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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网络性能均衡问题，提出一种一队列两服务的轮询控制策略，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媒体接

入控制中. 首先，在该轮询控制策略中，一个队列根据系统总负载率按概率采取门限和完全两种服务，采取完

全服务的概率与采取门限服务的概率相加等于 1；其次，对控制策略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用控制流程的方法

对模型进行了描述；然后，通过 Matlab实现了控制策略模型仿真，并将其与完全服务和门限服务进行了对比，

实验结果表明，该控制策略可以达到均衡网络性能的效果；最后，对现有 MAC帧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将现

有帧结构重新设计以实现该轮训控制策略，说明了该控制策略在实际网络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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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
是由随机部署在指定区域内的大量微型传感器节

点组网形成的一个网络. 但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存

在计算和存储能力有限、电源供应较差以及数据

感知流巨大等问题 [1-3]. 近年来，为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媒体接入控制 (MAC,
medio access control)层以及路由协议等方面进行

了改进[4-6]. 其中，网络节点能源效率和性能主要取

决于传输距离和信道条件，文献 [7]分析了无线传

感器网络 3种不同的传输模式即 SIMO (space time
block codes)、SM (spatial multiplexing)和STBC (single-
input multiple-output)的性能，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新

的传输方案，该方案根据距离和信道条件在 3种模

式之间切换,从而达到减少节点能耗的目的. 文献 [8]
根据节点能耗与传输频率成正比的特性，提出了一

种具有多种算法的传感器部署策略—Entropy-
driven  Data  Aggregation  with  Gradient  Distribution
(EDAGD)，通过对传感器的部署优化达到减少无线

传感器网络能耗的目的. 文献 [9]通过队列是否有

信息数据分组将队列动态的分成忙闲两种状态，避

免系统对没有信息分组队列的服务查询，减少由此

带来的网络资源浪费，提高了控制效率. 文献 [10]
基于 FPGA的灵活性和可重构性特点，首次以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对轮询机制的接入

控制协议进行了设计和实现.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文献都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了研究[11-12]. 但是，大

多数文献都是为了减少无线传感器网络能耗而很少

考虑其节点接收服务的公平性，对于网络性能均衡

方面的研究很少. 所以，为了让网络性能达到均衡，

本文针对网络接入控制策略及其性能展开分析讨论.
在传统轮询控制策略中，其存在 3种基础控制

策略，即门限服务、完全服务和限定服务[11-12]. 其
中，完全服务策略是指一个队列在占用信道资源直

至发送完队列内所有数据包；门限服务策略是指一

个队列占用信道资源直至发送完开始占用信道时

队列内所有的数据包；限定 (K=1)服务策略是指一

个队列在发送完一个数据包后，其占用的信道资源

就被分配给下一个队列. 所以，这 3种服务策略的

服务方式决定了其各自的优缺点. 采用完全服务策

略，队列里等待发送的数据包最少，且一个数据包

等待发送时间最短. 但是，当数据包到达队列的数

目过多时，很容易造成其它队列“饥饿”，即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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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下降. 采用限定 (K=1)服务策略，每一个队

列在被服务时都只能发送一个数据包，系统的公平

性最好. 但是，该服务策略中队列里等待发送的数

据包最多，且数据包等待发送时间最长. 门限服务

策略则在各方面性能都居中.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各个路由节点随时随刻都

在接收数据，且数据流较大，而限定 (K=1)服务策

略规定路由节点每次轮询汇聚节点时只能发送一

个数据包，增加了节点间的转换时间并降低了接入

效率. 所以，本文根据 WSN的数据流特点，提出一

种一队列两服务的轮询控制策略，即每个队列采用

门限和完全两种服务控制策略，在一个队列被服务

完时，下一个队列所采用的服务策略按概率选择何

种服务策略，概率是由其当前时刻的系统总负载决

定. 针对上述过程，本文首先根据其服务策略接入

机制对其模型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通过控制流程

的方法对系统运行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利用 Matlab
对系统进行了模型仿真，分析了系统总负载率对系

统性能的影响以及与完全服务、门限服务的对比.
最后，针对实际环境和该控制策略对原有 MAC帧

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说明了该控制策略的实际可

行性.

1    一队列两服务接入机制

1.1    系统模型　在采用一队列两服务接入机制的

系统中 ,有一个服务器 (汇聚节点)和 N个节点如

图 1所示.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其感知层节点主

要包含有两种节点，分别为汇聚节点和路由节点.
路由节点主要检测环境中的数据，并将环境数据传

输到汇聚节点，汇聚节点根据 MAC协议对各个路

由节点数据进行接收. 在该模型中，汇聚节点对路

由节点可以采取两种服务接入控制，完全服务和门

限服务. 而汇聚节点对路由节点采取哪种服务方式

是与系统此时的总负载率有关，即按概率 P采取门

限服务，概率 (1-P)采取完全服务，概率 P等于系

统的总负载率. 其策略是在低负载时，尽可能地减

少平均等待时间与平均时延，且因为低负载每个节

点所占用的服务时间都不会太长，每个节点都能很

快地得到服务，适合采取完全服务；在高负载时，每

个节点的到达率较高，每个节点所占用的服务时间

较长，如果继续采取完全服务易造成其它节点一直

得不到服务，为保证各节点的公平性，适合采取门

限服务.

1.2    系统工作条件　在该轮询机制控制策略下，

路由节点之间不会发送数据传输冲突，但并不排除

由于信道质量等因素带来的数据传输失败现象. 所
以，本文假设路由节点与汇聚节点之间通信正常，

数据传输成功；汇聚节点不会产生数据溢出现

象[13-14].
根据轮询系统基本模型所示，同时结合其控制

机制和特点，对系统工作条件作如下设定：

λ

(1)路由节点数据到达过程符合相互独立的泊

松分布，均值为  ；

β

(2)数据发送时间为独立同分布的均匀分布，

均值为  ；

γ

(3)路由节点间的查询转换时间为独立同分布

的均匀分布，均值为  ；

(4)在任何一个时隙内到达的数据信息量进行

完全服务所需时间的随机变量服从于一个相互独

立、同分布的概率分布；

(5)每一个加入进队列的数据信息量，将会按

照先到先服务 (FCFS,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方法

接受服务；

ξi(n) tn i

i

1.3    系统模型控制流程　假设无线传感器网络中

有 N个路由节点和一个汇聚节点. 定义随机变量

 表示汇聚节点在   时刻与路由节点   进行数

据传输时节点   中等待发送的数据包个数. 所以，

 
图 1    一队列两服务系统模型

Fig. 1    System model of one queue with two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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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ξ1(n), ξ2(n), · · ·, ξN(n)} i

tn+1 i+1

{ξ1(n+1), ξ2(n+1), · · ·,
ξN(n+1)} P

P =
N∑

i=1

λiβi 1−P

在 时刻，整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的状态随机变

量为： ；在节点   与汇聚节点完

成数据传输后，  时刻节点    开始发送数据，

整个系统的状态随机变量为：

，定义变量   为路由节点选择门限服务的

概率，其值与当前时刻系统总负载率相等，即

，  为选择完全服务的概率.

定义如下随机变量：

ui(n) tn i

i+1

：在   时刻，汇聚节点从路由节点   查询

转换到下一节点   所耗费的时间；

vi(n) tn i：在   时刻，路由节点   向汇聚节点发送

数据包所耗费的时间；

µ j(ui) ui(n) j( j = 1,2, · · ·,N)：在    时间内进入第  
节点的数据包；

η j(vi) vi(n) j( j = 1,2, · · ·,N)：在   时间内进入第   节
点的数据包；

P

在该系统中，其初始条件为在开始时刻，各个

路由节点内没有一个数据包，服务器开始服务第一

个路由节点；第一个节点接收服务前，在 0到 1内

随机生成个数，如果这个数大于   则采取完全服

务，反之采取门限服务；当第一个节点完成服务后，

服务器按次序对第二个节点进行服务，第二个节点

按照第一个节点的方法决定采取何种服务方式；然

后，服务器依次对后面节点服务，当服务完最后一

个节点后，又开始对第一个节点进行服务. 其控制

流程算法如下所示：

步骤 1：开始设定系统初始条件；

ξi(m) = 0; i = 1,2, · · · ,NInitialize： //系统内各节

点内的数据包为 0
m = 0; t = 0;//m表示轮询系统的循环次数，t表

示系统运行时间

P =
N∑

i=1

λiβi;//P表示节点选择门限服务的概率
N∑

i=1

λiβi < 1步骤 2：系统在   的条件下，开始对

节点依次序进行循环周期服务.
N∑

i=1

λiβi < 1while   do

a = 1 : nfor 
P1 = random (0,1)　　 ;//节点接收服务前产生

的随机数

P1 ⩽ P　　if   //节点选择门限服务

νa(m) = ξa(m) ·β ua(m) = γ　　　 ； ； //服务时间

与查询转换时间

ξ j(m)=ξi(m)+µ j(ua(m))+η j(νa(m)); j=1,2,· · ·,N, j,a;
　 　 　

ξa(m) = µa(ua(m))+ηa(νa(m));　　　

　　else //节点选择完全服务

νa(m) = ξa(m) ·βa ua(m) = γa　　　 ； ；//服务时间

与查询转换时间

ξ j(m)=ξi(m)+µ j(ui(m))+η j(νi(m)); j=1,2,· · ·,N, j,a;
　 　 　

ξa(m) = ηa(νa(m));　　　

　　end
t = t+ νa(m)+ua(m);　　

end
m = m+1;//系统完成一次周期服务，循环次数

加 1

2    系统模型仿真及性能分析

N∑
i=1

λiβi =

N∑
i=1

ρi < 1

2.1    实验仿真　本文在 Matlab 2014a上对该轮询

控制策略模型进行了实验仿真 . 在模型仿真过程

中，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各节点的参数变量都应当

服从相同的分布；任何一个时隙内进入各节点的数

据包都满足泊松分布；轮询系统满足  

 稳态条件[15-16].

在该仿真环境中，所有的数据包都能发送成

功，归一化处理后，时间轴按时隙划分，定义一个时

隙为 20 μs，信息分组的长度为 1 100 Byte. 平均排

队队长 (节点内等待发送的数据包平均个数)和平

均时延 (单个数据包等待发送的平均时间)是轮询

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 本文首先在系统路由节点

为 5，服务率 (路由节点传输一个数据包所需要的

平均时间)为 2时隙/数据包和转换率 (路由节点间

查询转换的平均时间)为 1时隙的条件下，分析了

路由节点总负载率对系统平均排队队长与平均时

延的影响，其结果分别如图 2与图 3所示；其次，通

过对系统总负载率的变化，观察完全服务系统、门

限服务系统与本文提出的一队列两服务系统的区

别，其结果如图 4、5所示；最后，对节点到达率分

别为 0.05、0.35数据包/时隙以及服务率为 2个时

隙，转换率为 1个时隙的系统分别进行了 3种服务

策略模型的仿真，其结果如表 1所示.
2.2    性能分析　(1)在图 2、3中，本文通过改变系

统总负载率得到了其平均排队队长与平均时延的

第 42 卷 杨志军等：基于轮询控制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MAC 协议性能分析 439



变化曲线 . 由曲线可知，在总负载率为 0.1至 0.5
期间，曲线变化不大，两个重要性能参数值变化不

大；当总负载率大于 0.5，曲线曲率开始变大，总负

载率的极小变化也会对系统性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2)在图 4、5中，本文通过对总负载率的变化

观察新系统在两个重要参数方面与门限服务系

统、完全服务系统的区别. 首先，由图 4、5可以看

出，3种系统随着总负载率变化的变化规律基本一

致；其次，新系统在总负载率低时，其性能参数与完

全服务接近，在总负载率高时，其性能参数接近门

表 1    非对称队列 3种服务策略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three service strategies for asymmetric queues

服务策略 节点 到达率/(数据包·时隙−1) 服务率/(时隙·数据包−1) 转换率/时隙 平均排队队长/数据包 平均时延/时隙

一队列两服务
1 0.05 2 1 0.443 5 13.008 4

2 0.35 2 1 2.041 5   7.398 8

门限服务
1 0.05 2 1 0.498 4   8.772 6

2 0.35 2 1 3.491 7 13.060 1

完全服务
1 0.05 2 1 0.422 0 17.349 2

2 0.35 2 1 0.995 6   5.944 2

 
图 2    总负载率对新系统平均排队队长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otal load rate on the average queue length of
the new system

 
图 3    总负载率对新系统平均时延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total load rate on the average delay of the new
system

 
图 4    总负载率对 3种服务系统平均排队队长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total load rate on the average queue length of
the three systems

 
图 5    总负载率对 3种服务系统平均时延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total  load  rate  on  the  average  delay  of  the
thre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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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服务，在总负载率适中时，其性能参数位于两种

服务中间；最后，从图 4可以看出，3种服务模式在

平均排队队长的性能上差距不大，尤其是在低负载

率时，该性能参数几乎相等，所以，这 3种模型的主

要差距要看其平均时延.
(3)在表 1中，本文对非对称系统分别进行了

3种不同服务策略的仿真. 由表中数据易得，首先

一队列两服务策略的两个节点在性能参数上都居

中，其中节点 1的平均排队队长与其它两个服务策

略的差距都不大；其次，门限服务与完全服务的区

别很大，特别是平均时延，门限服务是节点 1平均

时延小于节点 2，而完全服务是相反的，出现这种

现象就是因为完全服务的“不公平性”，因为对于

到达率高的节点其接受服务的时间比到达率低的

节点多，那么其它低到达率节点等待服务的时间会

增多，相对应的其平均时延就会大于到达率高的节

点；最后，通过新服务策略模型仿真结果与其它两

种服务策略模型结果对比可知，其实现了对系统性

能的均衡.

3    Mac协议的帧结构设计

为 Mac层能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提高数据传

输，本文采用文献 [17]对无线传感器网络 Mac协

议的帧结构设计. 为实现本文提出的一队列两服务

轮询控制接入机制，本文在该帧的基础上设计了帧

控制域格式，建议将 7位 Reserved中的 1位作为

G/E address字段设置为节点所要接受的服务标识

Flag，改后的帧格式如图 6所示：

4    总结

本文通过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传输特点，提

出一种一队列两服务的轮询控制策略应用于其

Mac层协议，并结合该控制策略对其原有 Mac协

议帧结构进行了改进. 结合实际环境特点及轮询控

制机理，对系统模型控制流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通
过仿真实验，分析了总负载率对系统节点的平均排

队队长和数据包平均时延的影响. 通过实验观察分

析，总负载率较低时，系统性能比较稳定，不会有大

的变化，在总负载率达到 0.5时，总负载率对系统

性能的影响逐渐增大，总负载率越接进 1，其值对

系统性能影响越大. 通过新模型与门限服务、完全

服务的性能参数对比，可以看出新模型在平均排队

队长与平均时延等重要性能参数方面介于两种服

务之间，且在总负载率低的情况下，该模型接近于

完全服务，在总负载率较高的情况下，其性能接近

于门限服务. 由仿真结果，可以得出该新模型已达

到预期目的，即实现了网络性能均衡，在总负载率

低条件下，节点大概率采用性能较好的完全服务，

因为到达率低，每一节点服务完成时间少，所以轮

询周期快，不会造成其它节点“饥饿”即需要等很

久才得到服务；在总负载率高条件下，节点大概率

采用性能较差但节点间公平性好的门限服务，因为

总负载率高，采用完全服务节点的服务完成时间

大，易导致其它节点“饥饿”即很难得到服务，所以

采取门限服务让系统每一个节点尽可能多的得到

服务.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一队列两服务轮询控制

策略成功实现了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中平均排

队队长即节点内等待发送的数据包平均个数、平

 
图 6    一队列两服务系统的帧控制域格式

Fig. 6    The frame control field format of polling system of one queue with two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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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时延即单个数据包等待发送的平均时间与路由

节点间的公平性的调节，达到了对网络系统性能均

衡的目的.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达到本文所假

设的理想信道质量等条件. 所以，接下来会对非理

想信道环境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接入控制策略优

化及性能分析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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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alysi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MAC
protocol based on pollin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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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etwork  performance  balance,  a  polling  control  strategy  of  two
queues was proposed, which was used for media access control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First,  in the polling
control strategy, one queue took gated service and exhaustiv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probability of the total load
rate of the system. The probability of taking the threshold service plus the probability of taking exhaustive service
was equal to 1. Second, the control strategy model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model was described by
the control flow method. Then, the simulation of the new control strategy model was realized by Matlab, and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exhaustive service and threshold servic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strategy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balancing network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existing MAC frame structure is analyzed, and the existing frame structure is redesigned to realize the
rotation training strateg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ntrol strategy in the actual network is illustrated.

Key word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average queue length；average delay；fairness；pollin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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