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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各节点采集的信息以多跳的方式传送到汇聚点．从各节点到汇聚点形成一棵以汇
聚点为根的传输树．文中在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传输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基于ＣＳＭＡ／ＣＡ（载波多路监听／冲
突避免）的ＭＡＣ协议在树状结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ＭＡＣ协议优化算法．
算法基于节点在传输树中的位置信息调整其ＭＡＣ信道接入分配，将ＣＳＭＡ／ＣＡ采用的各节点均等竞争信道的方
法优化为各节点依据在传输树中的位置情况竞争信道的方式，这一优化提高了节点公平性，使ＭＡＣ信道接入分配
与树状结构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传输特点相契合，解决了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ＭＡＣ协议与树状结构无线传感器网络
不匹配的问题，从而减少了信道资源浪费，提高了网络传输效率，降低了能耗．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网络丢包率、
吞吐量和能耗方面的性能均有较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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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物联网的支撑技术之一，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许多不同于传统无线网络的特
点［１］．典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采用汇聚点（Ｓｉｎｋ）收
集网络中的数据，各节点采集的数据通过其它节点
转发以多跳的方式最终传输到汇聚点，整个网络的
信息向汇聚点传输的过程形成一棵以汇聚点为根的
传输树，这种网络模式是传感器网络最主要的信息
传输模式之一［２］．在传输树中，上层节点承载的传送
任务不仅包括节点本身的数据采集，还包括下层节
点的数据转发．因此，网络负载会在上层节点处累
积．一般地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无线ＭＡＣ协议为网
络中每个节点提供同等的信道访问机会，这种策略
比较适用于传统的Ａｄ＿ｈｏｃ网络．在传统的Ａｄ＿ｈｏｃ
网络中，每个节点都可以是信息传输的目标节点，网
络负载的分布没有一定的规律，平等的信道访问机
会对各节点是公平适用的．但是在树状传感器网络
中信息传输有固定的目标汇聚点，上层节点负载较
重，同等的信道访问机会平均到每条信息，则每条信
息在上层节点处的发送概率将明显低于其在下层节
点处的发送概率．并且当网络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繁
忙时，上层节点处的信息由于发送概率低而累积，下
层节点的信息持续传送到上层节点处并逐渐在上层
节点处形成拥塞，甚至被丢弃．显然，用于发送这些
最终被丢弃信息的资源（包括信道、能量等）被浪费
了．这一问题是由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无线ＭＡＣ协
议和树状传输结构的传感器网络的传输特点不相符
造成的．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基于树状传输结构的无线
传感器网络应用，提出一种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无线
ＭＡＣ协议的优化算法和信道抢占解决方案．本文
第２节给出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工作的
特点和贡献；第３节描述本文工作采用的网络模型
和相关定义；第４节讨论树状传感器网络的传输特
点，并给出算法的数学推导和证明；第５节阐述本文
算法的流程；第６节给出算法在丢包率、吞吐量和能
耗方面的性能实验验证与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２　相关工作
近年来，各国学者针对传感器网络的高效传输

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包括从ＭＡＣ层、路由层到传

输层的优化改进，有效地降低了网络丢包率和能耗，
增强了网络的可靠性．本文着重分析ＭＡＣ层的解
决方案．传感器网络ＭＡＣ协议根据信道分配方式
可以分为三类：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协议、调度协议和
混合ＭＡＣ协议．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协议不存在网
络同步问题，扩展性好．调度协议能有效利用资源，
但一般需要中央节点调度，在复杂网络情况下部署
有效的调度协议被证明是ＮＰｈａｒｄ问题［３］，并且以
ＴＤＭＡ协议族为代表的调度协议通常有时钟同步
要求，时钟同步需要节点频繁交换控制信息，这将大
大增加网络能耗．因此，由于传感器节点及网络布设
的局限性，以ＴＤＭＡ协议族为代表的调度协议较
少在传感器网络中直接采用［４］．混合协议结合了上
述两种协议的优点，但通常比较复杂，难以配置［５］．
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协议是传感器网络中比较常用
的一种方式，研究也最为活跃，下面我们对该领域
的代表性成果加以分析．一般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传
感器网络ＭＡＣ协议是在采用ＤＣＦ（分布协调功能）
的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６］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和改进，其信
道竞争的核心思想是：当节点发送数据时，先监听信
道是否繁忙．如果繁忙，节点等待一定时间后再尝试
发送；如果再次发生冲突，节点按一定的策略重发信
息，直到信息发送成功或放弃．ＳＭＡＣ（Ｓｅｎｓｏｒ
ＭＡＣ）［７］是第一个完全针对传感器网络设计的基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的ＭＡＣ协议，它的重要贡献是引入了
节点休眠机制，即节点定期休眠，相邻节点休眠调度
周期同步．ＴＭＡＣ［８］是在ＳＭＡＣ基础上的改进，对
节点休眠的策略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例如根据网络
状况动态调整节点休眠时间以提高协议效率．Ｂ
ＭＡＣ［９］、ＷｉｓｅＭＡＣ［１０］、ＸＭＡＣ［１１］和ＺＭＡＣ［４］协议
在ＳＭＡＣ协议的基础上，采用前导序列技术提高了
休眠唤醒决策的精度，无需节点同步．ＰＭＡＣ［１２］协
议根据网络流量自适应地调整休眠调度．Ｓｉｆｔ协
议［１３］针对事件驱动的传感器网络应用，当多个节点
同时检测到同一个事件，只保证其中的部分节点发送
检测信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冲突的概率，但协
议基于严格的时钟同步．ＤＭＡＣ［１４］协议提出根据网络
传输的树状结构，调整休眠调度策略，使得下层节点
的发送时间与上层节点的接收时间相对应．所述的
传感器网络ＭＡＣ协议的信道接入机制均沿用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ＤＣＦ机制，本文称它们属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族．它们主要从休眠调度策略方
面对ＭＡＣ协议进行优化改进，没有针对本文所述
的树状传输结构网络所存在的信道分配问题提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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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调度协议以ＴＤＭＡ协议族为代表，下面介
绍调度协议相关研究成果．ＴＲＡＭＡ协议［１５］提供了
根据流量预先分配时间槽的无冲突通信，它属于
ＴＤＭＡ协议族，时间同步及时间槽分配调度的资源
耗费是这类算法应用的瓶颈，且这类算法复杂、实现
难度大．本文算法属于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协议，但
根据网络结构调整了信道接入概率参数，与ＴＤＭＡ
协议族相比，本文算法由于没有涉及到时间槽调度
算法，总体上规避了ＴＤＭＡ协议族的局限（如时钟
同步）．混合协议是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协议与调度
协议的结合，与本文算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本文算法
的目标是解决传感器网络树状传输结构引入的问
题，即在传输树中，由于信息在上层节点处的发送概
率低于在下层节点处的发送概率而造成的传输效率
低下及信道和能量资源浪费等问题．以ＺＭＡＣ为
代表的混合协议解决的是ＭＡＣ层单跳信息发送冲
突的问题［４］，并没有考虑传感器网络结构引入的传
输问题．Ｆ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ＭＡＣ［１６］在全网采用ＣＳＭＡ协
议，在汇聚点周围的漏斗区域按需采用ＴＤＭＡ协
议，虽然将ＴＤＭＡ协议仅限制在汇聚点附近，并由
汇聚点实施时间槽调度，避免了ＴＤＭＡ协议时间
槽调度算法在传感节点难以部署的问题，但随网络
规模的增大，漏斗区范围扩大，时间槽调度的复杂度
和向各节点周期性部署的耗费都随之大大增加，
ＴＤＭＡ协议的时钟同步问题也并未避免．时钟同步
信息的交互耗费对能耗要求极高的传感器网络是不
容小视的负担，也是本文算法不考虑ＴＤＭＡ类协
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些涉及ＭＡＣ层优化的算法中，采用了优
先级设置方案［１７］，根据设计目标，在ＭＡＣ层为信
息设置不同的优先级［１８２０］．文献［１８］通过调整
ＭＡＣ层延迟等待窗口，给予拥塞节点更多的信道
占有机会，以帮助缓解拥塞．文献［１９］针对无固定汇
聚点的无线网络应用，给予数据流不同的ＭＡＣ层
优先级．文献［２０］在网格结构的网络中，给予等候信
道时间较长的节点更多的信道抢占几率．这些算法
分别是根据不同的网络传输结构需要提出的ＭＡＣ
层优化算法，但极少涉及本文所述的问题．本文针对
树状结构的传感器网络应用，优化基于ＣＳＭＡ／ＣＡ
的无线ＭＡＣ协议．与以上所述方法不同，本文算法
采用设置ＭＡＣ层最小竞争窗口的方法来实现信道
的非均等分配，并非设置信息或节点的优先级，即不
干预网络运行的动态参数，节点或信息没有优先等
级．算法优化了在信息碰撞情况下的信道分配方式，

因此具有较高的自适应性：在网络轻载情况下，由于
不存在信息拥塞和不公平问题，算法运行与ＩＥＥＥ
８０２．１１协议相近；在网络重载情况下，算法通过调整
ＭＡＣ层最小竞争窗口给予节点不同的信道接入概
率，以解决前面所述的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族与树状传
感器网络应用不匹配的问题．

３　网络模型
本文描述的网络模型针对上行传输的树状传感

器网络应用，如图１所示．我们对网络模型给出以下
假设：

（１）网络中节点静止，在初始网络部署后，传感
器节点和汇聚点静止；

（２）在节点传输半径范围内的点，是可连通点，
整个网络为连通网络，即从汇聚点可以通过多跳的
方式与任一节点通信；

（３）节点能量主要消耗在通信中，根据文献［２１］中
的测量，设定发送信息消耗的能量为接收信息消耗
的能量的两倍．

图１　网络图

在检测区域中，给定犖个传感器节点和汇聚点
狊构成连通网络，用无向图犌＝（犞，犈）表示，犞表示
传感器节点的集合，犈是节点间双向链路集合．以汇
聚点为根节点在犌中可以生成一棵犕层的传输树
犜．如图１所示，为一棵以汇聚点为根的上行传
输树．

在以上所述的网络模型中，传输树犜中的任一
非叶节点既要发送自己检测的信息，又承担了子节
点数据的转发工作．在传输树犜中，距汇聚点越近
且子节点越多的节点，承载的发送任务就相应越重．
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非均衡传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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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描述如下：
在上行传输的树状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非叶节点

狀的负载量不少于它的所有子节点的负载量的总和．
对于任一节点狀：
（１）若在犜中距汇聚点的跳数为犻，则在犜中的

层次为犾犻或犾（狀）；所有层次为犾犻或犾（狀）的节点集合
为犔犻或犔（狀）；

（２）子节点集合为犇狀；层犾犻或犾（狀）的子节点集
合（层中所有节点的子节点组成的集合）为犇犾犻或
犇犾（狀），；层犾犻或犾（狀）的平均子节点数（层中所有节点
子节点数的平均值）为珡犇犾犻或珡犇犾（狀）；网络总平均子节
点数为珡犇＝∑

犕－１

犾犻＝１
狘犇犾犻狘／∑

犕－１

犼＝１
狘犔犼狘；

　　（３）子节点系数为α狀＝｜犇狀｜
／（珡犇犾（狀）），珡犇犾（狀）≠０

０， 珡犇犾（狀）烅烄烆 ＝０，
即子节点数与层平均子节点数的比值，当狀为叶子
节点时，珡犇犾（狀）＝０，系数为０．

４　问题描述及理论分析
４．１　信道分配

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无线网络ＭＡＣ协议（以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ＤＣＦ为例，如图２所示），其信道分配的
基本原理是：节点在发送信息前监听信道，如果信道
繁忙，则随机等待一个时间段，等待的时间段大小是
从０到竞争窗口大小之间的随机数．每当网络空闲
时间达到ＤＩＦ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Ｓｐａｃｅ）时
间段长度时，延迟计数器减１，直到延迟计数器为０，
节点开始发送数据，当发送冲突时，竞争窗口按一定
的规律增加，信息重新等待发送，直到竞争窗口大小
达到最大竞争窗口值．网络中节点的竞争窗口初始
值取统一设置的最小竞争窗口值，保证了节点拥有
均等的信道抢占机会［６］，这是一种公平的信道竞争
机制．

图２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ＤＣＦ信道分配机制［２２］

　　在无线Ａｄ＿ｈｏｃ网络中，由于目标节点分散，网
络负载是无规律分布的，因此这种公平的信道竞争
机制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本文所述的无线传感
器网络模型，在传输树犜中父节点和子节点的关系
固定，并存在上节所述的非均衡传输特点，即父节点
的负载量不少于它所有子节点负载量的总和，当信
道持续繁忙一段时间，由于父节点只能和子节点以
相同的概率抢占信道，导致信息在父节点处累积，以
至于信息极易由于缓存溢出而被丢弃．子节点成功
抢占信道发送到父节点处的信息会进一步加重父节
点负担和丢包率，同时，子节点的这种无效发送，还
浪费了带宽和能量资源．因此，均等信道抢占机制并
不完全适用于本文所述的网络模型，应给予父节点
相对于子节点更多的信道抢占机会．最小竞争窗口的
大小是决定信道抢占概率的一个重要参数，本文着重
探讨怎样针对所述网络模型为犜中节点设置最小竞
争窗口值，以合理分配信道使其符合树状网络模型的
传输特点．如第２节所述，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传感器
网络ＭＡＣ协议众多，但信道接入方法主要是基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ＤＣＦ算法，因此本文算法基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ＤＣＦ．
４．２　最小竞争窗口计算方法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对在树状结构的无线传感
器网络进行ＭＡＣ层传输控制的核心是分配给父节
点相对于子节点更多的信道抢占机会．而从整个传
输树犜来看，越上层的节点负载越重，相对信道占
有率应该越高．在源负载均匀分布的情况下，节点的
总负载量取决于它转发的信息量，节点的转发信息
量与节点在犜中的层次和子节点的数量密切相关．
设每个节点源信息量为１单位，如图３所示的传输
树结构负载分布显示：越靠近汇聚点且子节点数量
越多，其负载量就越大．在源负载不均衡的情况下，
仅考虑根据负载量来调整信道分配难以满足节点公
平性的要求：按负载量调整信道分配使得源信息数
小的节点发送成功的信息量会小于源信息数大的节
点，源信息数小的节点的信息甚至会被源信息数大
的节点的信息淹没，使得源信息数小的节点无法传
达信息．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很多传感器应用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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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要能从各个节点平等的接收信息．因此，在信
道分配中，应以节点数为分配依据．为此，本文首先
依据传输树的层次为每层计算其层最小竞争窗口

值，并根据各节点的子节点数量和所在层最小竞争
窗口值，给出每个节点的最小竞争窗口值．

图３　负载分布图

４．２．１　层最小竞争窗口计算
信道分配与节点在传输树中的层次直接相关，

层次最小竞争窗口从总体上为传输树中各层设置了
最小竞争窗口的基准值．层次最小竞争窗口值根据
上层节点的最小竞争窗口值和上层平均子节点数计
算给出，保证了每层的最小竞争窗口值不小于其上
层值．层最小竞争窗口计算公式如下：

犆犠犾犻＋１ｍｉｎ＝
犆犠０

ｍｉｎ×（１＋珡犇犾０）χ，犻＝０
犆犠犾犻ｍｉｎ×（１＋珡犇犾犻）χ，０＜犻＜烅烄烆 犕

（１）

χ＝ｌｏｇ（１＋珡犇）犕犃／犆犠０
ｍｉｎ （２）

其中，犆犠０
ｍｉｎ是犜中根节点的最小竞争窗口值，

犆犠犾犻ｍｉｎ表示犾犻层的最小竞争窗口值，犃是根据网络规
模预先给定的常数（犃＞犆犠０

ｍｉｎ），为层次最小竞争窗
口的一个上限（参见定理１），犃的设定可以避免由
于最小竞争窗口值过大而导致节点长期无法抢占信
道．公式中每层的最小竞争窗口值都是由上层的最
小竞争窗口值和平均节点数以及预先设定的网络参
数决定的．相邻两层的最小竞争窗口值差异是由上
层的平均子节点数直接决定的，χ为调整系数，由网
络的总平均子节点数和预先设定的根节点最小竞争
窗口值及常数犃决定，每层最小竞争窗口的计算采
用相同的χ值，对于给定的网络和预置参数，χ
固定．

定理１．　犃为层最小竞争窗口值的一个上限．
证明．　犻犕，我们有
犆犠犾犕ｍｉｎ＝犆犠犾犕－１ｍｉｎ×（１＋珡犇犾犕－１）χ

＝犆犠０
ｍｉｎ×（１＋珡犇犾０）χ×

（１＋珡犇犾１）χ×…×（１＋珡犇犾犕－１）χ
＝犆犠０

ｍｉｎ×［（１＋珡犇犾０）×
（１＋珡犇犾１）×…×（１＋珡犇犾犕－１）］χ．

根据算术几何平均不等式，我们得到
［（１＋珡犇犾０）×（１＋珡犇犾１）×…×（１＋珡犇犾犿－１）］

（（１＋珡犇犾０＋１＋珡犇犾１＋…＋１＋珡犇犾犿－１）／犕）犕
＝（１＋珡犇）犕．
因此，

犆犠犾犿ｍｉｎ犆犠０
ｍｉｎ×［（１＋珡犇）犕］χ　

＝犆犠０
ｍｉｎ×犃／犆犠０

ｍｉｎ＝犃． 证毕．
４．２．２　节点最小竞争窗口计算

如图３所示，在犜中同层的节点由于子节点的
数量可能不同，其数据负载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
对于同层节点以所在层最小竞争窗口值为基准，并
根据子节点的数量计算各节点的最小竞争窗口值．
节点狀的最小竞争窗口的计算公式为：
犆犠狀

ｍｉｎ＝
（（１－犅犾（狀））ｅ１－α狀＋犅犾（狀））×犆犠犾（狀）ｍｉｎ，α狀＞１
犆犠犾（狀）ｍｉｎ， ０α狀烅烄烆 １

（３）

犅犾（狀）＝１／１＋珡犇犾（狀）（ ）－１χ （４）
其中，α狀为子节点系数，它是节点子节点数与层平均
子节点数的比值，犅犾（狀）为层调整系数，保证节点的最
小竞争窗口取值在上层最小竞争窗口值和本层最小
竞争窗口值之间．

定理２．　任一节点狀的最小竞争窗口值大于
它的父节点犿的最小竞争窗口值．

证明．　由珡犇＞０，犕＞０，０＜犆犠０
ｍｉｎ＜犃及

式（２），我们有（１＋珡犇）犕＞１，犃／犆犠０
ｍｉｎ＞１，所以

χ＞０．
犻犕，（１＋珡犇犾犻）χ＞１，由式（１），我们得到

犆犠犾犻＋１ｍｉｎ＞犆犠犾犻ｍｉｎ．
如果α狀＞１，因为０＜１／１＋珡犇犾（狀）－１１及χ＞０，

由式（４），我们得到０＜犅犾（狀）１．由０＜ｅ１－α狀＜１，我
们得到０＜（１－犅犾（狀））ｅ１－α狀＜１－犅犾（狀），犅犾（狀）＜（１－
犅犾（狀））ｅ１－α狀＋犅犾（狀）＜１．

由式（１）～（４），我们有犅犾（狀）×犆犠犾（狀）ｍｉｎ＝犆犠犾（狀）－１ｍｉｎ

及（（１－犅犾（狀））ｅ１－α狀＋犅犾（狀））×犆犠犾（狀）ｍｉｎ＞犆犠犾（狀）－１ｍ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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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我们有犆犠犾（狀）－１ｍｉｎ ＜犆犠狀
ｍｉｎ＜犆犠犾（狀）ｍｉｎ．

如果α犿＞１，我们有犆犠犿
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犆犠狀
ｍｉｎ＞

犆犠犾（犿）
ｍｉｎ，则犆犠狀

ｍｉｎ＞犆犠犿
ｍｉｎ．

如果α犿１，我们有犆犠犿
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则
犆犠狀

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犆犠犿

ｍｉｎ．
如果α狀１，我们有犆犠狀

ｍｉｎ＝犆犠犾（狀）ｍｉｎ．
如果α犿＞１，我们有犆犠犿

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则犆犠狀

ｍｉｎ＝
犆犠犾（狀）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犆犠犿
ｍｉｎ．

如果α犿１，我们有犆犠犿
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则犆犠狀
ｍｉｎ＝

犆犠犾（狀）ｍｉｎ＞犆犠犾（犿）
ｍｉｎ＝犆犠犿

ｍｉｎ．
因此，犆犠狀

ｍｉｎ＞犆犠犿
ｍｉｎ． 证毕．

定理２保证了父节点比其任一子节点拥有更多
的信道抢占机会．符合传输树结构的非均衡传输特
点，证明了算法的合理性．

图４　算法流程图

５　设置算法
最小竞争窗口的设置算法流程如图４所示，初

始时汇聚点在全网广播一条查询信息，该信息携带
跳数值犺，初始为１，当任一节点狀收到查询信息时，
检查它的层数设置犾（狀）（初始设置为无穷大），如果
层数设置大于信息跳数值，将层数设置为信息跳数
值，并将信息上一跳节点设置为父节点；如果层数值

小于信息跳数值，设置其非叶节点标志位参数为１
（初始为０）；如果相等，丢弃信息．经过一轮查询信息
设置，所有非叶节点标志位参数为０的节点向其父
节点发送聚敛信息，该聚敛信息中加入自己的节点
号和层数，所有收到聚敛信息的节点将加入自己的
节点号和层数，并将该信息该转发给父节点．最终汇
聚点收到聚敛信息，根据式（１）计算层最小竞争窗口
的参数值，并根据式（１）和式（４）计算得到每层最小
竞争窗口值和节点最小竞争窗口计算参数犅犾犻．汇聚
点将计算所得的各层最小竞争窗口值和参数犅犾犻向
网络中广播．各节点根据式（３）计算最小竞争窗口值
并进行设置．

６　实验与评估
我们采用ＮＳ２仿真器分别在２０节点、５０节点

及１００节点的网络中验证了本文提出的ＭＡＣ优化
方法在丢包率、吞吐量和能量消耗方面的效率．如在
第２节中所述，调度协议及混合协议与本文算法由
时钟同步及目标不同引入的低可比性，使得本文算
法难以与此类算法进行性能比较；而基于ＣＳＭＡ／
ＣＡ的传感器网络ＭＡＣ协议，虽然在休眠等其它方
面各有长处，但信道接入方法基本上沿用了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ＤＣＦ方式，即采用了相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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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接入方法．因此，优化算法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
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仅将ＭＡＣ优化算法与基础
的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ＤＣＦ进行比较．本文是对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族信道接入方法的优化，可以容
易地植入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族中，与其它优化结合
以提高总体效率．

实验节点均匀部署在２００ｍ×２００ｍ的矩形区
域内，节点通信半径为４０ｍ．实验采用２Ｍｂｐｓ信道，
数据包长度为５１２字节，便于算法在以后的工作中
嵌入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进行扩展［２３２４］．依据文献
［２１］中的测量结果，每发送一个数据包的能耗设置
为２单位，每接收一个数据包的能耗设置为１单位．
６．１　网络丢包率

图５所示为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及本文算法在不
同发送速率下的数据丢包率情况．如图５（ａ）所示，
在２０节点的网络中，本文算法相对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

协议丢包率减低超过２０％．并且，随发送速率的增
加本文算法的丢包率相对稳定．在图５（ｂ）所示的５０
节点的网络实验中，我们测试了不同的犃参数值，犃
值取３２时，在速率较低的情况下丢包率有明显改
善，但当速率达到５００ｐ／ｓ时本文算法的丢包率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接近；而当犃值取２５６时，丢包率
降低幅度较大，并且比较稳定，在高速率情况下，丢
包率相对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依然降低了４０％．在如
图５（ｃ）所示的１００节点网络实验中，当犃值取４０
时，本文算法相对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并无明显改
善，甚至在低发送速率时丢包率略有超出，这是由于
在规模较大的网络中传输树的层数相应较多，采用
较小的最小竞争窗口上限使接近汇聚点的节点最终
设置的最小竞争窗口值过小，过小的竞争窗口值增
加了冲突的几率并导致了丢包的增多．因此，需要根
据网络规模相应调整犃值．

图５　丢包率

６．２　吞吐量
图６所示为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及本文算法在２０、５０

和１００节点的网络中，在不同的发送速率下，网络吞
吐量的情况．在如图６（ａ）所示的２０节点网络实验

中，本文算法较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吞吐量情况有
较大改善，并随发送速率的增加优势更加明显．在如
图６（ｂ）所示的５０节点网络实验中，犃值取３２时本
文算法优势并不明显，犃值取２５６时本文算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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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有平稳改善且吞吐量提高５０％左
右．在如图６（ｃ）所示的１００节点网络实验中，犃值
取４０时算法性能劣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吞吐量由
信息发送量和丢包率决定，图５（ｃ）中显示本文算法
在犃值取４０时的丢包率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持平，
仅在低速率时稍有超出，则本文算法在犃值取４０
时吞吐量较低的原因是较小的信息发送量．较小的

信息发送量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过小的竞争窗口上限
值，增加了发送冲突的几率，从而增加了信息重传
率，降低了信息发送频率，从而减低了信息发送量．
从图６（ｃ）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犃值取６４时的
吞吐量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持平并在低速率时略
好．犃值取１２８和２５６时，本文算法较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
协议已经有较大改善．

图６　吞吐量

６．３　能量消耗
能量消耗是传感器网络算法性能的重要监测标

准［２５］．如图７所示，我们测试了汇聚点每成功接收
一个数据包网络的平均能量消耗．在图７（ａ）所示的
２０节点网络中，本文算法较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的能
量消耗情况有较大改善，没有随发送速率的增加而
快速增加．在速率达到２５０ｐ／ｓ以后，随着发送速率
的增加，本文算法每成功接收一条数据的能耗有所
降低．而与能耗相对，图５（ａ）中本文算法的丢包率
在速率达到２５０ｐ／ｓ后保持稳定．这说明这段能耗
降低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丢包率的下降．其原因
是：采用本文算法后，随着发送速率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信息在更早的阶段被丢弃，减少了后续无效

传输步骤的能量消耗．在图７（ｃ）所示的１００节点网
络实验中，与在图５（ｃ）中观察的情况类似，当发送
速率低于５ｐ／ｓ时，犃值取４０的算法的能耗稍差于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议．原因与丢包率分析相同，较小的
最小竞争窗口值上限使得在规模较大的网络中靠近
汇聚点的最小竞争窗口值过小，导致冲突、丢包率和
能源浪费的增加．

７　结束语
本文针对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协

议族与树状结构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不匹配的问题，
根据树状结构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非均衡传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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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能量耗费
点，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ＳＭＡ／ＣＡ的ＭＡＣ协议优化
算法．算法根据节点在传输树中的层次和子节点的
数量调整节点信道接入概率，给出了层次最小竞争
窗口和节点最小竞争窗口的计算模型，理论上证明
了模型符合树状网络传输特点，并给出了最小竞争
窗口的上限．最后采用实验方法，证明了算法在丢包
率，吞吐量和能耗方面均有较大幅度改善．

致　谢　感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
Ｓａｔｙａ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教授及ＰｅｔｅｒＳｔｅｅｎｋｉｓｔｅ教授对本
文工作的支持和建议，同时感谢本文审稿专家和编
辑，他们给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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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ｉ．ｅ．，ｅａｓｙｔｏｂｅｅｉｔ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ｌｅｌｙ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ＣＳＭＡ／ＣＡｂａｓｅｄＭＡＣ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ｖｉ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ｒａｎｔ
Ｎｏ．６０８０３１２０），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Ｆｕｎｄ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ｇｒａｎｔＮｏ．２００９１１０２１１００１７），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ｒａｎｔ
Ｎｏ．２０１１ＡＡ０１０５００）．

９３５３期 刘云璐等：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ＭＡＣ协议优化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