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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栅格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数据内容的动态负载均衡方法。该方法根据空间数据地理位置

的相关性和访问热度，将空间数据服务器进行动态分组，提高单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的Ｃａｃｈｅ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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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空间数据网络服务系统中，为了提高网

络服务的带宽和响应速度，通常采用服务器集群

技术对多台空间数据服务器进行集中管理，并采

用相应的负载均衡技术来实现系统的负载均

衡［１，２］。设计有效的调度算法来保证空间数据服

务器间的负载均衡和提高单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的

Ｃａｃｈｅ命中率，是提高服务器集群负载能力的关

键所在。国内外对服务器集群中的负载均衡调度

算法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３］。在开源的Ｌｉｎｕｘ虚

拟服务器集群中，实现了多种负载均衡调度算法，

可用于服务器集群规模比较小的系统。在大规模

服务器集群中，可以采用基于局部性的最小连接

调度算法和基于内容的调度算法。

海量空间数据具有多分辨率多数据集的特

点，不同的数据集服务器响应服务的速度差异明

显，相同数据集服务器响应服务的速度通常差异

不大。而且，即使是同一数据集，由于数据量庞

大，每台服务器都能提供相同的服务，现有的调度

算法并不能使系统的负载均衡效果达到最优。

本文结合现有的负载均衡方法和空间数据集

的特点，重点针对栅格形式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

空间数据内容（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Ｄ

ＣＢ）的动态负载均衡方法，根据空间数据地理位

置的相关性将空间数据集划分为多个空间数据子

集，并根据访问热度将空间数据服务器进行动态

分组，提高单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的Ｃａｃｈｅ利用率，

从而提高服务器集群负载均衡能力。

１　负载分配模型

分布式空间数据服务器负载分配模型可分为

两种：直接转发型负载分配和重定向型负载分

配［４］。直接转发型负载分配是由负载平衡器来负

责接收请求和发送反馈结果，执行效率和响应速

度较高，但是当并发访问用户数过大时，负载平衡

器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在重定向型负载分配

中，负载平衡器在接收到客户端请求后，根据收集

的每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的负载信息，选择当前负

载最合适的服务器，通过 ＨＴＴＰ重定向的方式将

客户端的请求定向到选中的服务器上，这样空间

数据服务器和客户端直接建立了联系来完成余下

的结果反馈，而不需要通过负载平衡器转发反馈

结果。

本文采用重定向型负载分配模型，主要由负

载平衡器（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ＬＢ）和空间数据服务器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ＳＤＳ）组成。负载平衡器主

要由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内核中的Ｌａｙｙｅｒ７交换机

（ｋｅｒｎｅｌＴＣＰ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ｅｒｖｅｒ，ＫＴＣＰＶＳ）和ＳＤＣＢ

调度模块组成。该模型的工作流程为：① 客户端

向负 载 平 衡 器 发 出 空 间 数 据 服 务 请 求；

② ＫＴＣＰＶＳ根据空间数据内容的不同将请求发

送到ＳＤＣＢ调度模块中的调度算法指定的空间数

据服务器；③ 被选中的空间数据服务器直接响应

客户端的空间数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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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负载指标的选取

负载指标的选取直接关系到负载均衡的效

果。真实节点的真实负载是一个多维数据，也就

是节点中各个资源的利用率的总体标识了这个节

点的真实负载［５］。为了得到一个负载的评估参

数，可以根据各个参量对于节点负载的影响程度

进行加权平均。

实际应用中，集群的服务不同，各个参量的权

重也不同。在空间数据网络服务中，主要是静态

文件。而且对同一空间数据集而言，栅格数据通

常是划分成大小相等的瓦片，空间数据服务器响

应单个瓦片请求服务的时间是相当的。对于这类

服务，主要是文件的传输对网络负载的影响最大，

其次由于动态请求和读取文件，使得ＣＰＵ 负载

和内存负载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本文空间数

据服务器的真实负载计算公式为：

犔犻ｒｅａｌ＝α·狉
犻
ｃｐｕ＋β·狉

犻
ｍｅｍ＋γ·狉

犻
ｎｅｔ （１）

式中，犔犻ｒｅａｌ是节点犻的真实负载；狉
犻
ｃｐｕ是节点犻的

ＣＰＵ利用率；狉犻ｍｅｍ是节点犻的内存利用率；狉
犻
ｎｅｔ是

节点犻的网络利用率；α、β、γ是各个参量对应的权

值。

真实节点的负载是由于处理请求而产生的，

因此，请求转发的调度策略是影响真实负载的直

接原因。定义标准节点处理单位大小的文件请求

服务所需要的时间为当量处理时间，则一个真实

节点的负载可以表示为当前真实节点上所有请求

的当量处理时间之和与这个节点的权值的比值，

这个值称为该真实节点的当量负载［５］。而调度策

略主要是根据当时各个节点的权重、当量负载和

新到请求的当量处理时间来决定的。由于在同一

空间数据集中，请求的当量处理时间相当，因此，

节点的真实负载主要跟真实节点的权值、当前当

量负载相关。

３　负载均衡调度算法

在系统规模比较大，同一时刻网络服务请求

数非常多时，Ｌｉｎｕｘ虚拟服务器集群通常采用基

于内容的调度算法来实现系统的负载均衡，将相

同的服务请求尽量转发给同一个服务器进行处

理，以提高服务器的Ｃａｃｈｅ利用率。根据空间数

据地理位置的相关性将空间数据集划分为多个空

间数据子集，并根据访问热度将空间数据服务器

进行动态分组，实现空间数据服务器集群的负载

均衡，称之为基于ＳＤＣＢ的动态分组调度（ｄｙ

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ＤＧ）算法。

３．１　空间数据集的划分

空间数据的组织，通常是按照全球的经纬度

坐标，依照“垂直分层水平剖分”的原则进行管理。

客户端对空间数据的访问，通常会集中在某些特

定的区域，比如说２００８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可能

访问北京区域的空间数据的客户端会明显高于其

他地区。根据地理位置相关性和访问热度，将空

间数据集划分为犽个子集，每个子集Ｓｕｂ＿Ｄａｔａ＿

Ｓｅｔ（犼）对应一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组Ｓｅｒ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犼）（犼＝０，１，…，犽－１）。对访问热度较高的子

集，其对应的空间数据服务器组中分配的服务器

数目较多；对访问热度较低的子集，其对应的空间

数据服务器组中分配的服务器数目较少。

在ＤＧ算法中，根据各种查询参数可以计算

出该请求的空间数据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所处

的经纬度）信息，然后再调度到相应的空间数据服

务器组。

３．２　空间数据服务器的划分

在负载平衡器上维护一张服务器列表Ｓｅｒｖｅｒ

＿Ｌｉｓｔ，犽张与每个空间数据子集相对应的服务器

列表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Ｇｒｏｕｐ（犼）（犼＝０，１，…，犽－１）和

一张空闲服务器列表Ｉｄｌｅ＿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这样，服

务器列表中所有的犕 台空间数据服务器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犿）（犿＝０，１，…，犕－１）被划分成犽

＋１个子集，允许有空集。这犽＋１个子集任意两

个的交集为空。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中包含了所有的空

间数据服务器，任意一台空间数据服务器属于且

只能属于犽＋１个子集中的一个。

３．３　空间数据服务器的选择

当接收到空间数据服务请求时，负载平衡器

根据请求的空间数据内容，分发给相应的空间数

据服务器子集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Ｇｒｏｕｐ（犼）中的某台满

足要求的空间数据服务器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

（犿）。当符合调度规则的空间数据服务器有多个

时，需要从中选择一个节点作为转发的目的地。

为了保证空闲服务器子集中不总是为空，而又不

破坏整体的负载均衡，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犿）的

选择采用中值滤波法，即将符合条件的备选空间

数据服务器按真实负载排序，选择中间的一台作

为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犿）。

３．４　调度规则

采用双阈值法，对空间数据服务器犻定义两

个负载阈值：节点犻的上限负载阈值犔犻ｔｏｐ，节点犻

的下限负载阈值犔犻ｄｏｗｎ。对空间数据服务器犻而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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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３种状态：① 当犔犻ｒｅａｌ＞犔
犻
ｔｏｐ时，处于超载状

态，标记为超载空间数据服务器；② 当犔犻ｄｏｗｎ≤

犔犻ｒｅａｌ≤犔
犻
ｔｏｐ时，处于备选状态，标记为备选空间数

据服务器；③ 当犔
犻
ｒｅａｌ＜犔

犻
ｄｏｗｎ时，处于空闲状态，标

记为空闲空间数据服务器。

当负载平衡器收到空间数据服务请求时，

ＫＴＣＰＶＳ根据请求的空间数据内容的不同确定

对应的空间数据子集Ｓｕｂ＿Ｄａｔａ＿Ｓｅｔ（犼），从而确

定了对应的空间数据服务器组 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犼）；然后，根据ＳＤＣＢ调度模块中的调度

算法来决定将该请求转发给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Ｇｒｏｕｐ

（犼）中的哪一台空间数据服务器。采用的调度规

则为：① 负载平衡器不把服务请求转发给处于超

载状态的空间数据服务器；② 当Ｓｕｂ＿Ｄａｔａ＿Ｓｅｔ

（犼）对应的空间数据服务器子集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犼）中有备选空间数据服务器时，按中值滤

波法来选择空间数据服务器；③ 当Ｓｕｂ＿Ｄａｔａ＿Ｓｅｔ

（犼）对应的空间数据服务器子集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犼）中没有备选空间数据服务器时，从空闲

服务器列表Ｉｄｌｅ＿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ｓｔ中选择一台负载最

小的空间数据服务器；④ 当空闲服务器列表为空

时，该服务请求处于等待状态，每隔时间间隔Δτ

后重新转发一次，３次不成功放弃。

４　实验与分析

本文以对地观测原型系统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
［１］为

实验床，选取全球的地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８０％

的客户端访问北京地区的地形数据，２０％的客户

端访问北京以外的地区，对加权最小连接调度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ｌｅａｓ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ＷＬＣ）和

ＤＧ算法的性能进行比较。测试环境为：千兆交

换机；多台Ｐ４３．０ＧＢＣＰＵ、５１２ＭＢ内存的计算

机；ＲｅｄｈａｔＬｉｎｕｘ２．６．９操作系统。一般取α＝

０．３，β＝０．２，γ＝０．５
［６］。测试结果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ＷＬＣ的性能较低，因为

没有考虑空间数据服务的局部性，从而导致过低

的Ｃａｃｈｅ命中率，使得单个服务器的性能降低，导

致整个系统性能较低［３］。随着集群中节点数据的

增加，ＤＧ的性能优势越来越明显，这归功于ＤＧ

将请求的地形数据按空间地理位置相关性和访问

热度分割为多个子集，每个子集有较好的局部性，

从而提高了单个服务器的Ｃａｃｈｅ命中率，使得系

统的整体性能较高。当节点数为１０时，ＤＧ的性

能比 ＷＬＣ高出６２．２％。

在没有采用负载均衡时，记为 Ｎｕｌｌ，所有的

请求只能由一台空间数据服务器来提供服务。由

１台负载平衡器和５台空间数据服务器组成ＬＶＳ

服务器集群，采用ＤＧ调度算法，记为ＤＧ５。对

这两种情况下的平均响应时间作了测试，结果如

图２所示。

图１　ＤＧ和 ＷＬＣ调度

算法性能比较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

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ＧａｎｄＷＬＣ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２　有、无负载均衡时

的平均响应时间对比

Ｆｉｇ．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ＮｕｌｌａｎｄＤＧ５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采用负载均衡后，系统的

平均响应时间显著降低，随着服务请求数量的增

加，负载均衡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５　结　语

　　针对栅格数据，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ＳＤＣＢ

的动态负载均衡方法。测试结果表明，这种基于

ＳＤＣＢ的动态分组调度算法比ＬＶＳ服务器集群

缺省的加权最小连接调度算法性能明显优越，该

方法在不破坏集群系统负载均衡性的同时提高了

单个空间数据服务器的Ｃａｃｈｅ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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