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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图染色的无线网状网络媒体接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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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无线网状网络（ＷＭＮｓ）的传输调度建模为冲突图染色问题，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并行图染色的分布式
时分多址（ＴＤＭＡ）媒体接入控制算法．该算法充分利用无线路由器和无线骨干网的自身优势，只需依靠网络的局
部拓扑和负载信息，对无线接入网的传输调度实现全局优化．仿真结果表明，所提算法性能十分接近最优调度，并
且通信开销成本非常低．
关键词：无线网状网络；媒体接入控制；并行图染色；分布式调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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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状网络（ＷＭＮｓ）是一种新兴的无线网络

目前，关于ＷＭＮｓ媒体接入控制算法的研究，

技术，在ＷＭＮｓ中，可移动的无线客户端组成了一

大部分都集中在无线骨干网传输性能提高方面．然

个传统的无线Ａｄ ｈｏｃ网络，称为无线接入网．无线

而无线接入网也是一个多跳的无线网络，即无线客

路由器在这个无线接入网上，构筑了一个可以提供

户端与无线客户端之间、无线客户端与无线路由器

更大覆盖范围、更快数据传输速率以及更高信息传

之间存在着多跳通信，因此无线接入网媒体接入控

输可靠性的无线骨干网…．因此，ＷＭＮｓ是一种非

制是ＷＭＮｓ性能提高的重要方面．本文提出了一

常适合覆盖大面积开放区域的无线区域网络解决

种基于并行图染色的媒体接入控制算法，利用

方案．

ＷＭＮｓ的自身优势，对无线接入网的传输调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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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全局优化．该算法是一种分布式的ＴＤＭＡ调度算

物理拓扑图模型．在物理拓扑图模型中，点代表无

法，用最少时隙数目完成网络业务的传输，实现了无

线节点，有向边代表无线链路．链状拓扑网络的物

线网络最大吞吐量．

理拓扑图模型如图２所示，其中Ｒ．＝２．５×Ｒ（、，相

１

邻节点之间距离为Ｒｒ．然而，这个模型未能体现无

网络模型

线干扰对网络性能造成的影响，例如Ｌ：，发送时必

本文的ＷＭＮｓ是由无线路由器和无线客户端

然干扰到Ｌ，。的接收，此模型中不能体现这个现象．

组成的，如图１所示．无线骨干网与无线接入网使

无线干扰可以由冲突图模型准确刻画．与物理拓扑

用不同的通信技术，例如无线骨干网可以采用ＩＥＥＥ

图模型不同，在冲突图模型中，点对应网络中的无线

８０２．１６标准，而无线接入网通信可以采用ＩＥＥＥ

链路，如果两点之间有边相连，则表示这两点对应的

８０２．１２ａ／ｂ／ｇ标准．无线骨干网可以为无线路由器

两条无线链路不能同时处于活动状态．图３（ａ）是图

之间的数据业务提供可靠的高速通信．无线路由器

２所示网络的冲突图模型，图中的５个点分别表示

是连接无线接入网和无线骨干网的网关设备，同时

图２中的５条无线链路，点之间的边刻画链路之间

装备两种无线网络接口．无线路由器拥有较强的计

的竞争关系．

算能力，可以准确获知周围无线客户端的信息．无
线客户端通过路由器或者其他中继的客户端接入无
线骨干网．无线路由器是固定的，无线客户端移动

图２链状拓扑网络的物理拓扑图模型

性较小，因此ＷＭＮｓ的拓扑相对固定．下面将无线
接入网中的无线路由器和无线客户端统称为
“节点”．
时隙１：时隙２：时隙３

Ｑ瑟器
警无线

８客户端
无线骨干
网链路

一无线接入
网链路

（ａ）最优冲突图染色

（ｂ）颜色一时隙

图３冲突图染色

图的点染色规则是，相邻的点着色不同；冲突图
模型的调度规则是，相邻节点不能同时工作．由此
可见，冲突图的调度规则与图染色规则是相同的，着
色相同的点表示所对应的无线链路可以同时处于工
作状态，着色不同的点表示相对应的无线链路不能

无线ｍｅｓｈ网络结构

同时处于工作状态．在ＴＤＭＡ调度中，时间分成等

无线接入网中有Ｎ个节点，每个节点标示为

长的工作时隙，着色相同的点所对应的无线链路可

ｎｉ（ｉ＝１，２，…，Ｎ），Ｌ，，表示从竹ｉ到卵，的无线链路，

以工作在一个时隙中，即一种颜色对应ＴＤＭＡ调度

ｄｉ表示ｎ，与咒，之间的距离，Ｒｃ表示节点的通信范

中的一个时隙，如图３所示．

图１

围，Ｒ。表示节点的干扰范围．干扰范围通常是传输
范围的２～３倍［２ Ｊ．本文采用文献［３］中的无线传输
模型，即Ｌｉ，传输成功，当且仅当，

实现网络的最大吞吐量要求ＴＤＭＡ调度算法
应该用最少时隙数完成网络中业务的传输，因此无
线网络资源调度的最小时隙数传输等价于用最少色
数为冲突图染色．这样网络媒体接入控制的调度问

１）ｄｉｊ≤Ｒｃ．

题巧妙地转换为冲突图的点染色问题．图３（ａ）中，

２）任何以女（ｋ≠ｉ），满足ｄ女ｉ≤ＲＩ，都不处于发

使用３种颜色实现了冲突图的最优染色，等价于图

送状态．

２冲突图染色模型

３（ｂ）中使用３个时隙完成网络中业务的传输，实现
了网络的最优调度．
图染色问题是一个经典的ＮＰ—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Ｐ一完

无线干扰是制约多跳无线网络性能提高的主要

全）【４ Ｊ问题，解决工程实践问题，只能采用启发式笄：

因素，但是目前研究领域缺少一个能准确刻画无线

法．目前存在着很多性能优良的串行启发式算法，

干扰影响的理论模型．描述无线网络时，通常采用

但是这些算法大多是中心式算法，需要获取图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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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信息后，由一个计算中心处理器进行染色．如果

不属于同一路由器的共享链路边的集合为Ｅ

采用串行染色算法对无线接入网对应的冲突图进行

Ｇ（Ｖ８）中链路的度记为ｄｅｇ可．

染色，首先要将整个无线接入网的拓扑信息和业务
要求信息都汇聚到一个计算能力强大的节点，产生

５，

分布式的媒体接入控制算法运行在无线路由器
上，主要分两个步骤．

完整的冲突图后，利用串行染色算法进行染色，最后

步骤ｌ

由于独立子集可以并行着色，所以首

将染色结果（调度方案）分发到每个无线路由器和客

先将ｖ５分割成若干独立子集；再由无线路由器依

户端，显然这个方案在ＷＭＮｓ中不可能实现．在真

次对各个独立子集进行染色．然后为度最大的链路

实的网络场景中，实用的染色算法应该是并行、分布

选择一种颜色；着色的链路参考已着色邻居链路的

式的，只依赖局部信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

染色情况，选择一个相邻链路未曾使用的颜色，直到

接近最优的染色数．

所有ｖ５中的链路都被分配到相应颜色为止．
步骤２第ｉ个无线路由器根据Ｖ；中链路的

３分布式并行染色算法

着色情况，继续对Ｖ：中尚未着色的链路，即Ｖ？，用

３．１算法流程

串行染色方法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图分割作为一种并行策略，将图染色问题分割
成为Ｐ个子问题，用Ｐ个处理器并行进行求解．文

算法１

献［５］利用图分割的思想，将局部串行染色算法组合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Ｏ

成为一种并行图染色的启发式算法．可以发现，如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ｖＥ Ｖ；ｄｏ

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０

冲突图进行染色，无线路由器可以作为并行图染色

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ｖ）＝Ｏ
ｆｏｒ ｅａｃｈ

的无线客户端的拓扑信息和业务要求信息，而且没
有严格的能量限制．另外，无线骨干网可以为无线

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ｖ）＝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ｖ）Ｕ｛ｗ｝

３．２算法步骤

ｉｆ

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０

令Ｇ＝（Ｖ，Ｅ）为ＷＭＮｓ中所有链路所对应的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ｆｏｒ
ｅｎｄ ｆｏｒ

ＩＤＯ（ｄ，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部冲突图．网络中有Ｐ个无线路由器，第ｉ个无线

ｎ—ｃｏｌｏｒｅｄ＝ｌ

路由器负责调度的链路集合为Ｖ。，则Ｖ＝【Ｊ

Ｖｉ．

ｉ三】

Ｖｉ中的链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有链路，其所

ｔｈｅｎ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Ｕ｛ｖ｝

自己的拓扑和负载信息通知该路由器，由其生成局

ｐ

ｗ＞ｄｅｇ ｖ＆ｐ（ｗ）＞

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ｌ

ｅｎｄ ｉｆ

选择距离最近的无线路由器负责自己的调度，并将

Ｊ（ｄｅｇ

ｄｏ

ｅｌｓｅ

入控制算法．

Ｅ是边集合，代表链路之间的竞争关系．无线链路

ｖ

０（ｖ））ｔｈｅｎ

减少．由此，提出了性能优异的无线接入网媒体接

冲突图，其中ｖ是点集合，代表网络中的无线链路；

ｅｄｇｅ（ｖ，ｗ）∈Ｅ５

ｉｆ ｄｅｇ ｗ＞ｄｅｇ

路由器之间的通信提供可靠的保障，因此在冲突图
染色过程中，并行处理器之间的通信代价也会大大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ＩＤＯ）进行

分布式并行染色算法

果采用这种并行染色的思想对无线接入网所对应的
算法中的处理器．无线路由器有能力收集邻近区域

ｄｅｇｒｅｅ

染色．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Ｐａｃｋ—ａｎｄ—ｓｅｎｄ（ｄ，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ｃｏｌｏｒ—
ｑｕｅｕｅ＝Ｏ
ｗｈｉｌｅ

ｎ—ｃｏｌｏｒｅｄ＜Ｉ Ｖ？Ｉ

ｄｏ

有相邻链路都属于第ｉ个无线路由器；另一类是共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ｍｓｇ

享链路，其存在不属于第ｉ个无线路由器的相邻链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ｗ∈ｍｓｇ．ｖｅｒｔｅｘ—ｌｉｓｔ ｄｏ

路．共享链路会干扰到属于其他无线路由器的无线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ｅｄｇｅ（ｖ，ｗ）∈Ｅ５ ｄｏ

链路，因此在对其染色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其他路由

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一１

器的染色信息．Ｖ，中共享链路集合记为Ｖ；，私有链

ｉｆ 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ｖ）＝０ ｔｈｅｎ

卢

路集合记为Ｖ？，令Ｖ５＝【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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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冲突图Ｇ中，连接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ｅｎｄ ｉｆ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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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等概选择１个时隙发送，其中Ｆ是网络中相互干扰

ｅｎｄ ｆｏｒ

链路的最大数目．

ｅｎｄ ｆｏｒ

ＩＤＯ（ａ，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ｎ—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ｃｏｌｏｒｅｄ＋Ｉ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
Ｐａｃｋ—ａｎｄ—ｓｅｎｄ（ａ，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
ｃｏｌｏｒ—ｑｕｅｕｅ＝Ｏ

３）△＋１．Ａ是冲突图的最大度，△＋１是本算
法的理论上界．
在两个网络场景下，吞吐量比较结果如图４所
示．从图可见，本算法的性能十分接近最优调度，可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以实现网络吞吐量的最大化，性能明显好于Ｒ—ＴＤ—

ＩＤＯ（，Ｖ？）

ＭＡ和△＋１．这是因为采用并行图染色算法避免

其中，ｗａｉｔ—ｔｉｍｅ（剐）记录在口之前进行着色的邻居

了无线冲突，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优化了单位时间内

数目，即对ｕ染色的轮次；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可）存储Ｖ８中

并行传输的数据包个数；而Ｒ—ＴＤＭＡ由于采用随机

在链路口之后着色的链路列表，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口）中的

决策，无法彻底消除无线网络中的冲突，从而导致网

链路需要口的着色信息；Ｐ（口）是个均匀分布于
［０，１］之间的随机数，当两个相邻链路的度相同时，

络吞吐量下降．

选取ｐ值大的链路先着色．算法中涉及两个函数：
ＩＤＯ是文献［６］提出的一种性能优良的串行启发式
算法，根据度的大小决定染色的顺序，即每次从未染
色的节点中随机选取一个度最大的点，给它分配一
个其邻居未曾使用过的颜色；Ｐａｃｋ—ａｎｄ—ｓｅｎｄ，它将共
享链路的染色信息打包，发送给ｓｅｎｄ—ｑｕｅｕｅ（口）中共
享链路所属的无线路由器．

４性能评估
仿真两个网络场景．
场景１

１００个无线客户端和４个无线路由器

均匀分布在１０×１０正方形区域．
场景２

２００个无线客户端和４个无线路由器

均匀分布在１０×１０正方形区域．
网络中节点通信半径为１，干扰半径为２．５．网
络的负载从０逐步变化到１．仿真程序是用Ｃ＋＋编
写，仿真结果是２０次实验的平均值．本文通过吞吐

量和通信开销两个性能指标衡量媒体接入控制算法
的性能．
４．１吞吐量
在ＴＤＭＡ系统的调度循环中，优化目标就是用
最少的时隙数目完成对网络负载的传输，因此用时
隙数目度量算法的吞吐量．将本文设计算法的性能
与下面的算法进行对比．
１）最优调度．获取整个网络的拓扑和负载信
息，采用中心式串行ＩＤＯ算法计算出最少时隙
数目．
２）Ｒ—ＴＤＭＡ．其是文献［７］采用的一种算法，
当节点准备发送数据包时，从０～Ｆ一１个时隙中

万方数据

图４与已有算法的吞吐量比较

４．２通信开销
在本算法运行过程中，通信开销主要是无线路
由器之间交换的染色信息．两个网络场景中，用于
交换信息的数据包数目随网络负载的变化情况如图
５所示，其中每个数据包长度为２５６ ｂｉｔ．由图可见，
开销数据包的数目比较少，而这些数据包又是由传
输速率高、可靠性强的无线骨干网传输，因此算法的
通信开销成本非常低．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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