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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负载均衡方法的不足和网络ＧＩＳ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网络ＧＩＳ集群服

务器动态负载均衡方法。该算法将基于服务器状态和基于内容的调度算法综合起来考虑，设计了相应的编码

机制和遗传操作。实验结果表明，和常用的负载均衡算法相比，此算法能获得更小的服务请求响应时间，能更

好地服务网络ＧＩ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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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ＧＩＳ服务系统中，大规模、高强度的

访问请求给服务器端的数据提取带来了挑战。为

了保证服务质量，通常采用服务器集群技术对多

台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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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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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海量空间数据具有多分辨率、

多数据集的特点，适合网络ＧＩＳ服务的属性并适

用于其访问模式特征和大规模访问量的集群负载

均衡方法，在学术界研究相对较少［４１１］。已有方法

要么是利用应用服务器的负载状况分配任务，要么

是根据请求对象的内容充分利用缓存优势分配任

务。本文希望能将这两类调度算法的优势结合起

来，尽可能地使系统提供服务的性能达到最优。

遗传算法（ＧＡ）是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

与机制求解问题的一类自组织与自适应的人工智

能技术［１２］。在应用ＧＡ求解具体问题的过程中，

确定编码方式、适应度函数和操作算法后，ＧＡ将

利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信息自行组织搜索。这种

自组织、自适应的特征，使其能够根据具体的环境

变化来自动发现环境的规律，非常适用于状态实

时变化的网络应用环境，能根据当前的系统状态

来决策请求的分配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Ａ的网络

ＧＩＳ集群服务器动态负载均衡算法（ＧＡｂａｓ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ｒ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ＩＳ，ＧＡＬＢＣＮＧ），该算法将

基于服务器状态和基于内容的负载均衡算法综合

起来考虑，可灵活调整这两方面的权重。一方面，

根据服务数据内容将应用服务器分组，尽可能将

相同类型的请求分到服务该类型的服务器，以提

高应用服务器的访问局部性，从而提高Ｃａｃｈｅ命

中率。各应用服务器组可按需增加相应的服务器

个数，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另一方面，考虑后端

应用服务器的负载状态，尽可能使得请求能够平

均地分发给各个服务器，以达到负载均衡的效果，

从而提高服务器集群带负载的能力。

１　犌犃犔犅犆犖犌算法

本文采用的重定向型负载分配模型，由集群

前端的负载均衡器（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ＬＢ）和ＧＩＳ应

用服务器（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ＧＳ）组成。客户端向负载

均衡器发出数据服务请求，ＬＢ根据基于ＧＡ的负

载均衡算法分配任务给相应的ＧＳ。被选中的ＧＳ

直接响应客户端的数据请求。

１．１　负载均衡机制的初始化

为了达到最佳负载均衡状态，何时和怎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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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化负载均衡机制非常重要。采用滑动窗口技

术［１３］，负载均衡器一次处理落在窗口中的任务。

网络ＧＩＳ系统中，请求任务频繁，并发性强，比如

系统中的一次点击操作会请求若干个瓦片，因此，

负载均衡器端的服务队列中将会有大量待分配的

任务。采用滑动窗口技术能一次处理落在窗口中

的任务组，窗口大小也能根据具体情况配置。

本文算法中，滑动窗口的大小正好等于遗传

算法中个体的基因个数。因此，用一组任务形成

的列表描述该任务组调度执行的不同顺序。当遗

传算法生成一个任务调度时，这组任务被相应地

分配给各个处理器。当前任务组分配完后，滑动

窗口将滑动到任务队列中的下一组任务，之后操

作重复执行。一般情况下，系统任务队列中的任

务将再次填满滑动窗口，此时的滑动窗口称为“完

全窗口”。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

况，系统任务队列中剩余的任务未能将滑动窗口

填满，称之为“不完全窗口”。此时，如果仍然调用

遗传算法分配任务将会浪费系统资源。对于这两

种滑动窗口，采用不同方案处理：当窗口完全时，

启用遗传算法得到最佳的任务方案分配任务；当

窗口未填满时，根据请求服务的内容将请求轮询

给相应的应用服务器。

１．２　犌犃犔犅犆犖犌算法流程

算法开始，更新系统当前状态，为分配任务作

准备。检查滑动窗口状况，若为空，表示当前系统

无待分配的任务，算法停止；若为非完全窗口，则

表示任务较轻，此时采用常用的轮询调度算法即

可；若为完全窗口，则启动ＧＡ生成最合适的任务

分配方案，将请求分配给相应的应用服务器。然

后更新系统状态信息，重新检查滑动窗口，进行新

一轮的任务分配。如此循环，直到无请求为止。

２　犌犃犔犅犆犖犌算法中犌犃的设计

在解决实际问题优化时，ＧＡ不能直接处理

问题空间的参数，而只能处理以基因串的形式表

达的染色体。因此，要使用ＧＡ就必须将问题解

的参数转换成染色体形式，即编码［１４］。

２．１　编码机制

每个任务用“狀（狊）犽”形式描述，分别表示任务

编号、任务大小和任务类型。采用需要系统处理

的单位时间的个数来描述任务大小。任务类型为

各种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由系统提供的数据

决定，犽∈［狊，犾，犿…］，狊代表地形数据，犾代表影像

数据，犿代表多媒体数据等。

算法中，每个基因代表一个待分配的任务狋，

一组待分配的任务组成一个染色体，每个染色体

代表一个分配方案。如何将问题解编码成为染色

体是ＧＡ使用中的关键问题。本文采用二维编码

方式，分别表示系统中的应用服务器信息和每个

处理器上待分配的若干个任务。

定义１　服务器最佳服务类型。服务器最佳

服务类型是犘犻．ａｐｐ的值，是其缓存的主要数据类

型，可以充分利用缓存数据减少用户请求的响应

时间，因此是服务器最适合提供的服务。在前端

的负载均衡器上有一张表，记录了各个应用服务

器的服务类型，并可按需扩展。

定义２　任务服务匹配。设任务犜狀 被分配

到应用服务器犘犻 上，若犜狀．犽＝犘犻．ａｐｐ，则称犜狀

服务匹配，此时有犜狀．ｍａｔ＝１；若犜狀．犽≠犘犻．ａｐｐ，

则称犜狀 服务不匹配，此时有犜狀．ｍａｔ＝０。

可以认为，任务服务匹配的任务越多，缓存利

用率越大。

设系统有犖 台应用服务器，假设每台服务器

都可提供所有的服务类型。用“犘犻．ａｐｐ”描述服

务器信息，犘犻 表示应用服务器（犻∈［０，犖］），ａｐｐ

表示服务器提供的最佳服务类型。犜狀 表示第狀

个任务，每个任务信息＜狀，狊，ｍａｔ＞含有三元信

息，分别是任务号狀、任务大小狊和是否与所选服

务器匹配 ｍａｔ。显然，元素狀和狊是十进制数，

ｍａｔ虽然设置为十进制数，但实际上只有０、１两

种可取值，即分别代表不匹配和匹配两种情况。

二维编码后的一个染色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二维染色体编码

Ｆｉｇ．１　Ｔｏ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ｉｎｇ

２．２　适应度函数

多媒体网络 ＧＩＳ包括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

据，空间数据包括地形数据、影像数据等小文件；

非空间数据包括各种大小不一的多媒体文件。由

于数据的海量性和多样性，通常采用分布式文件

系统存储数据文件，但由于存储体系结构、Ｃａｃｈｅ

结构不完善和存储设备的访问延时，频繁的小文

件操作使系统整体性能急剧降低，严重影响了其

服务质量。为了缩短用户请求的响应时间、节省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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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数据的传输带宽、减少服务器端空间数

据处理的负载压力，必须努力提高空间数据的读

写性能，除了修改底层存储设备外（不在本文考虑

范围之内），缓存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最大程度

上提高缓存利用率，将多媒体网络ＧＩＳ中的应用

服务器按照应用类型分类。如果地形数据请求能

够由地形服务器服务，则利用地形服务器缓存响

应请求的概率将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应用服务器自身的状态是影响负

载均衡的重要因素。首先，考虑各个应用服务器

中总的任务完成时间ｓｐａｎ
［１５］，记ｓｐａｎ的最大值

为ｓｐａｎｍａｘ，最小值为ｓｐａｎｍｉｎ，平均值为ｓｐａｎ。两

者差值Δ狊越小，意味着任务分配越均衡；其次，负

载偏差率反映的是各 ＣＰＵ 负载的总体分布规

律，当各ＣＰＵ的利用率越高、之间的负载偏差率

越小时，系统负载均衡的性能就会越好，对参数处

理后得到的总体适应度函数包括缓存适应度部分

犳犮和服务器适应度部分犳狊，即

犳＝犳犮＋犳狊 （１）

　　设当前服务器犘犻负载为ＣＬ犻，新增任务负载

为ＮＬ犻，犘犻的ＣＰＵ利用率为ＣＰ犻，均值为ＣＰ。算

法中不仅考虑待分配任务的大小，同时也考虑当

前服务器任务情况，则有：

ｓｐａｎ犻 ＝ＣＬ犻＋ＮＬ犻 ＝∑

犖
１

狆＝０

犜狆．狊＋∑

犖
２

狇＝０

犜狇．狊（２）

ｓｐａｎ＝
∑
犖

犻＝０

ｓｐａｎ犻

犖
（３）

Δ狊＝ｓｐａｎｍａｘ－ｓｐａｎｍｉｎ （４）

ＣＰ犻 ＝ｓｐａｎ犻／ｓｐａｎｍａｘ （５）

ＣＰ＝
∑
犖

犻＝０

ＣＰ犻

犖
（６）

其中，犖１为犘犻 上的当前任务数；犖２为犘犻 上的待

分配任务数。图２是加上当前负载后，各服务器

的ｓｐａｎ值。其他参数均可由式（２）～（６）计算得

到。

图２　包含服务器当前负载的ｓｐａｎ值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ｎｗｈｅ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ａｄ

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综上所述，算法总体适应度函数为：

犳＝犳犮＋犳狊 ＝狓１
∑
犽

犻＝１

ｍａｔ犻

犽
＋狓２［（１－

Δ狊

ｓｐａｎ
）×

（１－
∑
犽

犻＝１

（ＣＰ犻－ＣＰ）
２

槡 犽
）］ （７）

其中，狓１、狓２为常数，是权重因子，满足：

狓１＋狓２ ＝１ （８）

２．３　遗传操作

１）选择操作。为了保证适应度较大的一些

个体一定能够被保留在下一代群体中，选择“确定

式采样选择”［１６］方法。选择犳犮犺作为采样函数，具

体操作见文献［１６］。令狓１＝犽，狓２＝０，则：

犳犮犺 ＝∑
犽

犻＝１

ｍａｔ犻 （９）

　　２）交叉操作。因为交叉和变异操作不能对二

维编码进行，故需要将二维编码映射为一维编码。

本文将二维编码矩阵依次首尾相连从而得到一维

编码，图３是由图１中的例子得到的一维编码。

图３　二维染色体到一维染色体的映射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ａ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ｎｇ

在种群中任选两个父代个体进行交叉操作，

设基因个数为狇，交叉位置满足交叉点左边部分

有一个共同基因的第一个位置。交叉点确定后，

交叉点左边不相同基因随机交换后，左边部分整

体交换得到两个新的子代个体。值得注意的是，

一次交叉操作完成后，位置的变化会导致任务所

分配的服务器变化，故犜狀．ｍａｔ的值应相应改变。

３）变异操作。既提高适应度函数的值，又要

保证个体中基因无重复，所以主要针对 ｍａｔ值变

异。选择ｍａｔ＝０的基因进行变异，若染色体中

ｍａｔ＝０的个数≥２，则交换其中任意两个基因位

置；若ｍａｔ＝０的个数只有一个，则将它和其他任

意位置的基因交换；若 ｍａｔ＝０的个数为０，则不

变。一次变异操作完成后，相应地，犜狀．ｍａｔ值也

需要修改。

３　实验与分析

根据文献［２］的ＧｌｏｂＳＩＧｈｔ原型系统构架与

服务数据特征，本文选取最高分辨率为９０ｍ的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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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ＳＲＴＭ 地形数据、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全

球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卫星影像数据进行仿真实验。选择

ＯＰＮＥＴ作为仿真工具，联合ＶＣ＋＋６．０编程模拟

实现了基于ＧＡ的负载均衡算法，并与传统集群

服务器负载均衡算法包括轮询算法和最少负载算

法进行了对比。由于ＯＰＮＥＴ对数据包的封装与

发送完全模拟实际网络，本文实验结果具有较高

可信度。表１是仿真所用参数。

数字地球中，数据请求的响应时间至关重要，

负载均衡的重要指标就是最小化请求响应时间。

特别是在瓦片漫游响应时间方面，响应时间越短，

表示数字地球的地形漫游越流畅，用户所感受到

的漫游体验或者说服务质量越高。图４、５分别是

请求地形数据和影像数据时，几种算法的瓦片响

应时间随请求到达率变化的对比图。由图可见，

本文提出的算法总能最快地返回用户请求的数

据，因为它同时考虑了缓存利用率和服务器状态，

特别是当瓦片请求率较大时，效果更加明显。

表１　系统仿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仿真参数内容

仿真算法
基于 ＧＡ算法；轮询算法；最少负载算法；

无负载均衡

客户端
４个百兆以太网×３０个客户端，６４口以太

网交换机连接

负载均衡器 处理能力足够满足客户要求，不会成为瓶颈

服务器
５台ＩｎｔｅｌＰ４３．０ＧＨｚ、１Ｇ内存的Ｌｉｎｕｘ

缓存服务器

网络云 不计丢包率和包延迟

数

类

空

数

据

型

间

据

１２８×１２８ 最高分辨率为 ９０ ｍ 的全球

ＳＲＴＭ地形数据

５１２×５１２ 最高分辨率为 ３０ ｍ 的全球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卫星影像数据

瓦片请求到达率
Ｐｏｓｓｉｏｎ分布，均值０．２５，０．５，１，２，４，８，

１６，３２，６４

仿真时间 ５ｈ

随机种子数
Ｓｅｅｄ（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结果取４次仿真平

均值

仿真统计参数 空间数据请求平均响应时间

图４　地形数据瓦片请求平均响应时间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ＳｒｔｍＴｉｌｅｓ

图５　影像数据瓦片请求平均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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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网络ＧＩＳ服务请求的内容同时具有多样性

和规律性。本文提出的基于ＧＡ的动态负载均衡

方法，利用ＧＡ编码机制将基于内容和基于服务

器状态的负载均衡算法综合起来考虑，如果进一

步考虑具体的缓存置换算法，将会获得更好的实

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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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误差与先验信息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影响研究　　　　　　　　　　　　李征航，等

 基于切平面投影的散乱数据点快速曲面重建算法 张剑清，等

 一种基于分步式滤波的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算法研究 林雪原，等

 空间和属性双重约束下的自组织空间聚类研究 焦利民，等

 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空变化的模拟分析 秦慧平，等

 时间序列异常值探测的Ｂａｙｅｓ方法及其在电离层ＶＴＥＣ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归庆明，等

５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