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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

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在容器云应用部署时不需要

单独外部配置和的负载均衡容器实例或虚拟机

节点，并自动根据需要来启用宿主机节点运行的

代理实例容器来提供容器云应用负载均衡服务，

简化云应用部署步骤，提升部署效率，节约运维

人员在生产环境中部署容器云应用的工作量。同

时，结合采集到的资源占用情况，可根据不同时

段的访问请求负载情况自动添加、减少运行的云

应用容器数量，节约资源使用，减少云应用容器

死机概率，提高云应用容器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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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注册宿主机信息，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注册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过在

宿主机节点运行注册指令，保持宿主机节点和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信息通讯，并在宿主

机节点运行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指令，具体包括创建云应用容器、采集宿主机资源占用

情况、宿主机健康检查和负载均衡服务；

(2)创建容器，输入云应用容器运行环境的镜像名称及版本信息，根据需要设置云应用

容器运行参数信息；

(3)根据设置信息，在宿主机上运行云应用容器，自动分配每个云应用容器的内部IP地

址信息；

(4)调用运行环境的内置负载均衡配置模板信息，根据实际的配置要求，修改云应用容

器的IP地址和端口信息，生成服务对应需要的具体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

(5)在宿主机上运行负载均衡服务容器，加载生成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

(6)访问云应用，负载均衡服务容器根据服务请求，将其分发到对应的云应用容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1)中，具体步骤包括：注册宿主机信息，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注册管理的

宿主机节点，通过在宿主机节点运行注册指令，在每个宿主机节点上创建容器云应用服务

平台网络代理容器，通过网络代理容器，来保持宿主机节点和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信息

通讯，接收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指令，并在宿主机上运行相应的指令。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2)中，云应用容器运行参数信息具体包括端口信息、访问协议、运行实例数量、内外端

口映射信息、宿主机CPU、内存资源使用信息和环境变量信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3)中，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在所在环境的容器宿主机上生成运行相应的应用容器对

应的创建命令信息，运行命令并启动应用容器，平台通过内置的网络模块，自动分配每个容

器的内部IP地址信息，保证容器之间网络及数据的互联互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3)中，根据注册和配置信息，在所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过代理容器实例上创建并启动

对应数量的云应用容器实例，并根据平台内置网络IP规则自动分配每个云应用容器的内部

IP地址和端口信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4)中，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依据云应用创建时输入的协议类型、端口信息、访问上下

文信息及端口映射信息，在宿主机创建的云应用容器实例的内部IP地址和端口信息，生成

LB服务元数据信息，并将信息发送给宿主机节点上运行的代理实例容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4)中，宿主机节点的代理实例容器收到指令信息后，调用内置代码生成工具，根据内

置的负载均衡算法规则信息和接收到的LB服务元数据信息，通过内置的文件生成工具，创

建出云应用服务对应需要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5)中，在宿主机上通讯代理实例容器，启动内置基于负载均衡软件的负载均衡服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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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加载生成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在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务。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步骤(6)中，用户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访问云应用服务外部服务地址，宿主机节点接收到请

求后，由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务，根据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中的服务分发规则将

请求分发到宿主机节点上运行的云应用容器内部IP和端口，云应用容器接收到请求信息，

处理对应的请求，并将处理结果通过负载均衡服务容器返回给用户的浏览器或客户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979009 B

3



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果使用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Docker)来运行云应用，通常就使用Nginx、

HAproxy等Http  server做云应用集群的负载均衡。通常是配置完Web应用容器后，再手工配

置Nginx容器，来指向配置的云应用，如：

[0003] Docker容器会随机分配IP和端口号，默认情况下，IP和端口号是专用于容器的，不

能被外部访问所以从客户端寻找它们会变得异常复杂，当部署一个云应用服务容器，每次

重启或增加新的云应用容器实例个数后，云应用容器地址都会发生改变，这时就存在正确

的访问服务问题。

[0004] 目前的处理方法是将云应用容器IP地址绑定到容器所在的宿主机上，绑定云应用

容器到宿主机端口存在一个问题，不支持在同一台主机运行多个容器。例如，在同一个时间

内只能有一个容器可以绑定到80端口。同时这种方案在扩展方面存在缺陷，在云应用新容

器实例开始运行之前，原来的云应用容器实例必须停止。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

法，本方法云应用服务平台根据云应用容器的配置信息自动生成负载均衡配置信息，并运

行自动运行负载均衡服务，完成容器云应用的自动负载均衡。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注册宿主机信息，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注册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

过在宿主机节点运行注册指令，保持宿主机节点和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信息通讯；

[0009] (2)创建容器，输入云应用容器运行环境的镜像名称及版本信息，根据需要设置云

应用容器运行参数信息；

[0010] (3)根据设置信息，在宿主机上运行云应用容器，自动分配每个云应用容器的内部

IP地址信息；

[0011] (4)调用运行环境的内置负载均衡配置模板信息，根据实际的配置要求，修改云应

用容器的IP地址和端口信息，生成服务对应需要的具体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

[0012] (5)在宿主机上运行负载均衡服务容器，加载生成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

[0013] (6)访问云应用，负载均衡服务容器根据服务请求，将其分发到对应的云应用容

器。

[0014] 所述步骤(1)中，具体步骤包括：注册宿主机信息，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

件注册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过在宿主机节点运行注册指令，在每个宿主机节点上创建容

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网络代理容器，通过网络代理容器，来保持宿主机节点和容器云应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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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的信息通讯，接收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指令，并在宿主机上运行相应的指令。

[0015] 所述步骤(1)中，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的指令包括创建云应用容器、采集宿主机资

源占用情况、宿主机健康检查和负载均衡服务。

[0016] 所述步骤(2)中，云应用容器运行参数信息具体包括端口信息、访问协议、运行实

例数量、内外端口映射信息、宿主机CPU、内存资源使用信息和环境变量信息。

[0017] 所述步骤(2)中，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在所在环境的容器宿主机上生成运行相应

的应用容器对应的创建命令信息，运行命令并启动应用容器，平台通过内置的网络模块，自

动分配每个容器的内部IP地址信息，保证容器之间网络及数据的互联互通。

[0018] 所述步骤(3)中，根据步骤(1)中的注册和配置信息，在所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过

代理容器实例上创建并启动对应数量的云应用容器实例，并根据平台内置网络IP规则自动

分配每个云应用容器的内部IP地址和端口信息。

[0019] 所述步骤(4)中，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依据云应用创建时输入的协议类型、端口信

息、访问上下文信息及端口映射信息，在宿主机创建的云应用容器实例的内部IP地址和端

口信息，生成LB服务元数据信息，并将信息发送给宿主机节点上运行的代理实例容器。

[0020] 所述步骤(4)中，宿主机节点的代理实例容器收到指令信息后，调用内置代码生成

工具，根据内置的负载均衡算法规则信息和接收到的LB服务元数据信息，通过内置的文件

生成工具，创建出云应用服务对应需要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

[0021] 所述步骤(5)中，在宿主机上通讯代理实例容器，启动内置基于负载均衡软件的内

置负载模块，加载生成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在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务。

[0022] 所述步骤(6)中，用户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访问云应用服务外部服务地址，宿主机

节点接收到请求后，由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务，根据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中的服

务分发规则将请求分发到宿主机节点上运行的云应用容器内部IP和端口，云应用容器接收

到请求信息，处理对应的请求，并将处理结果通过负载均衡服务模块返回给用户的浏览器

或客户端。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本发明在容器云应用部署时不需要单独外部配置和的负载均衡容器实例或虚

拟机节点，并自动根据需要来启用宿主机节点运行的代理实例容器来提供容器云应用负载

均衡服务，简化云应用部署步骤，提升部署效率，节约运维人员在生产环境中部署容器云应

用的工作量；

[0025] (2)节约开发人员分析生产环境云应用异常的工作量；

[0026] (3)本发明结合采集到的资源占用情况，可根据不同时段的访问请求负载情况自

动添加、减少运行的云应用容器数量，节约资源使用，减少云应用容器死机概率，提高云应

用容器可用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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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一种针对云应用容器的增加负载自动均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注册宿主机信息，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注册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

过在宿主机节点运行注册指令，在每个宿主机节点上创建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网络代理容

器，通过网络代理容器，来保持宿主机节点和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的信息通讯，接

受平台的相关指令，并在宿主机上运行多种指令(如创建云应用容器、采集宿主机资源占用

情况，宿主机健康检查、负载均衡服务)。

[0031] (2)创建容器，在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输入云应用容器运行环境的镜像

名称及版本信息，设置云应用容器运行启动参数信息，包括端口信息，访问协议(HTTP，

TCP)，运行实例数量、内外端口映射信息、宿主机CPU、内存资源使用信息，环境变量信息等；

[0032] (3)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根据(1)中的配置信息，通过平台内置的调度

管理服务模块，在所管理的宿主机节点通过代理容器实例上创建并启动对应数量的云应用

容器实例，并根据平台内置网络IP规则自动分配每个云应用容器的内部IP地址和端口信

息；

[0033] (4)容器云应用服务平台管理软件依据云应用创建时输入的协议类型(支持HTTP、

TCP两种类型)、端口信息、访问上下文信息及端口映射信息，在宿主机创建的云应用容器实

例的内部IP地址和端口信息，生成LB服务元数据信息，并将信息发送给宿主机节点上运行

的代理实例容器，宿主机节点的代理实例容器，收到指令信息后，调用内置代码生成工具，

根据内置的负载均衡算法规则信息和接收到的LB元数据信息，通过内置的文件生成工具，

创建出云应用服务对应需要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HAProxy.cfg；

[0034] (5)在宿主机上通讯代理实例容器，启动内置基于HAProxy软件的内置负载模块，

加载步骤(4)生成的负载均衡配置文件HAProxy .cfg，在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

务；

[0035] (6)用户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访问云应用服务外部服务地址，宿主机节点接收到

请求后，由宿主机节点运行负载均衡分发服务，根据HAProxy.cfg配置中的服务分发规则将

请求分发到宿主机节点上运行的云应用容器内部IP和端口，云应用容器接收到请求信息，

处理对应的请求，并将处理结果通过负载均衡服务模块返回给用户的浏览器或客户端。

[003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根据云应用容器的配置信息自动生成负载均衡配置

信息，并运行自动运行负载均衡服务，完成容器云应用的自动负载均衡,包括以下三方面：

[0037] 从容器管理平台获取容器云应用运行的端口配置信息等；

[0038] 自动生成云应用所需要服务负载配置文件信息；

[0039] 根据生成的配置文件信息，构建LB服务，并运行负载均衡服务。

[0040] 如图1所示，云资源池的JEE应用资源弹性调度方法流程图。

[0041] (1)用户通过容器管理平台输入容器(web应用)运行信息

[0042] 用户通过容器管理平台，创建容器，输入Web应用镜像名称及版本信息，根据业务

需要，对Web应用运行的端口，容器运行的节点数，端口映射信息，使用的通讯协议(HTTP、

TCP)等信息进行设置。

[0043] (2)容器管理平台根据前面的设置信息，在宿主机上运行web应用容器

[0044] 容器管理平台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在所在环境的容器宿主机上生成运行web应

用容器对应的创建命令信息，运行命令并启动Web应用容器，平台通过内置的网络模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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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配每个容器的内部IP地址信息等，保证容器之间网络及数据的互联互通。

[0045] (3)容器管理平台负载均衡配置模板和容器的内部I  P地址、端口生成对应需要的

实际负载均衡配置文件

[0046] 容器管理平台调用平台内置的HA  Proxy配置模板信息，根据实际的配置要求，修

改其中的IP地址和端口等信息，生成服务对应需要的具体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

[0047] (4)容器管理平台在宿主机运行LB服务容器，加载生成的LB配置信息

[0048] 容器平台在服务所在的宿主机运行平台内置的HA  proxy负载均衡器软件，加载平

台生成的具体HA  proxy负载均衡配置文件信息，提供负载均衡服务。

[0049] (5)用户访问Web应用，LB服务容器根据LB配置信息，将HTTP请求分发到对应的Web

应用容器(根据IP地址和端口)，由对应的容器来处理请求，并返回结果

[0050] 用户通过创建服务时输入的IP地址和的端口信息，访问容器中运行的Web应用，LB

服务容器根据LB配置信息，将HTTP请求分发到对应的Web应用容器(根据IP地址和端口)，由

对应的容器来处理请求，并返回处理结果给浏览器。

[0051]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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