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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分布式遗传算法的犘２犘负载均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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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Ｇｏｓｓｉｐ协议，利用节点之间周期性的拓扑维护消息交换负载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布式遗传

算法的负载均衡算法。在适应度的评估中，结合网络的物理拓扑，以最小化虚拟节点迁移开销，并利用Ｐ２Ｐ

节点并行处理种群，以克服遗传算法计算量过大的缺点。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求解速度与质量上都取得

了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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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结构化Ｐ２Ｐ系统已经成为Ｐ２Ｐ系统的

主流［２］，负载均衡是改善Ｐ２Ｐ系统性能的关键问

题之一。目前主流的负载均衡方法有虚拟节点迁

移、路由表动态更新与数据缓存与复制等。本文

采用Ｇｏｓｓｉｐ协议，利用节点之间周期性的拓扑维

护消息传播负载信息，根据搜集到的负载信息将

虚拟节点的迁移问题抽象为一个指派问题。在指

派问题的求解中，遗传算法具有快速评估、并行搜

索等优点［２］。为了提升算法的求解速度，增加寻

找到全局最优解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改进的分布式遗传算法的负载均衡算法。该方法

根据初始种群的大小，将种群的处理分配给相应

的节点，有效地加快了算法收敛的速度。

１　负载信息传播

本文中，每个节点维护一个全局负载分布视

图，节点之间利用Ｇｏｓｓｉｐ协议交换信息。基于开

销上的考虑，该算法对消息的转发次数进行了限

制，以近似真正的全局负载分布视图。针对节点

异构的网络环境，本文采用资源利用率表示节点

负载。

定义１　以节点上分配的虚拟节点的负载之

和与节点容量之比作为其负载，即

犔犼 ＝∑
犻∈犐

犾犻狓犻犼／犆犼 （１）

式中，犔犼表示节点犼的负载；犾犻表示虚拟节点犻的

负载；犐表示虚拟节点集；犆犼 表示节点犼的容量；

决策变量狓犻犼＝１时，表示虚拟节点犻被分配到节

点犼；反之，狓犻犼＝０。

每个节点维护的全局负载分布视图包含３个

数据项：＜ＮｏｄｅＩＤ，Ｌｏａｄ，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其中，Ｎｏ

ｄｅＩＤ与Ｌｏａｄ分别表示该记录所对应的节点的标识

与负载，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表示该记录的时间戳。

为了维护节点间的拓扑结构，每个节点都需

要不断地对其路由表进行维护，这个过程称为稳

定。在这个过程中，利用Ｇｏｓｓｉｐ协议以夹带的方

式将负载消息传播出去。根据六度空间理论，基

于开销上的考虑，将消息被其他节点转发的次数

限定为不超过６次。

每条负载消息包含４个数据项：＜ＮｏｄｅＩＤ，

Ｌｏａｄ，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Ｓｔｅｐ＞，其中，Ｓｔｅｐ表示消息

被转发的次数。定义负载信息传播算法如下。

１）节点犃生成自身的负载消息，其中Ｔｉｍｅ

ｓｔａｍｐ为当前系统时间，Ｓｔｅｐ为０，犃将该消息与

缓存的负载消息夹带在节点稳定消息中发送到节

点犅。

２）节点犅对收到的每条消息进行以下处理：

如果全局负载分布视图中没有该消息对应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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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则将其添加到视图中。如果负载消息的Ｔｉｍ

ｅｓｔａｍｐ大于视图中对应的记录的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则

用前者的Ｌｏａｄ替代后者；反之，则用后者的Ｌｏａｄ

与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替代前者，并对该消息添加标识。

将Ｓｔｅｐ＜６的负载消息添加到消息缓存中；如果

对应节点的负载消息已经在缓存中，且 Ｔｉｍｅｓ

ｔａｍｐ较小，则用接收到的负载消息替换缓存中对

应的消息。最后，犅生成自身的负载消息，将其与

具有标识的负载消息夹带在节点稳定消息中返回

给犃。

３）节点犃收到负载消息后，对每条消息进行

与步骤２）相同的处理。

根据全局负载分布视图，定义如下。

定义２　如果节点的负载大于其全局负载分

布视图中节点平均负载的两倍，则定义该节点超

载；反之，如果节点的负载小于其全局负载分布视

图中节点平均负载的一半，则定义该节点欠载。

定义３　如果所有的节点不处于超载或欠载

状态，则定义该Ｐ２Ｐ系统处于负载均衡状态。

当系统中超载与欠载节点所占的比例超过一

定的阈值时，可以认定系统负载失衡严重，启动负

载均衡算法。本文在每个节点上实现犗（ｌｇ犖）个

虚拟节点，并通过虚拟节点的迁移来解决系统中

出现的负载失衡问题。

２　模型构建

虚拟节点迁移问题可以抽象为一个指派问

题。指派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类组合优

化问题，可用于建立决策支持系统。

定义虚拟节点集犐与节点集犑，其中，犐包含

犿 个虚拟节点，犑包含狀个节点。定义决策变量

狓犻犼（犻＝１，２，…，犿；犼＝１，２，…，狀），狓犻犼的取

值如下：若虚拟节点犻位于节点犼上，则狓犻犼＝１；反

之，则狓犻犼＝０。

令ｎｏｄｅ（犻）为虚拟节点犻当前所分配到的节

点，犮犻犼≥０为将犻迁移到节点犼的开销，ｎｏｄｅ（犻）与

犼之间的网络距离为ｄｉｓｔ（ｎｏｄｅ（犻），犼）。若ｎｏｄｅ

（犻）＝犼，则ｄｉｓｔ（ｎｏｄｅ（犻），犼）＝０。本文采用Ｔｕｒ

ｂｏＫｉｎｇ算法
［３］来测量网络距离。

建立指派问题的规划数学模型如下：

ｍｉｎ∑
犿

犻＝１
∑
狀

犼＝１

狓犻犼犮犻犼 ＝

ｍｉｎ∑
犿

犻＝１
∑
狀

犼＝１

狓犻犼ｄｉｓｔ（ｎｏｄｅ（犻），犼）犾犻 （２）

∑
狀

犼＝１

狓犻犼 ＝１，犻∈犐 （３）

犜犼／２≤∑
犿

犻＝１

狓犻犼犾犻≤２犜犼，犼∈犑 （４）

其中，犾犻表示虚拟节点犻的负载；犾犼表示节点犼的负

载；犜犼表示节点犼的全局负载分布视图中节点的

平均负载。则由式（２）有犮犻犼＝ｄｉｓｔ（ｎｏｄｅ（犻），犼）犾犻。

模型的目标就是在满足式（３）、式（４）的条件

下，找到总开销最小的解决方案。其中约束条件式

（３）表示每个虚拟节点只能被分配到唯一的节点

上；式（４）表示保证所有的节点都不过载与欠载。

３　改进的分布式遗传算法

本文采用Ｐ２Ｐ结构实现分布式遗传算法。

由于节点之间的通信开销远小于计算开销，因此

可以通过增加节点数量的方式扩大种群［４］。每个

节点根据其处理能力单独处理一个子种群。生成

初始种群后，中心节点将子种群分发给各个节点，

每个子种群独立地执行遗传算法进化。在完成每

一代进化之后，中心节点根据各个子种群的进化

结果对子种群重新分配，从而给予进化能力较好

的子种群更大的空间，有助于搜索到全局最优解，

同时也确保了整个种群在进化中的多样性。

３．１　分发初始方案种群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由一系列参数构成，每

个参数被称为基因，基因连接在一起被称为染色

体。定义解决方案为：由整数构成的犿 维向量分

别代表犿 个虚拟节点所分配到的节点编号，即染

色体长度为犿，令犾犽犻表示第犽个解决方案中编号

为犻的虚拟节点所分配到的节点编号，中心节点

随机生成犖 个初始解决方案；根据各个节点的计

算能力，中心节点将与之对应规模的子种群发到

相应的节点。

３．２　计算适应度与淘汰度

本文在适应度之外定义了淘汰度。对于每一

个解决方案，其适应度与淘汰度可以根据如下函

数进行评估：

犉犽 ＝１／∑
犿

犻＝１

犮犻犾犽犻 ＝１／∑
犿

犻＝１

ｄｉｓｔ（ｎｏｄｅ（犻），犾犽犻）犾犻 （５）

犈犽 ＝∑
狀

犼＝０

ｍａｘ０，（∑
犿

犻＝１，犾犽犻＝犼

犾犻）－２犜［ ］犼｛ ＋

ｍａｘ０，
１

２
犜犼－（∑

犿

犻＝１，犾犽犻＝犼

犾犻［ ］｝） （６）

其中，犉犽 与犈犽 分别表示解决方案的适应度与淘

汰度。当淘汰度犈犽＝０时，方案可行。

３．３　遗传算子设计

首先计算子种群中各个染色体适应度所占的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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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犚犽，犚犽＝犉犽／∑
犕

犽＝１

犉犽，其中 犕 为子种群的大

小；然后根据比例确定各染色体在下一代群体中

的生存数目 犕犽，犕犽＝ 犕·犚犽 ；最终从∑
犕

犽＝１

犕犽

个染色体中删除淘汰度最大的∑
犕

犽＝１

犕犽－犕 个，可

以得到犕 个新选择的染色体。

点式交叉算子的设计主要包含染色体的交叉概

率与交叉点的选取两方面。本文采用余弦改进的自

适应交叉算子对适应度较大的染色体选用较小的交

叉概率，对适应度较小与淘汰度不为０的染色体选

用较大的交叉概率。若ｍａｘ（犉犽
１
，犉犽

２
）≥犉ａｖｇ，且犈犽１

＋犈犽
２
＝０，则染色体犽１与犽２的交叉概率如下：

犘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犽１，犽２）＝
狆犮ｍａｘ＋狆犮ｍｉｎ

２
＋

狆犮ｍａｘ－狆犮ｍｉｎ
２

ｃｏｓ
ｍａｘ（犉犽

１
，犉犽

２
）－犉ａｖｇ

犉ｍａｘ－犉ａｖｇ
（ ）π （７）

否则，犘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犽１，犽２）＝狆犮ｍａｘ。其中，狆犮ｍａｘ与狆犮ｍｉｎ分

别表示交叉概率取值的上限与下限；犉ｍａｘ与犉ａｖｇ分

别表示子种群中适应度的最大值与平均值。另一

方面，根据父染色体的适应度控制交叉点的位置。

染色体犽１ 与犽２ 遗传到下一代的子串长度分别为：

犔犽
１
＝犿犉犽

１
／犉犽

１
＋犉犽

２
（８）

犔犽
２
＝犿犉犽

２
／犉犽

１
＋犉犽

２
＝犿－犔犽

１
（９）

　　近似地，本文采用余弦改进的自适应变异算

子。若犉犽
１
＞犉ａｖｇ且犈犽１＝０，则染色体犽１ 的交叉

概率如下：

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犽１）＝
狆犿ｍａｘ＋狆犿ｍｉｎ

２
＋

狆犿ｍａｘ－狆犿ｍｉｎ
２

ｃｏｓ
（犉犽

１
－犉ａｖｇ

犉ｍａｘ－犉ａｖｇ
（ ）π （１０）

否则，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犽１）＝狆犿ｍａｘ。其中，狆犿ｍａｘ与狆犿ｍｉｎ分

别表示变异概率取值的上限与下限。

３．４　子种群空间再分配

完成一代进化之后，节点重新计算染色体的

适应度与淘汰度，得到子种群最优个体。中心节

点根据最优个体的适应度值重新分配子种群空

间。若新分配空间小于原空间，则节点按照淘汰

度从大到小丢弃个体；反之，则按照适应度复制其

他种群的最优适应度个体。然后各个子种群继续

循环执行算法，直到满足收敛条件。

４　负载均衡算法

　　负载均衡算法包含中心节点和普通节点两部

分。中心节点算法和普通节点算法均采用多线程

模式在异步方式下工作。在异步方式下，普通

Ｐ２Ｐ节点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系统，而中心节点

则通过维持少量状态，提供中央控制。

中心节点随机生成犖 个初始解决方案，并分

解为若干个子种群，子种群被分发到普通节点遗

传进化。中心节点监控子种群的进化过程，根据

子种群最优个体相对应的子种群的种群空间进行

调整，使进化较好的子种群能够获得更大的进化

空间。中心节点算法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心节点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ｓ

普通节点具体对分配的子种群启动进化线

程，包括交叉、变异、淘汰等操作。发现适应度更

高的个体时，提交给中心节点用于分配子种群空

间。普通节点算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普通节点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Ｎｏｄｅｓ

５　测试与分析

本文利用 ＯＭＮｅＴ＋＋、ＩＮＥＴ、ＯｖｅｒＳｉｍ 与

ＭＡＴＬＡＢ在Ｃｈｏｒｄ协议上构建测试环境，对偏

斜数据分布下的异构网络环境进行测试，用于测

试１０００节点规模的网络系统的存储负载分布。

数据是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生成的

ｚｉｐｆ分布随机数据。

本文选取文献［５，６］提出的两种同类型的动

态虚拟节点迁移算法进行比较。３种算法的节点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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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分布如图３所示。理想状态下，所有节点所

存储的负载相同。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在

负载均衡效果上明显优于另外两种算法，最接近

于理想状态。另一方面，负载均衡的效果可以用

最大负载不均衡比例来衡量。如图４所示，本文

算法中最大负载不均衡比例更为稳定，而另外两

种算法中，该值会随着实验时间的增长而波动上

升，这主要是由于系统中的负载越来越大造成的。

正因为本文算法的稳定性，该值被控制在一个较

小的范围之内。

如图５所示，通过对２０个时间周期中算法产

生的额外消息进行比较可知，本文提出的算法在

开销上比另外两种算法低。不过同时也要看出，

这里考虑的只是网络开销，本文算法是靠较大的

计算开销获得的低网络开销。这种不足通过采用

Ｐ２Ｐ结构实现分布式遗传算法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图３　节点的负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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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最大负载不均衡比例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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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负载均衡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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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本文在基于Ｇｏｓｓｉｐ协议的负载信息搜集算

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布式遗传算法的负

载均衡算法，在适应度的评估中，结合网络的物理

拓扑，以最小化虚拟节点迁移开销，并利用Ｐ２Ｐ

节点处理种群，以克服遗传算法计算量过大的缺

点。模拟实验表明，该算法在负载均衡效果与开

销上优于其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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