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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许多基于传感器网络技术的物联网应用中，用户需要快速的查询响应，比如智能交通物联网应用中，行
驶在路上的司机即时查询附近的空停车位信息．如何为此类物联网设计一种符合传感器网络特性（如能量有效等）
的快速数据转发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挑战性工作．已有的传感器网络实时数据转发协议大都因未解决好转发断路带
来的额外开销、孤立节点处理耗时、难以适应网络拓扑动态变化等关键性问题而未取得理想的实时性效果．为此，
该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查询的快速数据转发方案，利用查询消息为每个传感器节点建立最快速的数据转发路径
（有向无环图），此外文中给出的综合路径代价模型可以均衡网络能量和减少网络拥塞延时，最后设计了贪婪的分
布式数据转发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并用仿真实验验证了该方案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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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物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是以感知为目

的，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互联的网络，其
特征是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等方式获取物
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结合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网络
进行信息的传送与交互，采用智能计算技术对信息
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提高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能力，实
现智能化的决策和控制［１］．物联网广泛应用于安防、
电力、交通、医疗等许多领域．

在许多物联网应用中，用户需要得到快速而可
靠的查询响应．比如智能交通物联网应用中，行驶在
道路上的司机即时查找附近的空闲停车位信息；在
安防物联网视频监控应用系统中获取指定区域的实
时音频／视频监控信息；国家核电站监控物联网中查
询实时的放射物辐射水平；在闭环控制物联网系统
中快速查找事故点［２］；在国防军事物联网中，搜集敌
对区域的实时情报等等．在此类实时响应的物联网
应用中，数据需要非常及时地转发给用户，否则就会
失效（数据的有效期很短）．如何为此类物联网设计
一种快速的数据转发方案是一项亟待解决的挑战性
工作．

物联网体系结构包括应用层、通信网络层（包括
互联网，２Ｇ、３Ｇ、４Ｇ等移动通信网络）和感知层，其
中感知层主要由各类同构或异构传感器网络（Ｗｉｒｅ
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ＳＮｓ）组成［３］，这些传感器
网络负责各类物理目标的感知、监控以及感知数据
的转发和上传，它们是物联网实现物与物、人与物等
互联通信的基础设施，是物联网的核心组成部分之
一．物联网底层的数据转发主要依靠传感器网络
完成．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４２０］试图提高传感器网络
数据转发的实时性、能量有效性、可靠性等方面的服
务质量，但由于这些数据转发策略和算法未能较好
地解决数据转发断路带来的额外时间和能量的开
销、孤立节点处理耗时、难以适应网络拓扑结构动态
变化等关键性问题，因此它们都未能在实时性方面
取得理想效果，难以满足物联网感知层中数据转发
的实时性要求．

文献［４］提出了传感器网络中可调的局部最优
地理转发策略（ｔｕｎａｂｌｅＬｏｃａｌｌｙ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ＧＦ），包括一个简化的数
据转发数学模型和一个简单的单步前瞻数据转发规

则．ＬＯＧＦ可以在端到端数据包延迟和转发跳数之
间取得较好的平衡，但该策略基于一个很苛刻的假
设前提，即在ＬＯＧＦ中，假设每个节点至少有一个
离汇聚节点（Ｓｉｎｋ）近于自己的邻居节点，使得沿此
类邻居节点转发数据时总能到达Ｓｉｎｋ．虽然这个假
设前提可以较好地回避转发断路问题，但相同跳数
邻居节点之间的数据转发也会影响查询响应的实时
性．文献［５］基于一种虚拟队列结构为传感器网络设
计了一个机会调度算法，可以控制单跳和多跳网络
中最坏情况下的延迟，但不适用于实时性要求高的
应用．文献［６］提出了通过贪婪嵌入机制以确保基于
嵌入坐标的路由总能找到目的节点，但没有有效地
解决能量有效和传输延迟问题．文献［７］提出一种无
线网络中非编码传输协助的编码方案来减少多播流
数据传输跳数，同样存在转发断路问题．文献［８］引
入“睡眠唤醒”调度机制以减少端到端的延迟，但不
能保证数据以最小跳数方式转发，从而影响了实时
性．文献［９］通过减少每个节点的先进先出队列积压
和实际物理队列出队连接数，提出一种镜像架构来
改进背压（ｂａｃ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调度算法的延迟性能．
ＳＰＥＥＤ［１０］是传感器网络一种著名的实时性地理路
由，它只选择满足要求的快速连接作为转发路径，并
采用局部反馈控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负载和拥塞．
ＭＭＳＰＥＥＤ［１１］是ＳＰＥＥＤ的扩充，除了在转发速率
等方面的改进之外，ＭＭＳＰＥＥＤ还支持数据的可靠
传输．ＳＰＥＥＤ和ＭＭＳＰＥＥＤ虽然在数据转发时采
用了局部反馈控制，但都没有解决转发断路问题，而
且缺少对延迟、可靠性和能效的均衡考虑．

目前，有不少研究［１６２０］也关注传感器网络基于
查询的路由．文献［１６］提出了在间歇性的连接移动
传感器网络中分别利用数据对象和查询的空间信息
来指引数据聚集和转发的方法，但该方法没有考虑多
跳数据转发的情况，也未能较好地解决网络拓扑结构
变化问题．定向扩散（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Ｄ）［１７］是
一个著名的基于查询的路由协议，该路由包含（查
询）兴趣传播阶段、初始梯度建立阶段和沿加强路径
传输数据阶段．ＤＤ虽然可以解决转发断路问题，但
梯度中会存在跳数相同的邻节点（有时还存在
“环”），影响了数据转发的实时性．文献［１８］提出优
先调度策略以改进ＤＤ，但仍未解决上述问题．谣传
路由（ｒｕｍ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１９］提出了基于查询消息的随
机单播数据转发机制．在谣传路由中，事件区域内的
传感器节点产生的代理消息和Ｓｉｎｋ发送的查询消
息都沿随机路径传播，当它们相遇时，一条从Ｓｉ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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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事件点的完整路径被建立．谣传路由机制减少了
利用洪泛方法建立数据转发路径的大量开销，但是
随机方法建立的转发路径不是最优的，并且存在环
路，从而影响数据转发的实时性．文献［２０］通过引入
第二层地理路由改进谣传路由，用到达角度（Ａｎｇｌｅ
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ｏＡ）天线和信号强度探测器来代替定
位装置，但由于转发路径并非最优，导致了平均转发
跳数和能量消耗仍然很大．

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已有的实时数据转发研究
难于满足物联网中数据转发的高实时性要求．为此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查询的快速数据转发方案，
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工作：（１）提出了一种新的优
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及算法，并给出了该策略下网
络连通度的近似分析．（２）构建了综合路径代价模
型，以实现数据转发时能做到均衡能量和避免拥塞．
（３）基于优先／备份转发节点方案提出贪婪的分布
式数据转发算法及改进算法，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
了本数据转发方案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本文第２节是网络模型和问题的定义；第３节
中给出优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算法和连通度分
析；第４节提出基于优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的分布
式数据转发算法及改进算法；第５节为实验结果分
析；第６节给出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２　网络模型和问题定义
２１　网络模型

本文研究对象为物联网感知层的传感器网络
（ＷＳＮｓ），是由一个位置固定的Ｓｉｎｋ和随机均匀分
布在事件区域内的狀个可移动的传感器节点组成．
每个节点（我们用“节点”表示传感器节点或Ｓｉｎｋ）
都有唯一的标识（ＩＤ）．节点犻和节点犼可以直接通
信当且仅当它们的距离犱（犻，犼）不超过无线通信半
径犚，即犱（犻，犼）犚，并称犻和犼互为邻节点．犱（犻，犼）
为基于地理位置（ＧＰＳ）的欧式距离，或通过无线通
信电磁波的传输速率和时间计算获得（ＧＰＳ失效的
室内环境下）．数据链路层（如ＭＡＣ）等底层的协议
以及“睡眠唤醒”等协议都较好地被自动管理［４，８］．
２２　问题定义

定义１．　转发断路，当一个节点犻沿着某一条
路径犔转发数据犇，犇到达某一节点犼处再也无法
被继续转发，除非按原路犔返回犻改走其它路径，否
则不能到达目的节点．那么称犔（犻→犼）为转发断路．

在许多地理路由算法［４，１０１１］中，每个节点选择

离Ｓｉｎｋ更近的邻节点转发数据，这可能导致出现转
发断路，如图１中，犛９，犛１１和犛１５都是犛１２的候选转发
节点，当犛１２选择犛１５转发数据，犛１５再选择犛１６转发数
据时，就会形成一个转发断路犛１２→犛１５→犛１６，因为
当数据包到达犛１６时，再也没有候选转发节点了，除
非由原路返回至犛１２改走其它的路径，否则数据不能
转发到Ｓｉｎｋ．不难得出，转发断路只会增加不必要的
耗时和耗能，严重影响了查询的实时响应和能量有效
性，而这个问题存在于大部分现有数据转发路由协议
中（详见第１节“引言”中的阐述）．

图１　物联网中的转发断路和孤立节点
定义２．　孤立节点，随着网络部署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节点因能量耗尽而失效，如果网络中某
节点犻的通信范围内没有任何有效（具有足够能量
转发一个数据包）的邻节点，无论采用什么策略，犻
的数据都不能被转发，则称犻为孤立节点．

如图１中，由于失效节点犛１８和犛１９，节点犛２０成
为孤立节点，无论采用什么策略，犛２０的数据都不能
被转发．采用如文献［１０１１］等提出策略，只会耽误
查询响应的时间．

很多路由算法如定向扩散［１７１８］中，为了达到能
量平衡或其它目的，数据转发路径中会存在环和跳
数相同的邻节点，如图１中，犛１１的一条转发路径
犛１１→犛１０→犛９→犛１１→犛８中存在环路，犛１１的另一条转
发路径犛１１→犛９→犛８存在两个跳数相同的邻节点
（犛１１和犛９的跳数都为２），这都会增加数据转发时间
和能耗．

由于物联网中的传感器节点能量受限，节省耗
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传感器网络中一个通用
的能耗模型［１３］如下

犈犜（犻，犼）＝犽
·（犈ｅｌｅｃ＋ε犳狊·犱２（犻，犼）），犱（犻，犼）＜犱犮狅
犽·（犈ｅｌｅｃ＋ε犿狆·犱４（犻，犼）），犱（犻，犼）犱｛ 犮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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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ε犳狊和ε犿狆分别代表在自由空间模型和多路径
模型中的节点发射功率放大器；犽为数据包的比特
数；犈ｅｌｅｃ表示发送或接受一个比特数据的能耗；
犈犜（犻，犼）为节点犻发送犽比特数据包到犼节点的传
输耗能；犱犮狅为通信阈值．

从式（１）和文献［２１］可知，短距离多跳传输数据
比直接长距离传输更节省能量．因此如果能将逐跳
数据传输的通信距离控制在阈值犱犮狅以内，便可降低
能耗，而且较短距离的数据传输可以降低接收端的
冲突概率（较少的来自多个发送端的数据包传输重
叠）［２２］，对于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也有好处．

然而过小的传输距离（小于犱ｍｉｎ）对于降低能耗
的作用却很小，反而会影响数据包传输的实时性．如
图２中，犃为数据包发送者，犅和犆为犃的候选转发
节点，假设它们间的距离都小于犱犮狅，并且犱（犃，犅）＜
犱ｍｉｎ．根据式（１），只有在图２（ｂ）所示的情况下，转发
路径犃→犅→犆比犃→犆节省能量，但更耗时，假设
两邻节点传输通道延迟（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ｅｌａｙ）为１００ｍｓ
（包括数据包的排队、转发处理和ＭＡＣ冲突处理等
耗时），则路径犃→犅→犆的耗时为２００ｍｓ，而路径
犃→犆只需要１００ｍｓ．我们同样可以得出，图２（ｂ）和
（ｃ）中的路径犃→犅→犆不但不能减少能耗，反而
降低了数据转发的实时性．图２中的３种情况对于
实时性来说，一跳的转发路径犃→犆都会更好．路径
文献［１３］给出了一种过小通信距离定义犱ｍｉｎ＝
（犈ｅｌｅｃ／ε）１／σ，σ∈｛２，４｝，ε为发射功率放大器．

图２　３种过小距离数据传输情况（犱（犃，犅）＜犱ｍｉｎ）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网络分布密度情况和具
体的应用设置过小通信距离犱ｍｉｎ，本文将设置如
［犱ｍｉｎ，犱犮狅）（犱犮狅＜犚时）区间的数据转发通信范围．

３　优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和算法
３１　优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

定义３．　查询消息（Ｑｕｅｒ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Ｍ），是
由Ｓｉｎｋ广播的能够表达用户查询要求的消息．
查询消息由标识号（犙犕＿犐犇）、发送节点标识号

（犛犖＿犐犇）、发送节点跳数（犛犖＿犎犗犘）以及具体查询
（犙犝犈犚犢）组成，如图３所示．

犙犕＿犐犇 犛犖＿犐犇犛犖＿犎犗犘犙犝犈犚犢
图３　查询消息结构

定义４．优先转发节点（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Ｎｏｄｅｓ，ＰＦＮｓ），节点犻的所有犘犉犖狊（记作犘犉犖狊（犻））
是犻的部分邻节点（ｐａｒｔｏｆ犖犖狊（犻），狆犖犖狊（犻）），并
满足如下条件：（１）节点犻经由狆犖犖狊（犻）转发数据不
会出现转发断路；（２）犎犗犘（狆犖犖狊（犻））＜犎犗犘（犻）；
（３）犱（狆犖犖狊（犻），犻）∈［犱ｍｉｎ，犱犮狅）（部分符号说明见表２）．

定义５．备份转发节点（Ｂａｃｋｕ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Ｎｏｄｅｓ，ＢＦＮｓ），节点犻的所有犅犉犖狊（记作犅犉犖狊（犻））
是犻的所有不属于犘犉犖狊（犻）的邻节点，犅犉犖狊（犻）可
以被形式化地描述如下
犅犉犖狊（犻）＝｛狀狅犱犲犼｜狀狅犱犲犼犘犉犖狊（犻）∧犱（犻，犼）犚｝．
　　犘犉犖狊通过减少转发跳数提高数据转发的实时
性和可靠性等服务质量，当某节点犻的犘犉犖狊（犻）失
效时，犻的犅犉犖狊（犻）参加数据转发以最大程度地延
长网络生命周期，每个节点在ＱＭ广播阶段根据
ＰＦＮｓ／ＢＮＦｓ策略和算法（见第３节）获得它的所有
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

我们为每个节点定义一张本地表，以保存一些
有用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节点的本地表结构
表项 描述
犐犇
犙犚犢
犎犗犘
犞＿犘犉犖
犞＿犅犉犖

犘犉犖＿犖犈犡犜

节点标识号
存放收到的ＱＭ中ＱＵＥＲＹ

相对于Ｓｉｎｋ的跳数
ＰＦＮ向量
ＢＦＮ向量

是否为其它节点的ＰＦＮ的标志

其中，犎犗犘的初始值为０．犞＿犘犉犖和犞＿犅犉犖为结
构体向量，如图４所示，分别存放节点的优先和备份
转发节点的标识（ＩＤ）和节点到其优先和备份转发
节点之间的综合路径代价（ＨｙｂｒｉｄＬｉｎｋＣｏｓｔ，
ＨＬＣ），其中ＨＬＣ将在４．１节中详细阐述．

图４　节点内的优先／备份转发节点向量结构

犘犉犖＿犖犈犡犜是该节点下次转发数据时能否成
为其它节点的犘犉犖的标志，初始值为ＴＲＵＥ，当某节
点或其所有犘犉犖狊的能量耗尽时，其犘犉犖＿犖犈犡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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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ＦＡＬＳＥ，此时该节点不能成为其它节点的
犘犉犖．犘犉犖＿犖犈犡犜可以保证整个网络中的犘犉犖狊
被优先地用于转发数据．

基于查询的数据转发的一个挑战是Ｓｉｎｋ不知
道哪些传感器节点有满足查询要求的数据，所以
Ｓｉｎｋ需要将ＱＭ洪泛（ｆｌｏｏｄｉｎｇ）地广播到所有的传
感器节点．尽管洪泛广播有耗能较多等缺点，但洪泛
广播仍作为鲁棒性很好的信息传播技术被广泛应
用．在ＱＭ广播阶段，每个节点按如下优先／备份转
发节点策略（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得到其所有的
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

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在ＱＭ广播阶段，当某节点
犻广播ＱＭ时，犻所有的邻节点都会收到该ＱＭ并根
据它们自己的犎犗犘以及犻的犎犗犘来决定犻是它
们的犘犉犖还是犅犉犖．如果接收者犼是第一次接收
ＱＭ（此时犼的犎犗犘＝０）并且犻和犼的距离属于
［犱ｍｉｎ，犱犮狅），则犻为犼的犘犉犖并修改犼的跳数为犻的
跳数加１，否则犻为犼的犅犉犖．如图５，当节点犿广播
ＱＭ时，假设犿的犎犗犘为犺，犮和犱为第一次收到
ＱＭ（犮和犱的犎犗犘为０），如果犱（犿，犮）和犱（犿，犮）
属于［犱ｍｉｎ，犱犮狅），则犿为犮和犱的犘犉犖，并且犮和犱
的犎犗犘由０变为犺＋１．节点犲也是第一次收到
ＱＭ，但由于犲和犿的距离超过犱犮狅，所以犿为犲的
犅犉犖，且犲的犎犗犘保持不变．如果ＱＭ的接收节点
的犎犗犘比发送节点的大，而且它们之间的距离属
于［犱ｍｉｎ，犱犮狅），则发送节点为接收节点的犘犉犖，其余
的情况发送节点都是接收节点的犅犉犖．如图５，节
点犱因为第一次接收了犿发送的ＱＭ而使它的
犎犗犘变为犺＋１，当它接收到狀节点发送的ＱＭ时，
它的跳数比狀大，如果犱（狀，犱）属于［犱ｍｉｎ，犱犮狅），则狀
也为犱的犘犉犖，其它情况比如犪和犫的跳数比犿
小，则犿为犪和犫的犅犉犖．ＱＭ广播从Ｓｉｎｋ开始，
直到所有节点都完成一次ＱＭ广播结束，更详细的描
述见３．２节的ＰＦＮｓ／ＢＦＮｓ获取算法（算法１）．

图５　优先／备份转发节点（ＰＦＮｓ／ＢＦＮｓ）

３２　犘犉犖狊／犅犉犖狊获取算法
本文将用到的一些符号和描述如表２所示．

表２　本文中用到的一些符号
符号 描述
犖犖狊（犻）
犎犗犘（犻）
犘犃（犻）

犞＿犘犉犖（犻）
犞＿犅犉犖（犻）
狋犺狉犱＿狆犳狀
狋犺狉犱＿犫犳狀

节点犻的所有邻节点
节点犻的跳数

节点犻的剩余能量
节点犻的ＰＦＮ向量
节点犻的ＢＦＮ向量
ＰＦＮ的ＨＬＣ阈值
ＢＦＮ的ＨＬＣ阈值

其中，狋犺狉犱＿狆犳狀为一个节点是否为其它节点的
犘犉犖的阈值，如果两邻节点间的犎犔犆值大于或等
于狋犺狉犱＿狆犳狀，则它们不能互为犘犉犖，狋犺狉犱＿犫犳狀具有
类似的意义．根据３．１节描述的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
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ＰＦＮｓ／ＢＦＮｓ获取算法．

算法１．　每个节点得到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
输入：Ｓｉｎｋ广播ＱＭ
输出：每个节点犻得到犞＿犘犉犖（犻）和犞＿犅犉犖（犻）
１．Ｓｉｎｋ广播ＱＭ；／／犖犖狊（犛犻狀犽）都能收到此ＱＭ
２．ｄｏ
３．　ｆｏｒ每个接收到ＱＭ的节点犼／／假设发送节点为犻
４．　　ｉｆ犎犗犘（犼）＝０ｔｈｅｎ／／犼第一次收到ＱＭ
５．　　　犼计算犱（犻，犼）；
６．　　　ｉｆ犱（犻，犼）∈［犱ｍｉｎ，犱犮狅）ｔｈｅｎ

　　　　　　　　　　／／如果犱犮狅＞犚，则犱犮狅＝犚
７．　　　　犞＿犘犉犖（犼）!狆狌狊犺＿犫犪犮犽（犻，０）；

　　　　　　　　　　／／犎犔犆初值为０
８．　　　　犎犗犘（犼）←犎犗犘（犻）＋１；

　　　　　　　犼保存ＱＭ中的ＱＵＥＲＹ；
９．　　　ｅｌｓｅ犞＿犅犉犖（犼）!狆狌狊犺＿犫犪犮犽（犻，０）；
１０．　　ｅｌｓｅｉｆ犎犗犘（犼）＞犎犗犘（犻）ｔｈｅｎ
１１．　　犼计算犱（犻，犼）；
１２．　　ｉｆ犱（犻，犼）∈［犱ｍｉｎ，犱犮狅）

　　　　　　　ｔｈｅｎ犞＿犘犉犖（犼）!狆狌狊犺＿犫犪犮犽（犻，０）；
１３．　　ｅｌｓｅ犞＿犅犉犖（犼）!狆狌狊犺＿犫犪犮犽（犻，０）；
１４．　　ｅｌｓｅ／／犎犗犘（犼）犎犗犘（犻）
１５．　 犞＿犅犉犖（犼）!狆狌狊犺＿犫犪犮犽（犻，０）；
１６．　　犼广播犙Ｍ；
１７．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８．ｗｈｉｌｅ（所有节点完成一次ＱＭ广播）
根据算法１，每个节点都可以得到它的ＰＦＮｓ．

如图６为图１中所有节点到Ｓｉｎｋ的转发路径．在
图６中，每个节点到Ｓｉｎｋ的转发路径都是无相同跳
数邻节点的有向无环图（节点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
节点相对于Ｓｉｎｋ的跳数），比如犛１４有查询数据时，
它的数据将只会沿着图６中“实线”某条路径转发，
将不会出现转发断路和相同跳数邻节点之间转发数
据的情况．犛１２的一跳邻节点（通信范围［犱ｍｉｎ，犱犮狅）
内）有犛７、犛９、犛１１、犛１３和犛１５，但犛１２的ＰＦＮｓ只有犛９
和犛１１，犛１５不会成为犛１２的ＰＦＮ，这将避免形成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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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犛１１的ＰＦＮｓ分别是犛８和犛１０，而犛９不是犛１１的
ＰＦＮ，这可以避免相同跳数的邻节点之间转发数据．
另外如果孤立节点犛２０（如图１）接收不到ＱＭ，犛２０就
不会参与数据转发，因而数据转发程序不需要处理
它而节省时间．

图６　每个节点优先的转发路径

３３　犘犉犖狊连通性分析
传感器网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覆盖和连通

问题，基于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下每个节点得到的
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可以覆盖以它为圆心，以犚为半径
的整个圆形区域，这类网络的覆盖和连通性问题已
经有很多研究［２３２５］．我们知道为随机分布的传感器
网络构建一个稳定的连通覆盖集是一个ＮＰ困难问
题，因此本文尝试给出基于ＰＦＮｓ策略的随机均匀
分布网络覆盖和连通性近似分析．

定义６．　节点连通度，如果一个节点有犺个邻
节点，则称该节点的连通度为犺．

图７　ＰＦＮｓ的覆盖夹角

根据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在给定的通信范围之
内，当节点犻第一次收到犙犕（犎犗犘（犻）＝０）或者犻
的犎犗犘大于ＱＭ发送者犼的犎犗犘时，犼即为犻的
一个犘犉犖，如图７所示，假设Ｓｉｎｋ逆时针顺序广播
ＱＭ，节点间的距离为犱犮狅，Ｓｉｎｋ、犻坐标分别为（０，０），
（２犱犮狅，犱犮狅）．以Ｓｉｎｋ为圆心，犱犮狅为半径圆上的点犪的
坐标为（狊，狋），点犮为圆（狓－狊）２－（狔－狋）２＝犱２犮狅和圆

（狓－２犱犮狅）２－（狔－犱犮狅）２＝犱２犮狅的交点，我们可以通过
数学方法求得犻的ＰＦＮｓ覆盖最大夹角θ近似为
１２５．７°（此时狋和狊都近似为槡２犱犮狅／２），如图７中阴
影区域所示．

有文献资料［２４２５］表明，传感器节点的邻居节点
数目过多或过少，都会对整个网络有不利影响．邻居
太少，容易导致连通性和可达率太低，出现较多的孤
立节点；反之，太多邻节点容易增加信息冗余、通信
负担和信号干扰．因此通常根据具体应用选定固定
的连通度犺，要求每个节点的邻居数越接近犺越好．
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描述为：在面积为犙的区域中
随机均匀分布犖个传感器节点，通信距离范围为
［犱ｍｉｎ，犱犮狅）时，犖为多大，可使基于ＰＦＮｓ策略的每
个节点的连通度为指定值犺的概率最大？

定理１．　在给定的传输半径范围内，要使
ＰＦＮｓ策略下的网络连通性为指定值犺的概率最
大，网络节点个数是不采用该策略的网络（每个节点
的所有邻节点都是它的转发节点）节点数的近３倍．

证明．　由于讨论的传感器网络是随机均匀分
布的，因此网络近似服从二维泊松分布，传感器节点
的分布密度为μ＝犖／犙，０＜μ＜∞，根据上述ＰＦＮｓ
最大覆盖夹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每个节点的
ＰＦＮｓ覆盖区域犛的面积近似为犛＝π（犱２犮狅－
犱２ｍｉｎ）／３（θ取近似值１２０°），则犛内恰有犺个传感器
节点的概率［２３］为

犘｛狓＝犺｝＝（μ·犛）犺
犺！ ｅ－μ·犛 （２）

　　也就是说，在犛域内含有传感器节点的数目近
似服从均值为μ·犛的泊松分布．从式（２）可知，在
［犱ｍｉｎ，犱犮狅）固定不变情况下，要提高区域犛内恰好
有犺个节点的概率，需要增加传感器节点的分布密
度．稍前也讨论过，节点数目不能过多，所以通常根
据具体应用场合选定节点连通度期望值为固定值
犺，要求基于ＰＦＮｓ策略的每个节点的邻节点数目越
接近犺越好．即在［犺－狌，犺＋狏］（０狌＜犺－１，狏０）
之间的概率值犘（犺－狌狓犺＋狏）越大越好，也即求
犘（犺－狌狓犺＋狏）＝∑

犺＋狏

狓＝犺－狌

犖／犙·犛
狓！ ｅ－犖／犙·犛

（３）
关于犖的极值问题．令ξ＝犖／犙·犛，则有

犘（犺－狌狓犺＋狏）＝∑
犺＋狏

狓＝犺－狌
ξ狓狓！ｅ

－ξ．
对犘关于ξ求导，得
犱犘
犱ξ＝∑

犺＋狏

狓＝犺－狌

ｅ－ξ
狓！（狓ξ

狓－１－ξ狓）＝ｅ－ξ∑
犺＋狏

狓＝犺－狌
ξ狓－１（狓－１）！－ξ

狓

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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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犱犘犱ξξ＝ξ０
，有

ξ犺－狌－１０
（犺－狌－１）！－

ξ犺＋狏０（犺＋狏）！＝０，
整理得

ξ０＝（犺＋狏）！
（犺－狌－１）［ ］！ １

狌＋狏＋１ （４）
可以证明，当ξ＝ξ０时，有
犱２犘
犱ξ２＝ｅ

－ξ·∑
犺＋狏

狓＝犺－狌
ξ狓－２（狓－２）！－

２ξ狓－１（狓－１）！＋
ξ狓狓（ ）！

＝ｅ－ξ·ξ犺－狌－２（犺－狌－２）！·－狌＋狏＋１犺－狌－（ ）１＜０．
　　上式表明概率犘（犺－狌狓犺＋狏）可以在ξ＝
ξ０＝［（犺＋狏）！／（犺－狌－１）！］１／（狌＋狏＋１）处取极大值．由
ξ＝犖·π（犱２犮狅－犱２ｍｉｎ）／３犙可知，在犙和通信距离范
围［犱ｍｉｎ，犱犮狅）已知时，要使基于ＰＦＮｓ策略的节点
连通度在区间［犺－狌，犺＋狏］内的概率最大，传感器
节点的数目犖应为

犖＝ ３犙ξ０
π（犱２犮狅－犱２ｍｉｎ） （５）

由式（５）可知定理１的正确性，因为不采用本文
ＰＦＮｓ策略，则需要的节点数为犙ξ０／π（犱２犮狅－犱２ｍｉｎ）．

证毕．

４　贪婪的数据转发算法
４１　综合路径代价模型

为了实现网络能量均衡和避免网络拥塞，我们
给出了一个基于剩余能量和路径拥塞程度的综合路
径代价（ＨｙｂｒｉｄＬｉｎｋＣｏｓｔ，ＨＬＣ）模型．

节点犻发送犽比特数据到节点犼的主要能耗
犈（犻，犼）包括两部分［１３］：发送端犻的发送耗能犈犜（犻，犼）
和接收端犼的接收耗能犈犚（犼）．其中接收耗能
犈犚（犼）＝犽·犈ｅｌｅｃ，由于本文设定传输距离小于犱犮狅，
根据２．２节的式（１），犈犜（犻，犼）＝犽·（犈ｅｌｅｃ＋ε犳狊·
犱２（犻，犼））．因此
犈（犻，犼）＝犈犚（犻）＋犈犜（犻，犼）＝２犽·犈ｅｌｅｃ＋犽·ε犳狊·犱２（犻，犼）

（６）
　　定义７．　拥塞程度（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ＣＤ），
节点犻和犼之间的路径拥塞程度犆犇（犻，犼）包括两部
分：路径犻→犼信道占用情况以及节点犼内转发队列
缓冲区占用情况．犆犇（犻，犼）∈［０，１）由底层协议如
ＭＡＣ自动管理和获取［２６２８］，即每个节点可以通过
探测消息获取与周围邻节点路径的拥塞程度．

定义８．　综合路径代价（ＨＬＣ）模型可以形式
化定义如下

犎犔犆（犻，犼）＝ω·Ε（犻，犼）·犘犃（犼）－α＋（１－ω）·犆犇（犻，犼）
（７）

其中，ω是一个可调的权重，可以根据能量均衡和拥
塞延迟要求确定，比如对于查询实时响应系统来说，
ω可以设置小一些．α是和拥塞程度定义有关的剩余
能量系数，α取值范围一般为［０．５，１］．不难得出，当
各节点的剩余能量较大时，式（７）前半部分值较小，
因而拥塞程度对转发路径选择影响较大，这可以减
少拥塞延迟，提高响应实时性；反之，如果节点的剩
余能量较小，则式（７）中前半部分值会比较大，因而
能量均衡对转发路径选择影响较大，这可以最大化
传感器网络生命期．因此ＨＬＣ模型可以起到能量
均衡和拥塞避免的作用．
４２　基于犘犉犖狊／犅犉犖狊策略的数据转发算法

定义９．　数据包结构，数据包（ＤａｔａＰａｃｋｅｔ，
ＤＰ）由数据包标识（犇犘＿犐犇）、发送节点标识（犛犖＿犐犇）、
数据（犇犃犜犃）和其它信息（犗犜犎犈犚＿犐犖犉犗）组成，
如图８所示．

犇犘＿犐犇犛犖＿犐犇犇犃犜犃犗犜犎犈犚＿犐犖犉犗

图８　数据包结构
ＱＭ广播结束后，每个节点都会根据ＰＦＮｓ／

ＢＦＮｓ策略（算法１）得到其所有的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
此时满足查询要求的节点开始转发数据（在某些特
殊应用中，如即时查找停车位的智能交通物联网中，
Ｓｉｎｋ发出查询空停车位的ＱＭ，只要某个停车位上
传感器节点上检测到停车位是空闲的，就可以立即
转发结果数据给Ｓｉｎｋ，而不必等ＱＭ广播结束才
开始数据转发，因为Ｓｉｎｋ只需要一个满足查询要求
的结果，可以提前结束该查询过程．）．具体的基于
ＰＦＮｓ／ＢＦＮｓ数据转发算法（ＰＦＮｓ／ＢＦＮｓｂａｓｅｄ
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Ｐ／ＢＤＦ）如下．

算法２．　基于ＰＦＮｓ／ＢＦＮｓ策略的数据转发．
输入：Ｓｉｎｋ广播ＱＭ
输出：查询结果
１．ｆｏｒ每个有满足ＱＭ要求数据的节点犻
２．　犻广播ＭＡＲ；
３．　ｆｏｒ每个收到ＭＡＲ的节点犼
４．　　ｉｆ犼＝＝Ｓｉｎｋｔｈｅｎ犎犔犆（犻，犼）←０；

　　　　　　　　　　／／Ｓｉｎｋ为最优先转发节点
５．　　ｅｌｓｅｉｆ犼’ｓ犘犉犖＿犖犈犡犜＝＝ＴＲＵＥ

　　　　　　　　　　＆＆犘犃（犼）＞０ｔｈｅｎ
６．　　　　　犼根据ＨＬＣ模型计算犎犔犆（犻，犼）；
７．　　　ｅｌｓｅ
８．　　　　　犎犔犆（犻，犼）←狋犺狉犱＿狆犳狀；
９．　　犼发送犚犚犕给犻；／／犎犔犆（犻，犼）在ＭＲ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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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１．　犖犖狊（犻）返回ＭＲＲ后犻从其犞＿犘犉犖

　　　　　　　　　　　向量中选取犎犔犆ｍｉｎ；
１２．　ｉｆ犎犔犆ｍｉｎ狋犺狉犱＿狆犳狀ｔｈｅｎ
１３．　　犻的犘犉犖＿犖犈犡犜←ＦＡＬＳＥ并启动犻的

　　　　　　　　　　　犅犉犖狊转发数据；
１４．　ｅｌｓｅ
１５．　　犻发送犇犘给对应犎犔犆ｍｉｎ的犘犉犖犽；

　　　　　　　　　　　／／犚犖＿犐犇＝犽
１６．　　犘犃（犻）←犘犃（犻）－犈（犻，犽）；
１７．　　ｉｆ犽＝＝Ｓｉｎｋｔｈｅｎ
１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选择其它有数据转发的节点作为犻；
１９．　　ｅｌｓｅ犻←犽；
２０．ｅｎｄｆｏｒ（所有的查询结果数据转发到Ｓｉｎｋ）
犅犉犖狊转发数据：
２１．　犻从它犞＿犅犉犖向量中选取犎犔犆ｍｉｎ；
２２．　　ｉｆ犎犔犆ｍｉｎ狋犺狉犱＿犫犳狀ｔｈｅｎ
２３．　　　存在异常孤立节点，查询失败；
２４．　　　ｅ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５．　　ｅｌｓｅ犻同１４～１９行各语句进行处理；
犲狀犱犅犉犖狊
算法２的一个运行例子如下：

图９　基于优先／备份转发节点策略的数据转发

当一个节点犻（图９中的犛１３）有数据（犛１３也可
能聚集收到其它节点的数据）待转发，犻发出一个建
立路由请求消息（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Ａｓｋｉｎｇｆ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ＡＰ），接收到此ＭＡＰ的犖犖狊（犻）（图９中犛１０，
犛１１，犛１２等）首先判断它们是否为“Ｓｉｎｋ”，如果
“是”，则设置对应的犎犔犆为０，否则再判断它们的
犘犉犖＿犖犈犡犜，如果为“真”，则根据ＨＬＣ模型计算
相应的犎犔犆值（图中犎犔犆（犛１３，犛１０）等），否则
犎犔犆为狋犺狉犱＿狆犳狀，然后通过回答路由消息
（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Ｒｅｐｌｙｉｎｇｆ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ＲＲ）返回
犎犔犆给犻．当犻收到所有犖犖（犻）返回的ＭＲＲ，则犻
首先从它的犞＿犘犉犖向量中选取最小的犎犔犆值
犎犔犆ｍｉｎ，如果犎犔犆ｍｉｎ大于或等于狋犺狉犱＿狆犳狀，这意味
着犻的所有ＰＦＮｓ失效，则修改犻的犘犉犖＿犖犈犡犜

为“假”，并且启动犻的ＢＦＮｓ转发数据，否则犻选择
犎犔犆ｍｉｎ（当犻的一个犘犉犖为Ｓｉｎｋ时，这时犎犔犆ｍｉｎ
为０）对应的ＰＦＮ作为数据转发节点（通过ＤＰ的
犚犖＿犐犇实现）．当ＢＦＮｓ转发数据时，同样地选取最
小值犎犔犆ｍｉｎ对应的犅犉犖来转发数据，当所有节点
的查询结果数据都已返回Ｓｉｎｋ时，则该查询成功结
束，或者存在“异常孤立节点”（可以接收到ＱＭ的
孤立节点）时，该查询以失败而结束．
４３　改进的数据转发算法

从算法２中我们不难看出，数据转发过程中建
立路由消息（ＭＡＲ）和路由应答消息（ＭＲＲ）比较
多，尽管这些消息占用字节数较小，但仍会消耗比较
多的能量．因此我们尝试通过减少ＭＡＲ／ＭＲＲ数
量来改进算法２，以达到节省能量的目的．

由于无线通信具有泛播（ａｎｙｃａｓｔ）特性［８］，当一
个节点发送ＤＰ时，理论上在其通信范围犚内的所
有邻节点都可以接收到（在算法２中，我们通过
犚犖＿犐犇让指定的节点来响应接收ＤＰ）．我们知道一
个节点犞＿犘犉犖和犞＿犅犉犖中的犎犔犆主要由邻接
点的剩余能量（ＰＡ）变化而改变，而一个节点ＰＡ的
变化主要是由接收和发送ＤＰ引起的．若在一个节
点发送ＤＰ时，我们把它的ＰＡ放入ＤＰ（ＤＰ结构将
发生变化），则它所有的邻节点都可以更新ＰＦＮ和
ＢＦＮ向量中相应的犎犔犆值，这样每个节点只需在
第一次转发数据时发送建立路由请求消息，就可以
得到它所有ＰＦＮｓ和ＢＦＮｓ的犎犔犆．之后根据本地
犞＿犘犉犖和犞＿犅犉犖就可贪婪地转发数据，不再需
要重新请求建立路由的消息，从而减少大量的
ＭＡＲ和ＭＲＲ．

在给出改进算法之前，我们需要修改数据包的
结构，即增加发送节点的剩余能量（犛犖＿犘犃）到ＤＰ
结构中，新的数据包（ＤＰ）结构如图１０所示．

…犇犃犜犃犛犖＿犘犃犗犜犎犈犚＿犐犖犉犗
图１０　新数据包结构

改进的数据转发算法（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ＢＤＦ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ＢＤＦ）和算法２的区别是：节点每次发
送数据时把自己的ＰＡ加入ＤＰ（结构如图１０所
示）中，以动态更新其邻居与之对应的犎犔犆值，每
个节点除了第一次通过路由消息获得它的ＰＦＮｓ和
ＢＦＮｓ的犎犔犆值外，之后的数据转发将根据本地
犞＿犘犉犖或犞＿犅犉犖向量中的犎犔犆值转发数据，详
见算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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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３．　改进的数据转发算法（ＩＭＰ／ＢＤＦ）．
输入：Ｓｉｎｋ广播ＱＭ
输出：查询结果
１．ｄｏ
２．　ｆｏｒ每个有数据待转发的节点犻
３．　　ｉｆ犻是第一次转发数据ｔｈｅｎ

／／犻的犞＿犘犉犖和犞＿犅犉犖所有犎犔犆值为零
４．　　　犻通过ＭＡＲ／ＭＲＲ获得其ＰＦＮｓ或ＢＦＮｓ的

犎犔犆，并按照算法２转发带有犘犃（犻）的犇犘；
５． ｅｌｓｅ
６．　　　据算法２和本地犞＿犘犉犖或犞＿犅犉犖转发数据；
７．　ｅｎｄｆｏｒ
８．　ｆｏｒ每个接收到犇犘的节点犼
９．　　犼根据犇犘中的犘犃更新犞＿犘犉犖或犞＿犅犉犖

中与发送者犐犇对应的犎犔犆；
１０．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１．ｗｈｉｌｅ（所有的查询结果数据转发到Ｓｉｎｋ）

５　实验分析
我们使用ＯＭＮＥＴ＋＋仿真平台来评估我们的

Ｐ／ＢＤＦ和ＩＭＰ／ＢＤＦ算法性能．我们在１００ｍ×１００
ｍ区域内随机均匀分布了２０、３０、５０、７０、８０和１００
个传感节点，Ｓｉｎｋ被固定在区域边缘．为了尽可能
地覆盖整个网络，我们随机选取了离Ｓｉｎｋ节点最远
的几个节点作为源节点．为简单起见，假设节点在一
个查询过程中保持静止（该假设不是强制性的，如果
传感器节点在一个查询过程中移动而改变网络拓扑
结构的话，则只需重发ＱＭ）．其它的仿真参数设
置［１５］详见表３，由于犚小于犱犮狅，所以本文方案的通
信范围为［犱ｍｉｎ，犚］．

表３　实验参数
参数名 参数值
犚
犱犮狅

信道延迟（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ｅｌａｙ）
犱ｍｉｎ
犈ｅｌｅｃ
ε犳狊

２４ｍ
７５ｍ
１００ｍｓ
６ｍ

５０ｎＪ／ｂｉｔ
１００ｐｊ／ｂｉｔ／ｍ２

５１　性能对比
我们评估算法２（Ｐ／ＢＤＦ）、算法３以及采用转

发集合的ＬＯＧＦ［４］算法（详细阐述见引言部分）在转
发跳数（影响实时性的主要因素）、能耗、拥塞延迟三
方面的表现．

假设一个数据包大小为４０字节，包括３０字节
数据，１０字节如“包头”等其它信息．当源节点有６００
字节的查询结果数据待转发时（不考虑网内聚集），
在Ｐ／ＢＤＦ算法中需要２０个数据包（ＤＰ），而在
ＩＭ＿Ｐ／ＢＤＦ算法中，数据包中增加的ＳＮ＿ＰＡ占用

两个字节，所以至少需要２２个ＤＰ才能转发完
６００个字节的数据．另外，设置ＭＡＲ的大小为２字
节，ＭＰＰ的大小为４字节（其中ＨＬＣ占２字节）．

即使没有像ＬＯＧＦ那样苛刻的假设（引言部分
有详细阐述），我们的Ｐ／ＢＤＦ和ＩＭＰ／ＢＤＦ算法仍
比ＬＯＧＦ算法的转发跳数更少，如图１１所示，这是
因为基于ＰＦＮｓ策略的每条转发路径上没有相同跳
数的邻节点．由于ＩＭＰ／ＢＤＦ算法中的数据包数有
少量增加，使得其转发总跳数比Ｐ／ＢＤＦ算法稍多，
如图１１所示，而且当单个的数据包大小越大，ＩＭ
Ｐ／ＢＤＦ需要的总跳数越接近Ｐ／ＢＤＦ．

图１１　转发总跳数对比
转发一定数量的数据包到Ｓｉｎｋ节点，ＬＯＧＦ耗

能最大，Ｐ／ＢＤＦ的能耗比ＩＭＰ／ＢＤＦ大，如图１２所
示．ＬＯＧＦ允许跳数相同的邻节点之间转发数据使
得总转发跳数增加，因而消耗更多能量，由于在ＩＭ
Ｐ／ＢＤＦ中减少了大量的路由消息（ＭＡＲ和ＭＲＲ），
因而比Ｐ／ＢＤＦ更节省能量．

图１２　能耗对比
从４．１节中，我们知道犆犇（犻，犼）可以由传感器

节点内置缓存区模块以及底层协议自动管理获得，
因此我们用［０，１］之间的随机数模拟每条路径的即
时拥塞程度来测试转发数据时的拥塞避免性能．采
用ＨＬＣ模型（ω＝０．８）的数据转发算法Ｐ／ＢＤＦ和
ＩＭＰ／ＢＤＦ可以更好地避免路径拥塞，而由于
Ｐ／ＢＤＦ转发的总数据包比ＩＭＰ／ＢＤＦ更少，因此
Ｐ／ＢＤＦ的拥塞避免效果最好，如图１３所示，而且ω
取值越小，采用ＨＬＣ模型来避免拥塞的效果越好
（见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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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拥塞延时对比

５２　犗犙犇犉（犘／犅犇犉）的性能评价
（１）能量均衡表现．首先我们选取靠近Ｓｉｎｋ的

４个节点（它们的ＰＦＮ为Ｓｉｎｋ）来考察它们的剩余
能量变化（以５０个节点分布为例），如图１４，节点７
（ＷＳＮ：ｓＮｏｄｅ［７］）的初始能量最大，但由于它到
Ｓｉｎｋ的距离以及路径拥塞情况使得犎犔犆（７，犛犻狀犽）
小于犎犔犆（５０，犛犻狀犽），所以在前８次数据转发中，节
点５０成为转发节点．之后节点７和５０根据他们的
犎犔犆值（ω＝０．８）轮流转发数据，直到它们对应的
路径代价比节点３８或４２小，这时这４个节点都参
与数据转发．如果其它节点的能量足够多，这４个节
点的能量终将均衡地被耗尽，如图１４．

图１４　４个中间节点的能量变化
我们再随机选取跳数相同的两个中间节点，考

察他们的能量变化情况，如图１５，我们可以看出节
点２９和３４（犎犗犘都为４）的能量消耗比较均衡，更
多类似的实验（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可以验证本
文算法具有较好的能量均衡效果．

图１５　两个中间节点的能量变化

（２）整体性能表现．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有更
多的ＢＦＮｓ参与数据转发，使得网络后期数据转发
跳数、能耗等剧增，从而影响网络整体性能．但实验
表明在整个网络生命期内只有很少的ＢＦＮｓ参与数
据转发，这是因为靠近Ｓｉｎｋ的邻节点的能量容易耗
尽，这也是传感器网络中一个普遍的难题．

在以７０个节点分布为例的实验中，当第４７个
数据包到达节点６７时（７４．１×１００ｍｓ），节点６７所
有的ＰＦＮｓ失效，这时它的ＢＦＮｓ开始转发数据，同
时６７的犘犉犖＿犖犈犡犜变为ＦＡＬＳＥ，以保证它将不
会成为其它节点的ＰＦＮ．同样地，在１４８．８×１００ｍｓ
时，节点１７和１８的犘犉犖＿犖犈犡犜同时被置为
ＦＡＬＳＥ，并分别启动各自的ＢＦＮｓ工作，其它节点
按照算法２转发数据，直到网络生命周期结束为止
（此时，Ｓｉｎｋ节点总共收到１０９个数据包，如图１８），
网络的转发跳数和能耗的整体性能表现试验结果分
别如图１６和图１７所示，网络生命期内，只有少数几
个ＢＦＮｓ参与了数据转发．

图１６　转发跳数增长

图１７　能耗增长

图１８　汇聚节点收到的总数据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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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参数ω对能量均衡和拥塞避免的影响．在
Ｓｉｎｋ节点收到一定数量的数据包（本实验为５０个
ＤＰｓ）时，分别选取不同的ω值，考察网络的能量均
衡和拥塞避免表现．如果ω值较小，则能量均衡性
能较差，如图１９，随机考察中间节点２９和３４，它们
的剩余能量并不均衡，但此时拥塞避免效果更好，如
图２１，在不同的网络中，ω＝０．２的拥塞总延时都比
ω＝０．８时更小．反之ω取值较大，能量均衡性能就会
较好（如图２０），但拥塞避免效果会更差（如图２１），
这说明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通过调整ＨＬＣ模型
参数，可以满足能量均衡或拥塞避免的不同需求．

图１９　较差的局部能量均衡（ω＝０．２）

图２０　较好的局部能量均衡（ω＝０．８）

图２１　不同参数的拥塞延时比较

６　结　论
本文为实时响应物联网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查询

的数据转发方案（ＰＦＮｓ／ＢＦＮｓ方案）和算法（Ｐ／ＢＤＦ
及其改进算法）．ＰＦＮｓ方案利用广播的ＱＭ（不增
加额外开销的情况下）为每个节点建立最快速的查
询结果返回路径，很好地解决了转发断路额外开销
和孤立节点处理耗时等问题；ＢＦＮｓ方案可以最大
程度地延长网络生命周期．另外我们还尝试在
ＰＦＮｓ方案中设定通信范围以节省能量和减少干
扰，并给出了综合路径代价（ＨＬＣ）模型以实现数据
转发时节点能量均衡和拥塞避免．基于ＰＦＮｓ／
ＢＦＮｓ方案和ＨＬＣ模型，我们分别给出了贪婪的分
布式数据转发算法（Ｐ／ＢＤＦ）及其改进算法（ＩＭＰ／
ＢＤＦ），最后我们通过大量的仿真实验验证了本方案
和算法可以实现非常快速的数据转发，同时具有良
好的能量有效性和传输可靠性．

在整个网络生命期内，ＢＦＮｓ很少参与数据转
发，一般情况下ＰＦＮｓ可以完成数据转发任务，这是
因为影响网络生命期的主要原因是靠近Ｓｉｎｋ的传
感器节点的能量最容易耗尽，而这种Ｓｉｎｋ周围的能
量空洞（这时Ｓｉｎｋ成为孤立节点）问题是传感器网
络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

虽然本文的改进算法（ＩＭＰ／ＢＤＦ）可以节省能
量，但会增加少量的数据包，从而会一定程度地影响
到查询实时响应效果．所以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是，
设计更好的路径代价更新方法来减少路由消息，以
实现在不增加查询响应时间开销（与Ｐ／ＢＤＦ比）的
情况下节省能量，另外，还可以将本文提出的方案应
用到三维空间下的实时响应物联网中．

参考文献

［１］ＡｔｚｏｒｉＬ，ＩｅｒａＡ，Ｍｏｒａｂｉｔｏ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０，５４（１５）：２７８７２８０５

［２］ＫｒｏｇｍａｎｎＭ，ＨｅｉｄｒｉｃｈＭ，ＢｉｃｈｌｅｒＤｅｔａｌ．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Ｓ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８

［３］ＹｅＴｉａｎＣｈｕ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ＣＩＴ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５７０４７３，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甜春，黄晓刚，王文升主编．《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年度
蓝皮书（２０１０）》．北京：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技术报
告：５７０４７３，２０１０）

［４］ＮａｖｅｅｎＫＰ，ＫｕｍａｒＡ．Ｔｕｎａｂｌｅｌｏｃａｌｌｙ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ｓｌｅｅｐｗａｋｅｃｙｃ
ｌｉｎｇｎｏｄ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１０：
１９

４７４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５］ＮｅｅｌｙＭＪ．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ｏｒｓｔｃａｓｅｄｅｌａ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ｈｏ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１７２８１７３６

［６］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Ｃ，ＰｅｉＧｕａｎＨｏｎｇ．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ｖｉａｇｒｅｅｄｙ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０９：２８２６２８３０

［７］ＹｅｏｗＷ，ＨｏａｎｇＡ，ＴｈａｍＣ．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ｄｅｌａｙ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ｃａ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０９：１９０
１９８

［８］ＫｉｍＪ，ＬｉｎＸｉａｏＪｕｎ，Ｓｈｒｏｆｆ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ｎｙｃａｓ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ｄｅｌａ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０９：
６１２６２０

［９］ＢｕｉＬ，ＳｒｉｋａｎｔＲ，ＳｔｏｌｙａｒＡ．Ｎｏｖ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ｄｅｌａ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ｃ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ｎｄ
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０９：
２９３６２９４０

［１０］ＨｅＴ，ＳｔａｎｋｏｖｉｃＪＡ，ＬｕＣ，ＡｂｄｅｌｚａｈｅｒＴ．Ｓｐｅｅｄ：Ａｓｔａｔｅ
ｌ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３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ＵＳＡ，
２００３：４６５５

［１１］ＦｅｌｅｍｂａｎＥ，ＬｅｅＣＧ，ＥｋｉｃｉＥ．ＭＭＳＰＥ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Ｑｏ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６，５（６）：７３８７５４

［１２］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ＭＮ，ＨａｇｈａｎｉＥ，ＺａｋｈｏｒＡ．Ｐａｃｋｅ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ＬＡ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ｄｄｅｎ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１８

［１３］ＡｍｍａｒｉＨＭ，ＤａｓＳＫ．Ａ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ｄｅ
ｌａｙｉｎｄａｔａ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ｓｌｉｃ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３１（９）：１６８７１７０４

［１４］ＺｈｕＱｉｎｇＨｕａ，ＬｉＤｅＹ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５３（６）：１６４３１６５５

［１５］ＤｉａｌｌｏＣ，ＭａｒｏｔＭ，ＢｅｃｋｅｒＭ．Ｌｉｎｋ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ｌｏａ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Ｓｉｘ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０：
３０６３１５

［１６］ＷｕＷｅｉ，ＬｉｍＨＢ，ＴａｎＫｉａｎＬｅｅ．Ｑｕｅｒｙｄｒｉｖｅｎ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Ｓｅｖ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１０：２０２５

［１７］ＩｎｔａｎａｇｏｎｗｉｗａｔＣ，ＧｏｖｉｎｄａｎＲ，Ｅｓｔｒ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ＥＥＥ／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１（１）：２１６

［１８］ＣａｓｅｙＫ，ＮｅｅｌｉｓｅｔｔｉＲ，ＬｉｍＡ．ＲＴＤＤ：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ａｓＶｅｇａｓ，ＵＳＡ，２００８：２８５２２８５７

［１９］ＢｒａｇｉｎｓｋｙＤ，ＥｓｔｒｉｎＤ．Ｒｕｍ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ＳＮＡ’０２）．Ａｔｌａｎｔａ，ＵＳＡ，２００２：
２２３１

［２０］ＳｈｏｋｒｚａｄｅｈＨ，ＨａｇｈｉｇｈａｔＡＴ，ＮａｙｅｂｉＡ．Ｎｅｗｒｏｕ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ｏｎｒｕｍ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３２（１）：８６９３

［２１］ＢａｉＦａｎ，ＳｔａｎｃｉｌＤ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Ｈ．Ｔｏｗａｒ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ＳＲＣ）ｆｒｏｍ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ｂｉＣｏ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ＳＡ，２０１０：３２９３４０

［２２］ＬｉＬＥ，ＴａｎＫ，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Ｈ，ＸｕＹｉｎｇ．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ｅａｔ：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ｏｖｅｒ
ｌａｐ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ｔｈｅＡｎ
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ｂｉＣｏ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２８１２９２

［２３］ＰｏｄｕｒｉＳ，ＳｕｋｈａｔｍｅＧ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
ＵＳＡ，２００４：１６５１７１

［２４］ＸｕｅＦｅｎｇ，ＫｕｍａｒＰ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００４，１０（２）：１６９１８１

［２５］ＧａｏＹｏｎｇ，ＷｕＫｕｉ，Ｌｉ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ｏｆ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ｎｄＡＣＭ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ＳＮＡ’０３）．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０３：１０８１１４

［２６］ＣｈｅｎＳｈｉＧａｎｇ，ＹａｎｇＮａ．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ｂｕｆｆ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６，
１７（９）：９３４９４６

［２７］ＬｉＦｅ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ｆｐａｃｋｅｔｓｗｉｔｓｈｈａｒｄ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ｉｎａｆｉｎｉ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ｑｕｅｕ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０９：１０６２１０７０

［２８］ＧｕｐｔａＧＲ，ＳｈｒｏｆｆＮ．Ｄｅｌ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ｈｏｐ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０９：
２３５６２３６４

５７４３期 李英龙等：实时响应物联网中基于查询的数据转发方案



犔犐犢犻狀犵犔狅狀犵，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ｑｕｅｒ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犆犎犈犖犎狅狀犵，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犕犗犛犺犪狀犵犉犲狀犵，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ａｒ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ｈａｓｖｅｒｙｂｒｏａ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ｕｒ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ｄｅｌａｙ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ｅＩｏＴｓ，ｕｓｅｒ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ｈａｒ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ｑｕｅｒｙ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ｅ．ｇ．，ｔｈ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ａｒｋ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ｙ，ａｎｄａｓｋ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ａｄ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ｌａｎｔ．

Ｍｏｓｔ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ｖｏｉｄｆｏｒ
ｗａｒｄｉｎｇｐａｔｈｓ（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ｈａｖｅｔｏ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ｎｏｄ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ｒｅｄＱｏＳｓｕｃｈａ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ｉｎｇ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ｅｗｑｕｅｒｙｄｒｉｖｅｎ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ｙｎｏｄｅｇｅｔｓｉｔｓｆａｓ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ｐａｔｈ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ｑｕｅ
ｒ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ｌｏｏ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ｒｅｅｄｙ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ｙｂｒｉｄ
ｌｉｎｋｃｏｓｔ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ｇｏｏｄ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ｉ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ｓ．６１０７００５６ａｎｄ
６１０３３０１０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ｏｆ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ｒａｎｔ
Ｎｏ．１２ＸＮＨ１７５）．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ｓｔｏｄｅ
ｓｉｇｎ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ｓｅｎ
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

６７４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