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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超清视频等手机应用逐渐普及、IoT 应用不断涌
现，计算能力和续航能力的不足成为限制智能终端设备成功支撑这些应用的主要瓶颈。针对这一现状，采用计算卸
载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在多用户多移动边缘服务器的场景下，综合考虑智能设备性能和服务器资源，提出了一种基
于改进拍卖算法的计算卸载策略。该策略包含两个主要阶段：卸载决策阶段，通过综合考虑计算任务自身大小、计
算需求和服务器计算能力、网络带宽等因素，提出了卸载决策的依据；任务调度阶段，通过综合考虑计算任务的时
间需求和 MEC 服务器计算性能提出了基于改进拍卖算法的任务调度模型。通过实验证明，提出的计算卸载策略能
够有效地降低服务时延，减少智能设备能耗，改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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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unloading strategy based on improved auction model in mobile edge computing
Shengjinfang, Teng Xiaoyu, Li Weimin, Wang B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services, mobile applications such as 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and ultra clear video have become popular and IoT applications are emerging. The limited computing power and the
lack of endurance of smart terminal devic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adequate for these applications. Aiming at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utational offload strategy based on improved auction algorithm under the premise of
combining intelligent device performance and server resources in the scenario of multi-user and multi-MEC server, the
strategy consists of two important phases: the unloading decision-making phase. By considering the calculation task size,
computing requirements and server computing power, network bandwidth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basis for
the uninstallation decision; In the task scheduling phase, by considering the tim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uting task and the
computing performance of the MEC server, this paper proposes a task scheduling model based on improved auction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the computational offloading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ervice delay,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smart devices, and improve user satisfaction.
Key words: moving edge calculation; calculation unloading; auction algorithm; failur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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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在线游戏、超清视频等移动
互联网业务飞速发展，以及群智感知、智能监控、环境监测
等 IoT 应用不断涌现，对于移动设备的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
越高，这些应用需要丰富的计算资源，同时伴随着高额的能
耗。而移动智能设备由于体积限制导致计算能力和电池续航
能力有限，承担这些应用已经无法达到用户的满意水平。解
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将计算密集的任务卸载到附近
资源更加丰富的服务器上,这种方法称为计算卸载 [1] 或者游
牧服务[2]。该方法共包含迁移环境感知（服务器发现）、任务
分割、迁移决策、任务上传、任务远端执行、结果返回六个
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任务分割和迁移决策。任务
分割侧重于细粒度划分，基于应用程序代码，对应用程序根
据方法、功能等标准进行分割，如文献[3]的 MAUI、文献[4]
的 ThinkAir 和文献[5]的 Phone2Cloud。迁移决策则是计算卸
载技术的核心问题，重点关注是否进行计算卸载，决策依赖

于时间开销和能源消耗等。文献[6, 7]从能源的角度考虑了卸
载决策，而文献[8]则是从服务器资源和带宽方面考虑。
计 算 卸 载 最 早 应 用 于 移 动 云 计 算 （ mobile cloud
computing，MCC）[9~11]，将移动终端的计算任务卸载到传统
的云数据中心上执行。以集中式计算和存储为主要特征的传
统云计算模式进行计算卸载的主要障碍是：通过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WAN）到达（远程）云服务器所经历的延迟可
能已经抵消了计算卸载所节省的时间。在许多实时移动应用
（如在线游戏、语音识别、Facetime）中，用户体验质量会
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学者提出了让云服务器离用
户更近一些的思想，于是引入了 cloudlet[12, 13]的概念，通过
Wi-Fi 接入固定服务器，进行计算卸载[14~16] 。但是 cloudlet
服务器位置是固定的，数量是有限的，缺乏可用的固定服务
器可能会限制 cloudlet 的适用性。针对 MCC 和 cloudlet 在计
算卸载应用上的缺陷，欧洲组织 TROPIC 提出在小型小区的
基站上提供云计算的能力。随后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提出移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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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的概念，将 MEC
与小型小区基站的部署相结合，可实现移动设备与提供计算
服务的云服务器在物理意义上的真正接近，从而降低应用的
访问延迟[17]。
移动边缘计算作为未来 5G 通信的关键技术，最主要的
应用是计算卸载[18]，很多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文献[19]研究了多通道无线干扰环境中的多用户计算
卸载问题，采用博弈论方法以分布式方式实现有效的信道分
配。文献[20]采用正交频分复用（OFDMA）的方式接入多用
户、多 MEC 服务器系统，通过双层优化方法，将原始的 NP
难问题解耦为寻求功率和子载波分配以及上层任务卸载问题
的 低 层 问 题 。 文 献[21] 提 出 了 一 种 启 发 式 卸 载 决 策 算 法
（HODA），该算法是半分布式的、联合优化卸载决策和通信
资源，以最大化系统效用。文献[22] 提出了一个基于李雅普
诺夫优化理论的任务调度算法，结合任务卸载、设备—基站
关联以及基站睡眠的优化调度问题，最小化设备和基站的整
体能量消耗。文献[8]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的顺序卸载任务的方
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移动用户基于当前干扰环境和可用
计算资源顺序地作出卸载决策，在减少延迟和能量消耗方面
取得了良好效果。上述研究都对计算卸载技术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例如文献[19~21]
侧重于研究信道复用、信道竞争对卸载决策的影响，并没有
考虑服务器资源使用情况对计算卸载性能的影响；文献[6, 8,
22]侧重于研究 MEC 服务器资源和调度，并没有考虑任务本
身特性（任务数据量大小、计算资源需求等）对计算卸载的
影响。针对现有的研究现状，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拍卖
算法的计算卸载策略。通过联合考虑计算任务自身大小、计
算需求和服务器计算能力和网络带宽等因素，提出了卸载决
策的依据；通过联合考虑计算任务的时间需求和 MEC 服务
器计算性能提出了基于改进拍卖的任务调度模型。实验证明，
本文提出的卸载策略能够有效地降低服务时延，减少智能设
备能耗，改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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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拍卖的决策模型

针对移动设备计算能力无法满足计算密集型应用的现状，
本文采用将移动设备的任务卸载到 MEC 服务器上的计算卸
载方式解决该问题。计算卸载技术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任务
是否应该卸载执行？当任务需要卸载执行时，选择哪一个虚
拟机（virtual machine，VM）处理该任务？围绕着两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拍卖模型的计算卸载策略，该策略分为
两个阶段：
a)卸载决策阶段，结合任务在本地运行和计算卸载的时
间消耗和能量消耗来共同决策该任务是否需要卸载执行。
b)当任务需要卸载执行时，通过改进拍卖算法对任务进
行调度，在合适的 VM 上执行任务，以达到全局最优，即在
一段时间内，MEC 服务器可以执行更多的任务。同时，提出
了竞拍失败补偿模型，通过考虑任务截止时间的影响，以对
买方价格补偿的方式，保证任务调度的公平性。
1.1 卸载决策模型
对于是否进行计算卸载，主要的判断依据有两个，即是
否能够减少任务运行时间和是否能够节省手机能耗。本文针
对任务本地运行和进行卸载运行的时间消耗及能源消耗提出
了相应的模型。
1)本地运行耗时及能耗模型
当任务在本地运行时，处理该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TL 为

TL =

Cn
VL

(1)

其中： C n 为计算任务 n 所需计算资源，这里的计算资源用执
行该任务需要的 CPU 周期数来表示，具体的获取方式可以通
过代码实现（如 C++中使用 get_cycle_count()函数）； VL 为本
地 CPU 的执行速率。
任务在本地运行时，处理该任务所消耗的能量 EL 为
EL = TL  PL
(2)
其中： PL 为手机运算功率。
2)计算卸载运行耗时及能耗模型
当任务在 MEC 服务器上运行时，处理该任务所消耗的
时间 Tunload 一共由三部分组成，即任务上传到服务器上的传输
时间 Tup 、任务在服务器上运行的时间 Texe 、任务结果下传到
手机的时间 Tdown ，因此计算卸载耗时 Tunload 表示为
Tunload = Tup + Texe + Tdown
(3)
[20~24]
T
许多研究
都忽略了结果回传时间 down 对卸载时间
的影响，这是因为大多数应用的输出比输入小得多，所以回
传时间对总耗时影响不大。文献[20]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因此，本文将卸载时间定义为
Tunload = Tup + Texe
(4)
其中：任务上传需要的传输时间 Tup 可以表示为
Tup =

Dn
 P  Los 
W log 2 1 + up

N 


(5)

其中： Dn 是计算任务需要上传的数据量； N 表示信道内部的
高斯噪声功率； W 为信道带宽； Pup 是手机上传功率 。Los 是
信道增益，基于蜂窝无线环境的无线干扰模型 [25] 将 Los 定义
为基于距离的函数 Los = d − ,  取值为 4。
任务在 MEC 服务器上的运行时间 Texe 表示为
Texe =

Cn
Vcloud

(6)

其中： Vcloud 为服务器 CPU 的执行速率。
根据式(1)(2)可得任务卸载时间为
Tunload =

Cn
+
Vcloud

Dn
 Pup  Los 
W log 2 1 +

N 


(7)

任务在 MEC 服务器上运行时，手机所消耗的能量仅仅
是任务上传时的消耗，所以进行计算卸载时，能耗 Eup 表示为
Eup = Tup  Pup =

Dn
 Pup
 Pup  Los 
W log 2 1 +

N 


(8)

3)卸载决策依据
当采用计算卸载的任务运行时间低于本地运行时间，能
量消耗低于本地能耗时，采用计算卸载更能提高用户体验质
量，即满足式(9)(10)时可以进行计算卸载。
Tunload  TL
(9)
Eup  EL
(10)
根据式(1)(2)(7)~(10)可以推导出式(11)(12)。
Vcloud 

W

VL Cn
DnVL
Cn −
 P  Los 
W log 2 1 + up

N 


(11)

VL Pup Dn
 P  Los 
PLCn log 2 1 + up

N 


(12)

式(11)(12)的含义是，当服务器提供的计算能力 Vcloud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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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不等式(11)右边的计算数值，用户所处的网络环境带宽
能够满足式(12)，就可以进行计算卸载。
对于任务 n 来说，它基于的手机计算速率 VL 、任务需要
的计算资源 C n 、任务的数据量大小 Dn 、手机的上传功率 Pup 都
是可以获得的。 Los 是基于距离的函数，只要获知手机与基
站的距离就能计算得到，即对于式(11)(12)来说，未知的参数
只有 N ，在本文中将 N 根据文献[25]定义为-100 dBm。至此，
不等式(11)(12)右半部分的值是可以计算得到的。
计算卸载的第一步是迁移环境感知，在此步骤中可以获
得 MEC 服务器提供的计算能力 Vcloud 和所处环境的网络带宽
W ，然后与不等式右边的计算结果比较。如果满足式(11)(12)
就可以进行计算卸载。同时，用户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可能分
布着多个基站，在多基站的情况下，就要分别计算任务进行
卸载运行的时间消耗和能源消耗，在满足计算卸载的基站中，
选择 Tunload + Eup 取值最小的那个基站进行计算卸载。
1.2 基于改进拍卖的任务调度
当任务要以卸载的方式运行时，下一步需要考虑的两个
问题是：任务要卸载到哪一台虚拟机上处理？卸载任务的数
量较多而服务器计算资源有限时，任务应该如何调度？针对
这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拍卖算法的任务调度策略。
1）拍卖模型及问题形式化
拍卖模型如图 1 所示。在拍卖模型中，有买方和卖方两
种角色，卖方提供商品，买方参与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的拍
卖环节，价高者得。

Auctioneer

Task Time to rent VM
task1
tt1
task2
tt2
…
taskn
ttn

Price
pricet1
pricet2

虚拟机 出租VM的时间
VM1
tvm1
VM2
tvm2
…
VMm
tvmm

pricetn

这一轮新加入的用户。
当拍卖开始时，参与拍卖的 VM 的出租时间为 tvm ,任务
需要租用虚拟机的时间为 tt ，只有满足 tt  tvm 的任务才能参与
竞争，价高者获得该 VM 的使用权，VM 执行该任务。等到
出租时间截止时，取消该用户对该 VM 的使用权，虚拟机得
以空闲，参与下一轮竞争。
如果仅仅按上文所述规则竞争虚拟机，在不理想的情况
下，每一个虚拟机拍卖时，某些用户都满足 tt  tvm ，但是由
于这些用户出价低，有可能最多要参与 m 轮拍卖。这样在最
坏的情况下，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是 O(nm)。针对原始拍
卖算法时间复杂度较高的情况，本文提出了改进的拍卖算法。
2）改进拍卖算法
设买家集合为 TASK={task1,task2,…taskn},集合中的每
一个 task 含有两个属性：taskn.t 表示完成任务 n 所需要的时
间，taskn.p 表示任务 n 参与拍卖的出价。将集合中元素按照
任务运行所需时间 task.t 升序排列。
设卖家的集合为 VM={vm1,vm2,…,vmm},集合中的每一
个 vm 含有一个属性 vmn.t，表示虚拟机 n 的出租时间。将集
合中元素按照出租时间 vm.t 升序排列。
定义集合 CA={task1,task2,…,taskm}用于存储满足拍卖
条件，参与竞拍的任务。该集合的大小是有限的，最多存储
m 个（参与竞争的虚拟机数量）元素。元素插入集合的规则
为：每插入一个元素，利用折半插入排序对集合中的元素按
照任务出价降序排列。当参与竞争的任务数量大于 m 时，只
取前 m 大的元素存入集合，剩余的任务意味着在竞争同一虚
拟机时，它们的价格没有优势（只有 m 个虚拟机），因而竞
拍失败。
遍历集合 VM，依次拍卖虚拟机。例如拍卖 vm1 时，依
次遍历集合 TASK，将满足 taskn.t<vmn.t 的元素依次存入集
合 CA 中，直到遍历到不能满足 taskn.t<vmn.t 的任务停止。
然后取出集合第一个任务，将该 vm1 的使用权赋予该任务。
再继续拍卖 vm2，vm3,…,vmm 最后 m 个虚拟机被 m 个用户
竞拍到，其余竞拍失败用户等待下一轮竞拍。
3）拍卖补偿策略
1

buyer

Seller

图1
Fig. 1

拍卖模型
Auction model

图 1 中的卖方是指 MEC 服务器，销售的商品是计算资
源的出租时间。这里的计算资源细化为 MEC 服务器中的空
闲 VM，即卖方拍卖空闲 VM 的出租时间。买方指的是需要
卸载运行的各个任务，买方的需求是在 VM 上运行该任务需
1

要的时间即 Texe ，买方的出价标准是 price = T − T
。其中：
L
unload
Tunload 为任务卸载耗时； TL 为手机端运行该任务的耗时，两者

相减为卸载执行任务的节约时间。同时也可以将 TL 看做是完
成该任务的截止时间，这样差值也代表完成任务的紧急程度。
既然选择任务卸载，那就要尽可能地使任务卸载的时间
TL − Tunload  0 ，即任务越接近截止时间，代表任务越紧急，所
以取差值的倒数，剩余时间越少，它的倒数越大，意味着该
任务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本文的拍卖模型中假定虚拟机的计算能力都是相同的，
即用户租用虚拟机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完成任务的时间。
定义一个时间片的时间为 s,用户租用 VM 的时间和服务
器出租 VM 的时间都是 s 的整数倍。每轮时间片 s 进行一次
拍卖，每次参与拍卖的用户既有上一轮拍卖失败的用户也有

本文中的竞拍价定义为 T − T
，虽然考虑了任务完成
L
unload
的紧急程度，但这也存在着不公平性。采用计算卸载更节省
时间的任务在竞价上却失去了价格优势，对于这种任务在拍
卖中是不公平的。因此本文提出了竞拍失败补偿策略。在任
务竞价失败后，重新对该任务定价。
price =

1
TL − Tunload − sX

其中：s 是一个时间片的长度；X 为该任务参与竞拍失败的
次数。该公式的含义之一是指该任务每参与一轮竞拍且竞拍
失败，意味着任务截止时间就要减去一个时间片的长度（拍
卖频率为每个时间片拍卖一次）；另一方面，对价格关于失败
次数求导可得
price' =

s
(TL − Tunload − sX )2

从导数公式中可以看出，随着 X 的增大，导数是递增的。
导数越大，意味着价格增长速度越快。因此该公式的另一层
含义是：随着竞拍失败次数的增加，对任务价格补偿就越多。
整个拍卖过程的算法描述如下：
算法 多任务多虚拟机一轮拍卖算法
Input: 参与拍卖的任务和虚拟机。
Output: 竞争失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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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culate the time and bid for each task to rent a
virtual machine to get the set TASK.
2: According to the time required by the task, set the lease
time of the virtual machine to get the collection VM.
3: Ascending the elements in the collection TASK in

机端运行和进行计算卸载时手机端的能耗，其中计算卸载的
能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能进行计算卸载的任务运行
能耗和进行计算卸载的任务的上传能耗。从图中可以看出，
对于手机来说，采用计算卸载方式处理任务能够至少节省 50%
的电量，这就意味着手机有更长时间的待机能力。
距离为50
距离为70
距离为100

ascending order according to the lease time of the virtual
machin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rental time of the virtual machine.
5: foreach vm in set VM
foreach task in set TASK
if taskn.t<vmn.t
Add the task to the set CA
else

60

进行计算卸载的任务数

4: Ascending the elements in the collection VM in ascending

40

20

Add the task to the set EL
// auction failed task set

20

40

end foreach

图2

Assign the first task in the collection CA to the

Fig. 2

2

模拟实验及结果分析

在本节中使用 MATLAB 仿真本文提出的卸载策略。模
拟的场景如下：定义有 1~2 个基站，每个基站上的 MEC 服
务器运行着 30 台虚拟机，虚拟机的计算能力设置为 10
GHz[26]。用户与基站之间的通信带宽是 5 MHz[19]，并且用户
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计算任务。
本文采用人脸识别[26]算法作为计算任务，任务数据量大
小为 1 000 KB~5 000 KB 随机分布，需要的计算资源设置为
200 Megacycles 到 1 000 Megacycles。通过调查，将用户手机
的计算能力设置为 1.5 GHz 到 2.5 Ghz 随机分布。虚拟机的
出租时间根据任务的需求时间，在最大值 GN 最小值之间做
均匀分布。文中所有实验数据均是 20 次实验的平均值。
2.1 任务卸载计算和本地执行的手机能耗比较
本小节中，设置的模拟实验场景是 1 个基站/30 台虚拟
机，参与卸载的决策的任务数是 20~70。图 2、3 分别展示了
在用户距离基站 50、70、100 m 时参与卸载计算的任务数和
手机端能耗。
从图 2 可以看出，当手机距离基站越近时，能够进行计
算卸载的任务数越多，因为距离越近，无线通信的带宽损失
越少。这也说明了边缘计算相对于传统的采取集中式运算的
云计算来说，更适合计算卸载。图 3 则展示了任务全部在手

不同距离计算卸载的任务数

本地能耗
计 算 卸 载 能 耗 （ 距 离 50）
计 算 卸 载 能 耗 （ 距 离 70）
计 算 卸 载 能 耗 （ 距 离 100）

Add the remaining tasks in the set CA to the set EL

本文提出的多任务多虚拟机竞拍模型中，最核心的算法
是拍卖竞争的环节，其中每一个 vm 参与拍卖，就要对集合
CA 进行一次折半插入排序，该折半插入排序算法的复杂度
O( log m ),一共进行 m 轮拍卖，这意味着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为 O( mlog m )，相比没有改进的拍卖算法（时间复杂度为
O(nm)），时间复杂度会有明显改善。因为随着移动智能终端
的爆炸式增长，在未来参与计算卸载的任务数 n 肯定会远远
大于提供计算资源的 VM 的数量 m。并且相对于无序的虚拟
机参与拍卖，本文提出的将虚拟机集合和任务集合先升序排
列再竞争的方式，会使得用户请求的时间和虚拟机出租的时
间差别不大，这就意味着虚拟机在完成计算任务后，能够很
快被回收，参与下一轮竞争。对于服务器来说，同样时间内
它会处理更多的任务。

80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unloaded task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2000

end foreach

1500

手机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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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不同情况下手机端能耗

Mobile phone energy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2.2 改进拍卖算法和经典拍卖算法的性能比较
本小节设置的实验场景是：有 2 个基站，共 60 个虚拟
机。每一轮时间片产生的任务数是 20~70，一次实验进行 10
轮时间片。
图 4 中展示了基于改进拍卖算法和经典拍卖算法进行任
务调度时的虚拟机空闲时间。本文中将虚拟机的空闲时间定
义为虚拟机完成计算任务的时刻与下一轮时间片到来的时刻
的差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改进的拍卖算法能够有效地
减少虚拟机的空闲时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在经典的
拍卖算法中当一个虚拟机被拍卖时，所有运行时间满足条件
的任务都会参与竞争，该虚拟机有可能被出价高，但需要运
行时间很少的任务获得。简言之，就是出租时间很长的虚拟
机与需要运行时间很短的任务绑定。这种情况下，产生较长
的虚拟机空闲时间。而在本文提出的改进拍卖算法中，在拍
卖前，将虚拟机与任务分别按出租时间，运行时间升序排列。
拍卖时按照虚拟机出租时间从短到长依次拍卖,也就是说出
租时间短的虚拟机被需求时间短的任务竞争，出租时间长的
虚拟机被需求时间长的任务竞争，这样就会有效地缩短虚拟
机的空闲时间。因此本文提出的改进拍卖算法不仅在时间复
杂度上有优势，同时也提高了虚拟机效率。
图 5 展示了基于改进拍卖算法和经典拍卖算法进行任务
调度时，当任务量远远大于虚拟机个数时，进行计算卸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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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调度模型。并且通过实验验证，证明本文提出的卸载
策略能够有效地提高任务执行速度，减少服务时延，提高手
机续航能力，提升用户满意度。

改进拍卖算法
经典拍卖算法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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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6
44

基于改进拍卖的卸载策略
基于经典拍卖的卸载策略
所有任务本地执行
所有任务云上执行

60

50

整个系统耗时

虚拟机的空闲时间

任务中失败的任务数。本文中将失败的任务定义为：通过计
算卸载耗时大于本地执行耗时的任务。从图中可以看出，基
于改进拍卖的调度算法的失败任务数比未改进的低，这是因
为基于改进拍卖的调度算法中虚拟机的空闲时间低，也就是
说该算法中的虚拟机利用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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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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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算法虚拟机空闲时间

Different algorithm virtual machine idle time

不同算法整个系统耗时

Different algorithms time consuming for the enti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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