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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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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现云计算？

*大数据时代已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被数据所淹没.

这些数据经过精心的系统整合所形成大数据，开始展现出其从量变到质变的时代价值。

大数据以显性或者隐性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通过蝴蝶效应对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变
革产生深远影响。

数据是信息化时代的”石油”，大数据产业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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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现云计算？

 互联网上的数据量高速增长，导致了互联网数据处理能力不足；

 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处于闲置状态的计算设备和存储资源；

 服务器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升级费用昂贵。

云计算实现了资源和计算能力的分布式共享，
能够很好地应对当前互联网数据量高速增长的势头。

世界各国竞相发展云计算产业：美国政府成立了云计算工作组，日本建立了云计

算社区，同时，惠普、宏碁、华硕、思科、微软、IBM等公司，也正在抢占云计

算资源配置和终端生产的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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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 from Oracle CEO Larry Ellison
 We’ve redefined Cloud Computing to include everything that we 

already do. I don’t understand what we would do differently other 

than change the wording of some of our ads.

 Talk from MIT Professor Rich Stallman 
 It's stupidity. It's worse than stupidity: it's a marketing hype 

campaign. Somebody is saying this is inevitable – and whenever 

you hear somebody saying that, it's very likely to be a set of 

businesses campaigning to make it true.

云计算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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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招聘了一个对云计算没有经验的实习生时

什么是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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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长定义

云计算短定义

云计算是一种商业计算模型。它将计算任务分布

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各种应用系统

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

务。

云计算是通过网络按需提供可动态伸缩的廉价

计算服务。

什么是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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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from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is a model for enabling convenient, on-demand 
network access to a shared pool of configurable computing 
resources (e.g., networks, servers, storag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rapidly provisioned and released with 
minimal management effort or service provider interaction.

 This cloud model promotes availability and is composed of fiv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ree service models, and four deployment 
models.

云计算的定义（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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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from Wikipedia
 Cloud computing is Internet-based computing, whereby shared 

resources,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are provided to computers 
and other devices on demand, like the electricity grid.

 Cloud computing is a style of computing in which dynamically 
scalable and often virtualized resources are provided as a service
over the Internet.

云计算的定义（维基百科）



13

• Definition from Berkeley
 Cloud Computing refers to both the applications delivered as 

services over the Internet and the hardware and systems software 
in the datacenters that provide those services.

 The services themselves have long been referred to 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so we use that term. The datacen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what we will call a
Cloud.

 When a Cloud is made available
in a pay-as-you-go manner to the
public…… The service being sold is
Utility Computing.

云计算的定义（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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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from Buyya
 A Cloud is a type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interconnected and virtualized computers that are 
dynamically provisioned and presented as one or more unified 
computing resources based on service-level agreements 
established throug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consumers.

云计算的定义（墨尔本大学Buyya教授）

http://www.buyya.com/photos/albacete_2006.jpg
http://www.buyya.com/photos/albacete_20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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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云里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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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云计算定义

1. 基本特征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2. 部署模式
Deployment 
Models

3. 服务模式
Service Models

按需自助服务
On-demand Self-Service

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
Broad Network Access

敏捷的弹性
Rapid Elasticity

资源池
Resource Pooling

可度量的服务
Measured Service

公有云
Public 
Cloud

私有云
Private 
Cloud

混合云
Hybrid 
Cloud

社区云
Community

Cloud

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平台即服务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软件即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云计算有哪些特征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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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有哪些特征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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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平台环境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

应用软件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存储服务 网络服务

开发与运
行环境

计算服务

各类开放
服务能力

办公
应用

信息
化应
用

通
讯
应
用

互联网
应用

数据库

优势

IaaS

PaaS

SaaS

将硬件设备等基础资源封
装成服务供用户使用；低
成本、大规模、高效率提
供IT基础设施

统一平台架构，开放平台
能力，引入外部开发创新
力量，形成生态系统

将软件封装成服务，增强
业务性能，降低业务提供
成本，降低终端要求

基于网络以服务的形式提供计算、存储等资源能力

基于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提供平台运行环境（运行库）

基于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提供软件应用

云计算的核心服务是什么？

专
用

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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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有哪些特点？

云计算的7个特点

超大规模 虚 拟 化 高可靠性

通 用 性 高可伸缩性 按需服务 极其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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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B

企业A

企业C

企业A

企业B

企业C

互联网 云平台服务商

像用电、水一样使用IT

发电厂

企业自己部署发电设施
企业使用公共电力服务

电力传输网络

什么是云计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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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角度:
 用户不关心后台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他们只关心他们能获得什么内容

 用户不关心服务提供商做了什么
 他们只关心服务质量

 用户不想拥有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物理基础设施
 他们只想为他们使用的部分付费

 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服务质量！

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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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云计算的体系架构？

云计算按需提供弹性资源，它的表现是一系列服务的集合。
体系架构分为：核心服务、服务管理、用户访问接口等3层。

 核心服务层：将硬件基础设施、软件运行环境、
应用程序抽象成服务，这些服务具有可靠性强、
可用性高、规模可伸缩等特点。

 服务管理层：为核心服务提供支持，进一步确保
核心服务的可靠性、可用性与安全性。

 用户访问接口层：实现端到云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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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云计算的概念和特征

1. 大数据时代已来，云计算能够应对互联网数据量高速增长的势头

2. 云计算是通过网络按需提供可动态伸缩的廉价计算服务

3. 云计算的部署模式：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社区云

4. 云计算的三个服务类型：SaaS, PaaS,IaaS

5. 云计算的七个特点：超大规模，虚拟化，按需服务等

6. 云计算的目标：像用电、水一样使用IT

7. 云计算的体系架构：核心服务、服务管理、用户访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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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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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发展的需求背景

 近几年云计算正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全球的信息技术企业都在纷纷向云计

算转型。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一台服务器的运算能力不够，需要企业购置多台服务器，甚至

成为一个具有多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高，大量企业开始向云计算转型。



26

云计算发展的技术背景

 21世纪初期崛起的Web2.0，让网络迎来了新的高速发展。

 分布式计算的日益成熟和应用，特别是网格计算的发展。

 数据存储的快速增长产生了以GFS(Google File System)、SAN(Storage

AreaNemork)为代表的高性能存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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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先行者-国外

微软紧跟云计算步伐

，推出了Windows 

Azure操作系统

亚马逊的云计算称

为Amazon Web 

Services（AWS）

谷歌是最大的云计算

技术的使用者

国际研究机构Gartner发布最新云计算市场追踪数据，2019年全球云计算市场了
，亚马逊、微软、阿里云、谷歌排名前四。亚太地区，阿里云市场份额从26%上
涨至28%，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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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先行者-国内

阿里云宣称
占据了国内
50%以上的
云产品市场
，主攻电商
领域。弹性
计算是核心
产品

腾讯云通过社
交领域，在云
产品方面都吸
取了海量数据
和大量的实践
经验。CDN
加速技术

政企领域、
私有云领域
优势明显，
擅长物联网
、网络、存
储等相关解
决方案。

百度云提供了
多样化的计算
能力，BAE 
应用引擎是亮
点。但计算产
品的种类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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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先行者-中国云计算产业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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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应用：云存储

 云存储，又称存储云，是在云计算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存储技术。

 云存储是一个以数据存储和管理为核心的云计算系统。用户可以将本地的资源上传至云端

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连入互联网来获取云上的资源。

 谷歌、微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有云存储的服务，在国内，百度云和阿里云是市场占有量

最大的存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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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应用：行业应用

 医疗云：指在云计算、移动技术、多媒体、4G通信、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基础上，结合

医疗技术，使用“云计算”来创建医疗健康服务云平台，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共享和医疗范围的扩大

。如：预约挂号、电子病历、医保等。

 金融云：指利用云计算的模型，将信息、金融和服务等功能分散到庞大分支机构构成的互联网“云

”中。如：阿里金融云服务、苏宁金融。

 教育云：指教育信息化的一种发展。教育云可将所需要的任何教育硬件资源虚拟化，然后将其传入

互联网中，以向教育机构和学生老师提供方便快捷的平台。如：慕课。

疫情期间效率办公类应用增长达242.2%，视频工具类增长达169.5%，教育工具类增长达105.8%。

由此可见，疫情推动了民众加速接受以云计算为基础的线上服务，对市场起到教育作用。



32

小结：云计算的发展和应用

1. 云计算发展的两个背景：需求背景&技术背景

2. 云计算发展的国外先行者：亚马逊，谷歌，微软

3. 云计算发展的国内崛起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

4. 云计算的应用领域：云存储、行业应用（医疗，金融，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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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和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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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数据库无法承受海量数据处理：昂贵的软
件及维护费用
 存储和管理数据的开销 > $10,000/TB*

 而基于类似Hadoop的系统开销仅约 $1,500/TB**

“scale-up” vs “scale-out” 

 可扩展性：现有的商业并行数据库很少有超过
100个节点的集群，而 Yahoo!的Hadoop集群
超过4000节点; Facebook的数据仓库拥有超过
2750个节点。

 需要更加复杂的分析来获取知识
 数据挖掘、模式识别、数据融合、时间序列分析等

淘宝2010年DB+硬件的投入在1100万左右。
淘宝2011年DB+硬件的投入在2200万左右。
淘宝2012年DB+硬件的投入在4400万左右。

云计算面临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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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关系

 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IT资源的自动化管理和配置，降低IT管理的复杂性，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大数据技术主要解决大规模的数据承载、计算等问题。

 云计算代表着一种数据存储、计算能力，大数据代表着一种数据知识挑战，计算
需要数据来体现其效率，数据需要计算来体现价值。

 云计算的资源共享、高可扩展性、服务特性可以用来搭建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
管理和运营。

 大数据技术对存储、分析、安全的需求，促进了云计算架构、云存储、云安全技
术快速发展和演进，推动了云服务与云应用的落地。

G=f(x)

我们的目标 云计算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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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
分布存储技术

海量数据
管理技术

编程模式

虚拟化技术

云计算平台
管理技术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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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实现机制：管理中间件层

均衡使用云资源节点，检测节

点故障并试图恢复或屏蔽之，

并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视

统计 。 资源管理 任务管理

安全管理用户管理

执行用户或应用提交的任务，包

括完成用户任务映象（Image）

的部署和管理、任务调度、任务

执行、任务生命期管理等

实现云计算商业模式的一个必不可

少的环节，包括提供用户交互接口、

管理和识别用户身份、创建用户程

序的执行环境、对用户的使用进行

计费等 。

保障云计算设施的整体安全，包括

身份认证、访问授权、综合防护和

安全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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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IaaS实现机制图

 服务目录是用户可以访问的服务清单。

 系统管理模块负责管理和分配所有可用的资源，
其核心是负载均衡。

 配置工具负责在分配的节点上准备任务运行环境
。

 监视统计模块负责监视节点的运行状态，并完
成用户使用节点情况的统计。

 用户交互接口向应用以Web Services方式
提供访问接口，获取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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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原生的概念，最早是2015年由Pivotal公司
的马特·斯廷(Matt Stine) 在其所著的《迁移
到 云 原 生 应 用 架 构 指 南 》(Migrating to
Cloud Nativ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s)
一书中首次提出。

 同年，谷歌发起并成立了云原生计算基金会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NCF)。

 到2018 年，大量企业开始接受云原生的概
念，并纷纷加入到云原生的大家庭，因此
2018这一年被认为是云原生元年。 39

云原生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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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Cloud Native）即原生为云设计，
意味着应用原生被设计为以最佳的方式在云
上运行，从而充分发挥云的优势。

 Cloud：代表着应用运行在云上

 Native：代表应用程序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云的环境特性

云原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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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原生是一系列云计算技术和管理
方法的集合，既包含技术（如微服
务、敏捷基础设施等），也包含管
理（如DevOps、持续交付等）。

 云原生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云架
构中应用升级缓慢、架构臃肿、不
能快速迭代、故障不能快速定位、
问题无法快速解决等问题。

 Matt Stine在2015年发表的《迁
移到云原生应用架构》的一书中列
举出以下技术和特点：十二因素，
微服务，子服务敏捷基础设施，基
于API的协作，反脆弱性。

41

云原生的定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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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的出现标志着云计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云原生的定义（续）

MATT STINE6特质
：
•模块化
•可观察
•可部署
•可测试
•可替换
•可处理

PIVOTAL4要点：
•容器
•微服务
•DEVOPS
•持续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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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层（Provisioning）
 创建和强化云本机应用程序基础所涉及的工具，涵盖了从自动化基础结构的创建，管理和配置镜像扫

描，镜像签名和存储镜像的所有内容。

 运行时层（Runtime）
 运行应用程序的特定沙箱环境，重点放在对容器化应用特别重要的组件上。

 编排和管理层（Orchestration & Management ）
 把所有容器化应用程序作为一个组进行管理，还要确定是否需要和其他服务相互通信并进行协调。

 应用程序定义和开发层（Application Definition &
Development）

 侧重于使工程师能够构建应用程序并使其运行的工具。

 平台类（Platforms）
 可观察性与分析（Observability &Analysis）

云原生系统参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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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技术

与虚拟机相比，采用更小单元彻底将一个应用的资源打包在不同的容
器里，从而可以适应各种应用的运行环境。
 2004年开始，谷歌在内部大规模使用Cgroups等的OS虚拟化技术。

 2008年，谷歌推出LXC（Linux Container）项目具备了Linux容器的
雏型。

 2013年，Docker横空出世，让Linux容器技术快速席卷开发界。

云原生的“技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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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服务架构：微服务就是一种跟单体应用相对应的新的应用架构，
是应用服务单元的小型化和微型化
 微服务就是要将应用的颗粒度做到最小，使之独立承担对外服务的职责。
 微服务的理念是随着软件系统的复杂度上升，需要投入的人力和时间资源越

来越多，但却需要及时交付而出现的。

 DevOps：开发、运维和测试的合体，是一种敏捷开发思维和IT组织
的沟通方法，可以促进开发、技术运营和质量保障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作和整合，从而提高软件和服务的交付效率。反映在云原生上
面，就是提高持续交付的能力。

云原生的“技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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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原生的持续交付：
要做到不误时开发，不停机更新，

小步快跑，要求开发版本和稳
定版本并存，其实需要很多流
程和工具支撑。
 基于以上云原生的技术和管理

方法，相当于解决了这一开发
难题，从而帮助企业提升应用
开发效率，实现业务创新。

 让一个应用的底座变得越来越
复杂，数据处理也越来越自动
化，而应用的业务层面则越来
越轻，越来越简单化。

云原生的“技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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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云原生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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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江湖

 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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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云计算的关键技术和实现机制

1. 云计算面临来自大数据的挑战

2.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海量数据分布存储技术、海量数据管理

技术、编程模式、云计算平台管理模式、虚拟化技术

3. 云计算的实现机制：管理中间件层、IaaS实现机制

4. 云原生的定义、意义、系统参考架构、“技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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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行业发展
和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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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市场规模

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2023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3754亿元。

国内云计算市场规模与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但整体增速更快。中国云计算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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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市场份额

中国云计算壁垒形成，市场呈集中化趋势。

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天翼云位居整体
云计算服务市场份额前四，总占比过半，达
到53.6%。

市场呈现出“一超多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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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发展的十大趋势

1. 混合云持续发酵

2. 边缘云正在酝酿新突围

3. 容器云激发云创新

4. 人工智能上演“尬舞”

5. 数据安全进一步得以强化

6. 公有云硬件设施助推企业快速上云

7. 云管理平台（CMP）成为云厂商“掌上明珠”

8. 信创云影响与引领中国云计算市场

9. SaaS进入高速发展期

10. 企业迈向公有云成为数字化加速首选

《预见2021：云计算发展十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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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就业岗位和薪酬

岗位：

概括地说叫云计算工程师；可分解为更具体的角色，如云计算架构师、云平台开发工程师、云安全

工程师等。

细分有解决方案架构师、开发运维工程师、高级系统工程师、信息技术架构师、企业架构师、云计

算产品经理等职位。

薪酬：

刚毕业硕士-----月薪2万+

工作2-5年----年薪30万-60万

工作5年以上---年薪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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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就业岗位举例

云计算运维岗位

•需求量相对比较大，随着企业开始采用云计算平台，未来云计算运维岗位需求量会进一步扩大。

•涉及虚拟化技术、存储技术、监管和安全等技术，对从业者知识面和动手实践能力有较高要求。

云计算开发岗位

•云计算平台从IaaS向PaaS和SaaS覆盖，释放出大量岗位需求，从事大数据平台开发岗位。

•平台开发岗位整体需求量较大，云计算平台与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平台之间紧密

联系，掌握云计算平台很容易向其他几个平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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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相关岗位招聘信息-百度

云计算运维工程师 月薪 20-30K  北京

工作职责
1. 保证百度战略级新产品&业务的高可用，包括百度云虚拟计算、虚拟存储、虚拟网络、百度私有云等
2. 制定运维规划，深入各运维技术子方向（故障/容量/变更/成本等），提供平台化运维解决方案
3. 设计、开发高效运维平台与工具，持续提升运维效率

职位要求
1.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互联网从业经验
2. 精通Linux/Unix环境，熟悉Linux性能调优，熟练掌握shell/php/python中任一语言，有良好计算机网络基础
3. 熟悉OpenStack、KVM、LXC、Docker等虚拟化相关技术
4. 熟悉业界分布式计算/存储系统，熟练掌握 MapReduce/Spark/Storm中的任意一种，具备平台CPU/MEM/IO/网
络/调度中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性能调优能力
5. 务实、自我驱动、follow through、主动学习能力强。较好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较强的责任感。良好的沟通
与协调能力
6. 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系统开发、测试、运维、应用工作经验者优先，开源项目贡献者优先，对 SRE、运维、
DevOps 拥有深刻理解并且有实践经验者优先，拥有云计算、运维系统、分布式系统等任一方向研发经验者优先，
了解Docker、Kubernetes、Openstack 并有相关开发经验者优先。



57

云计算相关岗位招聘信息-阿里

云计算开发工程师 月薪 25-50K  北京

岗位职责

1. 大型运维体系的设计和开发；

2. 大型监控体系架构设计和开发；

职位要求

1. 具有系统分析与架构能力，可独立开展相关领域软件系统研发工作；

2. 熟悉常用设计模式，有大型分布式，高并发，高负载，高可用性系统设计开发经验；

3. 熟悉Linux系统，熟悉MySQL、Oracle等关系型数据库，熟悉常用的应用服务器nginx、apache、tomcat等

；

4. 良好的代码能力，比如java， python， go 等

5. 有Bluemix， Cloudfoundry，Openstack，Vmware等私有云交付，架构设计者优先；

6. 有过虚拟化开发、云管理平台开发，大型监控体系设计开发，大型运维体系设计开发经历的优先

7. 有大数据经验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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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相关岗位招聘信息-字节跳动

云计算产品经理 月薪 25-50K  北京

职位描述

1. 参与云平台计算调度侧整体产品的策划，根据市场及用户反馈，制定产品线路、落实项目方案；

2. 负责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包括需求搜集、版本规划、设计研发、持续运营、迭代改进产品等，达成业务

目标；

3. 同开发团队、运营团队、业务团队紧密合作，协调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推动产品发展；

4. 跟进产品关键数据指标，用户反馈，制定产品的迭代计划。

5. 对产品竞争力负责，包括不限于竞争分析、行业发展研究、技术路线规划等。

职位要求

1. 有大型平台型产品，或有IaaS、Paas方向云计算产品经验；

2. 了解Docker、Kubernetes、Serverless、边缘计算等云原生技术及行业趋势，熟悉主流云计算产品；

3. 具有敏捷的思维、语言表达与沟通协作、逻辑分析能力、良好的写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4. 保持热情，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抗压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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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云计算的行业发展和就业前景

1. 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2. 中国云计算市场呈集中趋势，份额较大的是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

3. 岗位多样，如云计算架构师、云平台开发工程师、云计算运维工程师、云安全工程师等

4. 云计算岗位要求高，薪酬也高，最好具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实践经验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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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课程学时 (40学时):
 时间:

 周二: 9:30-12:20
 教室: 线下(F353, 明珠校区)/腾讯会议！

 练习教程
 项目实验
 小组作业

上课需要带什么东西：

上课好累

上课好累

图源：深圳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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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背景

 背景要求:
 软件工程 (Java)

 算法与数据结构

 计算机网络

 操作系统

 或其他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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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第一部分: 云计算基础 – 3周
 云计算概述
 虚拟化技术
 云计算数据中心

 第二部分: 云计算平台 – 3周
 并行计算与集群技术
 云计算仿真模拟
 云计算平台

 第三部分: 云计算调度管理 – 4周
 负载均衡技术
 节能技术
 云存储技术
 云性能、安全和数据

 第四部分：云计算相关应用 – 3周
 大数据技术概述
 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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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业

 课程签到（10%）

 项目作业（50%）:
 选择一：小组项目-云计算模拟系统扩展 ：50%

 选择二：小组项目-云系统搭建和扩展：50%

 选择三：个人作业-文献撰写

 闭卷考试（40%）:
 2小时闭卷，6道问答题任选5道作答

一句话拉近你与同学的心理距离

图源：深圳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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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项目作业

 基于CloudSim云计算模拟工具的扩展
 不多于2人一组

 在CloudSim模拟工具上进行算法/模型扩展，并与
原始算法进行性能测试和对比

 负载均衡算法

 节能调度算法

 能耗模型

 负载模型

 ……

 提交源代码+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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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二：项目作业

 基于Kubernetes平台进行算法扩展
 不多于3人一组

 搭建一个不少于3个节点的小型集群

 部署一个基于容器实现的应用

 利用负载生成工具向应用发送请求，并获取性能参数

 扩展一个简单的面向容器的资源调度算法，并与
Kubernetes平台的默认算法进行分析对比（响应时间，
错误率，资源利用率等）

 提交源代码+实验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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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三：个人作业

 云计算相关综述报告
 独立完成，不少于5000字

 选题建议：
1. 面向机器学习的数据中心的网络优化技术
2. 云环境下系统、网络、数据的安全技术
3. 基于云平台的时空大数据存储技术
4. 云环境下数据删冗和压缩技术
5. 基于新型异构存储介质的云存储优化技术
6. 边云环境下分布式机器学习技术
7. 基于机器学习的云原生系统资源管理技术
8. 面向机器学习算法的系统性能优化技术
9. 面向ML计算负载的系统虚拟化技术
10. AI加速器虚拟化技术

 提交文字报告+口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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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书目:

 Kai Hwang, Geoffery C. Fox, Jack J Dongarra, Distributed and Cloud 

Computing: From Parallel Processing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12

 Rajkumar Buyya, Christian Vecchiola, Thamarai Selvi, Mastering Cloud 

Computing: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Programming, 2015

 Kai Hwang, Cloud Computing for Machine Learning and Cognitive 

Applications, 2018 

 研究文献:
 To be supplied by the Lecturer (if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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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PPT

 Usually on the web before the lecture

 They may be find tuned/updated slightly a day 

before the lecture to reflect recent developments

 No need to read Today’s lecture content beforehand!

 You only need to read & understand previous lecture!

 Mostly derived from the text book.

 Please procure (or own) the prescribed textbook.

 Good ideas and figures from alternative text book or 

reference may also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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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求

 1. Regular attendance of lectures
 Pay full attention, be enthusiastic, fully committed to  learn 

new things, ask questions during the class (especially in 
Tutorials),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2. Review previous lecture material before coming to 
the class. – read material from the Text book

 3. Start working on assignments right from the day 
they are announced and submit on time.

 4. If you have some problem with the 
lectures/subject/??, please discuss with us early.
 Don’t take out your frustrations on me during Quality of 

Teaching (QoT)/ (Subject Experience Survey)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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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 I had a clear idea of what was expected of 

me in this subject

5. Strongly agree       :     

4. Agree                :    

3. Neutral              :      

2. Disagree             :      

1. Strongly disagree    :      

Me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