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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WSN设计中以满足一定的性能目标和网络成本的优化，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项式时间近似

及其改进算法. 首先将问题构建为一个多接收器网络-最小成本-跳数约束问题；然后将问题简化为一个加权

集合覆盖问题的改进形式，从而采用加权集合覆盖贪婪算法来得到问题的解；其次，为了改进多项式时间近

似算法得到的解，在前者的基础上采用启发式工作方式迭代地去除当前解的一部分，并通过试探搜索空间的

其他部分来重建解，从而得到更高质量的解.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算法在满足一定的 QoS要求下，既能

获得较低的设计成本，也能实现较少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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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监测和控制应用通常需要将大量的传感

器分布在距控制中心数百米以外的地方. 传统上，

传感器读数与控制中心的通信是通过有线网络，而

有线网络的安装和维护比较麻烦，因此，用无线传

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代替有线

网络成为必然[1-3].
由于 WSN的传感节点的通信范围小 (一般只

有几十米，依赖于环境的射频传播特性)，通常需要

多跳才能完成与控制中心的通信. 一方面需要从已

经部署的这些静态传感器中收集测量数据，并封装

成数据包，通常把这些静态传感器称为源；另一方

面需要在已经部署的区域中放置额外的中继器和

基站 (Base Stations, BSs)，以提供从每个源到至少

1个 BS的多跳路径. 源也可以作为来自其他源的

数据包的中继. 这样获得的网络需要为在其上的数

据包流量提供一定的服务质量 (Quality-of-Service,
QoS)，如发送概率或数据包延迟. 而在大多数实际

应用中，由于无线传播路径存在障碍物或禁止传播

区域，所以不能在这种区域随意放置中继器和接收

器，而只能在某些指定位置放置，这就导致了约束

节点的放置问题，在这种问题中，节点被限制放置

在某些潜在位置；此外，由于有些链路太长，可能导

致高误比特率，从而导致大的数据包延迟.
假设与每个接收器和中继器都有一个相关的

成本，这种 WSN的设计目标就是在潜在位置放置

具有最小成本的接收器和中继器，并获得满足以

下 QoS目标的WSN：

(1)存在一条从每个源节点到至少 1个 BS的

路径；

(2)任意路径上的最大延迟限制在一个给定的

值 dmax，且在任意路径上的数据包发送概率 (在延

迟范围内发送数据包的概率)≥pdel.
在 WSN中，实际链路质量事先是未知的，这

是由于无线传播的随机模型，因此，基于这类模型

的 WSN设计不能保证在一个区域内部署时正常

工作 .  “可用的”网络链路只能通过实地测量来确

定，这就导致了基于模型设计的迭代算法是从部分

部署开始，然后通过实地测量值来试探，从而更新

有关现场链路质量，重复这种过程，直至获得满足

实地 QoS要求的设计为止. 这种迭代算法需要在

每次迭代时调用一个网络设计子算法，以给定链路

质量的网络图为输入，以满足 QoS要求的子图为

输出. 由于这种网络设计模块必须在每次迭代被调

用，而且在最终设计之前可能会有若干次这样的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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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希望这个模块具有较低的时间复杂度，因此，要

寻求得到最优或接近最优解的快速算法. 文献 [4-6]
针对在指定位置仅有 1个 BS的特殊问题进行了

研究，且文献 [4-5]研究了端到端 QoS目标的约束

中继放置问题，但在给定位置只有单个基站，将

QoS目标转换为在单包模型下每个源−接收器路径

上的跳数约束，并提出了一种称为 SPTiRP的近似

算法；文献 [7-9]研究了连通性和/或生存性无约束

中继节点放置问题，其中必须将最小数量的中继器

放置在二维区域来得到一棵树，生成给定的一组所

需顶点 (源和 BS)，但对 QoS没作约束，证明了问题

是 NP-Hard的，并提出了一种近似算法；文献 [10]
研究了 k连通性的最优中继放置 (无约束)问题，对

于任意固定的 k≥1问题，提出了一种 O(1)近似算

法，但对 QoS也没有施加任何约束；文献 [11-12]
研究了连通性和生存性约束中继放置问题. 尽管考

虑了边缘长度的约束，但没包含路径约束，如沿途

的跳数，因此，对端到端 QoS没有任何约束，并分

别提出了 O(1)和 O(lnn)近似算法；文献 [13]研究

了具有跳数约束的多接收器和中继器放置问题，但

提出的是一种指数时间复杂度的局部搜索启发式

算法. 尽管这种局部搜索启发式算法在实际中运行

良好，但是算法的复杂度妨碍了在诸如智能连接的

迭代网络设计过程中的使用.
针对上述 WSN设计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本文

研究了更一般的问题，即在潜在位置可能部署多个

接收器和中继器，以寻找一种算法，使其成本和运

行时间性能接近最优. 这对 WSN设计的可扩展性

是很有用的.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

能在满足一定的 QoS要求下，获得较低的设计成

本和较少的执行行时间.

1    WSN设计的问题模型

1.1    网络设计环境　本文讨论来自于源节点流量很

轻的情况下的问题. 通常，将“轻流量”定义为：对于

任意链路 (发送−接收机对)集，其传输相互干扰，

在任何时刻网络中只有 1条链路处于活跃状态 (即
携带数据包)，称之为“单包流量模型”，这是符合实

际的，如状态监测/工业遥测应用等[14]. 这时连续测

量值之间的时间足够长，以致于测量值可错开以避

免同时占用传输介质. 有关单包模型的适用性和合

理性的详细讨论参见文献 [5]. 下面来讨论在单包

模型下如何将数据包级 QoS目标映射到图级目标.

给定一组源节点或要求的顶点 Q、一组潜在

中继位置 R(每个位置的成本为 cr)，以及一组潜在

接收位置 B(每个位置的成本为 cs)，考虑一个图

G=(V,E)，V=Q∪R∪B，E由全部可用边构成.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假设全部节点都工作在相

同的固定功率水平上，然后就可以通过对每个链路

的数据包差错率 (Packet Error Rate,PER)施加一个

约束，或者通过约束允许的最大链路长度来定义可

用边的集合 E. 通过对图 G中每个可用链路的链路

质量进行分析[5]，在每个源节点和接收器之间设置

一个跳数界限 hmax，就可以满足 QoS目标 (dmax 和
pdel). 考虑慢衰落链路的实际情况，以及由于随机

信道差错引起的数据包丢失，因此，由于数据包重

传，在每一跳存在随机时延，而且如果达到重传限

制，则数据包可能被丢弃. 由于单包假设，则沿着路

径的延迟是加性的，即延迟是沿途每一跳的延迟之

和. 对于链路差错和随机衰落，以及无线物理层的

参数和系统采用的介质访问控制 (如 IEEE 802.15.4
CSMA/CA的退避参数[15])，分析采用统计模型 (可
以从实地测量值得到).
1.2    问题构建　给定图 G=(V,E)，V=Q∪R∪B，E由

全部可用边构成，每个接收器和中继器的成本分别

为 cs 和 cr，以及跳数约束为 hmax，问题是从该图中

提取一个最小成本 (选择接收器和中继器的成

本)生成 Q的子图，使得每个源都有至少 1个接收

器的路径，其跳数≤hmax，将这个问题称之为多接

收器网络-最小成本-跳数约束 (MultiSink Network-
Minimum  Cost-Hop  Constraint,MSN-MC-HC)问题 .
在这个问题构建中，不考虑节点由于发送和接收而

消耗的能量，因为在轻流量环境下，与节点的空闲

时间相比，节点发送或接收数据包的时间部分

很小.

2    求解MSN-MC-HC问题的算法

这部分针对 MSN-MC-HC问题提出一种多项

式时间近似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启发式算法. 算法

首先将问题简化为加权集合覆盖问题的改进形式，

然后采用加权集合覆盖贪婪算法来得到解. 由于加

权集合覆盖贪婪算法是多项式时间的，故提出的算

法是多项式时间的.
2.1    接收器和中继器选择算法-多项式时间近似

算法　

2.1.1    加权集合覆盖　步骤 1　单个接收器、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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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器的情形：考虑图 G仅对源 Q和潜在接收器

B的约束，对每个接收器 b∈B，寻找根位于 b的最

短路径树 (Shortest Path Tree,SPT)生成 Q的源 . 如
果存在一个接收器 b0 使得根位于 b0 的 SPT满足

Q中每个源的跳数约束，则就完成了；最优解需要

仅 1个接收器，不需要中继器，否则进入下一步；

步骤 2　检验可行性：在图 G(即现在包含全部

源和中继器)上，得到一棵根位于每个潜在接收器

位置的最短路径树，如果存在一个源，使其到全部

接收器的最短路径长度超过 hmax，则声明该问题不

可行，否则进入下一步；

⊆
∪|B|i=1Qi = Q

⊆

步骤 3　对于每个接收器 bi∈B，i=1,…,|B|，识
别源的集合即 Qi，其到 bi 的最短路径长度≤hmax.
集合 Qi Q，就是说被 bi 所覆盖. 注意，步骤 2中已

确保了可行性   ，还识别了中继器集合

Ri R，它到 bi 的最短路径长度≤hmax−1(这有助于

降低步骤 4的复杂度，实际上，Ri 是中继器的集合，

可以用来将 Qi 中的源连接到 bi)；
步骤 4　置 j←0，用 j作为迭代指标，置 Q(0)

i=
Qi，B(0)=B，B(j) 表示迭代 j开始时尚未选择的接收

器的集合，Q(j)
i 表示迭代 j开始时未被覆盖的源的

集合，未被覆盖的源与一个 BS bi∈B(j) 相关联；

R̂( j)
i ⊆ Ri

2.1.2     贪婪迭代算法　步骤 5　对于每个 i有
bi∈B(j)，令 G(j)

i 为 G对 Q(j)
i∪Ri∪{bi}的约束 . 对

G(j)
i 运行算法来得到中继器的一个近似最优子集

，它以≤hmax 跳数将 G(j)
i 中的源连接到 bi；

R̂( j)
i Ĝ( j)

i

步骤6　对于每个 i有bi∈B(j)，考虑G(j)
i 对Q(j)

i∪

∪bi 的约束，用   表示这个图；

Ĝ( j)
i步骤 7　对于每个 i有 bi∈B(j)，定义   的成本为：

C( j)
i =

cs+ cr×
∣∣∣∣R̂( j)

i

∣∣∣∣∣∣∣∣Q( j)
i

∣∣∣∣ . (1)

即把子图的成本计算作为每个源的总成本；

G̃( j) = argminG̃( j)C( j)
i

步骤 8　贪婪选择：在尚未选择的子图中选取

成本最小的子图，即选取  ；

b̃( j) G̃( j) Q( j) =

Q∩ G̃( j) R( j) = R∩ G̃( j) ∪ j
k=1Q(k) = Q

步骤 9　令   为与   相关联的接收器，

， . 如果   ，则停止，

即当全部源都被覆盖时停止. 否则进入下一步；

B( j+1) = B( j)\b̃( j)

Q( j+1)
i = Q( j)

i \(G̃( j)∩Q( j)
i )

步骤 10　更新步骤：置   . 对于

每个 i有 bi∈B(j+1)，置   . 此
外，对于全部后续迭代，将 R(j) 中每个中继器的成

本设置为零.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由覆盖共享的源

和中继器不会被计数超过 1次；

步骤 11　置 j←j+1，然后转到步骤 5.
2.1.3    算法分析　

2.1.3.1    一些结果　(1)如果最优解采用单个接收

器而无中继器，则算法得到最优解 (遵循步骤 1)；
(2)对于接收器放置问题 (即 cr=0)，算法完全

简化为加权集合覆盖贪婪算法，从而得到接收器放

置问题的最佳可能最坏情况近似保证 (O(log(m)))，
其中 m为源的数量，即|Q|=m；

(3)对于 cs=0的子问题，最坏情况近似保证为

m(hmax-1).
2.1.3.2    最坏情况近似保证　已经知道，当最优解

采用单个接收器而无中继器时，算法得到最优解，

因此，需要关心的是任何最优解采用至少 1个接收

器和至少 1个中继的器实例.
cs/cr ⩾ m̄(m̄+1)(hmax−1)

m̄ ∈ N m ≻ m̄ ⩾ 1

m̄

m̄

引理 1：假设   ，对于某

些  ， ，则下列结论成立：在算法的任

何迭代中，如果大于   的源仍有待覆盖，则算法不

能使覆盖最多   个剩余源的接收器优于覆盖全部

剩余源的接收器，如果存在这样的接收器的话.

m−m( j) ⩾ m̄

m̄

n( j)
1 n( j)

2

证明：假设到迭代 j(j≥1)的开始，m(j) 个源已

经被覆盖，且  ，假设存在一个覆盖全部

剩余源的接收器 (尚未被选择)，另一个接收器 (尚
未被选择)覆盖   个剩余的源，将这两个接收器分

别表示为 1和 2，令    和    分别为接收器 1和

2在迭代 j中算法选择的中继器的数量，则算法更

有利于接收器 2而不是接收器 1当且仅当：

[cs+n( j)
1 cr]/[m−m( j)] ≻ [cs+n( j)

2 cr]/m̄⇔
cs/cr ≺ [m̄n( j)

1 − (m−m( j))n( j)
2 ]/[m−m( j)− m̄]. (2)

现在得到以下结果：

n( j)
1 ⩽ (m−m( j))(hmax−1)(1)  ，因为每个剩余的

源采用至多 hmax 跳数连接到接收器 1；
m̄(m−m( j))
m−m( j)− m̄

=
m̄

1− m̄/(m−m( j))
⩽ m̄(m̄+1)

m−m( j) ⩾ m̄+1

(2)  ，这

里由于  ，最后的不等式成立.
则有：

cs

cr
⩾ m̄(m̄+1)(hmax−1) ⩾

m̄(m−m( j))(hmax−1)
m−m( j)− m̄

⩾

m̄n( j)
1

m−m( j)− m̄
⩾

m̄n( j)
1 − (m−m( j))n( j)

2

m−m( j)− m̄
. (3)

f (m̄) =

m̄(m̄+1) m̄

m̄

类似如上所述地进行，并且注意到  
 随   单调增加，可得到算法不利于接收器

覆盖小于   个源的接收器 1，这就完成了引理 1的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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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理 1，可以得到算法最坏情况近似因子

约束如下.

m̄ ∈ N m ≻ m̄ ⩾ 1 cs/cr ⩾ m̄(m̄+1)

定理 1：考虑 MSN-MC-HC问题的子问题，即

存在仅采用 1个接收器的可行解 . 假设对于某些

， ， ，则以下结论成立：

⌈m/(m̄+1)⌉(1)由算法选择的接收器数量至多为  ；

ε+m/m̄

⌈m/(m̄+1)⌉ = m/(m̄+1)+ε

(2)算法的最坏情况近似保证的上限为  ，

其中 ε∈[0,1)，满足  .
证明：

m̄+1

m̄

m̄+1

m̄ m̄

m̄(m̄+1)

⌈m/(m̄+1)⌉

(1)由于存在仅采用 1个接收器的可行解，故

全部 m个源都可以以≤hmax 跳数连接到该接收器.
因此，只要这个接收器在智能选择算法过程中不被

选中，则引理 1中的假设仍然成立，即存在一个能

够覆盖全部剩余源的一个接收器；而且，一旦选择

了这个接收器 (如果有的话)，算法就终止，因为全

部源都被覆盖了. 因此，通过引理 1，只要存在至少

还有   个源需要覆盖，算法就不能挑选覆盖至

多   个源的任何接收器. 因此，算法在每次迭代中

覆盖至少    个源，直至剩余未覆盖的源的数

量≤  为止；最后，当未覆盖的源的数量≤  时，就

可以得到 (根据引理 1和   的单调性)算法

采用 1个接收器覆盖这些剩余的源，故算法选择的

接收器的数量至多为  .
(2)由于最优解采用至少 1个接收器和至少

1个中继器，因此最优成本至少为 (cs+cr). 此外，智

能 选 择 算 法 所 采 用 的 中 继 数 量 的 上 界 为

m(hmax−1)，因此采用 1中的结果，最坏情况近似比

(Approximation ratio,Ar)的上界为：

Ar ⩽
⌈m/(m̄+1)⌉cs+m(hmax−1)cr

cs+ cr
=

(m/(m̄+1)+ε)cs/cr+m(hmax−1)
1+ cs/cr

⩽

(m/(m̄+1)+ε)cs/cr+m(hmax−1)
cs/cr

=

(m/(m̄+1)+ε)+
m(hmax−1)

cs/cr
⩽

(m/(m̄+1)+ε)+m/m̄(m̄+1) = ε+m/m̄, (4)

cs/cr ⩾ m̄(m̄+1)

(hmax−1)

式中最后的不平等式成立是因为  
.

2.2    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的改进—启发式算法　

为了改进上述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得到的解，我们

提出一种多项式时间启发式算法. 启发式算法的工

作方式是迭代地去除当前解的一部分，并通过试探

搜索空间的其他部分来重建解. 算法实现步骤如下：

步骤 1　令 N(0) 为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得到

的结果，N(0) 是初始网络图 G对源、选择接收器和

选择中继器的约束 . 置 k=0，Nbest=N(0)，解更新=
false，令 K为允许迭代的最大次数；

步骤2　对于N(k) 中的每个接收器bj，执行以下操作：

①试探接收器 bj；
②仅采用 N(k) 中的剩余接收器和全部潜在中

继来运行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以获得解 N1；

如果 N1 是可行的，且 N1 的成本优于 Nbest 的

成本，则置 Nbest=N1，且解更新=true，否则，进入下

一步；

③试探接收器 bj，并采用 G中全部剩余接收

器和中继器运行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来获得解 N2.
如果 N2 是可行的，且 N2 的成本优于 Nbest 的

成本，则置 Nbest=N2，且解更新=true.
步骤 3　在对 N(k) 中的全部接收器进行试探

后，如果解更新=true，则置 k←k+1，N(k)=Nbest，并转

到步骤 2)；
步骤 4　当解没有进一步更新的可能或迭代

超过最大次数时停止.
由于启发式算法的每次迭代采用多项式时间

近似算法算法 (它是多项式时间的)，且由于迭代次

数的上界为常数 K，因此改进的启发式算法也是多

项式时间的.

3    算法性能仿真及结果分析

由于 MSN-MC-HC问题是 NP-Hard的，通常

计算最优解需要对潜在接收器和中继器的全部可

能组合进行穷举搜索，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为此，

我们通过求解 MSN-MC-HC问题的 ILP构建的

LP松弛来得到问题实例的最优成本的下界作为比

较基准.

m̄ = 1

我们在 3个不同的实验设置中将本文提出的

2种算法和文献 [13]提出的指数搜索启发式算法

与基于 ILP构建的 LP得到的最优成本下界进行比

较. 实验设置通过改变以下一个或多个参数获得：

源数量、潜在中继器和潜在接收器数量、部署区

域、通信范围、跳数约束和选择源节点位置和潜在

节点位置 . 在全部实验中，选取 cs=10(单位成本)，
cr=1(单位成本) (这个选择满足定理 1和定理 2中

关于 cs/cr 的假设)且  .
仿真中，考虑 3个不同的正方形部署区域，部

署区域划分为连续边长为 10 m的方格, 并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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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中随机部署传感器节点, 数量从 5到 100，中
继器节点从 10到 50. 对于设置下的每个实例，从

这些格子点阵中随机选取源节点、潜在中继器位

置和潜在接收器位置，实验详细设置如表 1所示.
表中“采用网格随机放置”是指该区域被划分为边

长为 10 m的正方形单元格，表中“无网格随机放

置”是指源位置、潜在中继器位置和潜在接收器位

置的选取是按照区域上的连续均匀分布 (不将区域

划分为单元网格)；其中的 QoS链路带宽、发送器

初始数据发和接受器初始数据接收由系统自动随

机生成，每个节点在仿真时间内产生等量数据，数

据有相同的长度，且每个节点的传输范围固定不

变. 中继器数据转发采用可用于大型传感器网络的

最小成本转发 (Minimum Cost Forwarding，MCF)的
多跳路由协议；实验仿真平台采用基于 NS2的传

感 器 网 络 仿 真 软 件 和 Matlab  R2011b， 并 结 合

C++在基于 Linux的 8GB RAM桌面上运行；仿真

流程框图如图 1所示.

为简单起见，将本文提出的多项式时间近似算

法及其改进的启发式算法分别记为算法 1和算法

2. 对于每个设置中的每个实例，运行 3种算法，并

C(algo)
avg

C̄LP

ᾱalgo =C(algo)
avg /C̄LP

计算出该实例的基于 ILP构建的 LP得到的最优解

下界，算法 2中的最大迭代次数选取为 25. 表 2所

示为 3种算法与基于 ILP构建的 LP得到的最优解

下界的成本性能比较. 对于每个设置的每个可行实

例，我们计算出了 3种算法关于基基于 ILP构建

的 LP的下界的经验近似比即 Ar=算法结果成本 /
LP解的下界成本，并把该设置实例中的这些值的

最大值用作为该设置的经验最坏近似比；还计算出

了算法的经验平均近似比. 令   表示在一个设

置下的可行实例算法结果的平均成本，  为这些

可行实例的 LP解的平均成本，然后计算出算法的

经验平均近似比为  .
表 3中比较了 3种算法的执行时间和基于

ILP构建的 LP的下界计算的运行时间.
从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

(1)在全部实验设置中，本文提出的算法 1和

算法 2在成本方面的平均经验性能均在基于 LP的

最优成本下界的大约 1.4倍以内，在最坏情况下，

3种算法是基于 LP的最优成本下界的约 2.9倍，但

实际性能会更好，因为这是仅与最优成本的下界进

行的比较；

(2)如所预期的，算法 2的性能要优于算法 1，
尽管有稍高的运行时间成本；

(3)算法 1和算法 2在运行时间上都比基于

ILP构建的 LP的下界的执行时间提高了 1～2个

数量级；

表 1    实验详细设置

Tab. 1    Experiments detail settings

设置 源数目 潜在中继器 潜在接收器 位置 区域/m2 rmax/m hmax

1 20 30 10 无网格随机放置 100×100 20 5

2 40 50 15 无网格随机放置 140×140 20 5

3 30 50 15 采用网格随机放置 140×140 30 5

 
图 1    算法性能仿真流程框图

Fig. 1    Flow diagram of algorithm performanc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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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献 [13]的算法在成本方面比本文提出的

算法 1和算法 2略好，但这种改进在运行时间上却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全部设置中，算法 1和算法

2比文献 [13]的算法要快得多.
算法 1和算法 2极快的执行时间是一个很有吸

引力的选择，它们可用于现场交互迭代网络的设计.
总之，与文献 [13]的算法及基于 ILP构建的

LP的下界解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 2(以算法 1为

起点)在执行时间上获得了显著的改善，而在成本

方面有很小的损失，这种极快的执行时间和微不足

道的成本损失使得算法 2成为用于迭代网络设计

过程中的一个极好的选择.

4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确定最佳中继器和接收器节点放

置策略的问题，以满足一定的性能目标如确保数据

在一定最大延迟内传送到 BS的跳数约束. 证明了

这个问题是 NP-Hard的，甚至很难在 O(lnm)的因

子范围内近似，其中 m是源的数量；并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了一种多项式时间近似算法，算法简单、

直观，在非常合理的时间内可以得到较好质量的

解，同时还给出了算法最坏情况的性能；仿真实验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在满足一定的 QoS要

求下，既能获得较低的设计成本，也能实现较少的

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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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certain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nd  network  cost  optimization  in  WSN design,a
polynomial  time approximation and its  improved algorithm are  proposed.  Firstly,the  problem is  constructed as  a
multisink network-minimum cost-hop constraint problem,and then the problem is reduced to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weighted  set  cover  problem,and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greedy  algorithm  for
weighted  set  cover.  Secondly,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lution  obtained  by  polynomial  time  approximation
algorithm,the  heuristic  works  by  iteratively  removing  part  of  the  current  sol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and
rebuilding the solution by exploring other parts of the search space,thus,a higher quality solution can be obtain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not only achieve lower design cost, but also achieve
less execution time under certain QoS requirements.

Key word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ink/relay；placement；polynomial time approximation；hop count
constraint；cost；approxim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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