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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

部署方法，步骤包括：1)获取用户已创建的虚拟

机数量VmNum，将其与阈值VmNumForCentralize

作比较，判断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蜜罐物理机上

还是普通物理机上；2)如果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

普 通 物 理 机 上 ，则 将 V m N u m 与 阈 值

VmNumForSpread作比较，判断虚拟机是集中创建

还是分散创建；3)获取该用户所创建虚拟机已占

据的 物理 机个数 H o s t N u m ，将其 与阈 值

HostNumForSpread作比较，获取所有物理机的评

分，选择评分最高的物理机作为本次创建虚拟机

的宿主机；4)获取该宿主机上已承载的用户数

U s e r N u m ，将其 与每个物理 机上的 阈 值

UserNumInOneHost比较，如果UserNum不大于

UserNumInOneHost，则在此宿主机上创建虚拟

机，否则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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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步骤包括：

1)获取用户已创建的虚拟机数量VmNum，将其与一个用户集中创建的虚拟机个数阈值

VmNumForCentralize作比较，如果VmNum大于VmNumForCentralize，则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

蜜罐物理机上，否则在普通物理机上，蜜罐物理机是指专门为同一个用户提供创建虚拟机

服务的物理机；

2)如果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普通物理机上，则将VmNum与一个用户分散创建的虚拟机

个数阈值VmNumForSpread作比较，判断虚拟机是集中创建还是分散创建；

3)获取该用户所创建虚拟机已占据的物理机个数HostNum，将其与一个用户分散创建

覆盖的物理机个数阈值HostNumForSpread作比较，如果HostNum不大于HostNumForSpread，

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如果HostNum大

于HostNumForSpread，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正向

的加权；经过上述加权后，根据每个物理机剩余的资源量对每个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获

取所有物理机的评分，选择评分最高的物理机作为本次创建虚拟机的宿主机；

4)获取该宿主机上已承载的用户数UserNum，将其与每个物理机上承载最多的用户数

阈值UserNumInOneHost比较，如果UserNum不大于UserNumInOneHost，则在此宿主机上创建

虚拟机，否则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VmNum、HostNum、UserNum和评分由负

责云平台虚拟机部署的调度器获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VmNum大于VmNumForSpread，则虚拟机

是集中创建，否则是分散创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蜜罐物理机由整个云平台中资源量足

够的多个物理机来承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蜜罐物理机的数量根据平台用户规模

决定，由云平台管理员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虚拟机是集中创建，则根据每个物理

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如果虚拟机是分散创建，则根据

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评分，对所有物理机按照评分从

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该排名选择创建虚拟机的宿主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是指，选择除原

宿主机以外的评分最高的物理机作为创建虚拟机的新的宿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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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云计算平台安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云计算是可以通过虚拟化技术，将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物理资源虚拟化，为用户

提供了弹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使得不同的用户可以共享地使用资源。虚拟机(Virtual 

Machine,VM)是云计算平台中最常见的资源，对于云服务提供商来说，虚拟机资源增加了整

个云平台资源的使用率，对于用户来说，虚拟机的资源可以更加灵活可扩展地使用。然而除

了这些优点，由于虚拟机资源的使用，产生了一种新的安全威胁——虚拟机同驻(Virtual 

Machine  Co-residency)。

[0003] 虚拟机同驻指的是不同的虚拟机运行在同一台物理机上，同驻的虚拟机共享该台

物理机的资源，如cpu、内存、磁盘等。虽然同驻的虚拟机在逻辑上是隔离的，但是实际上，恶

意用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突破隔离。如恶意用户可以通过侧信道(Side  Channel)来获

取同驻虚拟机的敏感信息，如获取工作负载和网络流量率或者密钥等。除了侧信道，同驻虚

拟机还可以通过隐蔽通道(Covert  Channel)来将机密信息传递出去,除此之外，同驻虚拟

机还可能产生拒绝服务攻击的威胁。

[0004] 为了减少同驻威胁的产生，可以从云平台的虚拟机部署策略入手，从根本上减少

同驻威胁的产生。

[0005] 当用户创建一个虚拟机时，云平台会为用户的虚拟机选择一个创建的位置，选择

创建位置的算法就是该云平台的虚拟机部署策略。目前的虚拟机部署策略大多关注平台资

源的利用率以及平台的电力使用情况，而忽视了云平台中用户的安全特性，虽然由于资源

共享特性的存在，虚拟机同驻威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对云平台的虚拟机部署策略的

完善，还是可以大大减少虚拟机同驻威胁在云平台上的出现。

[0006] 目前对虚拟机部署策略的安全问题，只有以下研究关注到：AzarY、Kamara  S、

Menache  I等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虚拟机分配策略，通过设置一个标签来标记物理机能否

创建新的虚拟机，只有存在标记的物理机可以创建用户新创建的物理机，当某一标记物理

机创建满虚拟机之后，才对其他物理机进行标记(见Co-location-resistant  clouds[C]//

Proceedings  of  the  6th  edition  oftheACMWorkshop  on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ACM,2014:9-20.)；Han  Y、Chan  J、Alpcan  T等研究人员也提出一种将物理机进

行划分的虚拟机分配策略来减少虚拟机的同驻，该研究将某一范围的物理机划给某一用户

来分配虚拟机(见Using  Virtual  Machine  Allocation  Policies  to  Defend  against 

Co-resident  Attacks  in  Cloud  Computing[J] .2015 .)；Varadarajan  V、Zhang  Y、

Ristenpart  T等研究人员则是通过指定冲突来减少虚拟机同驻的发生，发生冲突的物理机

不能创建某一用户的虚拟机，只有没有冲突的物理机才可以创建(见A  placement 

vulnerability  study  in  multi-tenant  public  clouds[C]//24th  USENIX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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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USENIX  Security  15) .2015:913-928.)。以上的研究不足之处是，需要引入新

的属性以进行决策，而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减少不同用

户之间同驻的发生概率，即增加某一恶意用户企图获取与目标虚拟机同驻的虚拟机的难

度。

[0008] 采用“先分散后集中，且越创建越集中”的虚拟机分配策略，该策略设定了四种阈

值，包括：一个用户分散创建的虚拟机个数阈值VmNumForSpread、一个用户集中创建的虚拟

机个数阈值VmNumForCentralize、一个用户分散创建虚拟机覆盖的物理机个数阈值

HostNumForSpread、一个物理机承载的用户个数阈值UserNumInOneHost等，本发明还使用

了蜜罐物理机来减少同驻概率，设计了虚拟机的部署算法以及蜜罐物理机的选择算法。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步骤包括：

[0011] 1)获取用户已创建的虚拟机数量VmNum，将其与一个用户集中创建的虚拟机个数

阈值VmNumForCentralize作比较，判断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蜜罐物理机上还是普通物理机

上；

[0012] 2)如果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普通物理机上，则将VmNum与一个用户分散创建的虚

拟机个数阈值VmNumForSpread作比较，判断虚拟机是集中创建还是分散创建；

[0013] 3)获取该用户所创建虚拟机已占据的物理机个数HostNum，将其与一个用户分散

创建覆盖的物理机个数阈值HostNumForSpread作比较，获取所有物理机的评分，选择评分

最高的物理机作为本次创建虚拟机的宿主机；

[0014] 4)获取该宿主机上已承载的用户数UserNum，将其与每个物理机上承载最多的用

户数阈值UserNumInOneHost比较，如果UserNum不大于UserNumInOneHost，则在此宿主机上

创建虚拟机，否则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

[0015] 进一步地，所述VmNum、HostNum、UserNum和评分由负责云平台虚拟机部署的调度

器获取。

[0016] 进一步地，如果VmNum大于VmNumForCentralize，则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蜜罐物理

机上，否则在普通物理机上。

[0017] 进一步地，如果VmNum大于VmNumForSpread，则虚拟机是集中创建，否则是分散创

建。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蜜罐物理机由整个云平台中资源量足够的多个物理机来承担。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蜜罐物理机的数量根据平台用户规模决定，由云平台管理员配置。

[0020] 进一步地，如果虚拟机是集中创建，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

数，对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如果虚拟机是分散创建，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

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

[0021] 进一步地，获取评分的方法是：

[0022] 如果HostNum不大于HostNumForSpread，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

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5938437 B

4



[0023] 如果HostNum大于HostNumForSpread，则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

个数，对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

[0024] 经过上述加权后，根据每个物理机剩余的资源量对每个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

获取评分。

[0025] 进一步地，根据所述评分，对所有物理机按照评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该排名

选择创建虚拟机的宿主机。

[0026] 进一步地，所述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是指，选择除原宿主机以外的评分最高的物

理机作为创建虚拟机的新的宿主机。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现有技术需要引入新的属性以进行决策，且会导致更多的

资源消耗，与之相比，本方法部署简单，不需添加额外的属性，只需要修改云平台相应的调

度部分即可，通过制定四个阈值，云平台管理员可根据自己对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权衡，来快

速调节部署策略，灵活性好，而且在提高虚拟机抗同驻能力的同时不会引入更多的资源消

耗。本方法是关注安全的虚拟机部署策略，防止恶意用户攻击普通用户，效果明显，可以减

少同驻情况的产生，能够有效提高云平台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流程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流程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以OpenStack为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作

详细说明如下。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云环境下抗同驻的虚拟机部署方法，如图1所示，其步骤为：

[0033] 1)云平台负责虚拟机部署的调度器收到用户的创建指令后，首先获取该用户已经

创建了的虚拟机数量VmNum。

[0034] 2)获得用户的VmNum之后，将VmNum与一个用户集中创建的虚拟机个数阈值

VmNumForCentralize比较，VmNumForCentralize用以判断所创建的虚拟机是在蜜罐物理机

上还是在普通物理机上。

[0035] ①如果VmNum大于VmNumForCentralize，则调度器为用户在云平台蜜罐中选择一

个物理机作为创建该虚拟机的宿主机，此时提出的云平台蜜罐指的是一些专用于某一用户

的物理机，蜜罐物理机只会为同一个用户提供创建虚拟机的服务，蜜罐物理机的角色可以

由整个平台中资源量足够的一定数量的物理机来承担，蜜罐物理机的数量根据平台用户规

模来决定，可以由云平台管理员来配置。

[0036] ②如果VmNum不大于VmNumForCentralize，则虚拟机部署算法继续下面的步骤。

[0037] 3)如果VmNum不大于VmNumForCentralize，则继续判断VmNum是否大于一个用户分

散创建的虚拟机个数阈值VmNumForSpread，VmNumForSpread用以判断虚拟机是集中创建还

是分散创建。

[0038] ①如果不大于VmNumForSpread，则说明此时该用户创建的虚拟机个数不多，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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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需要将其分散到不同的物理机上，以充分使用云平台资源，所以此时将根据每个物理

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

[0039]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以将每一个物理机的评分都减去该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

的虚拟机个数，即如果一个物理机已经创建过该用户的一个虚拟机，则该物理机的评分中

就减去1，这样该物理机最后被选为宿主机的几率就会下降。以上只是举例，实际要引入随

机因素，以防恶意用户发现规律，可以在0到该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之间随机

选取一个数，作为权值，用来正向或反向加权，之后的加权也同此方法。

[0040] ②如果大于VmNumForSpread，则说明此时需要将虚拟机集中创建到已创建过该用

户虚拟机的物理机上，所以此时将根据每个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

进行正向的加权。即如果一个物理机已经创建过该用户的一个虚拟机，则该物理机的评分

中就加上1。

[0041] 4)判断过与VmNumForSpread的关系之后，接着获取该用户所创建虚拟机已经占据

的物理机个数HostNum。

[0042] 5)获得用户的HostNum之后，将HostNum与一个用户分散创建覆盖的物理机个数阈

值HostNumForSpread比较，HostNumForSpread用以判断用户已覆盖的物理机是否达到平台

允许的上限。

[0043] ①如果HostNum不大于HostNumForSpread，则说明用户此时覆盖的物理机还未达

到一定程度，该用户创建的物理机还可以被分散到不同的物理机上，此时将根据每个物理

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反向的加权。

[0044] ②如果HostNum大于HostNumForSpread，则说明此时用户覆盖的物理机已经达到

平台设置的上限，该用户创建的虚拟机需要创建到已经覆盖的物理机上，此时将根据每个

物理机上创建该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对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

[0045] 6)经过了虚拟机个数以及物理机个数的加权后，调度器根据每个物理机剩余的资

源量对每个物理机进行正向的加权，剩余的资源量越多，该物理机的评分越高。

[0046] 7)根据加权后的评分，对所有物理机进行排序，选择排名第一的物理机作为本次

创建虚拟机的宿主机。

[0047] 8)获取选择的宿主机上已承载的用户数UserNum，并比较UserNum和每个物理机上

承载最多的用户数阈值UserNumInOneHost，UserNumInOneHost用以判断某一物理机的用户

数是否达到上限。

[0048] ①如果UserNum大于UserNumInOneHost，则说明该物理机已经无法创建新用户的

虚拟机，此时返回第七步，重新选择新的宿主机。

[0049] ②如果UserNum不大于UserNumInOneHost，则在此宿主机上创建虚拟机。

[0050] 针对上述方法现设定一具体应用场景以进行实施，如图2所示，通过以下步骤实

现：

[0051] 1)云管理员登录云平台后台配置环境，进行虚拟机调度策略的配置操作，配置本

发明的算法，将四个阈值VmNumForCentralize、VmNumForSpread、HostNumForSpread、

UserNumInOneHost的判断逻辑添加到适当的位置。

[0052] 2)在云平台上添加获取每一个用户已创建虚拟机个数的接口，每一个用户已覆盖

物理机个数的接口，以及获取每一个物理机上承载不同用户个数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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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3) 配置四个相关阈值：Vm N u m F o r C e n t r a l i z e、V m N u m F o r S p r e a d、

HostNumForSpread、UserNumInOneHost。

[0054] 4)观察安全效果，根据效果调整阈值，直到效果满意为止。

[0055] 基于上述应用场景，以OpenStack为例，如图3所示。OpenStack是一种云管理平台，

其虚拟机的部署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过滤(filtering)和称重(weighting)，先通过过

滤筛选一部分物理机，再通过称重对可用物理机进行排序。

[0056] 1)首先，登录云管理员账号，在nova-scheduler的关键代码文件中添加阈值

VmNumForCentralize的逻辑。nova-scheduler的关键代码文件路径为nova/scheduler/

host_manager.py,nova/scheduler/filter_scheduler.py。

[0057] 2)在nova/db/sqlalchemy/api.py中添加获取每一个物理机上已创建虚拟机个数

的接口，每一个物理机上已覆盖物理机个数的接口，以及获取每一个物理机上承载不同用

户个数的接口。

[0058] 3)在nova/scheduler/filters/目录下添加user_number_filter.py用以添加判

断一个物理机上用户个数的过滤器，用以增加阈值UserNumInOneHost的判断逻辑，在nova/

scheduler/weighters/目录下添加instance_num_weighter.py和host_num_weighter.py

用以增加阈值VmNumForSpread和HostNumForSpread的判断逻辑，用以判断一个用户的物理

机个数和一个用户的虚拟机个数，并对物理机进行加权称重。

[0059] 4)合适调整VmNumForCentralize、VmNumForSpread、HostNumForSpread、

UserNumInOneHost四个阈值，从而使虚拟机部署策略达到合理的安全性能。

[0060] 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中涉及的一些词汇，如VmNum、HostNum、UserNum、

VmNumForSpread、VmNumForCentralize、HostNumForSpread、UserNumInOneHost等，并不以

名称差异来作为区分这些词汇的方式，而以其在含义和功能上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的准则，

所属领域中一般技术人员应可理解。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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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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