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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程序一般以静态的方式部署在特定的节点上：一旦程序被部署并启动后，就

一直运行在这个节点上，直到生命周期的结束。在大规模应用服务器集群中，由于不同节点

的运行状态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将分布式应用在不同节点间的分布重新调

整。本文实现了一种 EJB 的动态迁移方法，以支持运行时刻的 EJB 构件在不同的节点之间

进行动态、平滑的迁移，使得 EJB 构件的分布可以动态的调整，并在一个具体的应用服务

器 PKUAS 上进行了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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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on many J2EE application servers, applications and components are 
deployed in a static way on particular servers. Applications and components could not be moved 
after being deployed and started. In large J2EE cluster, the runtime state of one node may change 
dynamic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applications needs to be reconfigured among several nodes for 
many reasons. Based on application server PKUAS, we implement an dynamic migration method 
of EJB component to support the runtime redistribution of E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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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应用程序一般以静态的方式部署在特定的

节点上：一旦程序被部署并启动后，就一直运

行在这个节点上，直到生命周期的结束。在一

个由大量服务器组成的集群系统中，应用程序

或者其中的构件往往不能保持持久地运行在同

一个节点上。当发生如下几方面情形时，需要

对机群中的应用程序或者构件进行重构：（1）
当节点上的硬件或者系统软件需要维护、升级

等； (2)负载不均衡：某些节点上访问量过大，

或由于运行某后台程序造成负载过高，而另一

些节点由于硬件能力高，或者访问量低等原因

负载较低；(3)集群系统在运行期间需要重新配

置，如两个节点需要合并、某个节点需要分离

等；(4)新加入的资源无法移动，如某些特定的

硬件设备，或者移动这些资源将带来巨大开销。

这时需要将构件或者应用迁移到这些资源所在

的节点上去。 
重构的过程可以离线进行：停止节点上应

用程序的运行，以及该应用程序提供的服务，

然后在另外一个节点上部署该应用程序。但一

个更好的途径是在线地动态进行：在保持节点

上的应用程序不中断的前提下，动态、平滑地

将其迁移到另外的节点上。由于这种迁移过程

对于用户是透明的，基本不影响所提供的服务，

因此在许多领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1, 4, 5, 
6]。 

鉴于目前的许多应用程序是基于 J2EE 规

范开发出来的，而 EJB 构件是这类应用的主要

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考虑 EJB 构件的迁移。

动态迁移机制将使得 EJB 构件能够在运行时

刻，在不停止对客户的服务的条件下，从一个

节点迁移到另一个节点。 
 在 J2EE 应用服务器中，构件作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功能模块运行于构件运行支撑平台之

上，并且完全被构件运行支撑平台所管理[2]。
J2EE 应用服务器的这种结构使得构件的动态迁

移变得相对简单易行。被迁移的构件不会对系

统的其它部分造成影响。而构件运行时刻的环

境信息也可以方便地通过构件运行支撑平台获

得。构件的动态迁移控制机制可以作为构件支

撑平台对构件进行管理的一部分来实现。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针对构件运行支撑

平台 PKUAS 的 EJB 构件动态迁移方案。通过

对 PKUAS 的容器，通讯及调用模块进行扩展，

实现 PKUAS 上对 EJB 构件及应用的动态迁移

支持。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实现动态

迁移的技术手段及关键问题。第三部分提出

PKUAS 上的动态迁移方案及实现。第四部分是

对实现的性能测试，第五部分对相关工作进行

对比，第六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

研究设想。 

2.动态迁移的技术分析 

构件迁移是将构件状态数据在运行期间从

一个服务器进程迁移到另一个服务器进程的行

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构件运行时刻的状态

从源节点传送到目标节点上。构件状态数据主

要包括 3 个部分：构件代码数据、会话状态数

据和执行状态数据[4]。本文主要考虑构件的代

码数据和会话状态数据的迁移，通过控制迁移

时机，可以不对执行状态数据进行迁移。 
EJB 容器负责在运行时刻提取构件的状态

信息。EJB 容器为 EJB 提供了运行的平台，负

责 EJB 的生命周期管理（如类装载、实例化、

缓存、释放等）以及构件运行需要的上下文管

理（如命名上下文，事务上下文等）。因此，通

过容器可以在源节点上获得构件足够的运行时

刻状态信息，然后在目标节点中重建容器，恢

复容器状态，恢复 EJB 实例的状态。 
在构件的动态迁移中，有如下几个关键问

题需要解决： 
（1）构件之间的引用。构件迁移会导致原

构件的引用失效问题。这可以通过在命名服务

中对构件的引用重新进行注册来解决。 
（2）迁移的时机。可供参考的指标有：是

否处于事务中，是否某个方法在运行之中，是

否用户连接很多等。当构件处于事务当中，需

要等待事务回滚或者提交之后。 
（3）如何保证已建立连接的客户端得到正

确的服务。由于此时客户端记录了构件在源节

点上的引用，因此发往源节点的请求将不能在

源节点得到应答。有四种办法可以处理对已经

连接的客户端请求：1)不更新客户端的构件引用



信息，而是在源节点上设置中转机制，转发请

求。此方法对原有节点依赖程度高，每次请求

均需转发 2)全局命名服务器。请求失败则重新

查询构件引用，然后更新构件引用信息。3）主

动更新：在迁移构件时，主动对该构件的所有

客户端引用信息进行更新。其缺点是实现困难，

因为服务器端一般不保存客户端的信息。4）被

动更新。由于构件已经迁移，客户请求不能直

接得到期望的应答消息，但这个请求可以得到

一个特殊的应答消息，将新的构件引用信息返

回给客户端。本文即是采用这种方法。其特点

是实现简单，并且对源节点依赖相对较小，不

用频繁转发请求。 
（4）迁移过程中，阻塞缓存请求的时机。

在迁移过程中，用户的请求不应丢失，需要有

一种机制来缓存用户的请求。缓存请求有两个

时机，一是在更新客户端引用前缓存，这样请

求被阻塞在源节点。其缺点是还需转发迁移过

程中被阻塞的请求。转发请求的过程中，又可

能有新请求到来，请求一致性的保证难于实现。

二是在更新客户端引用后缓存请求被阻塞在目

标节点。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所有的请求都进

入目标节点队列依次处理。 
（5）状态的迁移。状态的迁移涉及到状态

的提取、传输与恢复。本文将针对不同 EJB 给

出不同的状态处理办法，其中有状态会话构件，

实体构件涉及到状态的前后的一致性保持问

题。 
（6）与被迁移构件相关的资源。在迁移时

需要考虑与构件相关的资源的迁移问题，如

TCP/IP 连接、数据库的结果集、打开的文件等。

某些资源需要在源节点关闭，到目标节点重新

打开，某些资源可以被迁移，而某些资源则无

法迁移。本文的工作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将在后续工作中予以解决。 

3. 动态迁移的设计与实现 

 本节讨论动态迁移方案的设计及具体实

现，并对实现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客户请求

的转发问题与状态复制问题给出具体解决方

案。目前，本文实现的动态迁移机制支持三种

类型的 EJB 构件的迁移：有态会话构件（SFB）、
无态会话构件（SLB）、以及实体构件构件（EB）。 

3.1 EJB 动态迁移的基本框架 

 图 3.1 示意了 EJB 在 PKUAS 中迁移的基

本框架：2 个 PKUAS 分别位于 2 个不同的节点

A、B 之上。PKUAS 1、2 分别为源节点与目标

节点。PKUAS 代表一个应用服务器实例，其上

运行了多个应用，每个应用包含了多个 EJB 构

件。EJB 实例运行于容器之中，被容器中的实

例管理器所管理。如图 3.1 所示在迁移后，将由

PKUAS2 对客户端（Client）提供服务。控制器

控制 PKUAS 1、2 的行为，通过向 2 个 PKUAS
实例发送指令，完成具体的迁移过程。 

控制平台 

PKUAS1 

容器 

EJB 实例 

PKUAS2 

容器 

EJB 实例 

Client 

图 3.1 EJB 动态迁移的基本框架示意图 

3.2 EJB 容器的状态转换  

容器的状态主要用于描述控制容器在迁移

不同阶段的行为。源节点和目标节点分别有各

自的状态。 
源节点的容器有两个状态：活动状态

（Active）与冻结状态（Frozen）。初始状态为

活动状态。活动状态：容器正常工作，接受并

执行客户端请求。当自动迁移线程开启时，在

此状态可以接收目标节点上应用服务器传来的

新的调用代理(Stub)。冻结状态：容器接受客户

端请求，不执行客户端请求，但返回一个特殊

的应答：容器在收到客户端发来的请求后，将

新的调用代理文件写入到返回给客户端的结果

对象中，并通知客户端该构件已被迁移，此次

请求将不被执行。进入此状态后的容器将作为

客户请求的中转机制存在，并在迁移之后一直

处于该状态。在有态会话构件的迁移中，若开

启了自动迁移线程，容器进入此状态后才允许

向目标节点发送会话状态信息。 
目标节点的容器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

（ Initial）、活动状态（Active）与冻结状态

（Frozen）。1）初始状态：当容器创建启动后即



 

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允许自动生成调

用代理文件。生成调用代理文件完毕后，将转

为冻结状态。2）活动状态：容器正常工作，接

受并执行客户端请求。迁移结束消息会使得容

器进入此状态，此时容器将顺序执行被缓存的

客户请求。3）冻结状态：容器接受客户端请求，

不执行客户端请求，也不返回结果对象，而是

将客户端请求阻塞在队列中。在有态构件的迁

移中，容器处于此状态时才允许接收源节点发

送来的会话状态信息。 

3.3 EJB 构件的迁移流程 

图 3.2 示意了一个 EJB 构件的迁移流程。

源节点及目标节点上的 PKUAS1、2 在管理平台

的控制下完成整个迁移过程。首先，启动节点 B
上的 PKUAS 2，先将应用的代码包传送至

PKUAS 2 上，PKUAS 2 将自动部署应用，为每

个EJB构件创建相应的EJB容器，此时PKUAS2
处于初始状态。应用及构件部署完毕后，管理

平台向 PKUAS 2 发送开始迁移指令，示意开始

迁移工作开始。 PKUAS2 为每个构件生成调用

代理文件，结束后设置构件容器的状态为冻结

状态。之后，PKUAS2 向 PKUAS1 发出发送调

用代理文件指令，示意 PKUAS1 开始接受调用

代理文件，将生成的调用代理文件发送给

PKUAS1，待所有的调用代理文件发送完毕后，

PKUAS2 向管理平台发送调用代理文件发送完

毕指令。之后，管理平台向 PKUAS1 发送开始

迁移指令。PKUAS1 收到该指令后，对于不同

的 EJB 进行不同的操作：(1)对于有状态会话构

件，PKUAS1 对 EJB 实例进行操作，提取会话

状态等。同时设置构件容器的状态为冻结状态。 
之后，PKUAS1 向 PKUAS2 发出发送状态文件

指令，并发送提取出来的会话状态文件。(2)对
于无状态会话构件，由于没有会话状态，直接

将构件容器的状态设置为冻结状态。(3)对于实

体构件：设置构件容器的状态为冻结状态，向

数据库递交当前实体构件的状态。 对不同 EJB
完成以上操作后，PKUAS1 向管理平台发出会

话状态文件发送完成指令，以示意状态操作完

毕。管理平台向 PKUAS2 发送迁移结束 指令，

设置 PKUAS2 上的所有的构件容器的状态为活

动状态。 

图 3.2 EJB 构件的迁移流程 

3.4 构件迁移中客户请求处理  

对迁移发生后客户请求的处理方法是本文

的一个研究重点。本文将采用被动更新客户端

调用代理的方法，使得客户端在请求失败后自

动连接目标节点。在迁移前，目标节点上 EJB
的调用代理将被序列化成字节流，在迁移的初

始化工作中被传输到源节点上，供源节点的容

器对已经连接的客户端进行更新。更新后的客

户端将重发请求至目标节点，所有迁移过程中

发生的客户请求阻塞并缓存在目标节点。保证

了迁移前后客户请求不丢失。如图 3.3 所示，EJB
构件在迁移过程中，不同的迁移阶段，对客户

端发来的请求处理的方法。(1)迁移前(客户端在

绿色时间段对源节点进行请求)，源节点处于活

动态，请求将正常执行返回结果。(2)在迁移过

程中(客户端在黄色时间发出请求)，源节点处于

冻结状态，发往源节点的请求将不执行，返回

结果中捆绑了调用代理信息。请求被重发（虚

线），并且发往目标节点，目标节点处于冻结状

态，所以请求被缓存，直到迁移结束，目标节

点恢复活动状态再执行。返回结果。(3)迁移完

成后（客户端在紫色时间发出请求），发往源节

点的请求将不执行，返回结果中捆绑了调用代

理信息。请求被重发（虚线），并且发往目标节

点，目标节点处于活动状态，请求在目标节点

被执行。返回结果。 



图 3.3 动态迁移过程中对客户端请求的处理 

3.5 会话状态的处理  

对于有态构件的动态迁移，容器部分的操

作主要是对就绪队列中的实例进行处理。 
PKUAS 的容器结构为有态构件的动态迁移提

供了良好的支持。迁移过程中，将冻化就绪队

列中包含的所有当前的活动实例，以得到全部

实例的状态信息;对于那些已经被冻化的实例，

则直接从文件系统中提取其状态信息文件。迁

移过程中，在 PKUAS 2 上部署并启动了应用

之后，相应的容器自动创建完毕。将会话状态

数据传输到 PKUAS2 后，在 PKUAS 2 上，找

到该 EJB 的容器，恢复实例管理器中的就绪队

列即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维护实例会话状

态 ID，以及会话状态数据。迁移前后必须保证

实例的会话状态 ID 的一致，否则客户将丢失

之前的会话状态。 
 对于无态会话构件，每次调用都从实例池

中取出一个实例，调用完毕后放回实例池。由

于没有状态，所以迁移过程相对简单。 
 对于实体构件，与有态会话构件的流程类

似，但其 ID 不是会话状态 ID，而是在调用创

建方法时得到的记录的主键。对于实体构件的

动态迁移，其状态的一致性可以由数据库的持

久化来完成，在迁移前将状态递交到数据库

中，在迁移完毕后再从数据库中读取即可。 

3.6 对 PKUAS 的扩展 

本文提出的EJB动态迁移方法已在构件运

行平台 PKUAS 上实现。动态迁移服务

（MigrationService）被实现为一个 PKUAS 中

的一个服务。动态迁移服务中，在源节点和目

标节点上分别启动两个独立的线程。这两个线

程的功能是负责在两个节点之间传输数据，控

制两个节点上构件及应用的迁移行为。此外，

对 PKUAS 的容器，调用，通信等模块进行了

扩展，以实现容器状态控制，构件状态的提取

及恢复，客户端更新，客户请求的转发，阻塞

缓存等机制。 

4．性能测试 
本节对迁移性能进行实验，并针对实验结

果提出性能改进办法。 

4.1 性能测试实验 

测试环境：局域网中，节点 1，2 为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CPU 主频 3.06GHz， 512Mb
内存。测试用例为一个有态构件 Count，进行

简单的加 1 计数操作，包含一个域 val。 

(1) 迁移前客户端请求响应时间 

测试 100 次连续客户调用的平均响应时



间，共测试 5 次，平均响应时间 19.29 秒。 

(2)迁移过程所需时间开销 

 迁移过程的时间开销主要影响因素为冻

化EJB实例的时间开销及传输状态文件的时间

开销。对于有态构件，实例越多，状态文件越

大，则时间开销越大。图 4.1 显示了当有态构

件有一个域 val 时，迁移时间随实例数增长的

情况。当实例数在 500 时，迁移过程开销约为

3 秒，当实例数达到 1000 时，迁移过程时间开

销约 11 秒。由于客户端需要阻塞并缓存直至状

态迁移结束，所以，当有态会话构件的实例数

在 500 以上时，客户端将对延迟有明显的感知。 

实例数-迁移时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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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实例数-迁移时间关系图 

(3)迁移后的客户请求响应时间 

影响迁移后客户请求的响应时间的主要

因素有：从源节点获得代理并更新的时间开销

及重新转发请求到目标节点的时间开销。对

100 次客户请求进行测试，共测试五次，平均

响应时间 139.80 秒。测试数据显示，客户由于

更新代理，并转发请求，导致响应时间比正常

通信时的平均时间开销增加了  139.8-19.29 
=120.51 毫秒。对于客户端来说，0.12 秒的延

迟可以忽略，用户基本感知不到此延迟，且这

种延迟只发生一次，更新调用代理完成后的请

求都将正常响应。 

(4)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发现，客户请求的响应

时间在迁移过程中受影响 大，这是由于客户

请求被阻塞缓存，直到迁移完成才能得到响

应。在迁移完成后，客户只需更新一次调用代

理，并向目标节点重发失败请求。此时间开销

在 0.1 秒的量级，对于用户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实体构件，实验(1)、(3)的情况与有状

态会话构件基本相同，由于其不存在会话状态

数据的传输，所以实验（2）中的结果与有状

态会话构件略有不同，它的时间开销主要受向

数据库持久化对象时的效率的影响。 
 对于无态会话构件，实验(1)、(3)的情况与

有状态会话构件基本相同，由于不存在状态数

据的迁移，试验（2）对无态 EJB 来说，迁移

过程带来的时间开销为常数，并且间隔非常

短，可以忽略不计。 

4.2 性能改进 

 针对实验结果，考虑对迁移过程中客户请

求响应的性能进行改进。改进的基本思路是：

将状态控制的粒度从容器细化到实例。在传送

每个实例（假设实例 A）的状态前，更改源节

点上实例 A 的状态为冻结状态；在实例 A 的状

态数据传送（或向数据库持久化）完毕后，立

即更改目标节点上的实例 A 的状态为活动状

态，以及时响应客户请求。由于在传送其他实

例的状态文件（或向数据库持久化）时，A 总

是处于活动状态，A 不需要等待所有状态数据

传送完毕（或所有持久化工作完毕）才能转为

活动状态。这使得迁移状态数据的时间开销对

每个特定实例的影响为常数。不会随实例数的

增长而增长。 

5．相关工作比较 

 文献[7]认为用户具有一定的移动性，其所

在的网络可能发生变化。由于网络之间的访问

存在权限问题，用户可能无法访问一些在其他

网络之中的应用。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在 J2EE
应用服务器之间进行构件迁移的体系结构，扩

展了命名服务，使得客户端可以查找到远程节

点上的构件，并将远程节点上的构件迁移到本

地节点上，部署，并运行。该工作中构件的动

态迁移的目的及背景环境与本文有所不同。此

种场景下不存在客户请求缓存，转发的问题，

也没有考虑到迁移过程中用户的状态如何处

理，涉及到有态构件就用简单的停止、迁移、



启动替代。本文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考虑。 
文献[4]结合作者自主研发的 J2EE 应用服

务器 WebFrame 的实际需求，定义了 EJB 构件

迁移模型、迁移原语和约束，并针对各类构件

类型的特点，设计了 SLB_Copy， SFB_Copy， 
EB_Copy 迁移算法。给出并验证其迁移前后的

一致性约束。但其算法中存在缺陷。在转发请

求完毕后，才更新客户端引用，而转发请求时

构件已经处于完全停止响应的状态。转发请求

过程中，客户端依然有可能对原构件发送请

求，此时客户端请求将彻底失败。当客户请求

较频繁时，这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将增大。本文

的算法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外该文章的工作中，更新客户端引用的

采用的是一次性更新所有客户端的引用的办

法。这种方法在一般的 J2EE 应用服务器中很

难具体实现。作者在文章中没有提及在其应用

服务器上的具体实现。在 PKUAS 应用服务器

中，不记录当前已经连接的客户端信息。所以，

本文采用被动更新客户端的方法，客户端请求

失效时将自动更新自身的引用。这种方案在

PKUAS 上可行，并已实验成功。 

6．结束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构件及应用的动态迁移

的必要性，分析了在构建运行支撑平台上构件

及动态迁移在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并设计、实

现了一个具体的构件动态迁移方案。该方案基

于构件运行支撑平台 PKUAS 完成，对 PKUAS
现有容器、通讯、调用等模块进行扩展，提供

了一个动态迁移服务，从而实现了 PKUAS 对

EJB 构件及应用的动态迁移支持。该方案所采

取的技术也同样适合其它类似的 J2EE 应用服

务器。 
本文的后续工作包括：(1)实现对消息驱动

构件的动态迁移支持。(2)完善应用的迁移。应

用的迁移将涉及到不同构件，不仅包含 EJB 构

件，还包括 Web 构件等。(3)解决构件迁移中对

引用资源的依赖问题。比如 TCP/IP 连接，数

据库的结果集，打开的文件等。有些资源需要

在源节点关闭，到目标节点重新打开，某些资

源可被迁移，某些资源无法迁移。解决迁移后

对源节点的依赖问题，使得迁移更加灵活。(4)

实现多种请求转发方案，供用户选择。(5)增加

迁移前的条件约束。例如在迁移过程中构件是

否正处于事务之中，当前连接数是否过多而不

适合进行迁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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