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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在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

网络中，提供了区块链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

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器集合。容器是区

块链的成员，因为区块链的公共分类帐记录了每

个容器的至少所选目录的加密副本。因此在集合

中的每个容器参考公共分类帐，可以验证任何其

他容器是否也属于的同一集合，因为记录在公共

分类帐上的交易是集合容器的加密副本。因此区

块链的使用允许通过区块链的初始规范围绕容

器集合定义系统边界。可以定义系统边界以确保

该组容器符合法律要求，例如地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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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网络，其托管适用于托管区块链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的可配置计算资

源的共享池，区块链具有在区块链中记录交易的公共分类账，分布式网络包括：

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其中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器集合，其中容器可操作以

在虚拟机上运行，并且每个容器包括可操作以在容器上运行区块链的区块链子系统，其中

定义区块链使得集合的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公共分类帐记录集合的每个容器的至少

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以便集合的每个容器可以参考公共分类帐，确定分布式网络中的另

一个容器是否也属于集合，以为容器集合创建系统边界，系统边界充当屏障以防止与不在

集合中的其他容器的不期望的交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对于每个系统实例，在任何一个时刻指定一个容器以

具有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其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具有为集合创建新容器的唯一权利，系

统实例控制器可操作以创建这样的新容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网络，其中区块链被配置为使得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随着时

间在集合的容器的不同容器之间轮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区块链被配置为使得每当容器收到软件更新时，更新

的容器的加密副本被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集合的容器可操作以启动与另一个容器的通信，另一

个容器可以在也可以不在集合中，并且容器能够经由对于公共分类帐中其他容器的加密副

本的公共分类帐搜索，检查其他容器是否在集合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网络，其中，如果集合的容器确定其他容器不在集合中，容器可

操作以记录其他容器不在公共分类帐中的集合中的事实。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多个系统实例共存于分布式网络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分布式网络还包括不属于任何系统实例且不是区块

链的一部分的容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集合的每个容器不属于另一个区块

链。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系统边界是地理限制，其对容器可

以驻留在形成分布式网络的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中的位置施加物理限制。

11.一种系统，包括可操作以在虚拟机上运行的容器，容器包括：

存储器资源；

处理资源；

区块链子系统，可操作以使用处理资源在容器上运行区块链，其中区块链具有公共分

类账；以及

存储在存储器资源中的公共分类帐的副本；

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帐记录容器的所选部分和一个或多个其他容器的每个

的加密副本，其他容器共同构成区块链的成员的容器集合。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容器被赋予为区块链创建新容器的专有权。

13.如权利要求11的系统，还包括：

存储容器的计算机程序产品。

14.一种创建新容器的方法，其在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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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存在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员是容器，并且区块链具有记录在区块链中的交

易的公共分类账，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账记录集合的每个容器的一个或多个所选

部分的加密副本，所述方法包括：

指定其中一个容器具有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其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具有为集合创建

新容器的唯一权利；

由系统实例控制器创建新容器；

加密新容器的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新容器创建作为区块链交易被执行；以及

将加密副本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

15.一种在容器上执行软件更新的方法，容器驻留在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

分布式网络中，其中存在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员是容器，包括在其上将执行软件

更新的容器，区块链具有在区块链中记录交易的公共分类账，所述方法包括：

在容器上执行软件更新；

加密更新的容器的一个或多个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软件更新作为区块链交易被执

行；以及

在公共分类帐上记录更新的容器的一个或多个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

16.一种用于第一容器确定第二容器是否属于相同容器集合的方法，所述方法在托管

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中执行，其中存在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

员是容器集合的容器，其至少包括第一容器，并且区块链具有记录区块链中的交易的公共

分类账，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账记录集合的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加密副

本，所述方法包括：

执行一系列软件命令的过程中的第一容器，识别访问第二容器的命令；

第一容器，建立与第二容器的网络连接，并获得关于第二容器的身份的信息；

第一容器，参考公共分类帐，确定第二容器是否记录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中；

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避免执行命令来访问第

二容器；以及

提出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执行访问第二容器的命令。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记录第二容器

不是公共分类帐上的成员的事实，使得作为区块链交易，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的确

定被处理。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集合的第一容器可操作以启动与可能在或可能不

在集合中的另一容器的通信，并且第一容器能够执行通过在公共分类帐中搜索公共分类帐

中的其他容器的加密副本，确定其他容器是否在集合中。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集合的第一容器确定其他容器不在集合中，

容器可操作以记录其他容器不在公共分类帐的集合中的事实。

20.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集合的每个容器不属于另一个区

块链。

21.一种可在分布式网络中操作的方法，分布式网络托管适用于托管区块链的一个或

多个系统实例的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区块链具有在区块链中记录交易的公共分类

账，分布式网络包括：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其中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器集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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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容器可操作以在虚拟机上运行，并且每个容器包括可操作以在容器上运行区块链的区块

链子系统，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集合的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公共分类帐记录集合的

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所述方法包括：

集合的每个容器在与另一个容器交互之前，参考公共分类帐以确定分布式网络中的其

他容器是否也属于集合，从而为容器的集合创建系统边界，系统边界充当屏障以防止与不

在集合中的其他容器的不期望的交互。

2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

执行一系列软件命令的过程中的第一容器，识别访问第二容器的命令；

第一容器，建立与第二容器的网络连接，并获得关于第二容器的身份的信息；

第一容器，参考公共分类帐，确定第二容器是否记录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中；

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避免执行命令来访问第

二容器；以及

提出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执行访问第二容器的命令。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记录第二容器

不是公共分类帐上的成员的事实，使得作为区块链交易，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的确

定被处理。

24.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集合的第一容器可操作以启动与可能在或可能不

在集合中的另一容器的通信，并且第一容器能够执行通过在公共分类帐中搜索公共分类帐

中的其他容器的加密副本，确定其他容器是否在集合中。

25.如权利要求24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集合的第一容器确定其他容器不在集合中，容

器可操作以记录其他容器不在公共分类帐的集合中的事实。

26.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集合的每个容器不属于另一个区

块链。

27.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包括：

指定其中一个容器具有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其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具有为集合创建

新容器的唯一权利；

由系统实例控制器创建新容器；

加密新容器的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新容器创建作为区块链交易被执行；以及

将加密副本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

28.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包括：

在容器上执行软件更新；

加密更新的容器的一个或多个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软件更新作为区块链交易被执

行；以及

在公共分类帐上记录更新的容器的一个或多个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

29.一种计算机程序，包括程序代码，当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时执行权利要求14至28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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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容器的操作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用于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的基于容器

(container)的操作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开发了与云计算相关的定义和标准。本文件

将参考其进行解释，特别是由Peter  Mell和Timothy  Grance撰写的“NIST定义的云计算”

(2011年9月)，NIST特刊800-145。

[0003] 云计算的NIST定义是用于实现对可以快速供应的可配置计算资源(例如，网络、服

务器、存储、应用和服务)的共享池的无处不在，方便的按需网络访问的模型，并以最少的管

理工作或服务提供商互动发布。

[0004] 以其当前形式的云存储由服务提供商主导，该服务提供商构成客户信任以安全地

托管他们的数据的第三方。换句话说，正在使用可信中央权威模型，如在传统的互联网银行

中，或由政府机构提供用于车辆登记，房地产所有权等的中央数据库。

[0005] 图1是标准云存储架构的示意图。示出了两个示例用户14，其具有各自的计算机装

置25，其具有希望存储到云的文件16，即，在云提供商所拥有的虚拟化服务器12上。云提供

商为用户14提供应用18，用户14可以经由该应用18上载(即存储)并将其文件16下载(即访

问)到虚拟化服务器12。反过来，虚拟化服务器12使用至少三个物理服务器20，在其上存储

每个客户端文件的数据以确保至少最小的冗余。在此体系结构中没有标准的执行端到端加

密的方式，使得容易受到安全威胁。在其基本形式中，在用户计算机25，应用18和云提供商

的服务器12、20之间传输的客户端数据未被加密，使得传输线(窥探)，用户计算机25、应用

18和服务器12、20的攻击都是可能的。

[0006] 为了摆脱这种传统架构并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使用基于对等网络结构的区块链技

术是即时的。

[0007] 图2示出了作为云计算环境的一部分的示例对等网络55。该网络包括网络节点10，

每个网络节点10是用户可与之交互的一个或多个物理或虚拟硬件网络实体。网络节点10通

过通信线路15连接。网络实体可以是例如大型主机61；不同类型的服务器62、63、64；大容量

存储装置65或可以是更加面向消费者的装置，例如个人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话或与物

联网(IoT)相关的装置，例如白色家电(冰箱、冰柜、洗衣机)、IP摄像机、打印机、工厂装置或

电视录像机。

[0008] 区块链技术不使用可信中央权威模型，而是提供记录的分布式数据库，其包括在

参与方之间发生的所有交易或事件的可公开访问的分类账，即区块链的成员，其处于如图4

所示的对等网络的相应节点。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公钥，用作该成员的地址，以及一个私钥，

成员用它来对交易进行数字签名。交易由一个成员用他的私钥对交易进行数字签名并使用

该成员的公钥作为地址发送给另一个成员来实现。然后，接收方成员使用发送成员的公钥

来验证交易上的数字签名。交易被放置在块中，该块被广播到区块链网络上的每个节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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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过由其他成员执行的称为“挖掘”的解谜过程，交易以及同一块中的任何其他交易被验

证为有效。然后允许该块被添加到链中，从而成为公共交易分类帐的一部分。区块链的块是

存储在分类帐上的永久可扩展的链接事件序列的元素。将一个块链接到链中的前一个块的

是前一个块的散列。散列可以被认为是令牌，该令牌是挖掘成员在解决难题和通过强力确

定交易散列时执行的工作的证明。每个块包含时间戳和许多交易。一旦嵌入链中，每个块变

得有效地无法编辑，无论是有意还是通过黑客攻击，随着块越来越远离结束块，防止编辑的

安全性迅速增加。

[0009] 在Michael  Crosby等人的文章“Bitchain  Technology  Beyond  Bitcoin”2015年

10月16日(http://scet.berkeley.edu/wp-content/uploads/BlockchainPaper.pdf)中描

述了区块链技术。

[0010] 图3是如上所述的区块链57的片段的示意图。在区块链57的中间示出了三个相邻

的块2，标记为N，N+1和N+2，块N是三个中最老的块，块N+2是最年轻的块。块N包括具有时间

戳的分类帐部分4，该时间戳记录连续的区块链交易TxS'c'到'f'。块N+1记录下一组交易'

g'到'm'以及块N+2之后的交易，'n'到'w'。标记为散列的倾斜取向箭头是连接相邻块(即后

续块)的，例如，块N+2将散列存储到前一块N+1。

[0011] 信任由分类帐的公共性质和内置于这种系统中的安全措施自动化，以确保区块链

的块不能被改变。在不信任的交易各方之间进行调解的唯一可信权威机构的需要被取消

了。

[0012] 图4是Storj提供的区块链云存储系统的示意图。Storj系统使用MetaDisk。在

Storj架构中，图2中所示类型的对等网络55包括区块链57和相关的公共分类账26。区块链

的两个示例成员14具有相关联的计算机装置25，每个都是网络55的节点的一部分。如果一

个成员14希望将数据文件16存储到区块链云存储网络，则该成员将该文件细分为可管理的

部分(称为分片)，并在它们被分发出去存储在同一区块链的同伴成员之间的网络中之前使

用他的私钥22对它们进行加密。为云商店提供空间的区块链成员称为农夫(farmer)。区块

链成员可以是云存储用户和/或农民。MetaDisk是一个中介，它接收客户数据并将其路由到

网络中的存储位置，并可以应用合适的数据冗余规则，例如3-位置。

[0013] 图5是示出Storj系统使用的分片处理的示意图。如上所述，分片作为要存储的文

件的加密部分。分片保持固定的大小，使得分片大小不包含可能对黑客有帮助的信息，未使

用的空间被填充掉。以大小为70MB的数据文件16为例，将其分成多个固定大小的较小文件

30，示出为32MB，它们是原始分片。使用成员私钥22对每个较小文件30进行加密，然后将其

散列发送到区块链网络55、57以进行存储。

[0014] 在Shawn  Wilkinson等人的文章“Storj  A  Peer-to-Peer  Cloud  Storage 

Network”2014年12月15日v1.01(https://storj.io/storj.pdf)中描述了Storj系统。

[0015] 上面提到的文件可以是容器文件，在下文中称为容器。随着越来越多的系统转移

到基于云的基础架构上，在容器上运行的数据和服务变得重要。软件容器或容器是虚拟机

实例，作为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中间层，它们彼此隔离并在硬件节点上并发运行。创建和

运行此类虚拟机实例的软件、固件或硬件称为管理程序(hypervisor)或虚拟机监视器

(VMM)。在本文档中，我们主要使用术语管理程序。

[0016] 该方法被称为基于容器的虚拟化，服务器虚拟化或操作系统虚拟化。每个容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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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个虚拟环境，该虚拟环境具有定义的硬件资源集合，该硬件资源与实际可用硬件无关，

并作为配置操作系统的基础。容器的示例是泊坞窗(docker)容器。泊坞窗容器在

应用上运行，并包含一个独立的软件，其中包括运行所需的所有内容，例如操作系统，系统

工具，系统库，使得它始终以相同的方式运行。Linux是Linus  Torvalds在美国和/或其他国

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0017] 众所周知，云与国家数据保护法的法律合规性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云存储

或基于云的应用的分布式性质具有作为本质的通过网络灵活的数据分发而没有地理限制。

另一方面，国家数据保护法的定义是地域性的。在欧洲，“第29条工作组”的任务是专门研究

云存储如何符合欧盟数据保护指令(95/46/EC)和欧盟电子隐私指令(2002/58/EC)并发布

它在2012年的意见。在德国，对未能保护个人数据(“德国刑法典”第203条)的强制性刑事制

裁需要加以考虑。云提供商和云用户(例如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法律合规性和法律风险管理

可能需要确保在基于云的基础架构上运行的特定数据和服务位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和/或

仅确定各方可以访问特定的数据和服务。

[0018] 以一个企业为例，该企业已经为其部分IT基础设施采用了基于容器的系统，并且

不仅使用一个，而且使用多个云服务提供商。这样的业务将具有分布在多个云提供商上的

容器或其他文件类型，每个容器分布在多个服务器上。可以理解，管理法律数据保护问题可

能很快变得非常复杂。

[0019] 图6示出了示例系统，其中三组容器与相应的云存储提供商相关联。假设单个企业

拥有这些容器组并且需要它们在系统边界28(例如地理边界)内操作。三组容器40_1、40_2

和40_3分别存储在具有各自虚拟服务器12_1、12_2和12_3的三个不同云存储提供商中，每

个提供商都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在多个物理服务器上存储其客户数据(未示出)。容器的所有

者如何控制云存储提供商存储组成这些容器的数据的方式和位置？

发明内容

[0020] 根据优选实施例，提供了基于云的服务的区块链实现，其被设计为处理法律合规

性问题，例如地理限制和权限管理。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网络，其托管适用于托管区块链的一

个或多个系统实例的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所述区块链具有在区块链中记录交易的公

共分类账，所述分布式网络包括一个这样的系统实例，其中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

器集合，其中所述容器可操作以在虚拟机上运行，并且每个包括可操作以在容器上运行区

块链的区块链子系统，其中定义所述区块链使得集合的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因为公共分

类帐记录所述集合的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以便所述集合的每个容器可以

参考公共分类帐，确定分布式网络中的另一个容器是否也属于所述集合，以为所述容器集

合创建系统边界，系统边界充当屏障以防止与不在所述集合中的其他容器的不期望的交

互。

[0022] 即时(instant)区块链系统可以提供在区块链内创建新容器的灵活性。即，在某些

实施例中，在每个系统实例中指定一个容器以具有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系统实例控制

器具有为集合创建新容器的唯一权利，系统实例控制器可操作以创建这样的新容器。因此，

新的容器创建被处理为区块链交易。系统实例控制器的作用优选地在不同的容器之间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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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轮换(rotate)。可以提供灵活性的另一个领域是处理容器上的软件更新。即，在某些实施

例中，每当容器接收软件更新时，更新容器的加密副本被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因此软件更

新被处理为区块链交易。通过这种方式，公共分类帐保存每个容器的最新版本的副本，以及

所有先前版本的副本，从而提供完全可审计的历史记录。

[0023] 在使用中，系统边界优选地如下监管。当集合的容器需要与另一个容器交互时，例

如，在容器上运行的代码包括对另一个容器的函数调用，容器在执行函数调用之前检查另

一个容器是否是同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所述集合的容器启动与另一个容器的通信以获得识

别信息。然后，它通过在公共分类帐中搜索包含另一个容器的加密副本的交易来检查另一

个容器是否在该集合中。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交易，则容器知道另一个容器不在该集合中，

所以知道不要与其他容器互动，例如，不执行函数调用。如果集合的容器确定另一个容器不

在集合中，它也可以在公共分类帐上记录事实，于是集合中的所有其他容器知道它们应该

从该记录中防火墙另一个容器，而不是通过重复在整个公共分类帐中搜索另一个容器副本

的过程。

[0024] 该即时系统优选地允许任何数量的系统实例共存于分布式网络以及不属于任何

系统实例且不是区块链的一部分的其他容器。应当理解，在所述即时系统中，属于一个系统

实例的容器不属于另一个系统实例。

[0025] 可以定义系统边界以便施加地理限制，使得在形成分布式网络的可配置计算资源

的共享池中容器可以驻留的位置存在物理限制。例如，所有容器可能仅限于特定的管辖区

或集团管辖区，例如欧洲联盟，德国，特拉华州，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其他地区。系统边

界也可以用一些其他限制来定义，例如用户类型。

[002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可操作以在虚拟机上运行的软件容器，所述

容器包括：存储器资源；处理资源；区块链子系统，可操作以使用处理资源在容器上运行区

块链，其中区块链具有公共分类账；以及存储在存储器资源中的公共分类帐的副本，其中定

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帐记录所述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和至少一个其他容器的每个的加

密副本，这些容器共同构成区块链的成员的容器集合。容器可能拥有为区块链创建新容器

的专有权。

[002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存储本文所述的软件容器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

[002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创建新容器的方法，该新容器在托管可配置

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中执行，其中存在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员是容

器，并且区块链具有记录区块链中的交易的公共分类账，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账

记录集合的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所述方法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指定所

述一个容器具有系统实例控制器的角色，其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具有为所述集合创建新容器

的唯一权利；

[0029] 由系统实例控制器创建新容器；

[0030] 加密新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新容器创建作为区块链交易被处理；以

及

[0031] 将加密副本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

[0032]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在容器上执行软件更新的方法，容器驻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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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中，其中存在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

员是容器，包括在其上将执行软件更新的容器，区块链具有在区块链中记录交易的公共分

类账，所述方法包括：

[0033] 在容器上执行软件更新；

[0034] 加密更新的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副本，使得软件更新作为区块链交易被处理；

以及

[0035] 在公共分类帐上记录加密副本。

[0036]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第一容器检查第二容器是否属于相同容

器集合的方法，所述方法在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络中执行，其中存在

区块链的系统实例，区块链的成员是所述集合的容器，其至少包括第一容器，并且区块链具

有记录区块链中的交易的公共分类账，其中定义区块链使得公共分类账记录所述集合的每

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加密副本，所述方法包括：

[0037] 在执行一系列软件命令的过程中，第一个容器到达一个命令以访问第二个容器；

[0038] 第一容器，建立与第二容器的网络连接，并获得关于第二容器的身份的信息；

[0039] 第一容器参考公共分类帐确定第二容器是否记录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中；

[0040] 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避免执行命令来访

问第二容器；以及

[0041] 提出这样的交易，推断第二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执行访问第二容器的命令。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第二容器不是区块链的成员，该方法还将此事实记录在公

共分类帐上，使得作为区块链交易，所述第二容器不是所述区块链的成员的确定被处理。

[004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可在分布式网络中操作的方法，该分布式网

络托管适用于托管区块链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的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所述区块链

具有记录在该区块中的交易的公共分类账。区块链，分布式网络包括：一个或多个系统实

例，其中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器集合，其中所述容器可操作以在虚拟机上运行，并

且每个容器包括可操作以在容器上运行区块链的区块链子系统，其中定义所述区块链使得

集合的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并且公共分类帐记录所述集合的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部分的

加密副本，所述方法包括：所述集合的每个容器在与另一个容器交互之前，参考公共分类帐

以确定分布式网络中的其他容器是否也属于所述集合，从而为容器的所述集合创建系统边

界，系统边界充当屏障以防止与不在所述集合中的其他容器的不期望的交互。

[0044] 因此，根据各种实施例，所述即时系统允许跨多个主机提供商的基于容器的系统

的集合的定义作为一个系统实例，具有的容器通过使用区块链将同一系统实例的所有容器

绑定(tie)在一起，安全且可审计，从而定义完全可控和可验证的系统边界。

附图说明

[0045] 在下文中，将仅通过示例参考附图中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

[0046] 图1是标准云存储架构的示意图。

[0047] 图2示出了示例对等网络，它将成为云计算环境的一部分。

[0048] 图3是区块链片段的示意图。

[0049] 图4是已知区块链云存储系统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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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5是示出图4的区块链云存储系统使用的分片处理的示意图。

[0051] 图6示出了一个示例系统，其中三组容器与相应的云存储提供商相关联，并且需要

被限制在系统边界内。

[0052] 图7示出了适合于托管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云计算环境。

[0053] 图8示出了由图7的云计算环境提供的功能抽象层的集合。

[0054] 图9A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云环境的系统图。

[0055] 图9B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来自图9A的系统的容器。

[0056] 图10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添加新容器的过程。

[0057] 图1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在现有容器上运行软件更新的过程。

[0058] 图1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容器检查另一个容器是否在其系统边界内的过

程。

[0059] 图13示出了通用计算机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在以下详细描述中，出于解释而非限制的目的，阐述了具体细节以便更好地理解

本公开。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本公开可以在脱离这些具体细节的其他

实施例中实施。

[0061] 图7示出了示例云计算环境50。如图所示，云计算环境50包括一个或多个云计算节

点10，云消费者使用本地计算装置，例如，举例来说，个人数字助理(PDA)或蜂窝电话54A、台

式计算机54B、膝上型计算机54C和/或汽车计算机系统54N可以与之通信。节点10可以彼此

通信。它们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网络中物理地或虚拟地分组(未示出)，例如如上所述的私有

云、社区云、公共云或混合云，或其组合。这允许云计算环境50提供基础设施、平台和/或软

件作为云消费者不需要维护本地计算装置上的资源的服务。应当理解，图1中示出的计算装

置54A-N的类型仅旨在说明，并且计算节点10和云计算环境50可以通过任何类型的网络和/

或网络可寻址连接(例如，使用Web浏览器)与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化装置通信。

[0062] 图8示出了由图7的云计算环境50提供的功能抽象层集合。应该预先理解，图8中所

示的组件、层和功能仅旨在说明，并且本发明的实施例不限于此。如图所示，提供了以下层

和相应的功能：

[0063] 硬件和软件层60包括硬件和软件组件。硬件组件的例子包括：主机61；基于RISC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服务器62；服务器63；刀片服务器64；存储装置65；网络和

网络组件66。软件组件的例子包括：网络应用服务器软件67以及数据库软件68。

[0064] 虚拟层70提供一个抽象层，该层可以提供下列虚拟实体的例子：虚拟服务器71、虚

拟存储72、虚拟网络73(包括虚拟私有网络)、虚拟应用和操作系统74，以及虚拟客户端75。

[0065] 在一个示例中，管理层80可以提供下述功能：资源供应功能81：提供用于在云计算

环境中执行任务的计算资源和其它资源的动态获取；计量和定价功能82：在云计算环境内

对资源的使用进行成本跟踪，并为此提供帐单和发票。在一个例子中，该资源可以包括应用

软件许可。安全功能：为云的消费者和任务提供身份认证，为数据和其它资源提供保护。用

户门户功能83：为消费者和系统管理员提供对云计算环境的访问。服务水平管理功能84：提

供云计算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以满足必需的服务水平。服务水平协议(SLA)计划和履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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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为根据SLA预测的对云计算资源未来需求提供预先安排和供应。

[0066] 工作负载层90提供可以利用云计算环境的功能的示例。可以从该层提供的工作负

载和功能的示例包括：映射和导航91；软件开发和生命周期管理92；虚拟教室教育交付93；

数据分析处理94；交易处理95；和移动桌面96。

[0067] 图9A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云环境的系统图。云环境存在于对等网络55内，如

同在背景技术部分中已经描述的标准云计算环境的一部分以及详细描述的上述部分。由管

理程序42运行的容器集合40的所有者定义了基于管理程序和容器集合的系统实例110。容

器40作为虚拟机在管理程序42上运行。管理程序42为多个容器提供对内核(未示出)的共享

访问，其中每个内核包括操作系统，允许运行与该内核关联的组的容器。系统实例110可以

被认为是被限制在系统边界28_1内的那些元素。可以围绕任意容器集合定义系统边界，以

为运行这些容器的任何一个提供特定的系统实例。系统边界可以是由该系统实例中的任何

容器必须遵守的规则集合概念性定义的，或者是物理的，例如地理边界，其中即使在物理边

界的情况下，这也将由规则集合定义。相同的所有者或另一所有者可以创建另一系统实例

120，如具有其自己的管理程序42和容器40的另一系统边界28_2所示。

[0068] 通过使公共分类帐记录哪些容器是允许相互共存和交互的容器集合的一部分来

使用区块链技术，我们将其称为位于系统边界内。系统边界或区域被创建为区块链中的系

统实例。每个容器都是区块链的成员。

[0069] 图9B示出了容器40。每个容器40保存其公共分类帐副本44的副本及其在容器上运

行的区块链软件的副本。我们将其称为区块链子系统46。容器的区块链子系统46负责在容

器上提供本地服务的集合以管理该容器的公共区块链分类帐的本地副本并执行其他区块

链特定的网络任务。每个容器运行区块链子系统46并维护区块链的公共分类账副本44，使

得作为同一区块链的成员的所有容器可以彼此交互。区块链子系统46具有识别网络上的其

他容器的能力，并且能够广播和接收与公共分类账44的维护有关的消息。每个区块链子系

统46作为在其容器40上运行的服务而存在，容器之间的通信用于进行区块链更新。区块链

形成网络，这是一个“紧急”网络，它是由于容器彼此之间对等通信而产生的。系统边界或区

域是使用分布式区块链分类账44定义的功能边界或区域，其可用于系统实例110(或120)内

的特定容器集合的所有容器40。该容器集合可以是在特定管辖区内使用的容器，即在某些

地理边界内，以符合数据保护法律；或提供仅应由特定用户或用户类型访问的数据或服务

的容器。

[0070] 在设想的区块链中，交易是容器的数据。区块链中的块存储容器的状态，最初是在

将其添加到系统实例时，也是在每次更新后。即，每次在容器上运行软件更新时，通过将表

示更新容器的状态的交易添加到公共分类帐来更新区块链。可以通过散列容器内的某些目

标目录(例如/etc，/bin或/sbin)来记录容器的当前状态。可以使用诸如md5deep(http://

md5deep.sourceforge.net/)之类的工具为这些目录创建哈希集合。

[0071] 系统边界内只考虑在区块链中记录有交易的容器，只有在区块链中记录有交易的

容器才允许向区块链中添加一个区块，其概念是容器是区块链成员。所有容器都可以检查

这一点，因为它们都可以访问公共分类帐。只有已经验证为在区块链中的容器才能将块添

加到区块链中。

[0072] 注意，其他与容器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存储在区块链中，例如容器的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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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器等)。

[0073] 每个系统实例内的至少一个容器被指定为系统实例控制器(SIC)。SIC是唯一有权

在系统实例中创建新容器的容器类型。创建新容器后，通过散列新容器的内容以及创建SIC

的散列来提供它是容器的创建者的记录，SIC将其初始状态作为交易添加到区块链中。

[0074] 可以由其他指定节点周期性地审核SICs。可以围绕系统实例内的多个容器轮换

SIC权限以分发服务。对SIC的任何更新或更改也可以记录为区块链中的交易。因此，可以将

创建日期戳和任何容器的起源追溯到创建它的SIC，因为创建SIC将在公共分类帐上记录的

该容器的第一个交易中被引用。

[0075] 例如，参考图9A，如果SIC  SIC1a是系统实例110的当前指定控制器，则它可能正在

创建一个新的“常规”容器C1c的过程中，用虚线表示。在某些时候，SIC1a可以决定轮换其控

制状态并将其传递给标记为SIC1b的容器。同样参考图9A，第二系统实例120还具有容器40，

容器40包括“常规”容器C2a和SIC、SIC2，以及它自己的管理程序42。在两个系统实例之间不

共享容器40，因为它们具有相应的区块链，使它们分开并且不相互作用。

[0076] 该方法可以传播多代，使得例如可以将容器追溯到其创建的SIC容器，该容器可能

是由另一个SIC容器等自己创建的容器。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无论多少代存在的谱系，都可

以通过公共分类账追溯到系统实例的原始创建。

[0077] 系统边界是有效的，因为当网络上的容器希望与另一个容器进行某种工作时，它

可以查询其自己的系统实例的公共分类帐，以确定另一个容器是否在其系统边界内。如果

另一个容器在公共分类帐上没有交易，则容器知道另一个容器不是其系统实例的一部分，

即不在其系统边界内，使得可以停止与该另一个容器的所有通信。区块链还可用作系统内

所有基于容器的活动的可审计和防篡改的分类帐。因此，属于特定系统实例的任何容器可

以参考该系统实例的公共分类帐来验证任何其他容器是否属于同一系统实例。

[0078] 本系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其能够独立于底层管理程序和/或容器主机系

统保护其自己的基于容器的系统，同时仍保持100％基于云。不依赖任何一个虚拟机管理程

序或托管服务提供商。企业不被绑定到一个特定的托管提供商，以确保其容器符合与存储

数据或向谁提供服务相关的特定合同或其他法律条件，无论是在云中还是作为传统的托管

服务器。相反，企业可以通过其完全控制的区块链自主地确保其容器的法律合规性，而无需

与其使用的托管服务提供商一起工作，并且不考虑数据如何存储在网络中的机制，无论是

云型网络还是传统网络。区块链存储的分布式特性还意味着获得了通常的区块链安全优

势，即不依赖于单个中心数据库服务器，这是单点漏洞。公共分类账的性质也意味着区块链

的整个历史都具有完全可追溯性，这是考虑到检查法律合规性是否得到遵守的可审计性的

进一步优势。区块链公共分类账的防篡改性质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性。

[0079] 容器的性质意味着根据定义，每个容器是一个独立的包含了运行所需的所有内容

的软件。通过将容器封装在区块链的块中，只通过查看相关块的内容，就可以随时检查任何

容器的内容是可能的。

[0080] 利用本方法，网络可以保持打开，因为允许网络上的所有容器之间的通信。但是，

对于网络上的那些容器，它们是所描述的相同区块链系统实例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可靠地

识别属于其系统实例的所有其他容器，并限制或阻止与“外来”容器的任何交互，而不仅仅

是识别朋友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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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将容器集合与特定地理限制绑定的能力对于应用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地理

限制是许多政府活动的基本要求，即政府及其法律通常仅应用于管辖区本身，法律或公共

政策可以禁止将数据存储在管辖区之外。地理限制也是受到严格监管的服务的要求，例如

通过银行运营的立法进行银行业务。例如，如果容器用于管理真实(即非数字)货币，则可能

需要地理限制。

[0082] 区块链数据的分布式特性意味着即使大部分基于容器的系统受到损害和/或关

闭，相同系统实例内的所有容器的整个历史和身份也可从任何一个容器获得。这降低了与

业务连续性相关的风险。

[0083] 以这种方式，区块链技术用于定义独立的基于容器的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基于

跨网络的多个节点可用的公共分类账真正分布，具有审计网络上的容器活动的能力。

[0084] 图10示出了添加新容器的过程。

[0085] 在步骤1中，当前指定的系统实例控制器接收添加新容器的请求，该容器通常来自

负载平衡器服务器，其是具有监视网络资源和在网络负载足够忙时请求额外资源(在本例

中是容器)的角色的服务器，以保证执行此操作。但原则上，云环境中的任何网络节点都可

以充当请求源。

[0086] 在步骤2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创建新容器。

[0087] 在步骤3中，系统实例控制器在其初始状态下获取新容器的内容的指纹

(fingerprint)，即散列，并且还散列其自身数据的某些方面以提供它是创建者的永久记

录。

[0088] 步骤4，系统实例控制器联系区块链子系统，并为该新容器添加新的交易集合。

[0089] 在步骤5中，与新容器相关联的区块链的新块被广播到网络的其他节点，并且因此

由区块链的所有成员接收，其通常将代表网络节点的子集。

[0090] 图11示出了用于在现有容器上运行软件更新的过程。

[0091] 在步骤1中，容器操作系统接收系统更新，并且在执行更新之后散列其更新的内

容，至少对于已经受更新影响的任何目录。

[0092] 在步骤2中，容器操作系统经由区块链子系统联系区块链，并向区块链中添加反映

更新的新交易集合，即公共分类账。

[0093] 图12示出了容器检查另一个容器是否在其系统实例内，即在其系统边界内的过

程。

[0094] 在步骤1中，第二容器操作系统正在处理数据并且需要从第一容器操作系统访问

资源。

[0095] 在步骤2中，第二容器意识到需要验证第一容器是否在系统边界内。

[0096] 在步骤3中，第二容器向区块链子系统查询属于第一容器的交易。公共分类帐不包

含与第一个容器相关的任何交易，第二容器从中推断出第一个容器位于系统边界之外。

[0097] 在步骤4中，第二容器向网络广播第一容器不在系统边界中，使得属于第二容器的

系统实例的所有其他网络节点防火墙第一容器。

[0098] 图13示出了计算机系统501和计算机程序507的结构，其可用于实现如上所述的网

络节点，例如客户端或服务器。计算机系统501包括处理器503，以提供通过一个或多个I/O

接口509耦合到一个或多个硬件数据存储装置511和一个或多个I/O装置513的处理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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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管理图形对象请求，以及显示器515，可以在其上显示图形对象。处理器503还可以连

接到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505。提供存储器资源的至少一个存储器装置505包含存储的计

算机程序507，其是包括计算机可执行指令的计算机程序。数据存储装置511可以存储计算

机程序507。存储在存储装置511中的计算机程序507被配置为由处理器503经由存储器装置

505执行。处理器503执行存储的计算机程序507。

[0099]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清楚，优选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逻辑处理步骤可以替代地

体现在逻辑装置或多个逻辑装置中，包括被布置为执行该方法的逻辑处理步骤的逻辑元件

以及这些逻辑元件可包括硬件组件，固件组件或其组合。

[0100] 本领域技术人员同样清楚的是，优选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逻辑组件可以替代地体

现在包括逻辑元件的逻辑装置中，以执行该方法的步骤，并且这些逻辑元件可以包括诸如

逻辑门之类的组件，例如，可编程逻辑阵列中或专用集成电路中。这种逻辑布置还可以体现

为使用例如虚拟硬件描述符语言在这种阵列或电路中临时或永久地建立逻辑结构的使能

元件，其可以使用固定或可传输的载体媒体来存储和传输。

[0101] 在另一替换实施例中，本公开可以以部署服务的计算机实现的方法的形式实现，

该方法包括部署计算机程序的步骤，该计算机程序可操作，当被部署到计算机基础设施中

并在其上执行时，使计算机系统执行该方法的所有步骤。

[0102] 应当理解，优选实施例的方法和组件可以替代地完全或部分地体现在包括两个或

更多个处理器的并行计算系统中，用于执行并行软件。

[0103] 本公开的另一实施例是根据系统和方法定义的计算机程序产品。该计算机程序产

品可以包括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具有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用于使处理器执行本公

开的各方面。

[0104]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有形装置，其可以保留和存储指令以供指令执行装置

使用。

[0105] 本公开可以是系统，方法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该计算机程序产品可以包括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或介质)，其上具有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用于使处理器执行本公开的各

方面。

[0106]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可以保持和存储由指令执行装置使用的指令的有形

装置。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可以是――但不限于――电存储装置、磁存储装置、光存储

装置、电磁存储装置、半导体存储装置或者上述的任意合适的组合。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

更具体的例子(非穷举的列表)包括：便携式计算机盘、硬盘、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

储器(ROM)、可擦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或闪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便携式

压缩盘只读存储器(CD-ROM)、数字多功能盘(DVD)、记忆棒、软盘、机械编码装置、例如其上

存储有指令的打孔卡或凹槽内凸起结构、以及上述的任意合适的组合。这里所使用的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不被解释为瞬时信号本身，诸如无线电波或者其他自由传播的电磁波、通

过波导或其他传输媒介传播的电磁波(例如，通过光纤电缆的光脉冲)、或者通过电线传输

的电信号。

[0107] 这里所描述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下载到各个计算/

处理装置，或者通过网络、例如因特网、局域网、广域网和/或无线网下载到外部计算机或外

部存储装置。网络可以包括铜传输电缆、光纤传输、无线传输、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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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或边缘服务器。每个计算/处理装置中的网络适配卡或者网络接口从网络接收计

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并转发该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以供存储在各个计算/处理装置中的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

[0108] 用于执行本公开的操作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是汇编指令、指令集架构

(ISA)指令、机器指令、机器相关指令、微代码、固件指令、状态设置数据或以一种或多种编

程语言的任意组合编写的源代码或目标代码，包括诸如Smalltalk、C++等的面向对象的编

程语言，以及诸如“C”编程语言或类似编程语言的传统过程编程语言。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

可以完全在用户的计算机上，部分在用户的计算机上，作为独立的软件包，部分地在用户的

计算机上，部分地在远程计算机上或完全在远程计算机或服务器上执行。在后一种情况下，

远程计算机可以通过任何类型的网络连接到用户的计算机，或者可以连接到外部计算机

(例如，通过因特网使用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例如可编程逻辑电路、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可编程逻辑阵列(PLA)的电子电路可以通过利用计算机可读程

序指令的状态信息以个性化电子电路来执行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以执行本公开的各方面。

[0109] 这里参考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方法、装置(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图和/

或框图来描述本公开的各方面。将理解，流程图图示和/或框图的每个框以及流程图图示

和/或框图中的框的组合可以由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实现。

[0110] 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提供给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或其它可编程数据

处理装置的处理器，从而生产出一种机器，使得这些指令在通过计算机或其它可编程数据

处理装置的处理器执行时，产生了实现流程图和/或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框中规定的功

能/动作的装置。也可以把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这些指

令使得计算机、可编程数据处理装置和/或其他装置以特定方式工作，从而，存储有指令的

计算机可读介质则包括一个制造品，其包括实现流程图和/或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框中

规定的功能/动作的各个方面的指令。

[0111] 也可以把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加载到计算机、其它可编程数据处理装置、或其它

装置上，使得在计算机、其它可编程数据处理装置或其它装置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

生计算机实现的过程，从而使得在计算机、其它可编程数据处理装置、或其它装置上执行的

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框中规定的功能/动作。

[0112] 在以上详细描述中，我们已经描述了在托管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分布式网

络中，如何可以提供区块链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实例。每个系统实例包括虚拟机和容器集合。

容器是区块链的成员，因为区块链的公共分类帐记录了每个容器的至少所选目录的加密副

本。因此集合中的每个容器可以验证任何其他容器是否也是参考公共分类帐的同一集合的

一部分，因为记录在公共分类帐上的交易是集合容器的加密副本。因此区块链的使用允许

通过区块链的初始规范在容器集合周围定义系统边界。这很有用，因为可以定义系统边界

以确保容器集合符合法律要求，例如地理限制或权限管理。

[0113]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清楚，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前述示例性实

施例进行许多改进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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