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11113.5

(22)申请日 2019.08.02

(71)申请人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0192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A区3号楼

    申请人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高建　白晖峰　霍超　候莹莹　

尹志斌　张港红　苑佳楠　李新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79

代理人 周际　王芳

(51)Int.Cl.

G06F 9/455(2006.01)

G06F 9/48(2006.01)

G06F 9/50(2006.01)

 

(54)发明名称

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

包括：在容器的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各个

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根据容器的

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

前状态进行调整；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

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

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本发明提供的

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实时根据Docker容器的

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具有实时性、能

有效应对容器快速部署，实现容器技术和动态需

求无缝适配，提高容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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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容器的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各个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所述资源消

耗和运行状态包括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容器占用的传输速率；

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

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

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定阈值包括阈值上线Ymax；所述根

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包括：

在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

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扩

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定阈值包括阈值下线Ymin；所述在

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之后，还包括：

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低于阈值下线Ymin，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收

缩。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的资源

消耗综合指数V包括：

在预设时间间隔，根据第一公式计算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所述第一公式包括：

其中， VCPUi＝[0,100]，VCPUi表示在预设时

间间隔内，容器i的CPU时间与系统态CPU时间占总CPU时间的百分比；VMEMi＝[0,100]，VMEMi表

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所占的常驻内存的大小占系统总的物理内存的百分比；VNETi

＝[0,100]，VNETi表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传输比特速率占系统速率的百分比，ω1为

CPU权重，ω2为内存权重，ω3传输比特速率权重， 为CPU权重、内存权重以及传输比特速

率权重的平均值。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包括V1，V2…

Vn，其中，V1为在第一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2为在第二次预设时间

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为在第n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

所述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

的扩容包括：

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1超过阈值上线Ymax时，建立一个N元素的数组A；

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2再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时，将V2加入数组A；

重复对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进行判定，直至完成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的判定；

若所述数组A已满，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扩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复对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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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定，直至完成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的判定之后，还包括：

若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1，V2…Vn中有一个小于Ymax，则将数组A清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

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之后，还包括：

若判断结果为扩容次数超过预设次数且容器阈值上线Ymax大于预设百分比，则计算待

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值；

根据评估结果，筛选出最佳的宿主终端；

根据待调度的容器镜像参数对宿主终端进行配置，将待迁移的容器中的工作目录、环

境变量和参数迁移至宿主终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

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值包括：

根据公式二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值，所述公

式二包括：

其中，DC，DM，DN为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CapC，CapM，CapN为备选宿主机的剩余资源量，

int( )为取整函数。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

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包括：

当需要扩容时，调高所述阈值上线Ymax，并提高与所述阈值上线对应的CPU利用率、内存

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协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

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包括：

当需要收缩时，调低所述阈值下线Ymin，并降低与所述阈值下线对应的CPU利用率、内存

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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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容器技术，特别是关于一种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Docker容器是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依赖

包到一个可移植的容器中，然后发布到任何流行的Linux机器上，也可以实现虚拟化。目的

是为了减少Hypervisor技术为代表的虚拟化技术所带来的性能开销，可以在更细的粒度上

利用机器资源。

[0003] 目前，一个终端设备中可以运行多个Docker容器，各容器可以共用终端设备中的

资源(例如CPU资源、内存资源)。在现有技术中，为了使得容器中的各个应用程序可以正常

运行，在创建Docker容器时，根据容器中的应用程序对资源的平均需求，为容器分配固定的

资源，且在使用过程中，容器中的应用程序根据分配的资源进行运行。

[0004] 随着嵌入式设备硬件能力的发展，智能终端设备具备了向云端提供服务及与云端

协同的能力，尽管终端设备硬件得到了提高，大多数的嵌入式设备依然在存储、CPU和网络

等资源方面十分受限，如何实现容器的协调管理从而缓解嵌入式虚拟化给系统带来的性能

下降、资源利用率低、额外开销大等问题，是本专利研究解决的问题，从而减轻系统负载，提

高资源利用率。

[0005] 现有调度算法都是在Docker容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对其进行调度，但是在实际生

产环境中，经常会出现己经运行的容器被重新启动或者冗余的情况，缺乏动态的调度管理

方法。另外应用的数量和类型均日益增加，应用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应用对资源的需求也

逐渐增大，Docker容器的资源无法满足应用程序的需求，使得容器中的应用程序无法正常

运行，导致容器的可靠性较低。

[0006]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应

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其能够提高容器的可靠性。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包括：在容器的运行

过程中，实时监控各个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所述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包括

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容器占用的传输速率；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

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

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0009]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设定阈值包括阈值上线Ymax；所述根据容器的资源消

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包括：在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

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则判定需要

进行对应服务的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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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设定阈值包括阈值下线Ymin；所述在预设时间间隔，

计算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之后，还包括：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低于阈

值下线Ymin，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收缩。

[0011]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在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包

括：在预设时间间隔，根据第一公式计算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所述第一公式包括：

[0012]

[0013] 其中， VCPUi＝[0,100]，VCPUi表示在

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的CPU时间与系统态CPU时间占总CPU时间的百分比；VMEMi＝[0 ,

100]，VMEMi表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所占的常驻内存的大小占系统总的物理内存的百

分比；VNETi＝[0,100]，VNETi表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传输比特速率占系统速率的百

分比，ω1为CPU权重，ω2为内存权重，ω3传输比特速率权重， 为CPU权重、内存权重以及传

输比特速率权重的平均值。

[0014]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包括V1，V2…Vn，其中，V1为在第

一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2为在第二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

消耗综合指数，Vn为在第n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所述当容器的资源

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扩容包括：当容器的

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1超过阈值上线Ymax时，建立一个N元素的数组A；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

指数V2再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时，将V2加入数组A；重复对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进行判

定，直至完成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的判定；若所述数组A已满，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

扩容。

[0015]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重复对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进行判定，直至完

成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的判定之后，还包括：若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1，V2…Vn中有一个小于

Ymax，则将数组A清零。

[0016]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

器的当前状态进行调整之后，还包括：若判断结果为扩容次数超过预设次数且容器阈值上

线Ymax大于预设百分比，则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

值；根据评估结果，筛选出最佳的宿主终端；根据待调度的容器镜像参数对宿主终端进行配

置，将待迁移的容器中的工作目录、环境变量和参数迁移至宿主终端。

[0017]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

总量评估分值包括：根据公式二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

估分值，所述公式二包括：

[0018]

[0019] 其中，DC，DM，DN为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CapC，CapM，CapN为备选宿主机的剩余资

源量，int( )为取整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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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

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包括：当需要扩容时，调高所述阈值上

线Ymax，并提高与所述阈值上线对应的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

[0021]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

调整后的设定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包括：当需要收缩时，调低所述阈值下

线Ymin，并降低与所述阈值下线对应的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根据本发明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实时根据Docker容器的

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具有实时性、能有效应对容器快速部署，实现容器技术和动

态需求无缝适配，提高容器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Docker容器的动态迁移框图。

[0025] 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Docker容器管理协调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7] 除非另有其它明确表示，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术语“包括”或其变

换如“包含”或“包括有”等等将被理解为包括所陈述的元件或组成部分，而并未排除其它元

件或其它组成部分。

[0028] 如图1至所示，其为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的流程图，

包括步骤S1-S3。

[0029] 在步骤S1中，在容器的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各个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

状态。其中，所述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包括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容器占用的传输速率。

具体的，还可以包括可用内存大小、任务中应用程序的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容器占用的传

输速率可以通过容器占用的网络带宽计算获得。

[0030] 在步骤S2中，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进

行调整。

[0031] 其中，步骤S2可以包括步骤S21-步骤S23。

[0032] 在步骤S21中，在预设时间间隔，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计算容器的

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

[0033] 所述在预设时间间隔，计算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包括：

[0034] 在预设时间间隔，根据第一公式计算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所述第一公式包

括：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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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其中， VCPUi＝[0,100]，VCPUi表示在

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的CPU时间与系统态CPU时间占总CPU时间的百分比；VMEMi＝[0 ,

100]，VMEMi表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所占的常驻内存的大小占系统总的物理内存的百

分比；VNETi＝[0,100]，VNETi表示在预设时间间隔内，容器i传输比特速率占系统速率的百

分比，ω1为CPU权重，ω2为内存权重，ω3传输比特速率权重， 为CPU权重、内存权重以及传

输比特速率权重的平均值。

[0037] 所述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包括V1，V2…Vn，其中，V1为在第一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

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2为在第二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n为在

第n次预设时间间隔后计算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

[0038] 在步骤S22中，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超过阈值上线Ymax，则判定需要

进行对应服务的扩容。

[0039] 具体包括：设定阈值包括阀值上限Ymax和阀值下限Ymin，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

数V1超过阈值上线Ymax时，建立一个N元素的数组A；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2再次超过

阈值上线Ymax时，将V2加入数组A；重复对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进行判定，直至完成资源

消耗综合指数Vn的判定；若资源消耗综合指数V1，V2…Vn中有一个小于Ymax，则将数组A清

零。若所述数组A已满，则判定需要进行对应服务的扩容。

[0040] 在步骤S23中，当容器的资源消耗综合指数连续M次低于阈值下线Ymin，则判定需要

进行对应服务的收缩。

[0041] 在步骤S3中，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阈

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0042] 相应的，在步骤S22之后，步骤S3可以包括：当需要扩容时，调高所述阈值上线Ymax，

并提高与所述阈值上线对应的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在步骤S23之后，步

骤S3可以包括：当需要收缩时，调低所述阈值下线Ymin，并降低与所述阈值下线对应的CPU利

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

[0043]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阈值上限或下线，对应有分配给该容器对应该阈值的资源消

耗和运行状态，例如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可用内存大小。当调高所述阈值上线Ymax，提

高与该阈值对应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的设定值，使容器具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

[0044] 本实施例提供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实时根据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

状态进行调整，具有实时性、能有效应对容器快速部署，实现容器技术和动态需求无缝适

配，提高容器的可靠性。

[0045] 如图2所示，其为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的容器的动态迁移框图，在一种实现方

式中，本实施例提供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还包括步骤S4-S6。

[0046] 在步骤S4中，若判断结果为扩容次数超过预设次数且容器阈值上线Ymax大于预设

百分比，则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值。其中，预设百

分比可以为90％。

[0047] 可以根据公式二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和备选终端容器的剩余总量评估分

值，所述公式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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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其中，DC，DM，DN为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CapC，CapM，CapN为备选宿主机的剩余资

源量，int( )为取整函数。

[0050] 具体的，每一台备选终端都具有控制系统和资源监控模块，备选终端通过资源监

控模块计算剩余资源量，例如监测主机的cpu使用率等。综合考虑时间序列分析相对简单且

无明显的学习过程，计算速度较快，适合容器集群的快速伸缩。根据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方法

计算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方法具体包括：

[0051] Dt+T＝at+btT

[0052] 其中，

[0053] Dt+T为第t+T次的预测值，T为未来预测的期数，at和bt分别为模型参数，St(1)为

第t次的一次指数平滑值,St(2)为第t次的二次指数平滑值，α为平滑系数。

[0054]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将Dt+T分别作为DC，DM，DN，对容器所需资源量DC，DM，DN进行预

测，at和bt为待调度容器所需资源量的模型参数，在计算DC，DM，DN时，模型参数at和bt不

同。

[0055] 在步骤S5中，根据评估结果，筛选出最佳的宿主终端；

[0056] 在步骤S6中，根据待调度的容器镜像参数对宿主终端进行配置，将待迁移的容器

中的工作目录、环境变量和参数迁移至宿主终端。

[0057] 由此，间接实现容器的扩容，实现容器动态迁移，达到资源的共享。有效挖掘系统

内闲置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既能满足多任务要求，又能在嵌入式硬件平

台中的资源有限情况下最大程度发挥系统性能，节省资源极大的减轻系统负载，提高资源

利用率。

[0058] 如图3所示，其为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的Docker容器管理协调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本实施例提供的装置用于实现上述实施例提供的Docker容器的协调方法。

[0059] 包括控制系统和容器集群，其中控制系统包括容器资源监控模块、协调决策模块

和资源调度模块。

[0060] 资源监控模块负责统计物理主机和容器的资源使用情况并报告给协调决策模块，

具体的，在容器的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各个Docker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所述资源

消耗和运行状态包括CPU利用率、内存占用以及容器占用的传输速率。

[0061] 协调决策模块根据容器的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对容器的当前状态

进行调整；具体包括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扩展或收缩。

[0062] 资源调度模块根据判断结果，对容器的设定阈值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设定

阈值，对资源消耗和运行状态进行调整。进一步地负责对底层的容器资源进行调度，负责容

器的创建和销毁工作，进一步的对进程资源进行回收，以释放占用的资源。

[0063] 容器集群分类结合容器的重要度属性，运行周期状态属性以及负载任务属性划分

为基础类容器，定时启动关闭类容器和实时调度类容器。既能满足多任务要求，又能在嵌入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0442428 A

8



式硬件平台中的资源有限情况下最大程度发挥系统性能，节省资源。

[0064]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申请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因此，本申请可采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申请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可用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形式。

[0065] 本申请是参照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

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

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0066]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

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

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

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0067]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

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

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0068]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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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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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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