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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called asynchronous time consistency (ATC) based on call-back clock

method in distribut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ystem (DIS). This model utilizes the asynchronism of different nodes’
clocks to re-distribute the time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system
functionality. With this model, the paper firstly designs a fast approxim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global delay
information, and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twork condition, it
also designs a fast iter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partial delay information. In the end,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and analyze to static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se method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C method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Key words:

distribut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 continuous model; asynchronous time; consistency; interaction
efficiency

摘

要:

提出了在分布式交互仿真中基于回拨时钟的异步时钟一致性控制模型,利用节点间时钟的异步性对系统

时间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达到了在保证原有系统功能正确性的前提下有效提高系统整体性能的目的.根据上述模型,
首先提出了基于全局信息的快速拟合法,并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之后又根据实际网络情况提出了基于局部延迟
信息的逐步逼近法;最后通过实验分析了上述方法的静态和动态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异步时钟方法对系统的交互性
能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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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交互仿真(distribut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简称 DIS)[1]是一种基于分布式仿真技术的实时网络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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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它通过分布在各地的计算节点之间的通信,共享交互环境的局部或全局数据信息,协同完成从分布到多计
算节点上的任务,给用户提供一种整体的、真实的、可沉浸的虚拟空间.分布式交互仿真技术由于其扩展性好、
适应性广等特点,近年来发展很快,并已在军事仿真、网络娱乐、远程教育、工程设计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致性问题是分布式交互仿真中的本质和核心问题.由于存在着网络传输延迟,各节点间的消息通信不能
实时到达,会产生消息序错乱以及时序关系混乱等情况,进而导致理解歧义、违背期望、因果颠倒 [2] 等问题,严
重影响交互仿真的正常运行.并且,一致性问题还会影响系统的公平性和正确性 [3],使得最终仿真得到的结果不
可信.因此,能否有效解决交互仿真中各节点间的一致性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 DIS 系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般说来,分布式交互仿真系统的状态空间都比较庞大,要直接维护状态间的一致性需要较大的时间空间
开销.因此,当各节点的初始系统状态保持一致时,只要保证改变系统状态的要素在各节点正确执行即可.对于
离散模型来说,由于状态的改变仅由事件产生,因此只需要维护各节点按照同样的顺序处理事件.这一类问题已
经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如文献[4−6].而对于连续模型来说,由于系统状态还伴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因
此需要保证各事件在同样的时间点和各节点上得以执行.
现有的维护连续模型的一致性控制方法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文献[7]提出的锁步进同步技术,它通过强
制阻塞节点的时钟推进,直至所有的节点完成该时间步的计算后才进入下一个时间周期,从而避免了不一致现
象的发生.该方法主要研究如何从功能上保证系统的正确性要求,而在性能方面则完全无法满足交互仿真的基
本要求.为了改善上述方法的性能缺陷,文献[8]提出了基于间距一致的延迟一致性,通过只延迟异地事件而不延
迟本地事件的方法来提高系统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系统的响应能力.然而事实上,该方法是以牺牲系统
功能的方法来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该方法的控制结果无法满足消息序的一致性,进一步导致各
种不一致现象的发生.而文献[9]则认为,连续模型的一致性控制是针对 DIS 系统功能和性能的折衷,针对一方面
的维护一定会导致另一方面能力的下降.
针对目前 DIS 系统中一致性控制的功能和性能无法同时满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连续模型一致性控制过
程的深入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回拨时钟的异步时钟一致性控制模型,达到了在不改变 DIS 系统功能正确性的基
础上有效改善系统性能的目的.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放松节点间的仿真时间同步约束条件对系统时间资源进行
重新调配,均匀化节点间消息延迟的关键路径,从而达到在保证 DIS 系统原有功能性的同时大大提高系统性能
的目的,为分布式交互仿真在大规模网络条件下的应用提供支持.
本文首先给出上述方法的计算过程,然后在理论上证明该方法的能力,最后通过实验结果验证方法的有
效性.

1

问题描述
设 V 代表全体仿真节点的集合,O 代表系统中产生的全体事件的集合,对于任意的 vi∈V,Gi 代表节点 vi 产生

的事件集合,Ri 代表节点 vi 能够收到的事件集合.令 Ei=Gi∪Ri,称 Ei 为节点 vi 可感知的事件集合.对于任意的
om∈O,若 om∈Gi,则 TGi(om)代表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的产生时间,TS(om)代表节点 vi 设定的事件 om 在各个节点的
执行时间;若 om∈Ri,则 TRi(om)代表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的接收时间;若 om∈Ei,TEi(om)代表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实
际的执行时间.
分布式交互仿真中的功能正确性有 3 个层次的一致性需求,即序一致、间距一致和执行时间一致,表示为:
定义 1(序一致).
∀vi,vj∈V;om,on∈Ei∩Ej

s.t.

TEi(om)≤TEi(on)→TEj(om)≤TEj(on).

序一致是指对于任意两个事件 om 和 on,若它们均能为节点 vi 和 vj 所感知,则它们在节点 vi 和 vj 上的执行顺
序一致.
定义 2(间距一致).
∀vi,vj∈V;om,on∈Ei∩Ej

s.t.

TEi(om)−TEi(on)=TEj(om)−TE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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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一致比序一致更进一步,它在保持执行顺序一致的基础上还要求事件 om 和 on 在节点 vi 和 vj 上执行的
时间间距保持一致.
定义 3(执行时间一致).
∀vi,vj∈V;om∈Ei∩Ej

s.t.

TEi(om)=TEj(om).

执行时间一致的要求最为严格,它要求所有的事件在各个节点上同时得到执行.
对于 DIS 中的离散模型,只要保证序一致即可满足系统正确性要求,而对于连续模型,一般要求达到执行时
间一致,少数应用只需要达到间距一致即可[8].
除了系统的功能正确性要求外,还要考虑系统的性能要求,即响应时间的要求,它代表了系统对交互的响应
能力.下面给出 3 种粒度的响应时间定义,即事件的响应时间、节点的响应时间和系统的响应时间.
设事件 om 是节点 vi 上产生的事件,令 CDi(om)为事件 om 在节点 vi 的本地延迟时间,其值等于事件 om 的设定
执行时间 TS(om)和产生时间 TGi(om)之差.令 CFi(om)代表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的响应时间,其值等于事件 om 在节
点 vi 的本地延迟时间 CDi(om),即有下面的定义.
定义 4(事件的响应时间).
CFi(om)=CDi(om)=TS(om)−TGi(om),vi∈V,om∈Gi.
对于系统中的各节点来说,节点的响应时间定义为其所有产生事件的响应时间平均值,即
定义 5(节点的响应时间).
CFi =

∑

∀om ∈Gi

CFi (om )
, vi ∈ V .

| Gi |

系统的响应时间定义为各节点响应时间的平均值,即有下面的定义.
定义 6(系统的响应时间).
CFall =

∑

∀vi ∈V

CFi

.

|V |

如果 DIS 系统的功能要求达到定义 3 所描述的执行时间一致,并且系统的响应时间为 0,则称系统达到了绝
对一致性(absolute consistency)[8].然而,绝对一致性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由于网络延迟不可忽略,实际 DIS 系统
中无法达到绝对一致性.因此,本文以最小化系统响应时间为目标,并设定如下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 0(一致性功能及性能约束).
∀vi,vj∈V;om∈Ei∩Ej
∀vi∈V

s.t.

s.t.

TEi(om)=TEj(om),

CFi≤CFMi,

其中,CFMi 为节点 vi 的最大容忍响应时间.因此,约束条件 0 表示本文的目标是在保证定义 3 所述的执行时间一
致性以及保证各节点的响应时间不超过最大容忍响应时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系统的响应时间.

2

基于回拨时钟的异步时钟一致性模型

2.1 DIS中的异步时钟
约束条件 1(执行时间一致性约束)[8]. 要达到定义 3 中描述的执行时间一致,需要保证事件 om 在任意接收
节点上被设定的执行时间都不小于其接收时间,即 TS(om)≥TRi(om),vi∈V,om∈Ri.
在各节点时钟同步的情况下,要满足约束条件 1,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产生后要在本地延迟一段时间,其值取
决于节点 vi 和所有接受事件 om 的节点间通信延迟的最大值,即
约束条件 2(同步时钟的本地延迟约束).

CDi (om ) ≥

Max

∀v j ∈V , om ∈R j

Di j , vi ∈ V , om ∈ Gi ,

其中,CDi(om)代表事件 om 在节点 vi 上的本地延迟时间, Di j 代表节点 vi 和节点 vj 之间的消息通信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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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系统中 , 由于互联网络上各节点之间通信和计算能力存在差异 , 可能由于某些节点的通信延迟和计
算延迟较大从而影响了整个系统的响应能力,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存在着 A,B,C 这 3 个仿真节点,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节点间通信延迟是对称的,其中,A,B 间通信
延迟为 2,A,B 两节点和 C 之间通信延迟都为 10.则根据约束条件 2 可知,3 个节点的本地延迟时间均为 10.虽然

A,B 之间的通信延迟为 2,但由于它们和 C 之间的延迟均为 10,为达到定义 3 所描述的执行时间一致的条件,A
发送给 B 的消息必须要在 B 上延迟 8 后才能执行,从而浪费了系统有限的时间资源.
在现有方法的认识中 ,分布式交互仿真系统由于存在着实时的交互 ,仿真时间需要和外部的墙钟时间严格
同步 .因此 ,同时执行的概念就需要所有的事件在物理世界的墙钟时间上同时执行 ,这就决定了响应时间受限于
网络传输延迟的最大值 ,也造成了系统一致性功能和性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实际上 ,仿真时间的严格同步是
一种人为简化的假设 ,在这种强制的假设前提下 ,一致性控制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时序控制 ,但是因此导致
的功能性能之间的尖锐矛盾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本文从 DIS 系统一致性需求的本质出发,采用基于异
步时钟的一致性控制模型 ,令各仿真节点的仿真时间在相对时间轴上偏差一小段距离 ,进而研究其对一致性控
制效果的影响.
下面举例说明异步一致性控制方法对控制效果带来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在图 2 中,存在着两个节点 v1,v2.节
点 v1 在 T 时刻向节点 v2 发送消息 E1,该消息的延迟时间为 ∆T;v2 节点应该在 T+∆T 时刻收到该事件,因此 v1 也
必须等待∆T 时刻才能执行该事件.因此,节点 v1 的响应时间为∆T.此时,若节点 v2 将自己的时钟回拨时间∆T,称为
节点 v2 的回拨时钟值,则节点 v1 发送事件 E1 时节点 v2 的时钟为 T−∆T,节点 v2 收到该事件的时刻为 T.因此,节
点 v1 发送完事件 E1 后即可立即执行该事件,其响应时间就变为 0.但是,若节点 v2 向节点 v1 发送消息,则需要等
待更长的时间来保证定义 3 的执行时间一致性 ,这种等待约束的变化需要引入异步时钟的本地延迟约束来加
以计算.

Fig.1

Impact of one-node delay to the system responsiveness
图1

单节点延迟对系统响应能力的影响

Fig.2
图2

Diagram of call-back clock method
回拨时钟方法示意图

2.2 异步时钟的本地延迟约束
在各仿真节点的仿真时钟不同步的情况下,原有的本地延迟约束条件无法满足定义 3 的执行时间一致,因
此需要定义新的约束条件 .在假定各节点回拨时钟值已确定的前提下 ,基于异步时钟的本地延迟约束既与节点
间的通信延迟有关,也与收发节点的回拨时钟值有关,其定义如下:
约束条件 3(异步时钟的本地延迟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