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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云计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云”来处理他们的业务，这对公有云平台提出了一些重

要挑战：如何让公有云平台在不断激增的云业务模式下，既能保证云用户的服务满意度，同时也能稳步提高云服务商
(Cloud Service Providers)的收益。首先建立了任务调度算法以及QoS需求约束等相关模型，然后将QoS(Quality of

m

Service)需求约束分别引入到三种传统任务调度算法(FCFS(RR)、MinMin和MaxMin算法)中对其进行改进，接着将改
进后的算法与传统任务调度算法之间进行比较,通过选取在任务完成度、任务最终完成时间(MakeSpan)、任务平均执行

co

时间(这些影响用户的服务满意度)，以及云服务商总收益等方面的指标表现，最后确定了一个较好的改进MinMin任务
调度算法(I-MinMin算法)。实验通过CloudSim进行模拟,并采用了现有的阿里云ECS云服务器中的虚拟机实例相关数
据。结果表明：在任务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I-MinMin算法在用户的服务满意度各方面，以及云服务商总收益等指标
表现上要更优于其他算法，更好地实现了用户和云服务商的双重利益。
中图分类号：T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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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loud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 Based on QoS
FANG Chao,HUANG Chu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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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use "cloud" to manage their
business,which poses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for public cloud platforms.For example,how to make public cloud
platforms,under the ever-growing cloud business model,to ensure the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cloud users and st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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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revenue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Cloud Service Providers).Relevant models such as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s and QoS requirement constraints were established first.Then the QoS (Quality of Service) requirement
constraint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ree traditional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s (FCFS (RR),MinMin,and MaxMin algorithms)
for improvement.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mproved algorithm with traditional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The three
improved algorithms ar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algorithms in terms of task completion,task final completion time
(MakeSpan),average task execution time (these affect user service satisfaction),and the total revenue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performance.Lastly,a better improved MinMin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 (I-MinMin algorithm) was determined.
The experiment was simulated by CloudSim,and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virtual machine instance in the existing Alibaba
Cloud ECS cloud server was us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inMin algorithm outperforms other algorithms in terms of
user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the total revenue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tasks,therefore better
achieve the dual interest of both users and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Keywords:cloud computing;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QoS demand;user service satisfaction;total profits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1 引言(Introduction)

时，这些请求首先会被数据中心代理所接收，然后代理会根

在公有云中，云服务商利用内部IT资源池构建成了一个

据一些资源调度算法将请求分发至数据中心的每一台虚拟机

可以处理各种服务请求的云数据中心，当用户提交服务请求

中执行。通常，用户的服务请求会被解析成各类云任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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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任务)，用户服务请求的处理过程相当于为任务选择合适

此，这里不做过多阐述，只对一些改进的传统任务调度算法

的虚拟机的过程，数据中心需要制定合适的任务调度算法来

作相关介绍。

处理各种任务。

关于改进的传统任务调度算法，本文主要从用户服务满
意度以及云服务商收益这两方面进行介绍。在用户服务满意

求 ，以及每一台虚拟机的资源使用情况，以此来制定合理的

度方面，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QoS需求来进行改进的，比如，

任务调度算法，实现任务的合理分配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

何晓珊等 [9]基于QoS修改了MinMin调度算法，根据用户QoS

当任务数较少时，数据中心的资源量足够满足任务的各项QoS

需求对系统吞吐率进行优化，获得了一定的性能改进。孙大

需求(比如用户的价格需求等)，因此，使用一些传统任务调度

为等 [10]根据用户应用偏好对QoS中的用户效用进行量化，并

算法即可实现这些目标；但当任务数不断增加时，如果继续

结合免疫克隆算法，给出了多维QoS优化的适应度函数，改

使用原来的任务调度算法，将有可能导致任务延迟，数据中

进了算法的收敛能力，提高了算法的性能；在增加云服务商

心资源利用率降低等问题，最终使得一些任务调度不能满足

收益方面。Buyya等 [11]人提出基于经济模型资源调度方法，

他们自身的QoS需求，用户的服务满意度大大降低，同时也

通过SLA(Service Leveal Aggent)资源分配器来实现资源提供

使得云服务商获取不到用户所支付的报酬。长此以往，云服

者与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协商，实现资源的优化分配。Deelman

务商将不能获得足够的收益以支撑整个云数据中心的持续运

等[12]利用亚马孙收费标准和一个真实的天文学应用，仿真实验

行。因此，设计一个可以应对任务请求不断增加情况下的高

了不同执行方法和资源提供方案下的性价比。Assuncao等[13]人

效任务调度算法，对于提高用户的服务满意度以及增加云服

研究了企业组织利用云服务提供商基础设施扩展企业本地基础

务商的收益至关重要。

设施的收益问题。Deepak等[14]人提出了对于云缓存查询服务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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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工作(Related work)

m

一般，任务调度算法需要考虑到每一个任务的各项QoS需
[1]

的一个新颖定价需求方案设计，实现利润的最大化。Hamid

在云计算中，任务可以分为独立任务、关联任务和混合

通过考虑每个作业的可用预算来定义任务优先级，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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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本文研究的主要是独立任务的调度算法，因此，只对

等[15]人提出一种多QoS利润感知调度算法(MQ-PAS)，该算法

独立任务的调度算法做相关介绍。

供应商的利润。在将用户服务满意度和云服务商收益相结合
方面，一种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是面向云计算的工作流，简

法和启发式的任务调度算法。一些传统的任务调度算法，例

称“云工作流”，在这方面，柴学智等人 [16]对云工作流的产

如先进先出(FIFO)算法 [2]、轮转调度(RR)算法、MinMin算

生、发展，以及在云计算中的独特优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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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任务调度算法，可以将其分为传统任务调度算

法 、MaxMin算法和Sufferage算法等，这些算法一般比较

武丽芬等[17]人提出满足截止时间和预算的双QoS约束调度算法

简单且执行速度较快。FIFO算法通常与轮转调度算法相结

(DBWS)，该算法将工作流调度划分为任务选择和资源选择两

合(FIFO(RR)算法)以实现任务的合理调度，通过先进先出的

个阶段，并设计了时间质量和代价质量两个均衡因素，同类

方式从提交的任务队列中选择任务，然后按照轮转的方式将

算法在调度成功率与同步满足QoS约束上进行了比较。方伯芃

任务分配到每一台虚拟机中，虽然该算法有一定的负载均衡

等[18]人从用户的QoS和云服务商的运营成本双方利益出发，建

性，但它却忽略了任务和虚拟机的异构特性，并不适合现在

立了一个面向QoS与成本感知的云工作流调度模型，并提出了

的云计算异构环境；MinMin算法属于批调度算法，同时它也

一种基于任务序列划分的两段式编码遗传算法，该算法以租

是一种实现简单，执行时间快的算法，该算法的思想是最先

户流程租约和虚拟机实例负载为约束，通过两段式交叉、编

映射任务长度小的任务，并且映射到计算最快的虚拟机上，

译算子进行种群的迭代进化，以实现对云工作流服务费用与

但这种算法容易导致负载大多集中在能力较强的资源节点

云资源使用成本的调度优化。

上，使得资源负载极度不均衡；MaxMin算法与MinMin算法

3 问题模型(Problem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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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似，首先都需要计算每一任务在所有计算节点上的最早完

为便于分析，本文规定每台虚拟机每次只能执行一个任

成时间，不同的是，MaxMin算法优先调度大任务，任务到资

务，多台虚拟机可以同时执行，且任务一旦被执行将不能被

源的映射是选择最早完成时间最大的任务映射到所对应的计

抢占，直到任务执行完成，虚拟机才可执行下一个任务。本

算节点上，但会增加任务的平均完成时间。一些启发式的任

文首先建立了云任务、虚拟机以及主机等基本模型(或公式)；

[4]

[5]

务调度算法，如：粒子群算法(PSO) 、蚁群算法(ACO) 、遗
[6,7]

然后建立了调度算法相关模型(或公式)；最后是调度目标模型

。这些启发

(或公式)。此外，本文模型中所用到的变量i 、j 和k 分别表示

式调度算法虽然在某些方面比传统任务调度算法具有更好的

任务标号、虚拟机标号和主机标号，它们均满足0≤i ≤m -1、

传算法GA(Genetic Algorithm)和博弈论算法等
[8]

性能 ，但算法实现起来较复杂，且实用性不强，有时在某些

0≤j ≤n -1及0≤k ≤s ，其中m 、n 和s 分别表示任务总数、虚拟

方面反而不如改进的传统任务调度算法更加简单、有效。因

机总数和主机总数，由于模型(或公式)较多，本文以列表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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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目标模型(或公式)

式展示，如表1—表3所示。

Tab.3 Target models(or formulas)

表1 基本模型(或公式)
Tab.1 Base models(or formulas)
模型(或公式)

模型

说明

标号

T 代表任务集合

(1)

说明

标号

TCR 表示任务完成度，Sum completed_task
表示任务的最终完成数，Sumsubmited_task
表示所有提交的任务数量

(17)

MakeSpan 表示任务的最终完成时间

(18)

ATET 表示任务的平均执行时间

(19)

TDR 表示QoS违约率，Num contract_task
表示所有最终违反QoS需求约束的任
务数

(20)

Profit csp 表示云服务商的总收益

(21)

t i 代表任务集合中第i 这个任务，包含任
务的Id、长度、提交时间、截止时间和

(2)

任务的最高可接受价格

V 代表虚拟机集合

(3)

v j 代表第j 个虚拟机，包括虚拟机的Id、
(4)

带宽大小

所有任务在执行完成后，未违反QoS需求约束(QoS const )的

m

镜像大小、CPU运算能力、内存大小和

任务将会产生云服务商收益，因此，记录这些未违约任务的

(5)

为了提高用户的服务满意度，算法应该在任务量不

(6)

Completion Rate )、较低的任务最终完成时间(MakeSpan )

断增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较高的任务完成度TCR (Task

h k 代表第k 个主机，其中包括主机的Id、
存储大小、CPU运算能力、内存大小、

co

数量可以很好地反应出云服务商总收益的变化。
H 表示主机集合

z.

以及任务平均执行时间ATET (Average Task Execution

带宽大小和内核数

Time )；服务商方面，主要选择的是保持云服务商的总收益
flag ij 表示任务ti 是否被分配到虚拟机v j
h k 中，0表示是，1表示否

t ij_proexec_time 表示任务t i 分配到虚拟机v j 中的
预计执行时间

(7)

Profit csp 持续增加，另外，TDR (Task Default Rate )用于分析
算法的QoS违约率变化。

4 算法与实验(Algorithms and experiments)

cz

中，flag jk 表示虚拟机v j 是否存在于主机

对其进行改进，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具有较好的用户服务满

(9)

意度，以及云服务商总收益的改进算法。三种传统任务调度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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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j_proready_time 表示虚拟机v j 的预计就绪时间

本文通过在三种传统任务调度算法中嵌入QoS需求约束来

(8)

t ij_procomplete_time 表示任务t i 在虚拟机v j 上的
预计完成时间

改进后的算法分别称为I-FCFS(RR)算法、I-MinMin算法及

(10)

4.1 对传统任务调度算法的改进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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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2 Scheduling models(or formulas)
说明

表示主机h k 中所有已经创建的虚拟机镜

像大小之和不能超过该主机的存储大小
表示主机h k 中所有已经创建的虚拟机内

存大小之和不能超过该主机的内存大小
表示主机h k 中所有已经创建的虚拟机带

宽大小之和不能超过该主机的带宽大小
表示在主机hk 中所有已经创建的虚拟
机内核数之和不能超过该主机的内核数

v ij_proexec_profit 表示虚拟机v j 执行任务t i 时所
产生的预计执行收益

本文对传统任务调度算法不做过多介绍，只对改进版的
标号

(11)

(13)

能超过该任务的截止时间

中嵌入QoS需求约束进行的，如表4—表6所示。
表4 I-FCFS(RR)算法
输入：云任务列表T ，虚拟机列表V
输出：云任务与虚拟机的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1)初始化：云任务与虚拟机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null，变量
x =k =t =1，云任务总数为m ，虚拟机总数为n

(14)

(2)判断x 是否大于m ，若大于m ，则输出CloudletToVmMapList 映射列表，算
法结束；若小于或等于m ，则选取云任务集合T 中第x 个云任务t x -1执行步骤(3)

(15)

(3)令k =x %n ，t =k ，并将传过来的云任务t x -1预分配给虚拟机列表T 中第k 个虚
拟v k -1，判断这个云任务和预分配的虚拟机是否违反QoS cons ；若不违反，执行
步骤(5)；若违反，选取这个云任务执行步骤(4)
(4)令t =(t +1)%m ，若t =k ，则执行步骤(6)；否则，将这个云任务预分配到第t 个
虚拟机v t -1，继续判断这个云任务和预分配的虚拟机v t -1是否也违反QoS const ，若
不违反，执行步骤(5)；若违反，则继续执行步骤(4)

v j 执行任务t i 所产生的预计执行收益不
任务t i 在虚拟机v j 上的预计完成时间不

传统任务调度算法进行相关分析，它们都是通过在原有算法

Tab.4 I-FCFS(RR) algorithm
(12)

QoS const 表示QoS需求约束，包括虚拟机
能超过该任务的最高可接受价格,以及

I-MaxMin算法。下面开始对三种改进版传统任务调度算法进
行说明与实验。

表2 调度模型(或公式)

模型(或公式)

算法分别是FCFS(RR)算法、MinMin算法及MaxMin算法，

(16)

(5)将这个云任务和这个预分配的虚拟机添加到CloudletToVmMapList 中，更
新这个预分配的虚拟机的预期就绪时间v t -1_prorady _time ，并执行步骤(6)
(6)从云任务列表T 中删除这个云任务，并且令x =x +1，执行步骤(2)

第23卷第3期

25

房 超等：基于QoS的云任务调度算法研究
表5 I-MinMin算法

为单位平均分成了12组，作为不同任务量的任务集。实验过

Tab.5 I-MinMin algorithm

程中的相关参数如表7所示。
表7 实验参数

输入：云任务列表T ，虚拟机列表V
输出：云任务与虚拟机的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Tab.7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1)初始化：云任务与虚拟机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null，变量
x =k =t =1，最短任务完成时间minTime (为一个极大值)，云任务总数为m ，虚
拟机总数为n
(2)判断x 是否大于m ，若大于m ，则输出CloudletToVmMapList 映射列表，算
法结束；若小于或等于m ，执行步骤(3)
( 3 ) 判 断k 是 否 大 于m ， 若 大 于m ， 执 行 步 骤 ( 8 ) ； 若 小 于 或 等 于m ， 令
flag =false，并选取云任务集合T中第k 个云任务t k -1执行步骤(4)
(4)判断t 是否大于n ，若大于n ，执行步骤(5)，若小于或等于n ，对于虚拟机集
合V中的第t 台虚拟机v t -1，将云任务t k -1预分配给它，执行步骤(6)
(5)判断flag 是否为false，如果为false，从云任务集合T 中删除这个云任务；如
果为true，不做任何变化；最后令k =k +1，跳到步骤(3)

参数

说明

值

主机数/台

主机的数量

5

类型/种

主机的种类

5

Pe数

CPU的核数

11—15

Ram/Mb

主机内存

60000—100000

Bw/(Mb/s)

主机带宽

102400

Storage/Mb

主机镜像大小

100000

虚拟机数/台

虚拟机的数量

20

类型/种

虚拟机的种类

表6 I-MaxMin算法
输入：云任务列表T ，虚拟机列表V
输出：云任务与虚拟机的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Pe数/个

虚拟机CPU的核数

rj
g

ww
w.

(7)判断这个云任务和预分配的虚拟机是否违反QoSconst ，若不违反，令
flag =true，执行步骤(8)；若违反，令t =t +1，跳到步骤(4)
(8)求出这个云任务在这个预分配的虚拟机上的预计完成时间t ij _proexec _time ，判断
minTime 是否大于t ij _prexec _time ，若大于t ij_prexec _time ，则令minTime =t ij _prexec _time ，并
记录下此时对应的云任务和虚拟机；若小于或等于t ij _prexec _time ，不做任何变化；
最后令t =t +1，跳到步骤(4)
( 9 ) 将a l l m a x T i m e 所 对 应 的 云 任 务 和 虚 拟 机 添 加 到 最 佳 映 射 列 表
CloudletToVmMapList 中，更新这个虚拟机的预期就绪时间v t -1_proready _time ，并
从云任务集合T 中删除这个云任务，最后令x =x +1，跳到步骤(2)

1
1
2

2*1024

Ram/Mb

虚拟机内存

4*1024
4*1024
8*1024

Bw/(Mb/s)

虚拟机带宽

512

Storage/Mb

虚拟机镜像

1000—4500
0.16
0.29

单位时间收益(元/时)

虚拟机单位时间产生的收益

0.71
0.54

(5)判断flag 是否为false，如果为false，从云任务集合T 中删除这个云任务，并
令k =k +1，跳到步骤(3)；如果为true，执行步骤(6)
(6)判断allmaxTime 是否大于minTime ，如果大于或等于minTime ，不做任何
变化；如果小于minTime ，令allmaxTime =minTime ，并记录下此时对应的云
任务和虚拟机；最后令k =k +1，跳到步骤(3)

208

2

( 3 ) 判 断 k 是 否 大 于m ， 若 大 于m ， 执 行 步 骤 ( 9 ) ； 若 小 于 或 等 于m ， 令
flag =false，并选取云任务集合T 中第k 个云任务t k -1执行步骤(4)
(4)判断t是否大于n ，若大于n ，执行步骤(5)；若小于或等于n ，对于虚拟机集
合V 中第t 个虚拟机v t -1，将云任务t k -1预分配给它，执行步骤(7)

167

1*1024

(1)初始化：云任务与虚拟机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null，变量
x =k =t =1，所有任务的最长完成时间allmaxTime (为一个极小值)，单次循环最
短完成时间minTime (为一个极大值)，云任务总数为m ，虚拟机总数为n
(2)判断x是否大于m ，若大于m ，则输出CloudletToVmMapList 映射列表，算
法结束；若小于或等于m ，执行步骤(3)

83
125

1

cz

Tab.6 I-MaxMin algorithm

虚拟机CPU的指令执行速度

co

(8)将minTime 所对应的云任务和虚拟机添加到最佳映射列表CloudletToVmMapList
中，更新这个预分配的虚拟机的预期就绪时间vt-1_proready_time，并从云任务集合T 中
删除这个云任务，最后令x =x +1，并重新初始化minTime 为一个极大值，跳到
步骤(2)

Cpu运算能力/mips

z.

(7)求出这个云任务在这个预分配的虚拟机上的预计完成时间t ij_proexec_time ，判断
minTime 是否大于t ij_proexec_time ，若大于t ij_proexec_time ，令minTime =t ij_proexec _time ，
并记录下此时对应的云任务和虚拟机；若小于或等于tij _proexec _time ，不做任何变
化；最后令t =t +1，跳到步骤(4)

m

(6)判断这个云任务和预分配的虚拟机是否违反QoSconst ，若不违反，令
flag =true，执行步骤(7)；若违反，令t =t +1，跳到步骤(4)

5
42

1.08
任务数/个

云任务数量

0—3600

单位划分数量/个

任务集划分的单位差值

300

长度(指令数)/百万

每个云任务的指令数

10000—100000

截止时间/时

每个任务的截止时间

1—10

最高可接受价格/元

每条任务的用户最高可接受价格

0.01—0.1

表7中虚拟机的数据采用的是阿里云云服务器ECS中共
享型实例的标准数据。在阿里云服务器ECS定价界面中选择
华东2地域，实例价格信息选择入门级用户、经典网络、非
Windows系统，以及优化的I/O即可找到这些虚拟机实例的相
关数据信息，如图1所示。

上述三种改进版传统任务调度算法在为任务选择合适的
虚拟机过程中，每一步都要经过QoS需求的层层约束。在满足
QoS需求约束的情况下，任务会被放置到合适的虚拟机中；在
不满足QoS需求约束的情况下，任务会被取消。

4.2 实验相关参数
本文试验采用CloudSim进行模拟，总共创建了五台主
机、20台虚拟机。虚拟机的属性数据采用的是阿里云服务器

(a)实例选择

ECS中真实实例的数据。另外，本文将0—3600个任务以300个

(a)Selection of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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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务最终完成时间(MakeSpan)
(b)Task final completion time

(b)实例定价
(b)Instance pricing

图1 共享型实例部分参数

Fig.1 Partial parameters of shared instance
依照阿里云帮助文档中关于云服务器ECS的共享型
实例说明，本文共选取了ecs.xn4.small、ecs.n4.small、
(c)任务平均执行时间(ATET)

类型的实例(虚拟机)，这些实例使用的都是2.5GHz主频

(c)Average rask execution time

m

ecs.xn4.large、ecs.mn4.small及ecs.mn4.large四种不同

co

的Intel ®Xeon ®E5-2682 v4(Broadwell)处理器，带宽都为
0.5Gbit/s(512Mb/s)，由此可以得到这些实例在正常情况下
的Cpu最高主频为2.5GHz。因此本文假设这五种不同类型

z.

虚拟机的主频分别拥有0.5GHz、1GHz、1.5GHz、2GHz和
2.5GHz这五种主频，且所有Cpu的每个机器周期都等于四个

(d)云服务商总收益(Profitcsp)

时钟周期，每条指令等于三个机器周期，则该Cpu的时钟周期
数(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钟周期个数)为3*4=12个，最终由公式：

(d)Cloud service provider's total profit

cz

Cpu的运算能力=主频/时钟周期数，可以得到了表7中五种类

图2 多项指标结果

Fig.2 Results of multiple indicator

型虚拟机的Cpu运算能力。

算法的QoS违约率和未违约任务数统计如图3和图4所示。

本文将0—3600个任务按照每300个为递增的顺序来模拟

不断增加的云任务集，总共分成12份；将任务的长度(指令数)

rj
g

以10000百万为单位平均分成了10份；将截止时间以1小时为
单位平均分成了10份；将最高可接受价格以0.01元为单位平
均分成了10份。使用CloudSim进行模拟的过程大体如下：

(1)初始化CloudSim，创建CloudinformationSerVice服务；
(2)创建数据中心(包含创建主机的过程)；

ww
w.

(3)创建数据中心代理；

图3 QoS违约率(TDR)

Fig.3 Task default rate of QoS

(4)创建虚拟机，并提交给数据中心代理；
(5)创建任务，并提交到数据中心代理；
(6)开始模拟；
(7)停止模拟；

(8)输出模拟结果。

下面将对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4.3 改进版传统任务调度算法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4 未违约任务数

Fig.4 Number of non-defaulted tasks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时，本文选取了影响用户服务满

从以上各图可以看出：在任务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三

意度和云服务商收益的四种指标，以及QoS违约率、未违约任

种传统任务调度算法(FCFS(RR)、MinMin和MaxMin算法)始

务数等，并使用折线图的方式比较了六种任务调度算法在12

终保持100%的任务完成度。这是由于传统任务调度算法在任

种不同任务集中的表现及变化，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务调度时，没有考虑到用户提交的任务中所要求的各项QoS
需求，只是笼统的将任务全部分配到虚拟机当中。因此，这
种方法虽然可以将所有任务都执行完成，但却造成了大量任
务违约，从图3中也可以看出它们的QoS违约率基本处于增加
的状态，用户将不会为这些违约的任务支付任何费用，这种
情况会在任务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愈发明显。除FCFS(RR)算法

(a)任务完成度(TCR)

外，MinMin和MaxMin算法的任务最终完成时间(MakeSpan)

(a)Task completion rate

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又由于任务的最终完成数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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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增加的，故任务平均完成时间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增加幅

(GA),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and ant

度。而这三种算法的服务商总收益前期一直处于上升的趋

colony optimization(ACO)Techniques for NOx

势，后期则趋于平稳。这是由于此时的数据中心已经达到了

Emission Forecasting in Iran[J].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2013,28(12):1996-2002.

任务处理的“饱和”上限，系统已经无法处理更多的任务，
从图2(b)中也可看出此点。而随着可以处理的任务达到顶

[7] Tsai C W,HUANG W C,Chiang M H,et al.A Hyper-Heuristic

峰，服务商总收益也将获得最高值(图4中未违约任务趋于平

scheduling algorithm for cloud[J].IEEE Transactions on Cloud

衡)。相对于传统任务调度算法，三种改进的任务调度算法

Computing,2014,2(2):236-250.

(I-FCFS(RR)、I-MinMin和I-MaxMin算法)由于考虑了用

[8] Braun T D,Siegel H J,Beck N.A Comparison of eleven

户的QoS需求，即对任务进行了筛选，避免了用户QoS需求违

static heuristics for mapping a class of independent tasks onto

约(如图3它们的QoS违约率始终为0)，因此它们的任务完成度

heterogeneous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J].Journal of

取决于任务的最终完成数与所有提交的任务数比值，从图2(a)

Parallel Distributed Computing,2001:810-837.
[9] HE X S,SUN X H,Von Laszewski G.QoS guided Min-Min

段，他们的任务最终完成时间(MakeSpan)处于小步上升的状

heuristic for grid task scheduling[J].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态，云服务商的总收益不断增加(从图4中可以看出)，后期大

and Technology,2003,18(4):442-451.

[10] 孙大为,常桂然,李凤云等.一种基于免疫克隆的偏好多维

co

半段，它们依旧会出现“饱和”的现象，其任务最终完成时

m

可以看出它们的任务完成度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前一小

QoS云资源调度优化算法[J].电子学报,2011,39(8):1824-

间与云服务商总收益基本保持平衡状态。

1831.

成度上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在任务最终完成时间、服务

[11] Buyya R,YEO C S,VENUGOPAL S.Market-oriented

商总收益，以及QoS违约率等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特别是

次于MaxMin和MinMin算法)，即在MinMin算法中嵌入QoS

z.

总体来讲，三种改进的传统任务调度算法虽然在任务完

需求约束而形成的I-MinMin算法具有更好的效果。

[12] Deelman E,Singh G,Livny M,et al.The cost of doing science

I-MinMin算法的各项指标表现还要比I-FCFS(RR)，以及

5 结论(Conclusion)

services as computing utilities[C].Proc of the 10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2008:5-13.

cz

I-MaxMin算法略胜一筹(I-MinMin在任务平均执行时间上仅

cloud computing:vision,hype,and reality for delivering IT

on the cloud:the montage example[C].Proceedings of the

本文首先建立了调度算法，以及QoS需求约束等相

2008 ACM/IEEE conference on Supercomputing.IEEE

rj
g

关模型，然后将QoS需求约束嵌入三种传统任务调度算法

Press,2008:50.

(FCFS(RR)、MinMin及MaxMin算法)中，找到了一个改进版

[13] De Assuncao M D,Di Costanzo A,Buyya R.Evaluating the

的MinMin任务调度算法—I-MinMin算法，该算法在用户服

cost-benefit of using cloud computing to extend the capacity

务满意度，以及云服务商收益等各项指标的综合表现要更优

of clusters[C].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 international

于另外五种任务调度算法，因此能够更好地实现用户和云服

symposium on High performance distributed computing.

ww
w.

务商的双重利益，同时该算法采用了现有的阿里云ECS云虚拟
机(实例)数据，因此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ACM,2019:141-150.
[14] DEEPAK M,MANISH S.Optimal service pricing for gri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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