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〇A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2 年 8 月 2 日 （02.08.2012) WO 2012/100544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北 京 市海 淀 区西 直 门北 大 街 32 号枫 蓝 国际 A 座
縦 籍 5 (2006.01) 8F-6, Beijing 100082 (CN ) 。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1 1/079733 (81)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国家保

(22) 国际申请 日： 201 1年 9 月 16 曰 （16.09.201 1) 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25) 申飾 言： 中文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26) 公布语言： 中文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30) 优先权：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PT, QA, RO,

201 110025843.3 201 1年 1月 24 日 （24.01 .201 1) CN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71) 申请人 (对 除美 国外 的所有指定 国 ) : 华为技术有限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公 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ZA, ZM, Z

[CN/CN] ；中国广 东省深圳 市龙 岗区坂 田华为 总部 (84)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地 区保
办公楼，Guangdong 5 18129 (CN ) 。 护 ）：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72) 发明人；及 SD, SL, SZ, TZ, UG, ZM, ZW), 叙亚 （AM, AZ, BY, KG,

7 ) 发 明人 /申请 人 （仅 对 美 国 )：叶川 （YE, Chuan) KZ, MD, RU, TJ, TM), ：洲 (AL, AT, BE, BG, CH, CY,

[CN/CN] ；中国广 东省深圳 市龙 岗区坂 田华为 总部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ΓΓ ,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办 公 楼 ，Guangdong 5 18129 (CN) 。 许建辉 （XU,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Jianhui) [CN/CN]; 中国广 东省深圳 市龙 岗区坂 田华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为总部 公楼，Guangdong 5 18129 (CN ) 。

本国际公布：
(74) 代理人 ：北京 同立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LEADER PATENT & TRADEMARK FIRM); 中 国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 约第 2 1条 ( 3))。

(54) Title: METHOD, DEVICE AND CLUSTER SYSTEM FOR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BASED ON NETWORK
DATA FLOW DIRECTION

(54) 发明名称 ：基于网络数据流 向的虚拟机迀移方法 、设备和集群系统

L J

i 1

(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method, device and cluster system for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based on network data flow direction.
A network traffic monitoring module of the cluster system i s used for interacting with a VMM to obtain network traffic information
about each virtual machine on the current service node; a virtual machine deployment adjusting module i s used for collecting the
network traffic information about each virtual machine from the network traffic monitoring modules on a plurality of service nodes
in the cluster system, determining a data flow dire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irtual machines in the cluster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network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issuing a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command or outputting a corresponding virtual machine mi -
gration proposal to the VMM on which the determined virtual machine to be migrated runs according to a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strategy and the data flow dire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irtual machines in the cluster system; and a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MM) unit i s used for receiving the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command issued by the virtual machine deployment adjusting mod -
ule and migrating the virtual machines to be migrated onto a target service node. 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on traffic among the
virtual machines in the cluster system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reducing the network burden.

[见续页 ]



(57) 摘要：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 于 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设备和集

群 系统 。集群 系统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用于与 VMM 交互 ，获取 当前业务节

点上每个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虚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用于向集群 系统 内多

台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收集虚拟机 网络流量信 息，根据 网络流量

信 息确定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集

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 关系向其上运 行有确 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 下发虛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虛拟机监控单

元 VMM 用于接 收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下发 的虛拟机 迁移命令 ，将待 迁移虚

拟机 迁移到 目标业务节点上。能有效降低集群 系统 内的虚拟机之 间的通信流

量 ，减少网络 负担 。



基 于 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设备和集群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信息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迁

移方法、设备和集群 系统。

背景技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虚拟化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

应用最多的是虚拟化分割技 术 ，即在一 台物理服 务器上运行 多个虚拟机

( Virtual Machine; VM ) , 在物理服务器和多个 VM 之 间，通过虚拟机监视

器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MM ) 管理中央处理单元 (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 内存、存储、网络和其它外设资源，VMM 对这些物理资源进

行调度 、管理，为多个 VM 分配这些物理资源，实现各个 VM 之间的相互隔

离运行。

为了有效利用集群 系统中各物理服务器上的资源，使各物理服务器上 负

载均衡，通常采用虚拟机迁移的方法，将 负载较多的物理服务器上的部分 VM

迁移到其他物理服务器上。

现有的虚拟机迁移方法，根据集群 系统中各物理服务器上的资源利用情

况来进行，如果某台物理服务器的物理资源超过设定阈值 ，则将其上运行的

的一台或多台虚拟机迁移到其他物理服务器上，迁移的 目的物理服务器通常

资源利用率不高，或者与中央处理器兼容。然而，现有技术进行虚拟机迁移

后 ，可能会增加集群 系统内虚拟机之间的通信流量，从而增加 网络负担。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基于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迁移方法、设备和

集群 系统，用以降低现有技术进行虚拟机迁移所带来的集群 系统 内的虚拟机



之 间的通信流量 ，从 而减少网络 负担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集群 系统 ，包括 ：管理节点和多台业务节点 ，其

中每 台业 务节 点 包括硬 件 层 ，运 行在 所述硬 件 层之 上 的虚 拟机 监控 单元

VMM , 运行在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之上的至少一个虚拟机 ；每 台业务

节点上进一步部署有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所述管理节点上部署有虚拟机部署

调整模块 ，其 中：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用于：通过与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交互 ，

获取 当前业务节点上每个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所述多台业务节点

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收集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

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

建议 ；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用于：

接 收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下发 的虚拟机 迁移命令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

命令将所述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 目标业务节点上 ，使得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

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业务节点 ，包括：硬件层 ，运行在所述硬件层

之上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 运行在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之上的至少

一个虚拟机 ，所述业务节点还进一步部署有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用于：通过与所述 VMM 交互 ，获取本业务节点

上每个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包括 ：虚拟机标

识信 息；

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用于：在收到虚拟机 迁移命令后 ，根据所述



虚拟机 迁移命令将其上运行的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

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其 中，所述虚

拟机 迁移命令是管理节点根据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

模块所收集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其

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 的。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管理节点，包括 ：

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所

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

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

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 于网络数据 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包括 ：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所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

流量信 息；

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

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

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基 于网络数据 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设备和集群

系统 ，根据 集群 系统 内的多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

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集群 系统 内

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

建议 ；相应 的，响应 于该虚拟机 迁移命令 ，将所述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

点上 ，从 而减少集群 系统 中虚拟机之 间经过物理 网卡的数据传输 ，能够有效

降低集群 系统 内的虚拟机之 间的通信流量 ，减少网络 负担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

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

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提供 的集群 系统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提供 的业务节点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提供 的各业务节点生成数据流向表 的方法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提供 的管理节点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提供 的管理节点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提供 的基 于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第一 实施例的

流程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根据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息确定集群 系统 内

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的方法流程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对收集的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进行 匹

配处理的方法流程 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根据 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确定满足虚拟

机 迁移策略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方法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



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图 1 为本发明提供的集群系统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该集群系统包括：管理节点 1 和多台业务节点 2 , 其中，每台业务节点 2 包

括硬件层 2 1，运行在硬件层 2 1之上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 运行在虚拟

机监控单元 VMM22 之上的至少一个虚拟机 23; 每 台业务节点 2 上进一步部

署有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管理节点 1 上部署有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 其

中：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用于：通过与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交互，获取

当前业务节点 2 上每个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用于：向集群系统内的多台业务节点 2 上的网络

流量监控模块 24 收集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根据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

量信息确定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迁移策略

和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

虚拟机 23 的 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可以用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目标虚拟机标识信息及对应流量大小表示。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用于：接

收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下发的虚拟机迁移命令，根据所述虚拟机迁移命令

将待迁移虚拟机 23 迁移到 目标业务节点 2 上，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

虚拟机 23 宿主在同一业务节点上。

在集群系统中，每台业务节点 2 为一台物理服务器，该物理服务器的底

层为硬件层 2 1 , 硬件层 2 1 主要包括 CPU 、内存、硬盘以及网卡等硬件资源。

运行在硬件层 2 1 之上的为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VMM22 承担对硬件层

2 1 中的硬件资源进行调度、分配和管理工作。VMM22 之上运行多个虚拟机



VM23, VMM22 为多个虚拟机 23 提供虚拟的硬件环境，保证多个虚拟机 23

相互隔离同时运行。

由于 VMM22 直接面向物理服务器上的硬件层 2 1 , 并且 VMM22 能够获

知所管理的各个虚拟机的运行情况，因此，VMM22 能够获知所在业务节点 2

上每个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其中，该网络流量信息可以包括：虚拟机

标识信息，例如：虚拟机名和/虚拟机的 IP 地址等信息。还可以包括：流入

源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以及流出目标 IP 地址，即可以从网络流量信息中反映

出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对。进一步的，网络流量信息中还可以包括流

入源 IP 地址对应的流量，流出目标 IP 地址对应的流量，以便进一步获知数

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对之间的流量大小，以便在下发命令或者给出迁移建议

时对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对之间的流量大小加以考虑。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集群系统中，在所有业务节点 2 上均部署网络流量

监控模块 24,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以通过与 VMM22 的交互获取各个虚

拟机的网络流量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集群系统中，还设置了一个管理节点 1, 该管理节

点 1 可以是集群系统中一台独立的物理服务器，或者，所述管理节点 1 还具

有业务节点 2 的功能，或者所述管理节点 1 为业务节点 2 上的虚拟机 23。该

管理节点 1 上部署有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该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

以周期性或定时地向集群系统内的多台业务节点 2 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收集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根据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确定集群系

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其中，数据流向关系表示了虚拟机 23

之间的网络数据走向，确定产生流量的虚拟机对。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获

取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数据流向关系后，可以根据虚拟机迁移策略和集

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数据流向关系确定能减轻网络压力的最优迁移策略，

从而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

或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



其中，可以尽可能少的迁移数量为前提，判断存在数据流量的虚拟机对

能够迁移到一台物理服务器上，即对处理器是否兼容等情况加 以考虑。另外，

可以对用户的需求加以考虑。如果能够获知各虚拟机对之间的数据流量大小，

则还可以对数据流量大小加以考虑，获得最优迁移策略。可以直接向其上运

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 VMM22 下发迁移命令，也可以向其上运行

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 VMM22 提供迁移建议。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接收

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下发的虚拟机迁移命令，可 以根据虚拟机迁移命令

将待迁移虚拟机 23 迁移到 目标业务节点 2 上，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

虚拟机 23 宿主在同一业务节点上。

本实施例提供的集群系统，根据集群系统内的多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息确定所述集群系统内虚拟机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根据虚拟

机迁移策略和集群系统内虚拟机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

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相应的，响应于该虚拟机迁移命令，将所述

待迁移虚拟机迁移到对应的目标业务节点上，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

虚拟机宿主在同一业务节点上，从而减少集群系统中虚拟机之间经过物理网

卡的数据传输，能够有效降低集群系统内的虚拟机之间的通信流量，减少网

络负担。

在前一实施例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业务节点 2 上部署

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与 VMM22 集成于一体，从而减少网络流量监控模

块 24 与 VMM22 之间数据交互的开销。具体可以将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集

成到 VMM22 内部，由VMM22 直接与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进行交互。

管理节点 1 可 以为一台独立的物理服务器，也可以具有业务节点 2 的功

能，还可以是某个业务节点 2 上的虚拟机 23, 该业务节点 2 为独立的物理服

务器。

另夕卜，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与集群系统内的一业务节点 2 上部署的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集成于一体，即可以在集群系统中的一业务节点 2 上设

置一主控装置，该主控装置即执行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的操作，又执行虚拟

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的操作，从而减小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和虚拟机部署调

整模块 11之间的数据交互开销。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集群系统内各设备执行虚拟机迁移

的较佳的实施方式：

VMM22 用于：取样获取虚拟机列表中的虚拟机 23 的数据包，根据数据

包的 IP 信息和对应数量，统计对应虚拟机 23 的流入源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

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并将相应的统计结果输出给网络

流量监控模块 24, 以及在接收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下发的虚拟机迁移命

令后，根据虚拟机迁移命令将待迁移虚拟机 23 迁移到对应的目标业务节点 2

上；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具体用于：统计超过流量阈值的虚拟机列表，并将

虚拟机列表输出给 VMM22; 根据来 自 VMM22 的统计结果得到数据流向记

录，该数据流向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

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虚拟机标识信息包括虚拟机名和

虚拟机 IP 地址；

具体的，根据来 自VMM22 的统计结果生成或更新数据流向表 （数据流

向记录的一种表现载体 ），数据流向表包括虚拟机标识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

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虚拟机标识信

息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流向表指的是用于记录虚拟机标识信息，流

入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的

载体，虽然这里表达为表，但不限于表，包含了其他载体形式。

其中，流量阈值用于判断当前业务节点 2 上某个虚拟机 23 的流量是否过

大的下限值，该流量阈值可由用户 自定义或由集群系统给出建议值。



如果某个虚拟机 23 流量超过阈值，则 VMM 可以在当前业务节点 2 的底

层定时或周期性地取样获取该虚拟机 23 的数据包，根据数据包的 IP 信息和

对应数量统计虚拟机流量的流入源 IP、流出目标 IP 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并

这些统计数据打包提交至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根

据统计结果生成数据流向表，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超过流量阈值的虚拟机才

会被统计入数据流向表。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还对该数据流向表进行维护以

及定期进行更新。

其中，数据流向表可以为结构体数组，该结构体数组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

数据。数据流向表还 可 以采用其他数据结构，而无论采用哪种数据结构，只

要能够反应出各虚拟机 23 的流入源 IP 地 址 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即可。

以下详细给出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与 VMM22 交互获取数据流向表的过

程：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以定时或周期性向 VMM22 获取 当前业务节点 2

上的所有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具体包括流入源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及

对应的流量、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虚拟机标识信息包括虚拟机

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遍历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数据，

如果发现某个虚拟机 23 的流出或流入流量超过流量阈值，则记录该虚拟机

23, 如果符合条件的虚拟机 23 数量为 0 , 本次监控流程结束。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将流量超过阈值的虚拟机 23 告知 VMM22 ,

VMM22 监控一定时间内对应虚拟机 23 的所有数据包，并逐一对其分析，统

计每个数据包的流入源 IP 地址、流出目标 IP 地址，并把相同数据包进行计

数，从而计算出该时间段内每个流入源 IP 地址流入该虚拟机 23、该虚拟机

23 流出目标 IP 地址的流量大 小 。VMM22 把统计结果打包输出给网络流量监

控模块 24, 网络流量监控 24 将 VMM22 统计结果填充到数据流向表中。如



果虚拟机 23 未存在于数据流向表中，则在该数据流向表中创建新的表项，并

巴对应虚拟机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

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填入新表项；如果虚拟机 23 已经在数据流向表中，则更

新该数据流向表中的相应数据；更新完毕后，将当前周期内流量超过阈值的

虚拟机 23 与数据流向表 已经存在的表项—— 对比，把 已经不存在数据流量的

表项从数据流向表中剔除。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与 VMM22 可以采用多种交互方式，

既可以由 VMM22 提供接 口，由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主动调用；也可以由

VMM22 主动向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主动推送；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以

逐个也可以批量地向VMM22 获取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数据和数据包统计结

果，而遍历虚拟机流量数据的既可以是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 也可以是

VMM22 。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具体用于：向集群系统内的各业务节点 2 上的网

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获取数据流向记录；对数据流向记录进行匹配处理，得到

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

据流向关系用流向匹配记录表示，包括：源虚拟机标识信息、目标虚拟机标

识信息及对应流量大小；并根据集群系统的流向匹配记录确定满足虚拟机迁

移策略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

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

具体的，定期向集群系统内的各业务节点 2 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获取数据流向表 （数据流向记录的一种表现载体 ）；根据数据流向表确定集群

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及对应流量，生成或更新集群系统的流

向匹配表，流向匹配表包括：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源虚拟机标识信息、目标

虚拟机标识信息及对应流量大小；并根据所述流向匹配表确定满足虚拟机迁

移策略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

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



需要说 明的是 ，这里 的流向 匹配表指的是用于记录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量大小的载体 ，虽然这里表达为表 ，但 不限于表 ，

包含 了其他载体形式。

其中，所述虚拟机迁移策略 包括：虚拟机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值 ，和/

或，根据减少的网络流量大小确定迁移顺序 ，和/或，满足虚拟机迁移数量最小

化和减少的网络流量最大化的平衡关系，和/或，将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

23 迁移到同一 目标业务节点 2 , 所述 目标业务节点 2 为根据集群 系统 内存在数

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 23 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 2 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的。

所述虚拟机 迁移策略可 由用户 自定义，如果用户事先设定 了虚拟机 23 与

物理机或虚拟机 23 之 间的亲和关系，那 么在计算待 迁移列表 时，需要对这部

分虚拟机 23 进行特殊判断。

其 中，源虚拟机 为发送数据流量的虚拟机 23, 目标虚拟机为接收数据 流

量的虚拟机 23, 源虚拟机和 目标虚拟机 的标识信 息可以为：虚拟机名和/虚拟

机 的 IP 地址等信 息。

流向 匹配表可以为结构体数组 ，该结构体数组 包括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

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 流量 。流向 匹配表还可以采

用其他数据结构 ，而无论采用哪种数据结构 ，只要 能够反应 出存在数据 流向

关系的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即可。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根据数据 流向表生成流向 匹配表具体可以采用

以 下 方法：如果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遍历到虚拟机 A ,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 11 首先找到虚拟机 A 对应 的数据流向表 （称为流向表 A ) , 从 中获取虚拟

机 A 的 IP 地址信 息，然后在除 了流向表 A 外的所有数据流向表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和流 出目标 IP 地址列表 中查找虚拟机 A 的 IP 地址信 息。如果在虚拟机

B 的数据流向表 （称为流向表 B ) 中找到虚拟机 A 的 IP 地址信 息，接 下来则

反过来在流向表 A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和 目标流 出 IP 地址列表 中查找虚拟机 B

的 IP 地址信 息，如果也找到 匹配的数据 ，并且 两者互为流入和流 出关系，流



量数据误差在 5%以内, 则可以视为虚拟机 A 与虚拟机 B 存在流向关系, 如

果虚拟机 B 在虚拟机 A 的目标流出 IP 地址列表中，则认为数据流向是虚拟

机 A->虚拟机 B, 反之则为虚拟机 B->虚拟机 A。如果虚拟机 B 的 IP 地址信

息在流向表 A 中找不到匹配数据，或者是流量数据误差很大，则可视为虚拟

机 A 和虚拟机 B 之间不存在流向关系，则可以继续寻找与虚拟机 A 存在流向

关系的下一个虚拟机，直至遍历完所有业务节点 2 的数据流向表。

以上仅给出了一种根据数据流向表生成流向匹配表的方法，但并不以此

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在获取流向匹配表后，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以 以 流 向匹配表为依

据，根据虚拟机迁移策略计算出能减轻集群压力的最优虚拟机迁移顺序。该

流向匹配表给出了虚拟机 23 之间的流量关系，而将存在数据流量的虚拟机对

迁移到哪个业务节点 2 上取决于虚拟机迁移策略。而虚拟机迁移策略可以尽

量少迁移虚拟机 23 为前提，对于有数据流量的两个虚拟机 23: VM1 ->VM2,

可以先判断 VM1 、VM2 所在业务节点 2 的物理硬件资源是否充足，优先迁移

到资源充足的业务节点 2 上，如果虚拟机对所在的业务节点 2 的物理资源均

不 充 足 ，则 可 以放 弃 迁移 。对 于有 数 据 流 量 的 多 个 虚 拟 机 23 :

VM1 ->VM2->VM3 或 VM1 ->VM2&VM3 ( VM2&VM3 表示这两个虚拟机 23

位于同一业务节点 2 上 ），如果其中有两个虚拟机 23 在同一业务节点 2 上，

则优先迁移剩余的一个虚拟机 23 到该业务节点 2 上。而在业务节点 2 资源

不足的情况下，优先把网络流量比较大的虚拟机 23 迁移到一台业务节点 2

上。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以根据流向匹配表

生成虚拟机迁移加权表，虚拟机迁移加权表包括流向匹配表中的所有虚拟机

23 的标识信息、目标业务节点 2 的标识信息及对应权值，权值为虚拟机 23

与 目标业务节点 2 上的各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量之和。

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中存在一个最大权值，则从虚拟机迁移加权表中选



取权值最大的虚拟机 23 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中存在多

个最大权值，则将虚拟机 23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 2 剩余内存值比值最大的

虚拟机 23 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

根据虚拟机迁移列表的顺序向其上运行有所述权值最大的虚拟机 23 或

者所述比值最大的虚拟机 23 的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出对应的

迁移建议。

另外，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还用于：根据虚拟机迁移列表中已迁移的

虚拟机 23, 对虚拟机迁移加权表进行更新。

具体的，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 以首先生成一张空的虚拟机迁移加权

表。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用来存储虚拟机 23 迁移到某台业务节点 2 的权值，

以此来区分不同的迁移所带来的不同效果。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的表项中记

录了虚拟机标识、业务节点的标识信息及对应权值，其中，业务节点的标识

信息可以为： IP 地址和/或主机名等信息。权值为对应虚拟机 23 迁移到对应

业务节点上所带来的流量数据的加权和。

虚拟机部署调整装置 11 可以遍历流向匹配表中的每一项，把可能存在的

迁移行为的相应数据添加到迁移加权表中。例如：流向匹配表中存在流向关

系：虚拟机 A->虚拟机 B, 对应流量为 X , 虚拟机 A 迁到虚拟机 B 所在业务

节点 2 或是虚拟机 B 迁到虚拟机 A 所在业务节点 2 的效果相同, 虚拟机部署

调整模块 11 分别判断虚拟机 A 和虚拟机 B 所在业务节点 2 的剩余资源能否

满足虚拟机 23 的迁移要求，然后把对应流量 X 分别累加到满足要求的表项中。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遍历虚拟机迁移加权表，选取该表中权值最大的

一次迁移行为，如果存在多个最大权值，则可以按照贪心算法，选取虚拟机

23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内存值比值最大的一项。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把选取出来的当前最优的迁移对应的虚拟机标

识信息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根据流向匹配表，把与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的虚



拟机 23 相关的权值从虚拟机迁移加权表中去除；同时，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根据集群系统中各业务节点 2 的剩余资源状况，增减相关表项的权值；如

果某个表项权值减为 0 , 则把相关表项从加权表中删除。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判断虚拟机迁移加权表是否还存在表项，是则继

续添加下一个次优的迁移对应的虚拟机标识信息，否则待迁移虚拟机 23 选取

结束。

其中，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11 可以根据用户预先设定的迁移数量，按照

虚拟机迁移列表中的按序向对应业务节点 2 上的 VMM22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

令，或者向 VMM22 推送虚拟机迁移建议。

另外，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所述虚拟机迁移策略每次中选取的虚拟机迁

移数量可以由用户预先 自定义，一旦如果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中的虚拟机数

量达到用户设定的上限，则可以停止选取待迁移的虚拟机迁移的选取，直接

进入下个迁移虚拟机的周期。

与数据流向表和流向匹配表相类似的，虚拟机迁移加权表和虚拟机迁移

列表均可以为结构体数组，或者其他数据结构。

图 2 为本发明提供的业务节点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该业务节点包括：硬件层 2 1 , 运行在硬件层 2 1 之上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运行在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之上的至少一个虚拟机 23, 业务

节点还进一步部署有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其中，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用于：通过与 VMM22 交互，获取本业务节

点上每个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

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22 用于：在收到虚拟机迁移命令后，根据虚拟机

迁移命令将其上运行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迁移到对应的目标业务节点上，使得

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 23 宿主在同一业务节点上，其中，虚拟机迁

移命令是管理节点根据向集群 系统内的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所收集的网络流量信息，确定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



根据虚拟机迁移策略和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23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向其上运

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的 VMM22 下发的。

在此基础上，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以与 VMM22 集成于一体。

进一步的，VMM22 具体用于：取样获取虚拟机列表中的虚拟机 23 的数

据包，根据数据包的 IP 信息和对应数量，统计对应虚拟机 23 的流入源 IP 地

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并将相应的统计

结果输出给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以及在收到虚拟机迁移命令后，根据虚拟

机迁移命令将其上运行的待迁移虚拟机 23 迁移到对应的目标业务节点上；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具体用于：统计超过流量阈值的虚拟机列表，并将

所述虚拟机列表输出给所述 VMM22; 根据来 自所述 VMM22 的统计结果得到

数据流向记录，所述数据流向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以及

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所述虚拟机标识信

息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具体 的，统计超过流量 阈值 的虚拟机列表 ，并将虚拟机列表输 出给

VMM22; 根据来 自VMM22 的统计结果生成或更新数据流向记录，数据流向

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流出目标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虚拟机标识信息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其中，各业务节点生成数据流向表 （数据流向记录的一种表现载体 ）的

具体过程可参见图 3 所示，包括：

a、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获取虚拟机的网络流量；

b、网络流量监控模块判断流量是否超过阈值，是，则执行 c , 否，则流

程结束。

c、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对虚拟机的数据包进行分析；

d、网络流量监控模块根据 VMM 的分析结果更新数据流向表。

具体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可以定时或周期性向 VMM22 获取 当前业

务节点 2 上的所有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信息，具体包括流入源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虚拟机标识信息包括

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遍历虚拟机 23 的网络流量

数据，如果发现某个虚拟机 23 的流出或流入流量超过流量阈值，则记录该虚

拟机 23, 如果符合条件的虚拟机 23 数量为 0 , 本次监控流程结束。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将流量超过阈值的虚拟机 23告知VMM22 ,VMM22

监控一定时间内对应虚拟机 23 的所有数据包，并逐一对其分析，统计每个数

据包的流入源 IP 地址、流出目标 IP 地址，并把相同数据包进行计数，从而

计算出该时间段内每个流入源 IP 地址流入该虚拟机 23、该虚拟机 23 流出目

标 IP地址的流量大小。VMM22 把统计结果打包输出给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24,

网络流量监控 24 将 VMM22 统计结果填充到数据流向表中。如果虚拟机 23

未存在于数据流向表中，则在该数据流向表中创建新的表项，并把对应虚拟

机信息、流入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流量数据 、 流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的

流量数据填入新表项；如果虚拟机 23 已经在数据流向表中，则更新该数据流

向表中的相应数据；更新完毕后，将当前周期内流量超过阈值的虚拟机 23 与

数据流向表 已经存在的表项—— 对比，把 已经不存在数据流量的表项从数据

流向表中剔除。

本实施例提供的业务节点，其上包括的各个功能模块以及各个功能模块

的具体功能及操作过程均可参见本发明提供的集群系统中业务节点的相关描

述，不再赘述。

图 4 为本发明提供的管理节点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包括：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111 和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

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111, 用于向集群系统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业

务节点上的虚拟机的网络流量信息；

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 用于根据虚拟机的网络流量信息确定集群系

统内虚拟机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迁移策略和集群系统内虚拟机

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的虚拟机监控单



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需要说 明的是 ，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111 和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可 以

集成于一体 ，即在管理节点上设置一个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图 5 为本发 明提供 的管理节点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5 所示，

包括：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111 和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的，

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111 具体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各业务节点上的网

络流量监控模块获取数据流向记录，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

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具体 的，向集群 系统 内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获取数据 流向

表 ，该数据流向表 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 址 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流 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相应 的，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具体用于：对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处理 ，得到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录表示 ，包括 ：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 流量 大小；并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

记录确定满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

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具体 的，根据数据流向表确定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

生成或更新 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表 ，该流向 匹配表 包括：存在数据流向关系

的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 流量；并 居流向 匹配表

确定满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

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其 中，

该虚拟机 迁移策略 包括：虚拟机 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值 ，和/或 ，根据减

少的网络流量大小确定迁移顺序 ，和/或 ，满足虚拟机 迁移数量最小化和减少



的网络流量最大化 的平衡 关系，和/或 ，将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 迁移到

同一 目标业务节点 ， 目标业务节点为根据集群 系统 内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多

个虚拟机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的。

进一步的，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112 可 以 包括：

流向 匹配子单元 1121 , 用于对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处理 ，得到所

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

据 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 录表示 ，包括 ：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

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大小；

具体 的，根据数据流向表确定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

生成或更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表 ，每个表项记录一组虚拟机数据流向关系，

包括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大小。

迁移决策子单元 1122, 用于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匹配记录 （具体可

以是 流向 匹配表 ) 生成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该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包括流向 匹

配记录 中的所有虚拟机 的标识信 息、 目标业务节点的标识信 息及对应权值 ，

该权值 为所述虚拟机与 目标业务节点上的各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量之和；若

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一个最大权值 ，则从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选取权值

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若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 多个最大权

值 ，则将虚拟机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 比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

拟机 迁移列表 ；根据虚拟机 迁移列表 向其上运行有权值最大的虚拟机或者 比

值最大的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

议 。

其 中，管理节点为独立的物理服务器，或者 ，管理节点还具有业务节点

的功能，或者管理节点为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该业务节点可以为独立的物

理服务器。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管理节点 ，其上 包括的各个功能模块以及各个功能模块

的具体功能及操作过程均可参见本发 明提供 的集群 系统 中管理节点的相 关描



述 ，不再赘述 。

图 6 为本发 明提供 的基 于 网络数据 流向的虚 拟机 迁移方法第一 实施 例 的

流程 图，如 图 6 所示 ，该方法 包括 ：

5101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业务节点上 的虚 拟机 的 网

络 流量信 息；

5 102、根据虚拟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

向关 系；

5 103、根据虚拟机 迁移 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向其上运行有 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

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 拟机 迁移建议 。

本 实施 例 以上 步骤 的执行主体 为虚 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 ，该虚 拟机部署调

整模 块可 以部署在 集群 系统 中的管理节点上 。该 网络 流量监控模 块可与所在

业务节点上 的 VMM 交互 ，获取 所在业务节点上每 个虚拟机 的 网络 流量信 息。

虚 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与集群 系统 中各业务节点 （具体 可 以是 业务节点上

部署 的 网络 流量监控模 块 ）进行数据 交互 ，收集宿主在各 业务节点上 的虚拟

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其 中，该 网络流量信 息可 以 包括 ：虚 拟机标识信 息 ，例

如 ：虚 拟机名和 /虚 拟机 的 IP 地 址等信 息。还 可 以 包括 ：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 址 以及 流 出 目标 IP 地址 ，即可 以从 网络 流量信 息 中反 映 出存在数据 流向

关 系的虚拟机对 。 进一步的，网络流量信 息 中还 可 以 包括 流入 源 IP 地 址对应

的流量 ，流 出 目标 IP 地址对应 的流量 ，以便 进一步获知数据 流向关 系的虚拟

机对之 间的流量 大 小 ，以便 在 下发命令 或者给 出迁移建议 时对存在数据 流向

关 系的虚拟机对之 间的流量 大小加 以考虑 。

虚 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可 以周期性或定时地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多 台业务节点

收集其上宿主 的虚 拟机 的 网络 流量信 息 ，根据虚 拟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确 定集

群 系统 内虚 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其 中，数据 流向关 系表 示 了虚 拟机之

间的 网络数据走 向 ，确定产生 流量 的虚 拟机对 。虚 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获取 集



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后 ，可以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集群 系

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确定能减轻 网络压 力的最优 迁移策略 ，从 而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

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其 中，可以尽可能少的迁移数量为前提 ，判断存在数据流量的虚拟机对

能够迁移到一 台物理服务器上 ，即对处理器是否兼容等情况加 以考虑。另外 ，

可以对用户的需求加 以考虑 ，如果能够获知各虚拟机对之 间的数据流量大小，

则还 可 以对数据 流量 大小加 以考虑 ，获得最优 迁移策略 。可 以直接 向其上运

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 迁移命令 ，也 可以向其上运行有所

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提供 迁移建议 。

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接 收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下发 的虚拟机 迁移命

令 ，可 以将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 目标业务节点上 ，使得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

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基 于 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根据 集群 系统 内

的多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

的数据 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

关系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相应 的，响应于

该虚拟机 迁移命令 ，将所述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使

得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从 而减少集群 系

统 中虚拟机之 间经过物理 网卡的数据传输 ，能够有效降低 集群 系统 内的虚拟

机之 间的通信流量 ，减少网络 负担 。

在前一 实施例的基础上 ，参见 图 7 , S 102 中根据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确定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的过程可以具体为：

S201 、对收集的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进行 匹配处理；

所述 网络流量信 息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址 以及

对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 址 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所述虚拟机标识信



息 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S202 、根据 匹配处理结果得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

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录表示 ，包括 ：

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 流量 大小；

S103 中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

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包括 ：

根据 集群 系统 的流向 匹配 记 录确 定 满足虚 拟机 迁移 策略 的待 迁移虚 拟

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

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参见 图 8、本 实施例给 出对 收集的所述虚拟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进行 匹配

处理的一种较佳 的实现方式：

5301 、获取 当前虚拟机 的 IP 地址信 息；

遍历集群 系统 内的每 个虚拟机 ，如果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遍历到虚拟机

A ,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首先找到虚拟机 A 对应 的数据 流向表 （称为流向表

A ) ，从 中获取虚拟机 A 的 IP 地址信 息。其 中，数据 流向表 即为 网络流量信

息，该数据 流向表 中包括 ：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 IP 地 址 以及对应 的流量

数据 、流 出 目标 IP 地 址 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5302 、该 IP 地址信 息是 否存在于其他数据 流向表 中，是 ，则执行 S303 、

否则不再执行其他操作 ；

具体是 ，在除 了流向表 A 外的所有数据 流向表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和流 出 目

标 IP 地址列表 中查找虚拟机 A 的 IP 地址信 息。如果在虚拟机 B 的数据流向

表 （称为流向表 B ) 中找到虚拟机 A 的 IP 地 址信 息。

5303 、对应虚拟机 的 IP 地址信 息是 否存在本数据 流向表 中且流向是 否

匹配，是 ，执行 S304, 否则返 回执行 S302 。

在流向表 A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和 目标流 出 IP 地址列表 中查找虚拟机 B 的



IP 地址信息，如果也找到匹配的数据，并且两者互为流入和流出关系，流量

数据误差在 5%以内，则可以视为虚拟机 A 与虚拟机 B 存在流向关系，如果

虚拟机 B 在虚拟机 A 的目标流出 IP 地址列表中， 则认为数据流向是虚拟机

A →虚拟机 B, 反之则为虚拟机 B →虚拟机 A。如果虚拟机 B 的 IP 地址信息

在流向表 A 中找不到匹配数据，或者是流量数据误差很大，则可视为虚拟机

A 和虚拟机 B 之间不存在流向关系，则可以继续寻找与虚拟机 A 存在流向关

系的下一个虚拟机，直至遍历完所有业务节点的数据流向表。

S304 、确定匹配关系。

以上仅给出了一种对收集的所述虚拟机的网络流量信息进行 匹配处理，

但并不以此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进一步的，虚拟机迁移策略可以包括：虚拟机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

值，和/或，根据减少的网络流量大小确定迁移顺序，和/或，满足虚拟机迁移

数量最小化和减少的网络流量最大化的平衡关系，和/或，将存在数据流向关

系的虚拟机迁移到同一 目标业务节点，该 目标业务节点为根据集群系统内存

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

的。

作为一个较佳的实施方案， S 103 中根据集群系统的流向匹配记录确定

满足虚拟机迁移策略的待迁移虚拟机，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可以为：

根据集群系统的流向匹配记录 （即集群 系统内虚拟机之间的数据流向关

系）生成虚拟机迁移加权表，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包括所述流向匹配表 中的所

有虚拟机的标识信息、目标业务节点的标识信息及对应权值，该权值为虚拟

机与 目标业务节点上的各虚拟机之间的数据流量之和；

根据虚拟机迁移加权表中的权值大小将对应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迁移列

表

根据虚拟机迁移列表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的 VMM 下发



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的迁移建议 。

其中，根据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中的权值大小将对应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可以具体 包括：

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一个最大权值，则从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中选

取权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多个

最大权值，则将虚拟机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比值最大的虚拟机

加入虚拟机迁移列表。

另外，若虚拟机迁移列表 中任一虚拟机对应的 目的业务节点的剩余 内存

不足，则对虚拟机迁移列表 中下一虚拟机进行迁移。

参见图 9 , 本实施例给 出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匹配记 录确定满足虚

拟机迁移策略的待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迁移虚拟机的 VMM

下发虚拟机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的虚拟机迁移建议 的一种可行的实施方

式，具体的：

S40 1、初始化虚拟机迁移列表；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可以首先生成一张空的虚拟机迁移加权表。该虚拟

机迁移加权表用来存储虚拟机迁移到某台业务节点的权值，以此来区分不同

的迁移所带来的不同效果。该虚拟机迁移加权表的表项中记录了虚拟机标识、

业务节点的标识信息以及对应权值。其中，业务节点的标识信息可以为 IP 地

址和/或主机名等信息，权值为对应虚拟机迁移到对应业务节点上所带来的流

量数据的加权和。

S402 、计算每个虚拟机迁移权值；

虚拟机部署调整装置可以遍历流向匹配表 中的每一项，把可能存在的迁

移行为的相应数据添加到迁移加权表 中。例如：流向匹配表 中存在流向关系：

虚拟机 A 虚拟机 B , 对应流量为 X , 虚拟机 A 迁到虚拟机 B 所在业务节点

或是虚拟机 B 迁到虚拟机 A 所在业务节点的效果相 同，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

分别判断虚拟机 A 和虚拟机 B 所在业务节点的剩余资源能否满足虚拟机的迁



移要求 ，然后把对应 流量 X 分别 累加到满足要求的表项 中。

5403 、选 出权值最大的一次迁移；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遍历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选取该表 中权值最大的一

次迁移行为，如果存在多个最大权值 ，则可以按照贪心算法，选取虚拟机 内

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 比值最大的一项。

5404 、将选 出的迁移对应 的虚拟机标识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把选取 出来的 当前最优 的迁移对应 的虚拟机标识信

息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

5405 、更新虚拟机迁移加权表 ；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根据 流向 匹配表 ，把与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的虚拟

机相 关的权值从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去除；同时，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根据

集群 系统 中各业务节点的剩余 资源状况，增减相 关表项的权值 ；如果某个表

项权值减为 0 , 则把相 关表项从加权表 中删除。

5406 、判断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是否为空，是 ，则执行 S407, 否，则返

回执行 S403;

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判断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是 否还存在表项 ，是则继续

添加下一个次优 的迁移对应 的虚拟机标识信 息，否则待 迁移虚拟机选取结束。

其 中，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可以根据用户预先设定的迁移数量 ，按照虚

拟机 迁移列表 中的按序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

拟机 迁移命令 ，或者向该 VMM 推送虚拟机 迁移建议 。

5407 、下达对应虚拟机 的迁移命令 。

作 为对虚拟机 迁移方案的计算方法的补充需要说 明的是 ，虚拟机 迁移命

令或者所述虚拟机 迁移策略每次 中选取 的虚拟机 迁移数量可以由用户预先 自

定义，一旦如果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中的虚拟机数量达到用户设定的上限，

则可以停止选取待 迁移的虚拟机 迁移 的选取 ，直接进入下个迁移虚拟机 的周

期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基 于 网络数据 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 ，可 以适用于视频

教 学、可视会议 或在线点播等 多种对 网络传输要 求 比较 高的应用环境 。确定

集群 系统 中不 同业务节点上存在 网络数据 流量的虚拟机对 ，将 不 同业务节点

上 的虚拟机尽量迁移至 同一业务节点 （即同一物理服 务器 ），使虚拟机之 间的

数据 交换转 变为域 间通信 ，无需经过物理 网卡 ，能够有效 降低 集群 网络 内的

虚拟机之 间的通信 流量 ，减少 网络 负担 。

本领 域普 通技 术人 员可 以理解 实现 上述 实施 例 方法 中的全部 或部 分 流

程 ，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 关的硬件来完成 ，所述的程序可存储 于

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 时，可 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

例 的 流程 。其 中 ，所 述 的存 储 介 质 可 为磁 碟 、光 盘 、只 读 存 储 记 忆 体

( Read-Only Memory, ROM )或随机存卡者 己忆体（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等 。

最后应说 明的是 ：以上 实施例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 术方案 ，而非对其

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 细的说 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

人 员应 当理解 ：其依 然可 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 改 ，或

者对其 中部分技 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 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

术方案 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管理节点和多台业务节点，其 中

每 台业务节点 包括硬件层 ，运行在所述硬件层之上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

运行在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之上的至少一个虚拟机 ；每 台业务节点上

进一步部署有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所述管理节点上部署有虚拟机部署调整模

块 ，其 中：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用于：通过与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交互 ，

获取 当前业务节点上每个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所述多台业务节点

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收集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

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

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

建议 ；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用于：

接 收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下发 的虚拟机 迁移命令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

命令将所述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使得存在数据 流向

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理节点为独立

的物理服务器，或者 ，所述管理节点还具有业务节点的功能，或者所述管理

节点为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所述业务节点为独立的物理服务器。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业务节点上部署

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与所述 VMM 集成于一体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

模块与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一业务节点上部署的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集成于



一体 。

5、根据权利要求 1, 2 或 4 任一项所述的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VMM 具体用于：取样获取虚拟机列表 中的虚拟机 的数据 包，根据所述数据 包

的 IP 信 息和对应数量 ，统计对应虚拟机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流 出目标 IP 地址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并将相应 的统计结果输 出给所述 网络流

量监控模块 ，以及在接收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下发 的虚拟机 迁移命令后 ，

根据 所述虚拟机 迁移命令将 所述待 迁移虚 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

上；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具体用于：统计超过流量 阈值 的虚拟机列表 ，并

将所述虚拟机列表输 出给所述 VMM; 根据来 自所述 VMM 的统计结果得到数

据 流向记录，所述数据流向记录 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 IP 地址以及对

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所述虚拟机标识信 息

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模块具体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上

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获取所述数据流向记录；对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

处理 ，得到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

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录表示，包括 ：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 大小；并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

确定满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

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其 中，

所述虚拟机 迁移策略 包括：虚拟机 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值 ，和/或 ，根据

减少的网络流量大小确定迁移顺序 ，和/或 ，满足虚拟机 迁移数量最小化和减

少的网络流量最大化 的平衡 关系，和/或 ，将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 迁移

到 同一 目标业务节点 ，所述 目标业务节点为根据 集群 系统 内存在数据 流向关

系的多个虚拟机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的。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集群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



模块具体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获取

所述数据流向记录；对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处理 ，得到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

用流向 匹配记录表示 ，包括：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

应 流量 大小；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生成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所

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包括所述流向 匹配表 中的所有虚拟机 的标识信 息、 目标

业务节点的标识信 息及对应权值 ，所述权值 为所述虚拟机与 目标业务节点上

的各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量之和；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一个最大

权值 ，则从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选取权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

列表 ；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 多个最大权值 ，则将虚拟机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 比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根据所述

虚拟机 迁移列表 向其上运行有所述权值最大的虚拟机或者所述 比值最大的虚

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7、一种业务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硬件层 ，运行在所述硬件层之上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 运行在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之上的至少一个

虚拟机 ，所述业务节点还进一步部署有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用于：通过与所述 VMM 交互 ，获取本业务节点

上每个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所述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用于：在收到虚拟机 迁移命令后 ，根据所述

虚拟机 迁移命令将其上运行的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

使得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宿主在 同一业务节点上 ，其 中，所述虚

拟机 迁移命令是管理节点根据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

模块所收集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其

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 的。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业务节点 ，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



块与所述 VMM 集成于一体 。

9、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业务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 VMM 具体用于：

取样获取虚拟机列表 中的虚拟机 的数据 包，根据所述数据 包的 IP 信 息和对应

数量 ，统计对应虚拟机 的流入 源 IP 地址及对应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

址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并将相应 的统计结果输 出给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 ，

以及在收到所述虚拟机 迁移命令后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命令将其上运行的

待 迁移虚拟机 迁移到对应 的 目标业务节点上；

所述 网络流量监控模块具体用于：统计超过流量 阈值 的虚拟机列表 ，并

将所述虚拟机列表输 出给所述 VMM; 根据来 自所述 VMM 的统计结果得到本

业务节点的数据 流向记录，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所述虚

拟机标识信 息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机 IP 地址。

10、一种管理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 ：

网络流量收集单元 ，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所

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

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

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

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管理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络流量收

集单元具体用于向所述集群 系统 内各业务节点上的网络流量监控模块获取数

据 流向记录，所述数据流向记录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

所述虚拟机部署调整单元具体用于：对所述数据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处理 ，

得到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 录表示 ，包括：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



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 流量 大小；并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确定满

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其 中，所述虚拟

机 迁移策略 包括 ：虚拟机 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值 ，和/或 ，根据减少的网

络流量 大小确定迁移顺序 ，和/或 ，满足虚拟机迁移数量最小化和减少的网络

流量最大化 的平衡 关系，和/或 ，将存在数据 流向关系的虚拟机 迁移到 同一 目

标业务节点 ，所述 目标业务节点为根据 集群 系统 内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多个

虚拟机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的。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管理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机部署

调整单元 包括：

流向 匹配子单元 ，用于对所述数据 流向记录进行 匹配处理 ，得到所述集

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

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录表示，包括：源虚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大小；

迁移决策子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生成虚拟机 迁

移加权表 ，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包括所述流向 匹配记录 中的所有虚拟机 的

标识信 息、 目标业务节点的标识信 息及对应权值 ，所述权值为所述虚拟机与

目标业务节点上的各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量之和；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一个最大权值 ，则从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选取权值最大的虚拟机

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多个最大权值 ，则将

虚拟机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 比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

列表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列表 向其上运行有所述权值最大的虚拟机或者所

述 比值最大的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

移建议 。

13、根据权利要求 10 至 12 任一项所述的管理节点 ，其特征在于，所述

管理节点为独立的物理服务器，或者 ，所述管理节点还具有业务节点的功能，



或者所述管理节点为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

14、一种基 于网络数据流向的虚拟机 迁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向集群 系统 内的各业务节点收集宿主在所述业务节点上的虚拟机 的网络

流量信 息；

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

根据虚拟机 迁移策略和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向

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

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确定所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流向关系，包括：

对收集的所述虚拟机 的网络流量信 息进行 匹配处理 ，所述 网络流量信 息

包括虚拟机标识信 息 , 流入 源互联 网协议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流 出

目标 IP 地址以及对应 的流量数据 ，所述虚拟机标识信 息包括虚拟机名和虚拟

机 IP 地址；

根据所述 匹配处理结果得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所

述集群 系统 内虚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系用流向 匹配记 录表示 ，包括 ：源虚

拟机标识信 息、 目标虚拟机标识信 息及对应流量大小；

所述根据虚拟机 迁移 策略和所述 集群 系统 内虚 拟机之 间的数据 流向关

系，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虚拟机监控单元 VMM 下发虚拟

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包括 ：

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确定满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

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

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

16、根据权利要 求 14 或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虚拟机 迁移策略 包括虚拟机 迁移数量小于等于设定阈值 ，和/或 ，根



据减少的网络流量大小确定迁移顺序 ，和/或 ，满足虚拟机 迁移数量最小化和

减少的网络流量最大化 的平衡 关系，和/或 ，将存在数据流向关系的虚拟机 迁

移到 同一 目标业务节点，所述 目标业务节点为根据 集群 系统 内存在数据 流向

关系的多个虚拟机各 自宿主的业务节点的物理资源情况所确定的。

17、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集群 系

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确定满足虚拟机 迁移策略 的待 迁移虚拟机 ，向其上运行有

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虚拟机

迁移建议 ，包括：

根据所述集群 系统的流向 匹配记录生成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包括所述流向 匹配表 中的所有虚拟机 的标识信 息、 目标业务节点

的标识信 息及对应权值 ，所述权值为所述虚拟机与 目标业务节点上的各虚拟

机之 间的数据流量之和；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的权值 大小将对应 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

移列表 ；

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列表 向其上运行有所确定的待 迁移虚拟机 的 VMM

下发虚拟机 迁移命令或者输 出对应 的迁移建议 。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的权值 大小将对应 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包括：

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表 中存在一个最大权值 ，则从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

权表 中选取权值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加权

表 中存在多个最大权值 ，则将虚拟机 内存值与 目标业务节点剩余 内存值 比值

最大的虚拟机加入虚拟机 迁移列表 。

19、根据权利要 求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若所述虚拟机 迁移列表 中任一虚拟机对应 的 目的业务节点的剩余 内存 不

足 ，则对所述虚拟机 迁移列表 中下一虚拟机进行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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