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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际计算 (JointCloud computing) 是以多个云服务实体之间开放协作为基础, 通过多方云资
源深度融合, 方便开发者通过 “软件定义” 方式定制云服务、创造云价值的新一代云计算模式. 如何
实现云服务交易是云际计算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提出支持不同云交易参与者之间自主对等交易资
源和服务的支撑环境 —— 云际协作环境 (JointClou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JCCE), JCCE 包括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分布云监管以及基于区块链的分布记账系统, JCCE 中与信息交换尤其
是价值交换相关的支撑技术, 利于打破云际协作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为参与各方创造多赢机
会, 实现对云际计算商业模式创新的强有力支撑. 论文从云服务消费者、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代
理等视角出发, 分别提出了 JCCE 的消费服务模式、供给服务模式和磋商服务模式, 便于指导交易
各方高效、便捷获取 JCCE 价值交换支撑服务. 本文以云资源交易、数据交易和定制软件服务交易
等场景为对象, 阐述了 JCCE 中有关价值交换支撑服务的运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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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云计算概念被提出以前, 网格计算就被定义为能够让用户动态地按需获取计算能力的一种技术.
虽然二者在安全性、编程模型、计算模型、数据模型和应用模式等诸多方面均有差异 [1] , 但学术界和
工业界普遍认为, 云计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支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并举发展 [2] . 过去十年云计算的成
功发展, 是大、中、小型云计算企业合力吸引企业或个人用户放弃自建 IT 基础设施, 将部分负载向云
平台迁移的十年. 未来十年, 云平台承担的负载将大幅上升 [3] , 云服务进一步呈现爆发性、全域性和
多样性等特征. 云计算要继续保持良性发展, 需要有效解决面临的 3 个方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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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费比问题: 从云服务提供者自身角度看, 云资源边际成本问题越来越突出. 随着云服务规模

化, 特别是应对突发峰值业务需求的出现, 云服务消费者往往需要在业务高峰时段获得比平时高出几
倍, 甚至十几倍的资源, 这给云服务提供者的资源利用率带来了压力, 其保证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越
来越高.
(2) 平台锁定问题: 从云服务消费者角度看, 云计算平台锁定问题越来越尖锐. 云服务提供者通

常是从成本的角度承诺云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然而, 云服务的宕机和数据丢失事件让云服务消费
者对依托单一云服务提供者带来的平台锁定问题心存疑虑, 多云部署服务已成为云服务消费者的主流
选择.
(3) 服务模式问题: 从云生态的角度看, 合作共赢的服务模式问题越来越现实. 云服务提供者的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 这种竞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展开. 随着云服务触角的延伸, 仅依靠独家力量难
以在合理收益的前提下向地理分布的用户提供服务质量有保证的在线资源, 业界期待形成合作共赢的
云生态.
在互联网服务全球化背景下, 上述 3 类问题对大、中、小型云计算企业影响程度深浅不一. 对于
中、小型云计算企业而言, 其在云计算生态中处于劣势发展位置, 生存空间狭窄, 需要寻求破解发展困
境的新模式. 对于大型云计算企业而言, 虽然过去十年的残酷竞争, 使得云计算领域已然形成 3A 超强
(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和阿里 AliCloud) 格局 [3] , 但这些独自成长、单打独斗的一线顶级云提供商
面临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大, 例如效费比低, 难以凭一己之力满足其遍布全球的云用户资源需求等痛点.
反观云服务消费者, 一方面期望摆脱受限于云平台锁定的困境, 一方面迫切期待可按需、高效、低成
本获取遍布全球的云资源. 云计算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云应用需求的牵引下将走向何方? 受航空联盟全
球化发展路径的启发, 我们认为, 支持云服务提供者之间以自主对等方式实现全球协同的云际计算 [2] ,
将成为新一代云计算模式的必然选择. 云际计算围绕表示层面的云服务实体协作模型和实现层面的云
服务实体协作机制等两个科学问题, 重点研究一项关于软件定义的云际计算模型基础理论, 三项关于
云际互联、云际存储和跨云计算的关键支撑技术, 以及一项关于虚拟专云定制的综合技术 [2] . 同时从
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 围绕多云无缝融合、消除云平台锁定、提升效费比等方面构建云际计算度量指
标体系. 云际计算对于未来十年构建大、中、小云计算企业自主协作、协同发展, 实现惠及全球企业和
用户的跨云共享服务 [3] 具有重要战略支撑意义.
近年来, 学术界和工业界已经针对云际协作开展了大量研究. 2014 年国际上出现了名为 CrossCloud 的研讨会, 专门研究多云环境下资源的管理、服务协调与互操作等问题. 此外, 还出现了一系列

与云际协作相似理念的研究, 例如 InterCloud [4] 、SuperCloud 1) 、Multi-Cloud [5] 、FederatedCloud [6] 、
Cloud Service Broker [7, 8] 、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 Internetware [9] , 以及国防科技大学的虚拟计算环
境 iVCE [10] 等. 这些研究在云计算领域尚未进入主流,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紧密支撑大规模商
业需求的支撑技术, 特别是云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等之间进行自主对等协作的信息与价值交换支撑机
制.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的核心思想是允许软件以服务的方式提
供给用户, 同时提供了网络服务描述语言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 用来描述服务, 通
用描述、发现与集成服务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UDDI) 用来指导服务注册
和发现的规范,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 用来在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
之间传送消息等核心基础部件 [11] . 云际计算包括云际协作环境 (JointClou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JCCE) 与对等协作机制等核心机制 [2] . 在云际协作环境中我们将借鉴 SoA 的思想, 构建一套支撑云
1) SuperCloud: user-centric management of security and dependability in clouds of clouds, 2016. https://supercloud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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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数据和定制软件服务化, 云服务能力注册发布、查询、绑定的信息交换支撑机制; 同时引入价值
互联网的支撑技术 —— 区块链, 在云服务能力信息交换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云服务交易的价值交换支
撑方法, 形成一套支撑云服务交易参与者之间自主对等协作的信息与价值交换支撑理论、方法和技术
体系. 云际协作环境旨在以虚拟专用云的形式 [12] , 为不同云服务交易者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公平交易提
供云服务能力信息交换与云服务交易价值交换的基础环境支撑. 借鉴市场、社会、政府在交易活动中
的作用, 我们在 JCCE 框架中设计了三类核心服务, 即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 以及一
类共性支撑服务, 即分布记账服务. 前三类服务是云际协作的基石, 后者是确保前三类核心服务独立性
和可信性的保障.
本文的内容组织如下: 第 2 节给出 JCCE 体系架构模型, 以及三类核心服务和一类共性支撑服务;
第 3 节详细分析了包含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的云服务能力信息交换支撑机制; 第
4 节详细阐述了面向云际协作的价值交换支撑机制; 第 5 节从不同云服务交易参与者视角提出 JCCE
三类服务模式; 第 6 节以云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带宽) 交易、数据交易和定制软件服务交
易等场景为对象详细阐述了 JCCE 信息交换支撑机制, 尤其是价值交换支撑机制的运行机理; 第 7 节
是相关工作分析; 第 8 节总结全文.

2

JCCE 体系结构模型
JCCE 体系结构模型, 如图 1 所示, 在体系结构风格的 9 大分类中, 兼具特殊结构风格以及不同风

格合成建立异构结构的两类风格体系; 其结构范式兼具事件驱动和层次化等两类体系特征. 下面, 从
JCCE 体系结构构成要素、要素间联接关系、要素及关系属性 3 个维度分别阐释云际协作环境体系结
构模型.
2.1

构成要素
JCCE 体系结构包括三类核心服务、一类共性支撑服务和两大供需模块服务等. 核心服务主要侧

重于云际计算系统中云服务能力信息交换支撑; 共性支撑服务主要侧重于云际计算系统中云服务交易
价值交换支撑; 供需模块服务主要为云际计算生态系统提供访问 (类似 Web Portal) 服务. 云服务能力
信息交换与云服务交易价值交换, 是形成云际协作的重要基础理论.
三类核心服务包括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 (如图 1 所示) 等, 其在云际计算中所
发挥的作用与市场、社会、政府在现实交易活动中的作用类似. 其中, 分布云交易主要围绕云际协作
环境中供需双方以何服务等级协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如何进行交易的问题, 提供智能合
约支撑服务, 包括拍卖竞价和协商谈判等在内的价格动态调整服务, 包括计量、计价等在内的账单生
成以及可信记账服务等. 分布云社区提供云际协作的社区服务, 其为供需双方提供云服务能力与需求
信息的双向查询筛选服务、智能推荐服务和达成绑定协作的联接协商服务, 同时提供一切行为记录可
追溯的服务. 分布云监管主要为云交易提供关于交易双方的服务质量评价、信誉构建评价、违约追责
和账单审计等服务, 可有效支持纯净云交易市场, 促进云际协作交易在适度竞争中良性运转, 健康成
长, 持续发展.
一类共性支撑服务主要指基于区块链的云际分布记账服务, 其可为云服务消费者 (cloud service
consumer, CSC) 与云服务提供者 (cloud service provider, CSP), 以及不同云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交易支
付活动、各种行为记录, 提供去中心、防篡改、可追溯的高效可信记账支撑. 三类核心服务中均涉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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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际协作环境 (JCCE) 体系结构模型
Figure 1

JCCE architecture

分与云际分布记账服务紧耦合的机制, 共性支撑服务与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等各个
环节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增强了云际协作环境交易可信性.
两大供需模块服务主要提供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消费者的访问认证功能, 以及二者向分布云社
区注册云服务能力信息和需求信息的发布平台.
2.2

联接关系

在 JCCE 体系结构中三类核心服务是云际协作的基石. 基于区块链的云际分布记账服务为三类核
心服务的独立性和可信性提供了有效支撑. 在云际协作环境中, 云服务提供者首先根据软件定义标准,
封装资源、数据和定制化软件服务的接口, 在逻辑层面实现同质化, 达成具有可互操作的基本条件. 在
此条件基础上, 供需双方通过各自的发布平台, 实现服务能力信息与需求信息的汇聚. CSC 的需求库
和 CSP 的能力库是两大供需模块联接其与分布云社区的桥梁和纽带.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
布云监管之间通过交易活动不同阶段的事件实现互相联接. 例如, 分布式云社区通过聚合云服务提供
者的服务能力并形成相应的服务目录, 供交易双方查询、绑定和交互; 过程中云服务提供者通过不断
调整价格, 动态改变供需双方之间的交易关系; 交易活动的各类行为需要在分布云监管下实现公开透
明、可追溯和可审计等.
2.3

要素及关系属性
JCCE 体系结构构成要素的属性或约束可概括为标准化, 要素间联接关系的属性或约束可概括为

可信化. 所谓标准化, 是指 JCCE 中的云服务消费者需求和云服务提供者能力等信息发布的格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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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要标准化; 云服务提供者的云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空间和网络带宽)、数据和定制软件服务的接口
参数和调用模式标准化;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控在事件触发、请求响应以及多方交互
的行为方式标准化. 所谓可信化, 是指不同要素之间的联接交互关系, 不同角色之间的交易行为, 不同
参与实体的信誉评价等可监管、可审计, 做到所有历史信息可溯源. JCCE 在两化合一、各类要素深度
融合下, 将为开启云际时代的蓬勃发展, 提供最有力的技术支撑.

3

JCCE 信息交换

信息的瞬时传递和自由传输, 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空间不同对象之间交流协作的效率. 面向服务的
体系结构 SoA 提供了一种服务信息交换的接口和标准, 支持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 (称为服务) 通
过这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借口和契约联系起来. JCCE 的信息交换支撑机制在云际计算中的地位和
作用, 等同于 SoA 之于服务, 比肩于 TCP/IP 协议之于互联网. JCCE 的信息交换的支撑作用体现在
如下 3 个方面:
(1) 服务能力信息交换: 云际计算环境中云服务提供者向分布云社区发布其云服务能力信息, 包括
计算资源、存储空间、网络带宽、数据、定制软件服务等资源信息, 服务等级协议信息, 价格信息和计
量方式等. 形成面向云际交易的云服务目录和价格目录.
(2) 交易需求信息交换: 云际计算环境中云服务消费者向分布云社区发布其云服务交易的需求信
息, 例如在何地理位置, 需要多大数量的何种类型资源信息, 需要面向何种应用的何种数据信息, 需要
何种类型定制软件服务等. 形成面向云际交易的资源、数据和定制软件需求目录.
(3) 行为审计信息交换: 云际计算环境中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消费者的行为数据、信誉信息等,
例如, 支持云交易参与者评估和查询对方的信誉信息, 支持对双方行为进行审计的信息等. 形成面向
云际交易各参与方的行为审计体系和信誉系统.
现代社会系统告诉我们, 法人实体通过市场、社会、政府机制实现自主联接. JCCE 借鉴该模
式, 为不同云服务提供者进行自主联接提供了信息层面的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服务.
JCCE 通过上述三类服务实现联接的核心机制是抽象与软件定义, 这是来自计算机系统的重要启示.
围绕 JCCE 中三类核心服务如何有效支撑服务能力、交易需求和行为审计等信息高效交换, 以及如何
对云际计算的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有效支撑等, 本文重点阐述如下:
(1) 分布云交易: 主要针对云际协作环境中云服务消费者与云服务提供者, 以及不同云服务提供
者之间如何确定服务等级协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如何定价, 如何可信计量计费, 如何以
自动化形式实现服务绑定以及即用即付费等问题, 提供价格动态调整、账单生成、智能合约和可信记
账等机制. 云服务消费者与云服务提供者, 以及不同云服务提供者之间通过制定不同的策略, 从分布云
交易提供的支撑服务中选择相应合适的机制进行组合, 完成对一次云交易的支撑. 例如, 分布云交易
模块可提供按需实例、预留实例、竞价型实例等定价机制, 云服务消费者或云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某
次交易的特点, 选择其中的一种进行协商谈判, 并在达成一致后, 将其作为某次云交易的计价依据. 再
例如, 云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 不断推出云服务打折活动, 将更多的云服务消费者吸引
成为自己的用户.
(2) 分布云社区: 提供云际协作的社区服务. 异源异质异构的不同云服务提供者, 为了提高互操作
性, 可依据分布云社区提供的软件定义标准, 封装服务接口, 在逻辑层面实现同质化, 达成具有可互操
作的基本条件. 在此基础上, 云服务提供者向分布云社区注册自身服务能力, 具体包括资源、数据和定
制化的软件服务. 分布云社区聚合云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能力并形成相应的服务目录, 供云服务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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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云服务提供者查询、绑定和交互等. 在查询和绑定流程中, 分布云社区提供了查询筛选, 智能推
荐和联接协商等服务. 例如, 新进入社区的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 均可以调用分布云社区的筛选及
推荐服务, 以实现快速、低成本的绑定和交互. 其中, 筛选和智能推荐的结果都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结
果. 云社区中所有与交易联接的相关活动均被记录存储, 以便满足交易参与方的后续信誉构建及行为
审计等需求.
(3) 分布云监管: 主要为云交易提供关于云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SLA 及契约的违约举证, 交
易双方的信誉度量评价和行为审计等方面的机制支持. 分布云监管独立于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消费
者, 独立维护云服务消费者和云服务提供者交易行为明细, 创建信誉评价方法, 提供可追溯的有关交
易行为和信誉行为的数据库. 通过上述机制, 分布云监管可有效支持纯净云交易市场, 促进云际协作
交易在适度竞争中良性运转, 健康成长, 持续发展.

上述三类服务中, 部分有关智能合约、可信记账、行为记录和审计等的机制, 是 JCCE 中价值交
换支撑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上述机制如何提供价值交换的可信支撑, 将在后续章节进行深度论
述. JCCE 信息交换和价值交换共同为云际计算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4

JCCE 价值交换

价值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也是促进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从远古时期以物易
物, 到以海贝币、盐币、黄金、白银, 以及普通货币充当价值交换的一般媒介, 再到互联网时代的在线
支付和第三方支付, 可以看到价值交换的媒介在不断发展变化. 当前, 在支付手段最为发达的鼎盛时
期, 支付仍需要依赖于第三方, 记账仍需要建立在双边互信基础上. 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信任问
题, 双边记账 (或统一总账) 存在出现不一致情况时难以对账的问题, 因此在云际计算中, 考虑引入去
中心、去信任的区块链技术构建云际分布记账 (JointCloud distributed ledger, JCLedger) 系统, 用于解
决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消费者之间的可信价值交换问题.
4.1

JCLedger 场景
JCCE 中价值交换依赖于安全、可信的支付与记账支撑技术 —— 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按照使用

主体范围的不同将其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 由于云际计算是面向全球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
消费者参与协同的云计算, 因此, 公有链是作为构造云际协作环境的有效选择之一. 与传统需要权威机
构或第三方机构作信用背书的互联网支付相比, JCLedger 具有如下特点:
(1) 去中心的跨利益主体支付: JCLedger 支持引入代币或具有法币效力的各类数字货币, 作为跨

利益主体的价值交换媒介. 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 支付的完成无需中介参与, 不
同利益主体间的支付只需通过构造一笔交易由 JCLedger 参与节点记录到链上即可. 这种跨利益主体
的价值流动支撑技术, 旨在提升跨地域、跨币种和跨支付系统的支付速度的同时, 降低交易费用, 并更
好地保护用户隐私.
(2) 去中心的跨利益主体记账: 不同利益主体, 通过贡献一定的计算资源, 形成一个以海量算力换

取记账安全性的云际记账区块链. 每一个记账区块的记账权竞争均依赖于综合考虑参与者算力和信誉
等多维度信息的共识机制. 云际场景中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消费者在算力、参与频繁度和在线时间
等差异较大, 在参与者身份不对等基础上实现记账权利相对对等的去中心化, 跨利益主体记账成为了
JCLedger 重点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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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际计算记账场景
Figure 2

Accounting scene of JCCE

在云际计算场景中, 如图 2 所示, 法币或代币代理机构与 CSC, CSP 之间, CSC 与 CSP 之间, 以
及不同 CSP 之间的各种交易记录, 能以链下确帐方式完成的就在链下完成, 需要记入 JCLedger 账本
的交易记录需要向全网广播. JCLedger 通过特定共识算法选择记账者, 记账者形成的新区块将向全网
广播, 以便云际交易中所有参与者均有机会存储一份 JCLedger 的副本. JCLedger 中区块之间的联接
关系、签名方法、区块同步机制、区块的最终确认机制、解决分叉和双花等问题的思路均与以比特币
为代表的主流区块链应用案例类似. JCLedger 分布记账, 贯穿于 JCCE 的各个层次, 其开放、协同、
共享、防篡改、可追溯等基本特征, 是确保 JCCE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分布云监管等核心服务
独立性与可信性的有效支撑.
4.2

JCLedger 挑战性问题

由于云际计算是面向全球协同的云计算, 其生态系统中交易支付活动表现出了支付数量的大规模
性、支付频率的不规律性和参与者身份的不对等性等特征. 其中, 大规模性是指从云际生态系统视角
看, 其涉及的交易支付活动远比当前任何单个云平台的规模都要大的多; 不规律性是指交易支付频率
波动性强, 存在交易支付活动随云交易爆发而瞬间激增的现象; 不对等性则指云际支付中云服务提供
者的节点联接度远大于云服务消费者节点的联接度, 容易出现中心化节点. 当前, 区块链技术主要适
用于非实时性、轻量级、低吞吐和低敏感的业务场景. 云际计算要基于区块链构建具有高吞吐能力、
强实时性和高可信性的云际分布记账账本, 需要克服诸多挑战性问题如下:
(1) 链下辅助链上的记账能力扩展问题: 全球化云平台协作所产生的交易支付活动具有规模化特

征, 现有区块链的记账吞吐能力不足以支撑云际计算支付活动的记账需求. 现有区块链所支撑的记账
能力有限性与云际海量交易大规模记账需求之间明显不匹配. 以链下辅助链上的微支付, 以及引入首
领区块和微区块实现间接扩展记账服务能力的现有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如何提升 JCCE 记账能力的
可扩展性, 成为 JCLedger 需要首先面对的挑战性问题.
(2) 提升链上弹性记账能力的扩展问题: 云际计算中交易支付频率分布不规律, 而现有记账区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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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频率相对固定的方法, 难以满足交易支付剧烈波动时的记账需求. 在交易支付活动动态波动情况
下, 即使以链下辅助方式扩展记账服务能力, 缓解链上记账压力, 但链上负载依然严重. 静态固定的记
账频度将产生区块扩容困境, 使得寻求在链上直接提升记账服务能力变得非常困难. JCLedger 亟需解
决支持链上记账区块频度可按需动态调整的挑战性问题.
(3) 记账权益对等的共识问题: 云际交易参与者之间算力和活跃度的不对等十分显著, 现有公有链
的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容易催生记账权垄断, 存在篡改账本的巨大安全隐患. 与云服务消费者相比, 云
服务提供者算力强、交易次数多、涉及交易金额大, 记账权竞争方面优势明显, 这种不对等性容易导致
记账垄断和篡改账本的巨大风险. 为解决该问题, 基于节点不对等情况下记账权益相对对等的共识方
法亟待研究.
此外, 隐私与安全对于涉及交易的云际协作环境而言是一个必备属性. 由于跨地域、跨云平台的
特性, 在云际协作环境中, 信息和价值的流动必然跨越多个利益主体, 隐私与安全成为系统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 由于区块链本身的匿名化的特点以及智能合约充当公正第三方的特性, 基于 JCLedger 的
JCCE 具有一定的隐私保护和安全特性, 但 JCLedger 依然面临区块链的自私挖矿、分叉、双花等经典
问题或经典问题的变种问题. 同时云际计算全球协同的现实需求, 将驱动 JCLedger 与不同币链、不同
领域应用链之间进行价值交换成为常态, 跨链价值交换可能引入的隐私保护与安全威胁也是 JCLedger
需要面对的挑战性问题.

5

JCCE 服务模式
JCCE 的使用对象主要涉及 CSP, CSC 和面向领域应用提供虚拟专用云服务的云服务代理 (cloud

service broker, CSB). 其中 CSP 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扮演 CSC 的角色, 例如, 在当前 CSP 难以满足

其所服务的 CSC 的资源需求时, 需要向其他 CSP 租借资源, 此时的 CSP 在 JCCE 架构下被识别为
CSC 角色. 下面, 我们从 CSC, CSP 和 CSB 3 个视角描述 JCCE 的 3 种服务模式: 消费服务模式、供
给服务模式和磋商服务模式. 在对服务模式的描述中, 将假设 CSP 和 CSC 均已分别完成了向分布云
社区进行服务能力和服务需求等信息的注册.
5.1

消费服务模式

消费服务模式是从 CSC 视角出发, 根据其自身资源需求特点查找合适资源提供者的 JCCE 服务
模式, 其运行机制如图 3 所示. (1) JCCE 为 CSC 提供了查询筛选和智能推荐两种方式, 供 CSC 选择
满足其资源需求的 CSP; (2) 查询筛选方式中, CSC 根据需求查找 CSP 信息库, 如果存在匹配的 CSP,
则通过联接协商进行协商绑定, 并将绑定信息发送到分布云交易, 否则不作处理; (3) 智能推荐方式中,
分布云社区向 CSC 推荐满足其服务请求的 CSP 列表, CSC 将据其资源需求, 选择最适合的 CSP 进
行协商绑定, 相关信息将被发送至分布云交易; (4) 分布云交易按需向 CSC 提供分布记账、智能合约
等支撑机制, 同时在交易完成后向交易双方提供包含资源数量、资源质量以及支付记录等信息的账单;
(5) 分布云监管在云交易的整个过程进行相关监管, 包括服务质量的监控、交易双方信誉的评价、交易
双方违约记录和交易账单审计.
5.2

供给服务模式

供给服务模式是从 CSP 视角出发, 根据其服务能力匹配合适服务对象的 JCCE 服务模式, 其运
行机制如图 4 所示. (1) JCCE 为 CSP 提供了查询筛选方式, 供其选择在其服务能力范围内的 CSC 候
1136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9 期

图 3 消费服务模式
Figure 3

Consumer service mode

选对象; (2) 在 CSP 获得其自身服务能力范围内的 CSC 列表后, 如果存在 CSC 愿意与 CSP 达成交
易, 则 CSP 将调用分布云社区的联接协商服务, 并进而实现 CSP 与 CSC 的交互关系绑定, 并将绑定
信息发送至分布云交易; (3) 分布云交易按需向 CSP 提供价格调整、智能合约、分布记账等相关支撑
机制, 并在交易完成后向交易双方提供包含资源供给、交易支付等信息的账单; (4) 分布云监管在此过
程中所提供的功能与消费服务模式中的类似, 即对 CSP 与 CSC 的全交易过程进行监管.
5.3

磋商服务模式

磋商服务模式是从云服务代理 (CSB) 视角出发, 根据需求侧特定信息整合供给侧资源的 JCCE
服务模式, 其运行机制如图 5 所示. (1) 云服务代理 (CSB), 从特定应用领域的 CSC 需求出发, 分别调
用分布云社区的查询筛选和智能推荐服务, 形成满足特定领域 CSC 需求的 CSP 候选对象列表, 并协
助 CSC 选择最优化的 CSP 组合, 以虚拟专用云的形式向 CSC 提供资源服务; (2) 分布云社区, 根据
CSB 和 CSC 做出的决策, 向 CSB 提供多 CSP 资源整合相关的服务支撑机制, 实现跨多个 CSP 资源
的集成; (3) 分布云交易, 向参与交易的 CSP, CSC 和 CSB 提供分布记账、智能合约等相关支撑机制,
并在交易完成后向各个交易参与方提供包含资源集成、代理服务和资源交易支付等信息的账单; (4)
分布云监管此过程中提供的功能与供给服务模式中相似, 即确保了引入 CSB 的情况下, 可以为 CSP
和 CSC 供需双方提供便捷服务过程的透明性和可信性.

6

场景分析
云际交易的主要对象可概括为云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空间和网络带宽)、数据资源和定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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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供给服务模式
Figure 4

Supply service mode

图 5 磋商服务模式
Figu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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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 JCCE 的云资源交易
Figure 6

Cloud resource transaction based on JCCE

服务等 3 类. 下面, 通过云资源交易、数据交易和定制软件服务交易的 3 个场景重点阐述 JCCE 中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监管、分布云社区, 以及分布记账系统等在价值交换方面的运行机理. 一般而言,
JCCE 对不同类型交易的支撑与交互可分为 3 个阶段. 首先是交易前 “匹配”, 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交
易双方在分布云社区中发布相关信息并进行联接协商; 其次, 不同类型交易需要通过对应的智能合约
促成交易, 并实现交易过程中相关数据记入 JCLedger; 最后, 分布云监管在交易过程中监控交易的过
程, 在交易过程中搜集相关数据形成对交易双方的评价, 并在需要时承担交易的审计和仲裁.

6.1

云资源交易

下面以云资源交易为例, 说明如何利用 JCCE 完成计算资源、存储空间、网络带宽等相关资源的
交易. 在交易之初, 首先假定资源服务提供者 (resource service provider, RSP) 已向 JCCE 完成云资源
的注册与登记, 而资源服务消费者 (resource service consumer, RSC) 和 RSP 已经通过消费、供给和磋
商服务模式之一完成了资源协商联接.
在资源交易的过程中, 如图 6 所示, RSC 和 RSP 分别按照约定的协商机制向分布云交易中相应
的云资源交易智能合约, 注入保证金、加密的资源地址和密钥等信息. 智能合约检测到交易双方完成
相关交易后, 自动将资源地址和密钥等信息发送至 RSC, 触发社区智能合约将服务等级协议 (SLA) 等
相关内容写入区块链, RSC 利用私钥解密并使用资源. 与此同时, 负责监管的智能合约监控服务过程,
实时收集由 RSC 和 RSP 反馈的服务数据, 并将其写入区块链. 在服务完成之后, 负责交易的智能合
约触发账单生成, 并引导 RSC 完成付费等后续操作. 此后, RSC 可将服务评价等反馈给负责监管的智
能合约并写入区块链, 相关数据将为计算 RSP 信誉提供支撑. 若在服务过程中, 或服务完成后 RSC
认为服务没有达到事先设定的 SLA, RSC 可以通过监管智能合约申请仲裁, 智能合约通过调取区块链
上相应数据形成裁决, 并将裁决结果写入区块链重新计算 RSP 信誉值, 并触发交易智能合约执行相关
惩罚措施. 对于 RSC 的信誉评价过程与 RSP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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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 JCCE 的数据交易
Figure 7

6.2

Data transaction based on JCCE

数据交易

下面以数据交易为例, 介绍在 JCCE 中完成数据交易的基本过程, 以及 JCCE 中相关模块的作用,
如图 7 所示.
与资源交易类似, 在 JCCE 中进行数据交易前要求 (1) 数据服务消费者 (data service consumer,
DSC) 向 CSC 需求发布平台进行需求信息注册; (2) 数据服务提供者 (data service provider, DSP) 向
CSP 服务能力信息发布平台进行服务能力和信息注册; (3) DSC 和 DSP 已完成在分布云社区中双向
选择和协商绑定. 在数据交易的过程中, 首先, DSC 与 DSP 通过向分布云交易中相关数据交易智能
合约发送交易, 提供相应资金和数据摘要, 智能合约检测到双方完成相应交易并检验后将数据摘要及
数据质量等写入区块链, 并触发双方建立数据通道, 传输数据. 其次, 分布云监管在 DSP 和 DSC 之
间进行数据交易时进行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监管以及在交易后对服务质量的评价监管. 如: 监测在 DSP
向 DSC 提供交易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的状况以及提供的数据是否满足客户的需求等相关信息. 最
后, 在数据传输完成之后, DSC 确认数据的正确性及数据质量, 触发交易智能合约完成交易, 并触发账
单生成机制为双方提供安全、可信的交易账单. DSC 可根据相关的账单进行相应的付费操作. 交易完
成后, DSC 可以对 DSP 数据服务进行评分操作, 为确保交易的真实存在, DSC 通过将接收到的数据
重新提取摘要并将相应评分一同发送到监管智能合约, 监管智能合约在确认之后将相关数据写入区块
链, 并重新计算 DSP 的信誉. 同样, 如果 DSC 收到的数据质量与 DSP 宣称的不同, DSC 可向监管智
能合约发起仲裁并触发后续仲裁机制.
由上述过程可知, JCCE 对数据交易的支撑主要体现于 DSP 能力信息注册、DSC 需求信息注册、
供需匹配、账单生成, 以智能合约形式实现自动付款, 基于区块链服务的分布记账、行为审计、信誉构
建及评价等. 然而, 不同的数据源通常位于不同云服务提供者的不同云平台, 为支撑源于不同云平台的
多源数据可信交易, 方便不同 DSP 无缝使用 JCCE 提供的上述服务,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款用于数据
流通共享的云际计算产品 —— 数据交易安全屋. 如图 8 所示, 数据交易安全屋遵循云际计算的对等协
作机制 [2] (pe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PCM) 框架, 在数据源端实现了资源平面的访问数据和增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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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交易安全屋的实现机理
Figure 8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data trading safety house

印功能, 在控制平面实现了合规检查和智能合约机制, 在业务平面实现了数据请求和订单管理功能, 在
信息平面实现了价值交换转移记录以及审计信息的收集. PCM 是一组虚拟化和软件定义的机制集合,
是 DSP 与 JCCE 联接交互的通道. 数据交易安全屋在 PCM 和 JCCE 的支撑下打破了 DSP 和 DSC
之间的供需信息不对称, 不仅促成了供需双方的双赢, 而且保证了数据交易过程的安全、透明. 目前,
数据交易安全屋已经在交叉营销、政府数据共享、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和产业链数据共享等领域得到
应用.
6.3

定制软件服务交易

下面以定制软件服务为列, 介绍在 JCCE 中如何完成定制软件服务, 以及 JCCE 中相关模块的作
用, 如图 9 所示. 与上述两个例子类似的是, 在定制软件服务交易中, 定制软件服务消费者 (custom
software service customer, CSSC) 需要首先向 JCCE 的 CSC 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其软件服务需求,
而定制软件服务提供者 (custom software service provider, CSSP) 则需要首先向 JCCE 注册其软件服
务能力的信息. 非功能属性 (nonfunctional properties, NFPs) 作为 CSSP 提供服务能力的一种度量需
要同时向 JCCE 注册. 在完成功能注册之后, 假定 CSSC 和 CSSP 已经完成双向选择和连接协商. 下
面主要介绍交易过程.
如图 9 所示, 在定制软件服务交易过程中, 为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可监管, CSSC 和 CSSP 首
先向分布云交易中的相关定制软件服务交易智能合约以交易的形式发送所需保证金和软件服务地址
(加密), 交易智能合约在检测到双方完成对应的交易后, 将交易明细和 CSSP 承诺的、CSSC 认可的
NFPs 写入区块链, 同时将软件或平台服务地址发送给 CSSC, CSSC 通过私钥解密获得平台使用地址.
其次, 在 CSSC 调用服务的过程中, 分布云监管中的智能合约实时接收 CSSC 和 CSSP 的服务信息并
将相关信息写入 JCLedger 区块链. 与此同时, 监管智能合约实时收集相关数据, 监控服务质量尤其是
NFPs. 最后, 在服务结束后或约定的服务持续时间之后, 交易智能合约触发形成服务账单, 并分别反
馈至 CSSC 和 CSSP, CSSC 据此支付服务费用, 并可为服务打分, 形成 CSSP 的声誉. 同样, 若 C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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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于 JCCE 的定制软件服务交易
Figure 9

Customized software service transaction based on JCCE

或 CSSP 对服务或费用、评价等存在异议, 可通过分布云监管提出裁决, 监管智能合约在调用相关信
息之后, 形成公正裁决, 再将结果告知双方的同时写入区块链.

7
7.1

相关工作
JCCE 信息交换相关研究

围绕云际计算环境中信息交换层面, 针对不同云服务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协作交易, 国内外相关研
究主要体现于协作接口标准化, 各类资源之间的联接整合以及云服务交易的市场模型与监管机制.
由于异源异质云平台之间缺少统一 API 接口或服务接口定义的标准, 导致云应用或数据被锁定而
难以跨云平台迁移 [13] , 造成云间协作障碍. 云管理标准 (distributed management task force,
DMTF) 2) 、开放云计算接口 (open cloud computing interface, OCCI) 3) 以及通用 API 接口或 API
适配器 [14] 提高了应用的可移植性. 云服务平台接口有实现接口和部署接口 [14] 两类, 导致供应商锁定
应用和数据的主因是实现接口的异质性问题. Hossny 等 [13] 提出的早期通用 API 版本, Alomari 等 [15]
提出的 CDPort (cloud data portability) 框架都可用于解决数据可移植性问题. 而在解决应用可移植性
方面的相关研究, 则包括 Rafique 等 [16] 提出的抽象层的概念, Kolb 等 [17] 提出的支持多云平台的通
用模型以及文献 [13] 的 AAG (generic-API adapter generation) 方法, 但此种方法并未考虑底层复杂实
现的细节 [13] .
不同云平台高效协作需要云服务实体在网络、存储和计算等资源层面的联接支撑. 就网络资源而
言, 已有通过公用 IP 地址或 VPN 管道机制来进行访问的计算实例 [18] , 也有通过提供虚拟网络管理系
统来支持基础设施无缝联接的工作, 包括 OpenDaylight [19] , SDN 控制器 [20] 以及 SDN 联合控制器 [21]
等. 而就虚拟资源而言, 容器技术流行之前, 虚拟机被广泛应用于云计算数据中心 [22] . 由于虚拟资
2) DMTF cloud management standards, 2016. http://www.dmtf.org/standards/cloud.
3) OGF OCCI — Open Cloud Computing Interface, 2016. http://www.occi-w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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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的实质是任务分配 [23] , 如何在跨云跨数据中心层面科学分配虚拟资源 [24] 成为研究热点. 文
献 [25] 提出了针对静态场景的优化方法, Simarro 等 [26] 考虑了动态场景, 而 Chaisiri 等 [27] 则聚焦于
从多云服务提供者购买云资源的场景. Breitgand 等 [28] 提出了集成负载均衡与合并策略的通用框架.
Nikolay 等 [29] 提出了满足特定类型资源需求的虚拟机自动选择技术. 针对虚拟机在地理分布的物理
资源间迁移的研究, Travostino 等 [30] 提出一种在特定情况下虚拟机可以持续提供不间断服务 [31] 的
方法. Voorsluys 等 [32] 认为此类迁移所产生的费用开销和对性能的影响是可接受的. Daniel 等 [23] 将
任务及其依赖关系以有向图方式表示, 这与工作流调度问题 [33] 十分类似, Mann 等 [24] 指出多服务提
供商问题求解可借鉴 Michael [34] 所提出的调度理论、技术和方法. 当前针对跨云平台联接支撑的建
模求解, Daniel 等 [23] 认为已有的启发式求解算法存在不足, 而 Tsamoura 等 [35] 提出了一种最小化任
务完成时间和经济开销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云服务交易模型与监管是云计算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它影响到整个云计算的交易体系.
在交易模型方面的代表性工作包括: 支持多云联合并能研究其效率的代表性市场模型 [36] ; Kondo
等 [37] 聚焦于性能和成本效益最优化的探索. Douglas 等 [38] 对运行在公有云平台的应用所涉及的
相关决定性因素进行了描述. Chaisiri 等 [39] 提出了基于收益优化成本的算法. 此外, 在监管方面,
Guzek 等 [40] 认为数据位置、跨边界传输、访问和责任等是与云监管紧密相关的话题. Elmroth 等 [41]
提出了一种以 CSP 为中心, 针对联盟云 [42] 基础架构 PRSERVOIR 的账单体系架构. 而文献 [43] 认
为以 CSP 为中心的记账方式存在可信问题, 因此提出了以 CSC 为中心的账单生成方法.

7.2

JCCE 价值交换相关研究

云际交易支付活动在整个云际生态体系中至关重要. 区块链技术作为新一代可能颠覆未来货币信
用体系以及交易支付方式的新技术, 在价值交换方面也有大量探索与研究. 价值交换方面与云际协作
所表现出的 3 大特性以及所面临的技术挑战最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工作包括链下微支付通道、支付路径
路由、记账频度以及共识等支撑技术. 链下微支付通道在链下实现点对点微支付交易, 缓解了区块链处
理能力有限带来的记账时延、交易确认最终性、链上账本容量等问题. 相关工作主要有闪电网络 [44] 、
雷电网络4) 、State Channels5) 以及 Sprite [45] . 寻找支付路径的路由工作主要基于闪电网络, 包括中
心与分支网络 [46] , 全局信标节点 [47] , 本地信标节点 [48] , 以及可快速寻找闪电网络中支付路径的
Flare [49] . 其他相似工作主要有 Ripple [50] 6) , 它以瑞波币为中介, 可即时地以任何币种向世界的任
何角落转账.
在区块链的记账频度方面, 现有研究 [51∼53] 认为, 记账粒度越小, 记账频率越高, 交易支付活动
被记入区块的实时性就越高, 反之就越低. 文献 [54] 也认为区块的创建速率及大小如何进行动态调整
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文献 [55] 指出下一代高负载区块链协议的设计与实现需要重新思考技术方
法. 文献 [51] 在记账实时性与系统安全性方面进行了适度均衡. 社区7) 对当前比特币记账频度提出
了 4 种区块扩容建议, 涉及到区块粒度大小上限、增加速度 [56] 、改变所需共识 [57] 以及记账区块大
小 [58] 等.
如何在去中心化的环境中就记账权达成共识是区块链最核心的问题. 目前, 现有学术界和工业界
4)
5)
6)
7)

Raiden Network, 2016. https://github.com/raiden-network/raiden.
State Channels. http://www.jeﬀcoleman.ca/state-channels/.
Ripple, 2016. https://ripple.com/.
Bitcoin block size limit controversy, 2016. https://en.bitcoin.it/wiki/Block size limit 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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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代表性的共识算法有工作量证明 [51] (proof of work, PoW) 算法、权益证明8)9)10) (proof of stake,
PoS) 算法、股份授权证明 [59]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 算法、实用拜占庭容错 [60] (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PBFT) 算法等. 除去这 4 种主流共识机制 [61] , 实际区块链应用中也衍生
出了 PoW+PoS、行动证明 (proof of activity)、PoW+BFT 等多个变种机制. 同时也涌现了 Paxos 算
法 [62] 、Fruit Consensus 算法 [63, 64] 、Hybrid Consensus 算法 [65] 、Solidus 算法 [66] 、Ripple 共识算
法 [67] 、Stellar 共识算法 [68] 等. 此外, 在跨链通信方面, 共识算法也有诸多应用. 文献 [69∼71] 提出的
Interledger 具有原子和通用两种共识模式. Polkadot [72] 和 AnLink [73] 则使用了权益证明结合拜占庭
容错的共识方式. 在 Aeternity [74] 中, 共识机制还负责对预测结果和系统参数的值达成共识.

8

结论

云计算已成为促进互联网新兴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应用的创新发展对现有云计算技术提出
了新的挑战: 应用需求的爆发性、全域性和多样性等特征, 使得单一云平台难以满足应用全时全域的
优质服务需求和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云间强边界、异构不兼容和互操作性差等成为提供跨云
协作服务的潜在阻碍. 有望解决上述重大现实瓶颈问题的云际计算作为一种前瞻性创新研究对象应运
而生. 与网格计算相比, 我们发现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助力云计算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云际
计算注重商业模式与支撑技术并举发展. 云际计算的商业模式可概括为: 全球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
消费者和云服务代理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自主对等交易云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空间和网络带宽)、数
据资源和定制软件服务等. 云际协作环境旨在为该商业模式下各参与方提供打破信息不对称以及创造
多赢局面的平台, 重点提供面向不同参与者的信息交换支撑技术和跨利益主体的价值交换支撑技术.
云际协作环境对于云际计算而言, 等同于 SoA 之于服务计算, TCP/IP 之于互联网. 当前国内外
相似理念的研究中, 通常只局限于信息交换支撑技术的研究, 缺乏具有市场前景的商业模式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跨利益主体价值交换支撑技术研究. 本文首先提出了云际协作环境的体系结构模型, 分析了
其核心构成服务: 分布云交易、分布云社区和分布云监管, 以及支撑上述各类服务独立可信的云际分
布记账系统等. 然后, 重点阐述了云际计算中支撑价值交换的云际账本 JCLedger 应用场景, 以及云际
计算场景下 JCLedger 需要重点解决的技术挑战. 同时, 从云服务消费者、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代理
3 个视角分析了 JCCE 消费、供给和磋商等三类服务模式. 最后, 以云资源交易、数据交易和定制软
件服务交易等为场景重点阐述了 JCCE 中价值交换支撑技术的运行机理. 云际协作环境的提出和进
一步研究, 是事关云际计算商业模式成败的关键, 对于未来构建协作共赢的云计算环境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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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tcoinTalk, 2016. http://en.bitcoin.it/wiki/BitcoinTalk.
9) Peercoin, 2016. https://peerco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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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environment for Joint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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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intCloud computing is a new gener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mode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multicloud service entities.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ulticloud resources, it facilitates developers to
customize cloud services by the method of “software deﬁnition”, and to create cloud value. Achieving successful
cloud service transac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that JointCloud faces. This paper originally puts forward a supporting environment of cross-stakeholders’ peer-to-peer transactions, including resources and services,
named JointClou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JCCE). The core of JCCE architecture involves distributed cloud
transaction, distributed cloud community, distributed cloud monitoring, and the blockchain-based distributed
ledger system. In such primary service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exchange techniques, especially value exchange
techniques, are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in JointCloud, creating win-win opportunities for each party, and form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JointCloud compu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ud service consumers,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and cloud service brokers,
JCCE’s consumption service mode, supply service mode,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mode are put forward to guide
the transaction participants to apply the value-exchange service of JCCE eﬃciently and conveniently. Finally,
with regard to the support service of value exchang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JCCE is expounded in diﬀerent
scenarios including cloud resource transaction, data transaction, and custom software servic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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