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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le location is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unstructured P2P network.

Flooding and random walks are simple and easily implemented. However, the former will increase the load of P2P
network to much and put bounds to the search depth, and the latter’s lower network load and deeper search comes at
the cost of lower search breadth and more response tim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trategy of content location and
routing of a search request in an unstructured P2P network. By applying the rationale of social network and
simulating the ability of the peers of social network, the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ability of the peers and locate files faster with lower search depth and breadth. Supported by the equivalent
hardware environ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time spent on content location can be reduced
by more tha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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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件的查找定位效率是无结构的 P2P 网络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泛洪法和随机查找法虽然简单和易

于实现,但是前者会较大地增加网络负载,而且搜索的深度不能太大;后者虽然可以降低网络负载和适当增加搜索深
度,但却以牺牲搜索的广度和增加响应时间为代价.提出一个无结构 P2P 内容分发网络的内容定位和查找请求路由
方案.它利用社会网络的基本原理,通过模拟社会网络的特征,发挥节点的能动性,可以在有限的搜索深度和广度内
快速查找定位文件.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硬件环境支持下,P2P 网络文件平均定位时间可以缩短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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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P2P 系统是为用户(节点)之间直接共享资源(包括文件、存储空间、CPU 等)[1]而设计的,一诞生就以其优越
性征服了使用者.德国互联网调研机构 ipoque 称,P2P 已经彻底统治了当今的互联网,其中 50%~90%的总流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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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P2P 程序.
无结构的 P2P 网络的内容分发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无结构 P2P 内容分发系统的首要任务是在庞大的 P2P
网络中为节点查找文件.泛洪法和随机查找法是 P2P 网络两种典型的文件定位方式,它们分别通过向所有相邻
节点发送查找请求(广度搜索)和随机选择相邻节点发送查找请求(深度搜索)来查找定位文件.
随着 P2P 网络规模的扩大,使得节点的相邻节点数目增多,网络节点之间的最大路径增大.在这种情况下,
泛洪法的广度搜索和随机查找法的深度搜索的弊端,表现得就越来越严重.泛洪法中大量查找请求和查找结果
数据包的传送,严重增加了网络的负载.随机查找法需要查找更大的深度,从而延长了查找时间,不能及时反馈
查询结果.本文提出一个基于社会网络特征的 P2P 网络文件定位策略,根据 P2P 网络中节点的社会特征来确定
文件查找方式.在这种文件查找方式中,查找请求的发送建立在有效的选择上,可以有效地控制查找的深度和广
度.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具有更高的查找效率.

1

相关工作
如何提高文件的查找效率是无结构的 P2P 内容分发网络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为了满足无结构

的 P2P 网络文件查找的需要,研究者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最典型的查找方法是泛洪法和随机查找法.另外,为了
克服泛洪法和随机查找法的缺点,也提出了一些介于泛洪法和随机查找法之间的查找定位方式.
Gnutella 和 Kazaa 采用的查找方式是泛洪法(flooding),向所有的相邻节点发出查找请求,算法简单且搜索范
围广,但网络开销比较大,同时需要限制搜索的深度.文献[2−4]使用随机查找法(random walks),从相邻的节点中
随机选择指定个数的节点发出查找请求.这种方式能够减少单个节点查找请求转发的个数,可以增加搜索的深
度,但节点的选择是随机的.
为了避免泛洪法的网络负载问题和随机查找法搜索路径选择的随机性问题,LinkNet[5] 提出了一种新的可
扩展分布式数据结构来支持大规模 P2P 系统中的数据查找.在 LinkNet 中,所有的元素存储在一个有序的双向链
表中,并使用虚拟链接来加速查找过程.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改善文件查找次数按时间均衡增加的 P2P 网络的
查找效率.
PeerRank[6] 提出基于概率权值的自适应查询消息转发策略,依据用户节点查询命中的历史信息,赋予节点
相应权值作为查询消息路由选择的依据,引导查询快速接近目标资源.文献[7−9]提出使用语义相似性来描述节
点,根据语义相似性选择搜索的方向.
Gnutella2[10] 提出将节点分为超级节点和叶节点,它由少量超级节点和大量叶节点组成,超级节点之间连接
复杂度高,超级节点连接数目较多的叶节点而且拥有和它相连的叶节点存储的文件的索引,每个叶节点只与一
个超级节点相连.这样,文件查找的主要任务就都在超级节点中完成,可以有效地减少转发的查找请求个数,降
低网络负载.同时,网络的深度也变小,弥补了泛洪法搜索深度不足的问题.
文献[11]提出了一种新的 P2P 网络数据路由模型(self-organizing P2P data routing,简称 SPDR),SPDR 利用具
有数据转发能力的 P2P 节点构造虚拟数据路由,使 P2P 节点能够动态地突破网络对通信双方的限制,从而解决
当前 P2P 网络中许多节点无法进行数据交换的问题,增强 P2P 网络的通信能力.文献[12−14]提出建立基于兴趣
的子网,根据节点拥有的文件的特点,将节点组合成不同的子网,查找先在子网间进行.这两种方式都通过将节
点按一定方式组合来实现,它们是以限制节点加入和离开的自由性以及增加网络维护复杂性为代价,降低了文
件搜索的网络负载,减小了搜索深度.

2

P2P 网络模型设计

2.1 设计思路
在 P2P 网络的文件查找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节点的能动性,如同在社会中,个人的能动性都被发挥出
来,社会就会繁荣一样,P2P 网络的文件查找效率就会有所提高.我们常常将互联网比喻成社会网络,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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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ing, 简 称 SN) 是 指 个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网 络 . 它 的 理 论 基 础 源 于 六 度 分 隔 理 论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先提出来的.他指出,“你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 6 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 6 个人你就能够找到和认识任何一个陌
生人”.社会网络理论在现代科技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它的基本应用就是充分发挥社会网络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作
用 [15,16].米尔格伦根据六度分隔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有趣实验,他给一个朋友写了多封信,然后将这些信寄给他随
机选取的人们.实验要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递信件,即将信件传送给更接近接收人的人,最后,一些信件到
达接收人.奇怪的是,到达的信件平均转手不超过 6 次,这就是著名的小世界实验.
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和小世界实验,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 P2P 网络的节点能够模拟六度分隔理论
的查找方式,也可以最多通过 6 个节点查找到任意文件所在的节点,这就直接解决了查找的深度问题.在小世界
实验中,每个人传递信件时均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选择了自己认为更接近接收人的人来传递.这对 P2P 内容分
发网络的文件查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设计方案的指导思想是,让节点具有一定的智能,无论它与其他节点
的连接有多少,选择最有可能到达目标节点的路径转发查询请求.为了保证查找速度更快,因而还要尽量选择向
查找速度快并且可信任的方向查找.
2.2 设计方案
P2P 内容分发网络中文件的查找和现实世界中人的查找有很大的相似性.现实世界中,人有自己的特点,如
年龄、职业、籍贯和工作所在地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查找提供有效信息.文件也一样,文件的类型和文件内容所
具有的性质,对文件的查找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某文件是视频文件,内容为影片,那么,向存有影片视频
文件的节点查找就比较容易找到.现实世界中要很快地找到指定的人,委托的中间人就应该是效率高的和可信
任的人.P2P 网络中的搜索也应该这样.为了提高查找的效率,保留有助于查找的路径,删除查询效率低的路径,
并添加能够提高查询效率的路径.小世界实验只考虑信件到达收信人的情况而不考虑所花费的时间,P2P 网络
的文件搜索时间越短越好,因而在选择搜索方向时也要考虑选择搜索时间短的方向.
设置以下 4 个参数,其中前 3 个参数是作为节点选择转发查询请求路径的依据,第 4 个参数作为节点添加
路径的依据:
(1)

文件类型命中效果:将文件分成若干类,统计不同类型的文件向这个邻接节点发出查找请求,查找成
功的比率;

2.2.1

(2)

信任度:对从邻接节点发来的信息的信任程度;

(3)

动态响应效率:它反映出从发出请求到得到返回结果的平均时间和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

(4)

节点文件查找次数:从过往的数据包中获取数据,统计非邻接节点的文件被查询的次数.

文件命中效果
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个邻接节点,查找文件时不必向每个相邻节点都发送查找请求,只需向最有可能查到文

件的一个或几个节点发送查找请求即可.为了区分文件以提高查询的效果,首先根据查找的需要对文件进行分
类,我们给出以下定义.
定义 1(文件类型向量). 文件类型向量 F={f1,f2,f3,…,fn}T,用来表示根据查找需要定义的 n 类文件.
定义 2(文件命中效果矩阵). 文件命中效果矩阵 M={S,U},它是用来描述指定的节点统计它的某一相邻节
点对自己文件查找(包括转发的其他节点的文件查找)请求的响应结果.其中,S 是一个向量{s1,s2,s3,…,sn}T,它的
每一项是对应于文件类型向量 F 中各分量查找成功的次数.U 也是一个向量{u1,u2,u3,…,un}T,它的每一项对应于
文件类型向量 F 中各分量查找不成功的次数.
定义 3(文件命中效果向量). 文件命中效果向量 R={r1,r2,r3,…,rn}T,用来描述对文件的查找效果,其中的每
一个分量对应于文件类型向量 F 中相应的文件类型.
评价一个节点的某一转发路径的查找效率,在历史查找结果中,查找成功的次数越多,查找失败的次数越
少,查询效果就越好.某一转发路径查找成功一次,相应的命中效果分量按设定的权值相应增加;查找失败一次,
相应的命中效果分量按设定的权值相应减少.文件命中向量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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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W+I,
其中,W={α,−β} 是权重系数向量,I={i1,i2,i3,…,in} 是初始值向量,α>0,β>0,ik>0,k∈{1,2,3,…,n}且为常数.
T

T

历史的文件命中效果的作用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为了描述衰减函数,首先给出次序时间段的定义:
定义 4(次序时间段). 次序时间段,就是把连续的时间按时间顺序分成可操作时间段,可以表示为{t1,t2,…,
ti,…,tn}.从 t1 到 tn 的次序表示时间的先后顺序,其中,t1 为系统启动后的第 1 时间段,ti 为第 i 时间段,tn 为当前时
间段.
基于次序时间段的衰减函数的定义如下:
定义 5(文件命中效果次序时间衰减函数). 对于次序时间段{t1,t2,…,ti,…,tn}中的任意时间段 ti,文件命中效
果的衰减倍数为 d(ti),衰减函数表示如下:

d (ti ) =

1
.
(n + 1 − i )2

文件的查找成功次数和查找不成功次数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衰减只对矩阵 M 的各分量产生影响.
加入衰减因素后,当前文件命中效果可以表示为

Mi ×W
+ I,
+ 1 − i)2
(
n
i =1

n

n

R = ∑ d (ti )( M i × W ) + I = ∑
i =1

其中,Mi 表示第 ti 时间段的文件命中效果.文件命中时间距离当前时间越长,对当前命中效果的影响越小.

2.2.2

信任度
在无结构的 P2P 网络中,从其他节点收到的信息的可靠性是不确定的.如果从一个相邻节点收到的信息可

靠性不高 , 就尽量不要向这个节点转发查找请求 , 甚至删除与这个节点的连接 . 相反地 , 如果从一个相邻节点收
到的信息可靠性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选择向这个节点转发查询请求.
由于网络中节点是完全对等的 ,没有任何节点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因而对一个节点的信任度评价只能从与
之交往的历史数据和其他节点对这个节点的信任度评价中抽取 .因而 ,一个节点对指定节点的信任度评价要综
合自己对这个指定节点的评价和其他节点对这个指定节点的评价.可以表示为

SRk=ρRk+(1−ρ)Gk,
其中,SRk 表示对节点 k 的查找信息的信任度,Rk 是指定节点对节点 k 的信任度,Gk 是选取的其他节点对节点 k
的信任度,ρ用来区分两者的比重.

Rk 是对指定节点对节点 k 提供的信息的历史统计而获得的.对节点 k 每次返回信息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如果
真实,则增加信任度,否则,加倍减少信任度.验证后的信任值表示如下:

⎧1, 当提供的数据真实时
T =⎨
.
⎩ −2, 当提供的数据不真实时
历史的信任度也应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次序时间段中,第 ti 段时间对节点 k 的信任值 Rki 可以表示为
m

Rki =

∑Tj
j =1

,
m
其中,m 是 ti 时间段与节点 k 交互的次数,Tj 是第 j 次交互的信任值.

信任度的衰减函数选用上面定义的 d(ti),结合衰减情况,当前指定节点对节点 k 的信任度可以表示为
n

Rk = ∑ Rki d (ti ).
i =1

其他节点对节点 k 的信任度 Gk 用选取的节点的信任度的平均值来表示:
1
Gk =
∑ Rhk ,
l ( setG ) h∈setG
其中,setG 是选定的节点的集合,l(setG)是选定节点的集合中元素的个数,Rhk 是节点 h 对节点 k 的信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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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动态响应效率
动态响应效率反映出节点 i 从向节点 j 发出请求到得到响应的平均时间和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前者是代

表节点响应速度的指标 , 后者是代表节点响应稳定性的指标 . 平均响应时间越短 , 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越小 , 节
点的性能越好.这两项指标的计算是通过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到的,如果当前向节点 j 共发出 n 次请求,则当前的
平均响应时间可以表示如下:

⎡n⎤
(n − 1)Tnj−1 + ⎢ ⎥ tnj
⎢3⎥ ,
Tn =
⎡n⎤
n −1+ ⎢ ⎥
⎢3⎥
j

其中: Tnj 表示向节点 j 发出的前 n 次请求的平均响应时间,即当前平均响应时间; tnj 表示向节点 j 发出的第 n 次
请求的响应时间 . 为了计算和表示的方便 , 这里的响应时间不是真实的响应时间 , 而是响应时间的换算值 , 计算
方法如下:
⎧T
⎪ , 当t ≤ T时
,
tnj = ⎨ t
⎪⎩0, 当t > T时

其中,T 是系统设置的等待响应的最长时间,t 是实际的响应时间.
动态响应效率 Enj 综合考虑平均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变化幅度,平均响应时间越短,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越
小,节点查找的时间效果就越好,其值只需能够比较节点的查找时间效果,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描述:
Enj =

Tnj
,
Cnj

其中, Cnj 体现节点 j 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节点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既要考虑历史的响应时间变化,又要重视与
当前时间最近的时间段的变化幅度,同时还要使动态效率能够体现查找的时间效果 .节点 j 响应时间的变化幅
度 Cnj 描述为

Cnj =

2.2.4

1

⎡n⎤
n −1+ ⎢ ⎥
⎢3⎥
选择发送查找请求或转发查找请求的路径

⎡n⎤
(n − 1)Cnj−1 + ⎢ ⎥ (Tnj − tnj ) 2 .
⎢3⎥

对于指定的节点 i,选择路径要综合文件命中效果、信任度和动态响应效率 3 个参数,令要查找文件的文件
类型为 f,如果指向节点 k 的路径被选中,则满足以下条件:
R f × SRk × Enk ≥ ε ,

其中:Rf 是文件命中效果向量中文件类型是 f 的分量;ε是设定的门槛值,是一个常数.
满足条件的路径被选择作为发送查找请求或转发查找请求的路径 , 这样不仅选择到更可能找到的文件的
路径,而且减少了查找请求的发送路径,降低了网络负载.
同时,定义一个路径使用频度矩阵来描述节点 i 的路径的使用频度.
定义 6(路径使用频度矩阵). 由于节点资源有限,节点连接的路径数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设某节点 i 的最大

路径数是 m,路径使用频度矩阵可表示为 ROUTE={N,D}.其中:N 是向量{node1,node2,…,nodem},表示节点 i 连
接的节点;D 是向量{d1,d2,…,dm},是节点对应的路径的使用次数.
由于节点的路径个数可能小于 m,那么矩阵中的分量没有完全使用.没有被使用的分量置为空,同时,在选择
路径时,路径被选用 1 次,路径使用次数即增加 1.
2.2.5

节点文件查找次数
这项指标对自己发出的文件查找请求和转发的文件查找请求得到的回应进行处理 , 记录查找到文件的节

点和文件以及它的查找次数 . 由于节点的存储空间有限 , 且这种记录的条数越多 , 查询效率越低 , 可以根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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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设置存储的最大条数 . 这些记录有两个用途 : 第一 , 节点自己或收到转发的查找请求 , 首先在这些记
录中查找 , 如果有相应的文件和它所在的位置 ( 即节点 ),则直接返回查找到的信息 , 这样可以缩短查找时间和减
少转发的查找信息包的数目;第二,如果某个节点中的文件被查找的频率较高 ,可以将这个节点加入到自己的路
径中,这样,同样可以缩短查找时间,减少转发的查找信息包的数目.
由于存储的记录条数有一定的限制,假设节点 i 设置记录存储的最大条数是 n,当已经存储了 n 条,且 n+1 条
也已出现,那么是舍弃第 n+1 条,还是从前 n 条中删除 1 条,将第 n+1 条加入.这是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根据
时间变化调整记录,根据设置的规则决定记录满 n 条时,若第 n+1 条出现,是舍弃第 n+1 条,还是从前 n 条中删除
1 条然后加入第 n+1 条.下面首先定义记录结构.
定义 7(节点文件查找次数 ). 节点文件查找次数是一个三元组 (fid,nid,fre),其中的 3 项分别描述文件的信

息、文件存储的节点和文件被查询的次数,则每个节点都有一个节点查找次数表.如果节点 i 设置节点文件查找
次数表记录的最大个数是 li,节点 i 存储的这种三元组的个数为 k,则 0≤k≤li.
节点文件查找次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衰减函数定义为:
定义 8(节点文件查找次数和路径使用频度的衰减函数). 对于次序时间段{t1,t2,…,ti,…,tn}中的任意时间段

ti,节点文件查找次数和路径使用频度的衰减倍数为 f(ti),衰减函数表示如下:
f(ti)=λn−i,0≤λ≤1.

时间每向后转移一个时间段,三元组(fid,nid,fre)中的次数 fre 就都要进行衰减.设(fid,nid,frei)为节点 nid 的文
件 fid 在 ti 时间段内的查找次数,则当前时间总的查找次数可以表示为
n

n

i =1

i =1

fre = ∑ frei f (ti ) = ∑ frei λ n − i .

同理,节点向量 N{node1,node2,…,nodem}对应的使用次数向量 Di(d1i,d2i,…,dmi)表示节点向量 N 在 ti 时间
段内的使用频度,则当前时间总的使用频度可表示为
n

n

i =1

i =1

D = ∑ f (ti ) Di =∑ λ n − i Di .

如果节点 i 某次查找请求或转发的查找请求收到查找成功的回应,文件和节点的描述信息分别是 fid 和 nid,
则节点 i 的节点文件查找次数表作如下变化:
1. 将(fid,nid,fre)变为(fid,nid,fre+1),如果存在三元组的前两项分别为 fid 和 nid;
2. 将(fid,nid,1)加入表中,如果不存在前两项分别为 fid 和 nid 的三元组,且记录表中三元组的个数为 k,0≤
k<li;
3. 将记录表三元组中 fre 最小的三元组删除,并加入(fid,nid,1),如果记录表中三元组的个数等于 li,且不存

在三元组的前两项分别为 fid 和 nid,并且存在 fre≤1 的三元组;
4. 记录表不作任何改变,如果记录表中三元组的个数等于 li,且不存在三元组前两项分别为 fid 和 nid,并且

不存在 fre≤1 的三元组.
定期地以 nid 对三元组进行统计,将 nid 相同的三元组的 fre 相加,如果其和超过设定的门槛值,则增加指向
节点 nid 的路径.增加路径的方法是:
• 将节点标识和 fre 分别写入 ROUTE,如果矩阵 ROUTE 有空分量;
• 将节点标识和 fre 分别写入 ROUTE,如果矩阵 ROUTE 有空分量.

节点查找次数表本身是 P2P 网络中每个节点保存文件在网络中存储位置的小数据库.之所以说它是小数
据库 , 是因为每个节点都存储少量的文件位置信息 . 这也如同社会网络中的人 , 他 ( 或她 ) 只掌握社会知识中的小
部分.节点本身查找文件或者接到查找请求时,首先从自己的小数据库节点查找次数表中查找 ,若能找到文件的
目标地址,则查找结束;否则,选择路径发出或转发查找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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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实验与分析
根据 P2P 网络运行的需要,仿照 NS2 设计了一个简化版本网络模拟软件,使每一个网络模拟节点具有网络

连接、计算和存储能力.并依据以上设计的 P2P 网络模型,用 Java 语言编写了一个模拟软件模拟设计的 P2P 网
络模型 .以命令行或脚本的形式控制节点的加入、离开、节点间的网络延迟、文件查找和各种信息的查询 .模
拟实验的硬件环境和系统软件见表 1.
Table 1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system

表1

硬件环境和系统软件

Server
Server type
Count of processor
Size of memory
Operating system

HP Proliant DL580 G5 (438087-AA1)
Intel Xeon MP E7330
4
1GB×4
Redhat linux 9.0

模拟实验的过程是用脚本命令来控制的,对于实际的 P2P 系统,任意一个节点进入和离开系统、节点进入
后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情况 (网络延迟和网络故障 )、某个节点某时是否发出查找请求、发出请求查找哪个文件
都应该是随机的.脚本的生成是用程序控制的,控制程序在保证 P2P 系统规模和单位时间查找请求发出数量的
同时,也保持上面提到的多种动作的随机性.模拟的 P2P 系统节点的间连接情况、节点加入离开情况和查找发
出频率基本设置情况见表 2.
Configuration of system simulation

Table 2

系统模拟条件

表2
Count of average paths inter-peer
3

Ratio of count peers enter and exit to peers in system
10%

Count of search request per hour
1 500

由于本模型的设计特点是增加节点自身的能动性 ,每个节点都需要一定的存储和计算能力 (假定每个节点
需求的存储和计算能力都能被满足 ),因而模拟实验中每次查找定位需要的时间与模拟软件运行的硬件环境关
系密切.我们只在同等条件下检验本模型的对比效果,实验中相关参数的取值见表 3.
Table 3

Values of related parameters

相关参数取值

表3
α

β

ρ

λ

6

1

0.7

0.8

P2P 系统的查找定位行为对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的需求分布在不同节点上,本文提出的查找策略是通过每

个节点对系统资源位置的掌握和处理降低查找的深度和广度 ,以提高查找的效率.与传统的查找策略相比, 对单
个节点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要求更高,单个节点的相对处理时间较长.在模拟实验中,大量模拟节点的行为在模
拟环境中发生,对模拟环境所处的服务器的内存和计算能力要求较高 .为了排除硬件对模拟实验结果的影响 , 要
根据模拟实验的硬件环境合理选择节点的规模.图 1~图 3 是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节点的个数大约稳定在 50
个、100 个和 200 个时的效果.单次查找定位的时间随机性较大,图中每个点的值是连续发出 400 个查找请求的
查找定位时间的平均值 . 图中的横线是没有使用本文设计架构的一般的无结构 P2P 网络查找定位时间模拟
结果.
从上面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 P2P 网络中,若能发挥节点的能动性,则文件的查找定位效率会随着它们文
件查找次数的增加而大幅度地提高并逐渐趋于稳定 .同时,节点的个数越多,系统稳定时需要的查询时间相对也
长一些.模拟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模型虽然在系统开始运行的较短时间内查找平均时间稍长 ,但系统运行一段
时间及稳定后,查询定位效率大幅度提高.在系统稳定后,查询时间可缩短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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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节点模拟情况

结束语
本文根据社会网络的特征,设计了一个新的 P2P 网络内容查找和定位方式.在这一定位方式中,要发挥节点

在内容查找和定位过程中的能动性.P2P 网络中的节点在发出和接收查找定位请求和查找定位回复中获取有用
的信息 , 用来更好地为查找定位请求服务 . 模拟结果也表明 , 这一新方案可以提高 P2P 网络中内容查找定位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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