资源进行预先分配，以

及当出现问题时及时调控虚拟机资源，它们都对

“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型”预测时的准确性提高了

要求；不够准确的预测结果，将有可能导致资源的

使用率不高．在调整资源的过程，也需要考虑额外

的计算和资源开销及网络延迟带来的损失．
（２） 虚拟机迁移、资源整合与虚拟机整体 ＱｏＳ

保证．除了虚拟机资源的预分配与及时调控外，还
有很多工作基于多台主机之间的虚拟机迁移来减

少虚拟机 ＱｏＳ 无法保证的可能性．文献［９，１６，５２－
５３，５６］基于虚拟机迁移来保证 ＱｏＳ，主要思想是首

先通过“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型”来预测 ＱｏＳ 可能

无法保证的虚拟机，然后综合考虑被迁移虚拟机的

网络 Ｉ ／ Ｏ 开销、内存复制开销和目标主机的负载均

衡等多种因素，据此确定哪些虚拟机需要进行迁

移、以及迁移到哪一台目标主机上．
文献［９，１６］基于虚拟机迁移，提出当系统中

捕捉到可能有会导致 ＳＬＡ 违反的行为发生时，虚
拟机集群中的中心管理节点就会通知其他执行节

点，并及时进行虚拟机迁移，在降低损失的同时也

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并降低能耗．文献［５２－５３］通

过建立贝叶斯网来预测是否有 ＱｏＳ 无法保证的情

况出现，若有则综合考虑迁移时间、虚拟机内存使

用情况和能源利用，选择代价最小的迁移方案．
然而，在虚拟机的迁移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多

方面的因素，例如，如何保证迁移之后的虚拟机能

满足 ＱｏＳ、如何保证迁移过后的物理服务器的负载

均衡、如何减少迁移过程中的网络 Ｉ ／ Ｏ 开销等［５３］ ．
（３） 公有云平台中虚拟机整体 ＱｏＳ 保证．基于

公有云平台来研究虚拟机 ＱｏＳ 的保证，也是一类

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包括微软 Ａｚｕｒｅ［５７］、阿里

云［５８］、谷歌云服务［５９］等．这些研究通过使用特定的

工具、算法来分析测试现有的公有云平台上各个物

理主机的资源利用情况，然后给出相应的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策略．
文献［５７］研究微软 Ａｚｕｒｅ 云服务中的各个虚

拟机的关键特征，在保证高 ＱｏＳ 要求的同时，减轻

预测性能的压力．文献［５８］对阿里云的数据进行分

析，讨论了阿里云存在一些约束，即资源在空间和

时间上的利用、资源需求、以及线上 ／线下工作对资

源的需求都具有不平衡性．文献［５９］主要通过分析

谷歌数据中的任务完成时间、用户个数、调度事件

等属性，指出虚拟机中要实现 ＱｏＳ 的有效保证还

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因此，提高云的效率、保证服

务的 ＱｏＳ、以及通过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来提高资

源的应用效率，是这类研究的关键问题．文献［６０］
指出，在 ＳＰＥＣ Ｃｌｏｕｄ 对公有云平台中虚拟机的可

扩展性进行测试时，可以通过增加每个应用实例的

用户数量、用户实例、每个虚拟机节点上的应用个

数，以及为每个实例增加 ＣＰＵ 个数、内存大小、带
宽等资源，来测试某个虚拟机所能承受的负载极

限，从而测试虚拟机的可扩展性和弹性．
综上所述，虚拟机的整体 ＱｏＳ 保证是研究热

点的热点之一．通常通过建立表达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关系的模型，来预测是否有可能出现 ＱｏＳ 下降

的情况；若有，则采取相应的虚拟机资源调整、虚拟

机迁移等方式，避免 ＱｏＳ 下降．在这种研究模式中，
“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型”的选择显得非常重要，若
不能合理选择有效的模型来对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进行建模，则可能导致虚拟机

ＱｏＳ 评估时出现偏差．同时，在虚拟机迁移时，也需

要考虑目标主机和当前主机上的资源负载；若目标

主机上的资源利用率较高，则有可能导致迁移之后

的虚拟机 ＱｏＳ 下降的更加严重．上述虚拟机 ＱｏＳ 保

证过程如图 ３ 所示．
１．２　 虚拟机各组件的 ＱｏＳ 保证 　 文献［３４－３５，
４４，５６，６１］从多个资源组件的角度来保证虚拟机

的 ＱｏＳ．这些组件主要涉及计算机的 ＣＰＵ、存储和

网络资源，导致这些组件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和

应对措施总结如表 ３ 所示．
从 ＣＰＵ 层面来看，多个虚拟机通过调度轮流

获得 ＣＰＵ 执行时间．但这些算法都有一些局限性，
会导致 ＣＰＵ 的 ＱｏＳ 难以保证，例如，Ｘｅｎ 支持的

ＣＰＵ 调度算法就主要包括了 ＳＥＤＦ（Ｓｉｍｐｌ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调度算法、以及 Ｃｒｅｄｉｔ 调度算法［３６］ ．
ＳＥＤＦ 调度算法根据任务满足截止期限的紧迫性

来修改任务的优先级，从而保证最紧迫的任务能够

及时完成．当系统的负载相对较低时，这种算法很

有效，但是当系统负载很大时，会使很多任务错过

截止时间、来不及被 ＣＰＵ 处理而夭折，甚至可能导

致 ＣＰＵ 时间大量花费在调度上．因此，当系统负载

较大时，基于 ＳＥＤＦ 算法的 ＣＰＵ 的 ＱｏＳ 会难以保

证［１８，３６］ ．而Ｃｒｅｄｉｔ调度算法的缺点在于不能保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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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的操作流程

Ｆｉｇ．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ｏ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表 ３　 虚拟机各组件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及措施

　 　 Ｔａｂ．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ＱｏＳ ｈａｒ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组件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 措施

ＣＰＵ 调度算法不足 优化 ＣＰＵ 调度算法

内存
对 Ｃａｃｈｅ 的竞争

内存带宽的限制

优化内存分配

增加内存带宽

缓解 Ｃａｃｈｅ 竞争

网络 Ｉ ／ Ｏ
共享网络带宽的限

制
增加物理带宽

时性，其全局负载平衡策略过于简单，容易导致

ＣＰＵ 因为进程未就绪而空闲的情况．此外，由于该

算法的全局分配策略简单，而容易使得 ＣＰＵ 的分

配错误率高，从而导致 ＣＰＵ 的 ＱｏＳ 难以保证［１８，３６］ ．
因此，可以通过优化虚拟机中 ＣＰＵ 的调度算法来

保证虚拟机 ＣＰＵ 的 ＱｏＳ．
从内存层面来看，多个虚拟机划分物理主机的

内存空间存储数据，共享内存带宽访问数据，访存

时对 Ｃａｃｈｅ 的竞争会影响内存性能．因此，可以通

过优化内存分配、增大内存带宽，同时缓解虚拟机

对 Ｃａｃｈｅ 的竞争来保证内存的 ＱｏＳ．
从网络 Ｉ ／ Ｏ 层面上看，多个虚拟机上应用的数

据流需要通过共享的物理网络链接来完成数据交

换．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物理链接的带宽来加快网

络的传输速度，从而保证虚拟机网络资源的 ＱｏＳ．很
多研究也是基于以上的思想进行各个组件的 ＱｏＳ
优化和保证．

文献［３４－３５］通过优化虚拟机 ＣＰＵ 的调度算

法来保证 ＣＰＵ 的 ＱｏＳ，首先预测虚拟机资源的使用

情况，然后分别基于改进的 ＳＥＤＦ 调度算法和改进

的 ＥＤＦ 算法来保证 ＣＰＵ 在各个虚拟机之间分配的

公平性和合理性．基于这 ２ 种改进的 ＣＰＵ 调度算法

进行测试时，即使在当 ＣＰＵ 密集型应用和 Ｉ ／ Ｏ 密

集型应用同时运行的强干扰情况下，多个虚拟机的

吞吐率和 ＣＰＵ 时延都在 ＱｏＳ 保证的范围内．
文献［４４，５６，６１］通过启发式算法和改进的 Ｋ－

ｍｅａｎｓ 算法来保证虚拟机各个组件的 ＱｏＳ．文献

［４４］提出了一个资源调度模型，并基于启发式算法

得到该模型的可行解，通过该模型来保证 ＣＰＵ、网
络 Ｉ ／ Ｏ 和内存的 ＱｏＳ．文献［５６］也是通过采用启发

式调度算法，通过平衡多个物理主机上的负载来实

现 ＣＰＵ 的运算速度、内存交换速度和 Ｉ ／ Ｏ 吞吐率

在 ＱｏＳ 保证的范围内．文献［６１］采用改进的 Ｋ －
ｍｅａｎｓ 算法克服了传统算法中中心不确定的缺点，
使得评估虚拟机的 ＣＰＵ、内存和磁盘 Ｉ ／ Ｏ 的使用情

况时，结果更加准确．

２　 针对难以量化指标的 ＱｏＳ 评估

虚拟机 ＱｏＳ 的指标中，有一些是不易于量化

的，例如，安全性、可用性、容错性、鲁棒性等，总结

如表 ４ 所示．
２．１　 虚拟机的安全性保证　 在难以量化和保证的

虚拟机 ＱｏＳ 指标中，用户最关心安全性问题［６２－６３］ ．
云计算依靠虚拟化技术为用户提供资源；如何有效

地为用户提供具有安全性保证的资源，是必须考虑

的问题．
２．１．１　 虚拟机安全性难以保证的原因　 虚拟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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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及其 ＱｏＳ 保证方法

Ｔａｂ．４ Ｈａｒ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Ｑｏ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ＱｏＳ 类别 ＱｏＳ 难以保证的原因 ＱｏＳ 保证方法

安全性［５７－６０，６２］ 存在针对各方面的攻击威胁

虚拟机存在备份和还原漏洞

安全 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针对专门攻击的防御

建立基于硬件的可信安全域或可信链

应用传统安全检测技术

可用性［６３－６７］ 磁盘阵列、硬件控制器失效

服务器使用年限过长

部署冗余硬件

调整虚拟机资源分配

容错性［６１，６８－７０］

超时

网络错误

硬件错误

软件错误

数据库错误

减少网络传输错误

移除产生错误行为的节点

鲁棒性［ ３３，７１］ 虚拟机在接受了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

或有意攻击情况下，可能宕机和崩溃

虚拟机迁移

对攻击的防御

状态回滚

安全性难以保证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 虚拟化技术中隔离机制不够完善．这可能

会导致一台虚拟机受到攻击时，同一台主机上部署

的其他虚拟机也存在安全威胁．
（２）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虚拟机的特殊性，

虚拟机更容易受到攻击．除了传统的分布式拒绝服

务攻击（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ＤｏＳ）和注入

式攻击（Ｃｒｏｓｓ Ｓｉｔ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ｎｇ，ＣＳＳ）之外，还有一些专

门针对虚拟机的攻击方式［５９］，例如，专门针对虚拟

机监控器的攻击、Ｘｅｎ 上其他非特权虚拟机对 Ｄｏ⁃
ｍａｉｎ－０ 的攻击、以及各个虚拟机之间的互相攻击．
２．１．２　 应对虚拟机安全威胁的措施　 为了应对这

些安全威胁，主要采用以下 ４ 类措施［６０］ ．
（１） 安全 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通过保护虚拟机监控器，

来达到保护虚拟机资源隔离性、数据安全性、通信

安全性和代码完整性的目的．
（２） 针对专门攻击的防御措施．主要针对网络

攻击，并实现通信数据保护；
（３） 建立基于硬件的可信安全域或可信链．在

虚拟化环境中，通过建立安全策略、安全访问机制

等，为用户提供安全访问数据的模式，同时利用可

信计算技术来保证虚拟机平台的可信性．
（４） 传统安全检测技术的应用．通过在虚拟机

监控器层设置传统的安全检测模块 （如入侵检

测），来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２．１．３　 虚拟机安全性保证中尚存在的问题　 现有

的虚拟机安全性保证方法［６０，６４］，仍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首先，这些方法都是从单一的某个方面出发，
考虑单一模块或数据流的安全性，并没有一个整体

的安全性保障体系；其次，从实际应用的特点和安

全保证的需求看，安全算法和安全策略的选择也需

要考虑虚拟机的性能因素，而许多涉及虚拟机安全

性保证算法并未考虑算法的性能开销．此外，如果

虚拟机中的安全策略过多，则实际应用中虚拟机的

性能也会受到较大干扰；再者，安全模块自身的安

全性也不能忽略，否则，当模块自身受到攻击时无

法保障系统安全．
２．２　 虚拟机的可用性保证 　 除了安全性之外，如
何保证虚拟机系统的可用性也是 ＱｏＳ 保证的一个

关键问题．文献［６５］定义了虚拟化技术中的可用

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虚拟机能正确

执行用户定义的功能和分配的任务的能力．许多研

究从硬件部署层面和资源调度层面，试图保证虚拟

机的可用性．
一类有代表性的工作是通过部署冗余的硬件、

或及时更换失效的硬件来保证虚拟机的可用性．文
献［６９］通过分析微软 Ａｚｕｒｅ 云中连续 ４ 个月以来

的硬件失效情况，得出硬盘失效是导致虚拟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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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最主要原因的结论．此外，磁盘冗余阵列控制

器失效和服务器使用年限过长，也是导致虚拟机服

务不可用的原因．文献［６５］也指出，硬件的可靠程

度与虚拟机的可用性成正比．因此，可以通过引入

优化模型来预测那些具有较高不可用概率的硬件，
然后采取相应措施（如用 ＳＳＤ 替换 ＨＤＤ）及时更

换使用年限过长的服务器、提供可靠性更高的控制

器等．
另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作是通过及时调整虚拟

机资源分配，来保证虚拟机的可用性．文献［７０］以
实现虚拟机的可用性为出发点，利用多目标优化模

型得到资源调整方案，通过虚拟机迁移或虚拟机资

源动态分配算法来实现资源调整．
多目标优化模型综合考虑了虚拟机性能、能耗

和可用性，最终获取最合适的虚拟机资源整合方

式．文献［６８］提出用队列模型和马尔科夫过程来建

模，从而保证资源的可用性和有效性．文献［７２］采
用分而治之的思想，将应用划分为多个层次后，通
过背包问题进行建模，将各个部分的应用部署在多

个虚拟机上执行，以此来保证可用性．
２．３　 虚拟机的容错性保证　 虚拟机的容错性可描

述为：如果一个虚拟机系统对出现的错误能及时修

正，同时能对改变的环境特征进行自适应处理，那
么这个系统就是可被用户接受的［７０］ ．虚拟机中的

容错性也是服务质量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虚拟机

对其各个组件的容错性是虚拟机资源可用性的一

个重要保障．虚拟化环境中，可能会发生多种错误，
包括超时、网络错误、硬件错误、软件错误、数据库

错误等，因此也需要提出相应的策略来保证虚拟机

各个方面的容错性．对于虚拟机容错性的保证来

说，一类有代表性的工作是通过建立错误检测算

法，检测是否有不能正确执行应用的虚拟机节点；
若有，则把这个虚拟机节点删除、重新建立虚拟机，
以此来保证虚拟机的容错性［７３－７５］ ．

文献［７３］基于哈希函数中的比特密度概念，
提出通过比较所需要传输的数据和内存映像中数

据的相似程度，来减少网络传输中的错误．文献

［７４］提出了一个 Ｆａｕ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ＴＭＣ）模型来保证每一个虚拟机节点的可靠性

和容错性；若是发现某个虚拟机节点不能正确的执

行应用，则移除这个节点．文献［７５］提出一个静态

调度算法，来实现虚拟机容错性、性能和能源之间

的平衡．

２．４　 虚拟机的鲁棒性保证 　 虚拟机的鲁棒性是

指，在虚拟机运行过程中，当发生异常或危险情况

下，虚拟机能正常运行、且应用执行不受干扰的可

靠性程度［７１］，鲁棒性主要通过虚拟机迁移来保

证［３３，６１，７１］ ．
文献［３３］检测虚拟机是否有可能违反 ＱｏＳ 的

行为发生，然后通过虚拟机的放置策略和迁移技术

来保证虚拟机的鲁棒性．文献［７１］主要针对物理主

机故障、网络故障和遭到恶意攻击时的故障这 ３ 种

情况对虚拟机鲁棒性的影响，来考虑应采取的应对

措施．针对物理主机的故障，主要通过在虚拟机迁

移过程中的预迁移（Ｐｒｅ －ｃｏｐｙ）和后迁移（ Ｐｏｓｔ －
ｃｏｐｙ）时，对源主机和目标主机采取不同的热备份

方式，来保证虚拟机迁移过程中的鲁棒性．针对网

络故障，主要通过设置虚拟机的响应机制来保证；
针对遭到恶意攻击时的虚拟机故障，通过引入加密

机制对虚拟机所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来保证虚拟

机的鲁棒性．
虚拟机中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类型很多，正是由

于这些指标的约束，用户租用虚拟机资源时，一些

非功能性的需求才得以保证．

３　 总结与展望

虚拟化技术作为云计算的核心，通过对底层资

源的抽象，使得依托于虚拟化技术的各个虚拟机能

够灵活地分割、复用物理主机资源．虚拟化技术在

提高物理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提供商的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使得用户能够以低价、易用、易管理的

方式使用计算机资源．虚拟资源提供商与用户签订

ＳＬＡ 协议，向用户承诺在虚拟机运行期间，虚拟资源

的各项指标必须满足 ＱｏＳ 保证，否则便会被处罚．
然而，虚拟机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导致 ＱｏＳ

无法保证的因素，主要包括虚拟化技术难以保证虚

拟机间性能隔离、虚拟机上运行负载的类型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难以预估、虚拟机性能评估模型的选择

不当，以及虚拟资源的监控方案选择不当等．针对

这些挑战，学界开展了许多关于 ＱｏＳ 保证的研究．
本文基于这些 ＱｏＳ 指标的特点，将它们分为易于

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以及不易于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两

种类型，来分别阐述它们的研究现状．
易于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主要包括应用的响应时

间、吞吐率、应用时延等．而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主

要包括了虚拟机的安全性、可用性、容错性以及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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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性．对于这类指标，大多研究方案都是通过建立

“虚拟机特征－ＱｏＳ”模型，从而及时预测是否存在

有违反 ＱｏＳ 指标的行为发生，若有，则采取相应的

措施来避免．在选择合适的“虚拟机特征－ＱｏＳ”模

型时，模型主要包括 ２ 类，一类是线性模型，另一类

是非线性模型．
线性模型具有操作简单、预测容易等优点被广

泛采用．许多工作通过线性优化、增加约束限制、采
用整数规划等方法，来分析、预测、评估可能导致

ＱｏＳ 下降的行为．然而，由于虚拟机的多个特征之

间，以及特征和 ＱｏＳ 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依赖

关系．例如，随着虚拟机被分配的内存增加，虚拟机

的 ＱｏＳ 在一段时间内也呈现增长趋势．然而，当内

存的容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虚拟机的 ＱｏＳ 值

便无明显的改变．因此，采用单一的线性模型将难

以有效拟合虚拟机的 ＱｏＳ 与特征之间的变化，容
易导致错误的预测结果．同时，当虚拟机的特征过

多时，ＱｏＳ 的预测难度也会增加，这是一个 ＮＰ 难

问题．
另一类建立“虚拟机特征－ＱｏＳ”模型的方法采

用非线性模型，主要包括奇异值分解、人工神经网

络、马尔科夫模型、贝叶斯网等．这些模型相较线性

模型来说，能够有效地拟合虚拟机特征和 ＱｏＳ 之

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预测结果也更加准确．但它

们各自也都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基于贝叶斯网的

方法无法预测训练集中未出现过的数据集，基于人

工神经网络的方法则主要针对大量的数据集，当数

据量很小时，预测结果也有可能不够准确，但当数

据量增加时，算法的运行时间又会增加．因此，根据

数据量、虚拟机特征以及运行效率来合理地选择虚

拟机 ＱｏＳ 的预测方法，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
当预测得到有可能导致虚拟机 ＱｏＳ 下降的行

为发生时，则采取相应措施．措施主要分为 ２ 种，即
同一台物理主机上的虚拟机资源调配和不同虚拟

机主机之间的虚拟机迁移．在同一台物理主机之间

进行虚拟机资源调配是一种高效的虚拟机 ＱｏＳ 保

证方法．在工作前期，虚拟机资源的分配情况取决

于其上运行的工作负载类型及其运行情况，这些情

况难以被完全准确地预测．因此，合理地配置虚拟

机资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资源配置太少，可能导

致工作负载不稳定，甚至是虚拟机宕机；但若资源

配置太多，则超额的资源可能会被浪费，且开销增

加．所以，在前期为虚拟机分配适当资源，并在其运

行时进行实时监控、测试虚拟机的 ＱｏＳ，实现在资

源发生短缺时及时进行虚拟机资源调配，是一种有

效，且经济可行的方式．此外，若同一台虚拟机上的

物理资源无法满足资源调配需求，则考虑通过虚拟

机迁移的方式．虚拟机迁移过程对用户是透明的，
且用户在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可以不用中断．这个

方法有益于虚拟机的整合，实现数据中心服务器上

的负载均衡，避免物理主机出现过载．
除了考虑虚拟机的一些可量化 ＱｏＳ 指标之

外，虚拟机一些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指标的保证也十

分重要，其中，用户最关心安全性指标．在虚拟机应

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各
种针对虚拟机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如虚拟机逃逸攻

击、拒绝服务攻击、特定病毒和恶意软件攻击等．为
使虚拟化平台的数据存储和计算过程可靠和可信，
必须首先保证虚拟机的安全．所以，未来也必须采

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保证虚拟机运行时的安全性．
此外，虚拟机的可用性、容错性和鲁棒性也是虚拟

机运行时必须具备的，可以保证在虚拟机出现硬盘

故障、软件故障或网络故障等情况时，还能正常运

行．
综上所述，围绕本文总结分析的与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相关的方法，将来的相关研究工作包括：
（１） 虚拟机 ＱｏＳ 评估方法　 对于一些易于量

化的指标，如响应时间、吞吐率，目前的工作主要依

靠“虚拟机特征－ＱｏＳ 模型”来预测 ＱｏＳ，并且对可

能损害 ＱｏＳ 的行为采取措施．在分析虚拟机特征与

ＱｏＳ 之间的关系时，简单的线性模型并不足以表达

虚拟机各个特征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也无法预测

出虚拟机 ＱｏＳ 的波动情况．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
无论是对整体虚拟机的 ＱｏＳ 保证的研究，还是对

单个组件（如 ＣＰＵ、内存、磁盘 Ｉ ／ Ｏ 等）ＱｏＳ 保证的

研究，选取有效、合理的模型不仅能提高虚拟机性

能评估的准确性，同时也能减少无法保证 ＱｏＳ 情

形的发生，使得虚拟机资源预分配的准确性提高，
减少后期资源调配的开销．

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 ＱｏＳ 类型，如安全性、可
用性、容错性等，则需要设计合理、有效的算法来保

证虚拟机整体的服务质量，而不只是单个组件．有
必要时，综合考虑开销、能耗等因素，部署冗余的硬

件来保证服务质量，这一方面的支撑技术也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课题．
（２） 虚拟机 ＱｏＳ 保证措施　 此外，在措施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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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当采用虚拟机

迁移的方式来保证 ＱｏＳ 时，也需要考虑能耗、负载

均衡、物理服务器利用率等问题．如何综合考虑多

方面的因素、选取合适的方法，最终实现 ＱｏＳ 保

证，是云计算环境下虚拟机 ＱｏＳ 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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