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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个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相当活跃的研究课题，其中节点定位是关键技术之一。本文针对传感器网络
中的大范围数据采集场景，提出了一种基于路由信息的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ＲＢＳＬ。该算法以定向扩散路由为基础，在路由
和数据采集的同时获得节点间连接关系．以此进行节点定位，定位过程额外通信开销很低．且只要求网关节点具有自身定
位能力，传感器节点不需已知自身位置．节点问可以无测距能力或只具有简单ＲＳＳ测距功能。仿真结果表明，ＲＢＳＬ算法定
位精度较高，开销低．易实现，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传感器网络；定位；定向扩散；路由；Ｍ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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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场景下，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节点分布在较大范围的

１引言

区域内，节点需要通过多跳路由将数据返回到一个或多个网关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近年来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其中传感器

节点。所有传感器节点不装配ＧＰＳ、超声收发器、有向天线等额

网络定位技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传感器网络

外的定位和测距设备。节点射频模块只具备射频信号强度检测

的大量应用都依赖于节点的位置信息，例如在战场侦察、生态

能力（ＲＳＳＩ），甚至ＲＳＳＩ能力也不具备（即只有通信功能）。为了

环境监测、地震洪水火灾等现场的监控等应用中，都需要知道

方便下面的研究，进一步对场景作如下简化定义：

传感器节点的位置信息．从而获知信息来源的准确位置。
现有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系统种类繁多，实现方法各异。
具有代表性的有采用超声波测距的ＴＤＯＡ（Ｔｉｍ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系统，基于ＲＳＳＩ ｆ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的技

术，基于网络连通性的质心定位算法，基于多跳传感器网络节
点间跳数的ＤＶ—Ｈｏｐ算法等。现有算法大多存在额外的硬件开

销，或需要较多已知位置的参考节点，而且都有较大的通信开
销，带来了传感器节点额外的功耗．这样就降低了全网的生存
周期。因此，需要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具体场景，设计低成
本，低开销，易实现的定位算法。

２基于路由信息的定位算法

（１）传感器节点数目表示为ｎ，网关节点数目表示为ｉｎ；
（２）ｎ个传感器节点在区域内随机均匀分布，自身位置为
（ｘ．，ｙＪ均未知，其中ｉ＝１…ｎ；
（３）ｍ个网关节点在区域内以某种规律分布，自身位置（ｘ。，
ｙ０均已知，其中ｉ＝ｎ＋ｌ…ｎ＋ｍ；
（４）传感器节点均以一定且相同的周期采集数据，节点间
相对静止：
（５）节点采用无线全向天线进行互通信，ＲＳＳ测距的先验
概率分布满足高斯分布：
２．２设计思路
而且因为数据采集任务对网络的存活时间要求一般较高，
所以降低传感器节点的功耗。即降低传感器节点的通信开销就

２．１研究场景定义

成为设计定位算法中重要的因素。而现有定位算法存在的主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场景各异，对定位的需求也各不相

问题就是通信开销大，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研究将定

同。因此，在进行定位算法的设计前．必须选定应用场景进行有

位过程与网络路由和数据采集看作独立的过程，而事实上这两

针对性的设计。本文选用传感器网络中广泛应用的大范围数据

个过程存在大量通信的重复，这样就带来了额外的通信开销。

采集场景．例如土壤温湿度监测、森林火险预警、智能大厦人员

本文的研究就是将路由协议与定位算法结合来减少这部分开

数据采集等，作为研究前提。

销，基本思路是通过在数据包上附加网络路由信息来获得部分
节点间的连接和距离关系．然后根据这些关系来进行传感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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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则将下一跳节点ＩＤ也打人数据包，按照最大梯度方向发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
本文选用了传感器网络中常用的定向扩散路由协议（Ｄｉ—
ｒｅ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作为研究的基础。定向扩散路由协议是一种以

数据为中心的路由协议，网关节点向所有传感器节点发送对任

往网关节点。当节点具有ＲＳＳＩ时，还要将下一跳节点对应的测
距结果发往网关节点。
３．２计算节点距离矩阵Ｄ。

务描述的“兴趣”（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会逐渐在全网中扩散。最终达

目的是提取网关数据中关于节点连接或测距的信息．并通

到所有匹配“兴趣”的传感器节点，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了从网关

过最短路径算法得到所有节点间的近似距离。即完全的距离矩

节点到传感器节点的“梯度”，传感器节点会沿着梯度最大的方

阵。当节点具有ＲＳＳＩ时．则可以根据数据包中的每个节点的测

向将数据传回网关节点。定向扩散的原理示意图如下图１所示：

距信息生成部分距离矩阵Ｄ，然后采用Ｆｌｏｙｄ最短路径算法，生
成Ｄ。。若节点不具备ＲＳＳＩ，则将连通表示为单位距离１，同样

传

用Ｆｌｏｙｄ最短路径算法，由连接矩阵Ｌ生成Ｄ。。
３．３多维标度分析ＭＤＳ
将节点距离矩阵Ｄ。作为ＭＤＳ算法的输入矩阵，可以获
得节点的相对位置估计ｘ’，Ｙ’。
步骤１兴趣扩散

步骤２建立梯度

步骤３传输数据

图１定向扩散路由原理示意图

３．４平移和旋转变换
通过比对已知位置的网关节点，将ＭＤＳ结果进行坐标变

对于全网数据采集的场景，网关节点发送的“兴趣”是采集

换使得网关位置均方误差最小。即设ｘ’，Ｙ’为ＭＤＳ输出的网关

所有节点数据。在建立梯度之后，每个一个传感器节点都有一

节点位置，求变换矩阵Ａ，Ｂ使得ｆｘ”，Ｙ”１＝Ａ。［Ｘ’，Ｙ’】＋Ｂ与

个自己对网关节点的最大“梯度”方向。即下一跳传输的目的节

网关节点已知位置【）（，Ｙ】的均方误差最小。

点编号ａＤ）。若每个传感器节点在发送数据包末尾都附加自己

４仿真结果和分析

的下一跳节点ＩＤ，则在每一个网关节点就都可以获得网络中ｎ
条链路的连接情况，即获得了到一个网关节点的树状路由表。

算法仿真采用Ｍａｔｌａｂ ６．５。仿真场景为１００个传感器节点

将ｍ个网关节点的数据进行综合就可以获得更多条链路的连

随机均匀分布在半径５０ｍ的圆型区域内．网络中有大于等于三

接情况。将获得的ｒ１个传感器节点和ｍ个网关节点之间的连接

个已知位置的网关节点。

关系表示为对称连接矩阵Ｌ（ｎ＋ｍ，ｎ＋ｍ），其中Ｌ．＝１表示ｉ，ｉ节

在图２的仿真中，１０个网关节点均匀分布在半径为１０米

点存在路由链路，反之ＩＪｉｉ＝０表示不存在路由链路，其中１≤ｉ，

的圆周上，射频通信距离取２０ｍ，射频信号测距误差为２０％，图

ｉ≤ｎ＋ｍ，若１≤ｉ≤ｎ表示ｉ为传感器节点．若ｎ＜ｉ≤ｍ表示ｉ为
网关节点。
进一步的，如果传感器节点具有ＲＳＳＩ。可以根据射频信号
传输的经验模型估计链路距离ｄ。同样将估计距离发往网关节

中线段长度代表定位误差大小。仿真结果直观的给出了ＲＢＳＬ
算法在节点具有ＲＳＳＩ和没有ＲＳＳＩ情况下定位的效果。从图２
的仿真中，还可以发现ＲＢＳＬ算法的一个应用场景，即在大范围

点。与连接矩阵Ｌ类似可以生成对称距离矩阵，表示为Ｄ（ｎ＋ｍ，

的数据采集中，如果只有一个网关节点，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员

ｎ＋ｍ），其中Ｄ。．＝Ｄｉ表示ｉ，ｊ节点间路由链路的估计距离。

手持一个网关节点在一个小范围内移动。在不同位置采集数据

下一步就是根据连接矩阵Ｌ或距离矩阵Ｄ来进行节点定

就可以对节点进行定位。

位。这里就需要用到ＭＤＳ算法，ＭＤＳ算法的全称是多维标度分
析（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是一种最早应用在计量心理学和
生物信息统计中的算法。作为ＭＤＳ算法的一种简单的应用，若

已知二维空间上ｎ个点的两两距离，即完全的距离矩阵ｋ（ｎ，
ｎ），则可以反解出这ｎ个点的二维相对拓扑。Ｙｉ Ｓｈａｎｇ等人最早
将ＭＤＳ算法应用到无线网络定位中．本文也采用了类似的思
路。由于通过路由过程获得的连接矩阵Ｌ或距离矩阵Ｄ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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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链路．所以还需要通过最短路径算法生成在原矩阵中不连

＼

在获得距离矩阵Ｄ舭之后，就可以根据ＭＤＳ算法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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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ＲＢＳＬ算法仿真结果１

到节点的相对二维拓扑分布．但该分布与真实分布存在缩放，
旋转和平移的关系。因为ｍ个网关节点都已知自身位置，当

如＼

＿。心，啦： ｒ歹｝

通的节点之间的近似距离，得到近似的Ｄ山．来作为ＭＤＳ算法
的输入。

７

图３－ａ给出了节点ＲＳＳＩ测距误差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发

ｍ≥３时，可以根据网关节点的位置，对相对拓扑进行坐标变换

现，当测距误差在２０％以内时，定位结果较好，而若测距误差

得到最终估计的二维拓扑。

进一步增大，则结果恶化较为明显。图３－ｂ给出了节点通信

３算法实现过程

距离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发现在通信距离＝２５ｍ时定位误差最

低，这是因为通信距离过短会使得部分边缘节点只有很少的

３．１定向扩散

邻居．从而导致这些节点定位精度很低，而当通信距离过长

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携带节点间的连接或测距信息，在建立

时，网络中的路由链路变少，导致能获得链路信息变少，同样

梯度阶段中．每个节点可以得到其下一跳节点ＩＤ。在传输数据

万方数据

降低了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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