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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资源管理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的资源分类与描述、资源池管理、资源注册和目

录管理、资源调度与监控、用户服务与用量统计等资源管理和服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的设计、建设、使用与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Y/T 237-2018 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系统架构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platform for ocean information

运用云计算技术，发挥云计算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扩展性以及快速、按需、

弹性的服务特征，统筹利用已有的网络、存储、计算、海洋数据等信息资源，为涉海领域提

供基础设施、支撑软件、应用系统、信息资源、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服务的海洋综合业务

信息化系统。

3.1.2

资源目录 resources directory

组织和存储平台中的各种资源描述信息，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模型资

源与服务实例资源信息及以上资源的虚拟化资源，是平台资源管理和服务的资源信息存储设

施。

3.1.3

云端工作环境服务 workbenc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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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创建具备海洋数据分析工具可自动部署和自动配置的工作环境。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NoSQL： 非关系型数据库（Not only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GPU： 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CPU：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4 资源管理与服务架构

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资源管理与服务建立在资源池的基础

上，包括资源池管理、资源注册和目录管理、资源调度与监控、用户服务与用量统计功能。

架构如图 1 所示。海洋信息云计算服务平台的系统架构要求按 HY/T 237-2018 规定。

建立在云平台资源池基础上的各种资源管理和服务功能包括：

a）资源池管理：包括计算资源池、物理存储资源池、数据资源池、模型资源池、服务

实例资源池和虚拟机资源池的管理，为平台的资源服务提供底层的基本资源保障，

数据资源与模型资源提供服务调用与用量统计接口；

b）资源目录：利用资源信息库，提供各类资源的信息描述，为资源信息写入和查询提

供接口服务；

c） 资源注册与目录管理：为各种资源描述信息的写入提供统一接口，并为各种资源信

息的查询和分类浏览提供应用程序和用户接口；

d）资源调度和监控：包括计算与存储资源调度、数据资源调度、模型资源调度和服务

实例资源调度；资源监控包括基础设施与环境的运行监控，数据、模型和服务实例

的使用记录；

e）用户服务与用量统计：包括云端工作环境服务，数据服务和模型服务及服务用量的

统计分析。

http://abbr.dict.cn/Central+Processing+Unit/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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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源管理架构示意图

5 资源分类和资源描述

5.1 总体要求

为提高资源管理和服务能力，云平台应建立统一的资源分类方法，并对分类后的各种资

源提供统一描述。

5.2 资源分类

在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模型资源、服务实例资源和虚拟资源的基础上，对

资源进行进一步细分，具体分类如下：

a）计算资源，按照计算能力应分为通用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和 GPU服务器；

b）物理存储资源，按照存储形式应分为文件存储、传统关系数据库存储和 NoSQL大

数据存储；

c） 数据资源，包括海洋水文与气象、海洋遥感、海洋基础地理、海底地形、海洋预报

减灾与环境保障、海洋经济、海域使用管理、海岛管理、海洋政策法规与维权执法

等数据；

d）模型资源，根据海洋信息分析方法和建模的类型进行分类；

e）服务实例资源，包括支持海洋数据的云端访问服务实例和海洋模型云端的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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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f） 虚拟资源，应分为虚拟机、虚拟存储等资源。

5.3 资源描述

资源描述是采用元数据方式对资源的属性进行说明。元数据分为核心元数据和扩展元数

据，核心元数据包括资源标识、资源分类、资源定义、资源用途、资源提供方等；根据不同

的资源类型，可对资源描述进行扩展，具体要求如下：

a）计算资源扩展信息应包括虚拟化架构、CPU数量、核数、内存容量等；

b）物理存储资源扩展信息应包括总的存储容量、当前已使用比例等；

c） 数据资源扩展应包括是否为空间信息、空间信息坐标系等；

d）模型资源扩展应包括模型的输入描述和输出描述；

e）虚拟资源中虚拟机的扩展描述应包括虚拟机操作系统、CPU 数量、可使用核数和

内存容量；

f） 服务实例资源中，数据服务扩展描述应包括提供服务的数据内容定义，模型服务至

少提供所封装的模型输入、输出和功能信息。

6 资源池管理

6.1 总体要求

资源池管理为云平台服务运行的软硬件环境提供基本的管理能力，包括计算资源池、物

理存储资源池、数据资源池、模型资源池、服务实例资源池和虚拟机资源池管理。

6.2 计算资源池管理

计算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能获取当前计算资源；

b）能添加或释放计算资源；

c） 能按照应用需求提前预留计算资源；

d）能更新资源目录中计算资源状态信息。

6.3 物理存储资源池管理

物理存储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能获取当前物理存储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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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能添加或释放物理存储资源；

c） 能按照应用要求提供预留物理存储资源，也可取消预约；

d）能更新资源目录中物理存储资源状态信息。

6.4 数据资源池管理

数据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 能获取当前数据资源信息；

b）能添加或释放数据资源；

c） 能更新资源目录中数据资源状态信息。

6.5 模型资源池管理

模型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 能获取当前模型资源信息；

b）能添加或释放模型资源；

c） 能更新资源目录中模型资源状态信息。

6.6 服务实例资源池管理

服务实例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 能获取当前服务实例的资源描述信息；

b）能自动完成服务实例启动所需的步骤；

c） 能停止服务实例，并释放所占用其他资源；

d）能按照应用要求提前启动服务实例；

e） 能更新资源目录中服务实例的状态。

6.7 虚拟机资源池管理

虚拟机资源池管理要求如下：

a） 能获取当前虚拟机信息；

b）能添加或释放虚拟机资源；

c） 能按照应用需求提前预留虚拟机资源，也可取消预约；

d）能更新资源目录中虚拟机资源状态信息。

7 资源注册和目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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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总体要求

资源注册和目录管理为资源信息的存储、注册和目录提供基本管理能力，包括资源信息

库、资源注册和资源目录管理。

7.2 资源信息库

资源信息库为资源信息持久化提供存储保障，要求如下：

a) 保障资源信息的持久存储；

b) 保障资源信息存储的物理安全；

c) 保障资源信息的高速访问；

d) 保障云环境下资源信息的动态更新。

7.3 资源注册

资源信息的注册为资源信息库提供信息源。按照资源类型，为资源信息库提供信息，包

括人工注册和自动注册，要求如下：

a）为不同类型资源信息的注册提供相应的交互界面；

b）为不同类型资源信息的维护提供相应的交互界面；

c）为不同类型的资源信息自动注册提供相应接口；

d）为不同类型的资源状态自动更新提供相应接口。

7.4 资源目录管理

资源目录管理为资源信息使用提供支持，要求如下：

a） 能按照资源的类型浏览资源目录内容；

b）能按照一定的查询条件查询资源信息库；

c） 为云平台其它系统的资源信息获取和应用提供访问程序接口。

8 资源调度和监控

8.1 资源调度

8.1.1 总体要求

资源调度应利用对计算资源、存储资源、虚拟资源、数据资源、模型资源和服务实例等

资源的调度满足云平台各种服务的需求。

8.1.2 计算和存储资源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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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存储资源调度是云服务的基础，包括计算资源、物理存储资源、虚拟资源的调度，

要求如下：

a） 根据用户资源需求，选择合适的物理资源，单个或批量创建和启动虚拟机；

b）根据服务存储需求，加载虚拟存储资源；

c） 根据物理资源的负载状态，对虚拟机进行动态迁移。

8.1.3 数据资源调度

数据资源调度可根据数据的使用需求，向用户提供数据资源，要求如下：

a） 根据用户需求，加载数据资源；

b）根据用户需求，迁移数据资源；

c） 根据用户需求，清除数据资源。

8.1.4 模型资源调度

模型资源调度可根据模型的使用需求，向用户提供相应的模型资源，要求如下：

a） 根据用户需求，部署模型资源及应用程序；

b）根据用户需求，迁移模型资源及配置；

c） 根据用户需求，清除模型资源及配置。

8.1.5 服务实例调度

服务实例调度可根据服务的使用需求，向用户提供相应的数据服务和模型服务，要求如

下：

a） 根据不同类型的应用需求，启动相应的云服务资源虚拟机实例提供服务；

b）根据服务请求和资源负载情况，动态增加或释放虚拟机实例，实现服务的动态伸缩。

8.2 资源监控

8.2.1 总体要求

资源监控主要监控资源的运行状态和使用状态，包括计算资源监控、虚拟机监控、物

理存储监控、数据资源监控、模型资源监控和服务实例监控。

8.2.2 计算资源监控

负责计算资源的运行状态监控，要求如下：

a）内存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计算资源一定时间区间内存使用百分比和当前可使用内存

量；

b）CPU 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计算资源一定时间区间内 CPU 使用百分比；



HY/T XXXX—2019

8

c） 存储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计算资源存储的使用百分比和当前可使用存储量。

8.2.3 虚拟机监控

负责虚拟机资源的运行状态监控，要求如下：

a) 内存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虚拟机一定时间区间内存使用百分比和当前可使用内存；

b) CPU 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虚拟机一定时间区间内 CPU 使用百分比；

c) 存储监控，包括并不限于虚拟机存储的使用百分比和当前可使用存储量。

8.2.4 物理存储监控

负责磁盘阵列、数据库服务器、NoSQL 服务器等物理存储的运行状态监控，要求如下：

a）磁盘阵列状态监控，包括并不限于磁盘阵列当前所占用的总存储量和可用存储总

量；

b）数据库服务器状态监控，包括并不限于数据库服务器物理存储占用空间，可用空间

及平均访问响应时间；

c） NoSQL 服务器状态监控，包括并不限于 NoSQL 服务器的物理存储占用空间，可用空

间及平均访问响应时间。

8.2.5 数据资源监控

负责对数据资源当前使用情况进行监控，要求如下：

a）获取指定数据资源的当前用户或应用；

b）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指定数据资源的用户使用情况统计，包括并不限于使用次数和

分次使用量；

c） 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指定数据资源的总体使用情况统计，包括并不限于使用用户总

数、使用总次数和使用总数据量。

8.2.6 模型资源监控

负责对模型资源当前使用情况进行监控，要求如下：

a）获取指定模型资源的当前用户或应用；

b）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指定模型资源的分用户使用统计，包括使用次数、每次运行时

间和是否执行成功信息；

c） 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指定模型资源的总体使用统计，包括使用用户总数、使用总次

数、平均执行时间和是否成功的统计信息。

8.2.7 服务实例监控

负责对服务实例当前使用情况进行监控，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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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获取指定服务实例的当前使用用户或应用；

b）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指定服务实例的访问用户或应用数；

c） 获取一定时间区间内的服务实例请求总次数、响应状态和平均响应时间统计。

9 用户服务和用量统计

9.1 总体要求

云平台为用户提供数据资源、模型资源和工作环境服务及相应的使用流程，并对用户使

用资源的情况进行分类统计。

9.2 用户服务

9.2.1 数据资源服务

用户使用数据资源流程如下：

a）用户查询平台中可用的数据资源；

b）用户浏览数据资源的描述信息和样例内容；

c）用户对数据资源的查询结果提出使用申请；

d）管理员对用户的数据资源使用申请进行审批；

e）用户将审批通过的数据资源加载到用户云端工作环境中。

9.2.2 模型资源服务

用户使用模型资源的流程如下：

a） 用户查询平台中可用的模型资源；

b）用户浏览模型资源的描述信息和使用说明；

c） 用户对模型资源提出使用申请；

d）管理员对用户的模型资源使用申请进行审批；

e） 用户将审批通过的模型资源加载到用户云端工作环境中。

9.2.3 云端工作环境服务

用户使用云端工作环境服务的流程如下：

a） 用户配置工作环境参数，向云平台提出创建云端工作环境的申请；

b）管理员审批用户的云端工作环境申请；

c） 调度服务根据用户工作环境参数，创建相应的虚拟机工作环境；

d）调度服务根据用户申请，提前加载数据、模型或软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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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用户登录云端工作环境调用资源。

9.3 用量统计

云平台用户服务的用量统计要求如下：

a） 虚拟机用量统计，包括并不限于虚拟机数量、资源占用量和使用时长；

b）存储用量统计，包括并不限于存储资源的类型和占用量；

c） 数据用量统计，包括并不限于数据类型和数据量；

d）模型用量统计，包括并不限于模型类型和模型使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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