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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 Ad hoc 网自组织、移动性等特性为组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路由管理的难度.针对现有可靠路

由算法解决问题具有局限性以及获取链路评价信息低效等问题,在 DSR(dynamic source routing)协议基础上提出了
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协议(reliable routing protocol based on local trust system,简称 TR-DSR).TR-DSR 协议
选择路由时,综合考虑路由上各节点和各链路的可靠信任度,并在路由建立过程中利用这些信息,在确保找到可靠路
由的基础上降低寻路开销.同时,为了防止自私节点对信任系统评价正确性的影响,提出了基于 GTFT(generous tit for
tat)策略的激励节点推荐响应行为的 DFR(decide forwarding recommendation)算法.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在节点频繁
移动和存在大量自私节点的网络中,该协议的性能优势明显,验证了 TR-DSR 协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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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mobile ad hoc network such as self-organization, mobility bring the convenience of network, but als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routing management. To solve the limits of the existing reliable route protocol and its inefficient access to link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DSR (dynamic source routing) protocol, a reliable routing protocol based on local trust system (TR-DSR) is
proposed. TR-DSR completely considers and uses the reliability of each node and each link to find reliable routes. Moreover, the system
also reduces overhead routing during this process. Meanwhile,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selfish nodes to im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rust
system, the DFR (decide forward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TFT (generous tit for tat) strategy which motivates response
to recommendation requests, is provided.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more challenging situations of high mobility and selfish nodes,
TR-DSR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and 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R-DSR.
Key words: reliable route; mobile ad-hoc network (MANET); trust system; dynamic source routing (DSR); incentive strategy

移动 Ad hoc 网络中,无论是按需路由协议还是表驱动路由协议,在进行路由选择时都主要考虑“最短路径”
这一约束条件.但移动 Ad hoc 网络拓扑结构多变,该约束条件造成所选路径可靠性低,因此,采用传统路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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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无法有效控制拥塞现象和节约资源等问题[1].很多学者致力于移动 Ad hoc 网络中可靠路由算法的研究,其
目的是通过提高所选路由稳定性减少网络重路由的次数,从而提高网络性能.
目前,关于移动 Ad hoc 网络可靠路由协议的研究内容以链路质量为例,主要从预测与检测两个角度入手.
从链路稳定性预测角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链路生存时间、链路存活概率、链路稳定性进行预估,以便路
由时选择更可靠的路径.文献[2]直接采用链路存活时间判断该链路是否强连接,选择路由时优先考虑这些链路.
文献[3]通过周期性的监控信号强度对链路的存活时间进行预估.文献[4]设计了一种链路存在概率模型,对未来
链路存在概率做出预估.文献[5−8]运用模糊逻辑控制策略,通过节点间距离和节点移动速度对链路的生存时间
进行预测.文献[9,10]使用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来获取节点的移动速度和运动方向,将其作为移动预测
的依据.文献[11,12]使用 GPS 预测每一跳的 LET(link expiration time),然后根据路径上的最小 LET 确定路径
RET(route expiration time),最终帮助选择路由.文献[13]在 AODV(on-demand distance vector)协议的基础上,使用
总重量 TWR(total weight of the route)选择最佳路由,其中,TWR 综合了节点移动速度与加速度、移动方向和链
路质量等因素.
从链路稳定性检测角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解决如何评价链路质量.测量链路质量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有:
ETX(expected transmission count)算法 [14] 通过节点周期性发广播分组,测量链路丢分组率进而估计链路质量;
ETT(expected transmission time)算法[15]通过端到端的吞吐率估计选路由;WCETT(weighted cumulative ETT)算
法[16]使得 ETT 算法适用于多 radio mesh 网络;文献[17]提出了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评估方法,融合 PRR(packet
reception ratio)和 RNP(required number of packet)两种指标来评价链路的可靠性;文献[18]采用强化学习方法,最
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包的平均预期成本.这些算法通常采用离线方式或在线方式收集链路可靠性信息.文献[19]
中,在组网期间,所有节点在 1 跳范围内持续发送 hello 消息,统计 hello 成功率.文献[20]对 hello 消息接入信道的
过程进行调度,以降低由于探测分组碰撞造成的能量浪费.文献[19,20]获取链路可靠性信息的方法本质上是离
线的(off line).与之不同,文献[14]设计了在线(on line)方法,在数据传输的同时发送探测消息 Probe,实时跟踪链
路质量的变化.离线的方法仅仅在组网阶段进行探测,信息不能反映实时链路质量,而在线的方法又存在探测分
组和正常的数据分组竞争信道、互相干扰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可靠路由协议存在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路由算法可以综合考虑
节点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评价链路的可靠性.目前的可靠路由协议是针对某些客观问题,例如链路质量、能
量[21]、QoS[10,22]的修缮,对于某些节点主观问题,例如由于节点降低转发报文比率的自私行为造成不稳定的问题
没有涉及.另一方面,目前在获取链路质量信息时主要采用离线或在线方式,但无论是离线还是在线都将可靠路
径的选择和数据的传输看成两个独立的过程.在选择稳定路由过程中,可靠路由协议将发送大量的额外探测消
息来收集链路质量,增加了各节点的能量资源消耗,降低了报文传输速率以及整个网络的吞吐量,而且存在反应
链路质量实时性差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基于本地信任系统可靠路由协议 TR-DSR(local trust system based reliable DSR(dynamic source
routing))选择路由时能够综合考虑路由上各节点和各链路主观与客观的可靠信任度,在减少移动以及链路质量
不稳定造成路由不可靠的同时,避免了节点自私行为对路由稳定性的影响.为了抵御拒绝响应推荐请求的自私
行为,该本地信任系统采用 DFR(decide forwarding recommendation)算法实施基于 GTFT(generous tit for tat)策
略的激励节点推荐响应行为,进而确保本地信任系统评价的正确性.
本文第 1 节介绍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协议 TR-DSR 所使用的完整路由可靠性评价指标.第 2 节阐
述本地信任系统组成、信任信息处理方法和间接推荐激励算法.第 3 节描述 TR-DSR 的路由过程.第 4 节通过
模拟实验对 TR-DSR 进行性能分析.第 5 节总结全文并介绍今后工作的重点.

1

完整路由可靠性评价指标
假设 Ad hoc 网络中存在一条路由,如图 1 所示:节点 S 的报文经过节点 V1,Vn 传到节点 D.该路由的可靠性

取决于两个因素:路由上所有链路(如 SV1,ViVi+1,VnD)的链路质量可靠性以及中继节点 Vi 报文转发服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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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
本协议采用可靠性指标 ESC(expected send count)来评估路由的可靠性.路由可靠性指标 ESC 是其所有链
路的可靠性指标 ESC 之和.链路的可靠性指标 ESC 是指,为了确保链路下一跳节点转发上一跳节点所发来的数
据包,上一跳节点所需发送数据包的次数.
链路 ViVi+1 的可靠性指标 ESC 取决于数据包传递时经过的链路 ViVi+1 投递成功率和节点 Vi+1 的转发率.假
设 Vi 到 Vi+1 的投递成功率为,di,i+1、节点 Vi+1 的转发率为 fi+1,则链路 ViVi+1 上,报文一次成功转发率为 di,i+1×fi+1.
Pi,i+1 为从 Vi 到 Vi+1 一次传输不成功的概率,则 Pi,i+1=1−di,i+1×fi+1.根据重传规则,定义 Si,i+1(k)为从 Vi 到 Vi+1 用 k
次才能成功传送一个分组的次数, Si ,i +1 (k ) = Pi ,(ik+−11) × (1 − Pi ,i +1 ). 从 Vi 到 Vi+1 成功传输一个分组所需次数为

∑ k × Si,i +1 (k ) = 1/(1 − Pi,i +1 ) = 1/(di,i +1 × fi +1 ).
链路 Vi 到 Vi+1 的可靠性指标 ESC 为
ESCii +1 = 1/(di ,i +1 × fi +1 )

(1)

多跳路径如图 1 所示,将各条链路的 ESC 值加起来评估一个分组在该路径上成功传递需要传递的次数,即
路由的可靠性指标 ESC 为
n −1

ESCsd = ESCs1 + ESCnd + ∑ ESCii +1

(2)

i =1

S

V1

Fig.1

Packet

Vn

D

Packet forwarding process
图1

2

Vi

报文转发过程

TR-DSR 的本地信任系统
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协议 TR-DSR 是在 DSR 路由协议中采用本地信任系统评价链路的稳定性,

在选择路由时能够避免选择包含不可靠节点和链路的路由 ,从而提高路由的可靠性 ,减少重新路由的次数 , 提高
网络传输效率.因此,本地信任系统评估的正确性是 TR-DSR 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2.1 本地信任系统框架
根据实际信任度评价的需要,该协议建立如图 2 所示的本地信任系统.该系统由监听模块、信任度管理模
块、信任度交换模块组成.
本地信任系统通过监听模块获取与邻居节点的链路质量信息以及邻居节点的报文转发行为情况 , 并将该
信息传递给信任度管理模块进行信任度计算 ,从而为可靠路由提供依据 .信任度管理模块计算、更新该节点与
其所有邻居节点之间的链路质量可靠性信任度 ( 投递成功率的信任度 ) 以及所有邻居报文转发可靠性信任度

(即转发率的信任度),并根据公式(1)计算出链路可靠性指标 ESC.信任度交换模块将最新链路可靠性指标 ESC
通知被评价的邻居节点,同时负责接收邻居节点对自己的评价信息,为可靠路由选择做好准备.
该信任系统采取本地直接信任关系为主、间接信任关系为辅的方式,其优势有以下几点:

(1)

可实施性强:适应移动 Ad hoc 网络自身特点,邻居节点在直接通信距离范围内的,可以从直接观察中
获得它信任度的第一手数据.

(2)

降低通信量 : 该系统只需要进行少量间接信任度信息的计算和更新 , 避免了复杂的二手信任度的传
递分发过程,减少了由此带来的巨大网络通信资源消耗.

(3)

节省存储空间 : 每个节点只保持其邻居节点的信任度 , 与总体信任关系中保存网络中所有节点的信
任度值相比,节省了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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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DSR信任系统
信任管理

激励部件

向邻居节点发送的推荐请求表

更新推荐请求信息表

信任信息表

决定如何响应推荐请求

信任计算
从邻居节点接受到的推荐请求缓存

更新直接信任信息

推荐信息表

计算信任值
监控部件

信任交换
与邻居节点交
换信任评价

监控直接行为

监控推荐信息

监控邻居节点发来的
推荐请求

DSR路由协议

Fig.2

Local trust system framework of TR-DSR protocol
图2

TR-DSR 协议本地信任系统框架

2.2 节点直接信任度计算
节点的直接信任度计算是指节点通过监听其邻居节点发送和接收的所有报文 , 采用简单贝叶斯统计方法
计算出关于节点间链路稳定性 (投递成功率 )与报文转发可靠性 (转发率 )的信任度 .在简单贝叶斯统计模型中 ,假
定投递成功率 θ1 和转发率θ2 的先验分布都符合 Beta(α,β)分布,因为 Beta 分布是共轭先验分布,并且可以看作是
多次伯努利实验后的后验分布.如果并不知道一次伯努利实验中成功的概率,那么 θ的先验分布是 0~1 的均匀分
布 ,观察 α+β次通信伯努利实验 ,结果发现通信成功了 α次 ,通信失败了 β次 .此时 ,θ的后验分布可以用贝塔分布来
描述,其概率密度分布函数如下:

f (θ | α , β ) =

xα −1 (1 − x) β −1
1 α −1

∫0 u

(1 − u )

β −1

du

=

Γ (α + β ) α −1
x (1 − x) β −1 , 0 ≤ x ≤ 1, α ≥ 0, β ≥ 0
Γ (α )Γ ( β )

(3)

使用 Beta 分布的优势在于,只要 Beta 分布的两个参数值随着观测值不断变化,即可完成先验分布向后验分
布转化过程.在评价节点间链路稳定性时,通信成功是指节点某次数据帧在发送后,在确认周期内从其邻居节点
获得对该数据帧的确认信息.在评价报文转发可靠性时,通信成功是指节点收到数据帧确认信息后,在报文转发
周期内侦听到该邻居节点转发了该数据帧.在评价节点间链路稳定性时,通信失败是指节点某次数据帧在发送
后,在确认周期内未能从其邻居节点获得对该数据帧的确认信息.在评价报文转发可靠性时,通信失败是指节点
收到数据帧确认信息后,在报文转发周期内未能侦听到该邻居节点转发了该数据帧.
2.2.1

信任度参数的更新
以两个相邻节点 i,j 为例,在初始化阶段,分别以参数(αl=1,βl=1),(αf=1,βf=1)初始化节点 i 对链路〈i,j〉的稳定

性以及节点 j 报文转发可靠性的 Beta 分布.每隔一个时隙,节点 i 使用该时隙段中所观测到的第一手信息更新链
路〈i,j〉的稳定性以及节点 j 报文转发可靠性的 Beta 分布.假定前 n−1 次时隙后,两分布的参数分别为(αl,n−1,βl,n−1)
和(αf,n−1,βf,n−1).第 n 次时隙间,节点 i 所观测到的链路〈i,j〉上,数据帧发送次数为 Sl 次,收到确认帧的次数为 al 次;
节点 i 向节点 j 发送报文次数为 Sf 次,节点 i 观测到的节点 j 转发节点 i 的报文次数为 af 次.第 n 次时隙后,两分
布的参数分别更新如下:

αl,n=ulαl,n−1+al

(4)

βl,n=ulβl,n−1+Sl−al
αf,n=ufαf,n−1+af

(5)
(6)

1102

Journal of Software 软件学报 Vol.24, No.5, May 2013

βf,n=ufβf,n−1+Sf −af

(7)

其中,权值 0≤ul≤1,0≤uf≤1 是过去经验的贴现因子,即可以控制过去经验对后验分布的影响程度.
2.2.2

信任度与置信度计算
该本地信任系统信任度计算方法使用 OTMF(objective trust management framework)[23]处理方法,在更新分

布参数之后,节点 i 获得关于对链路〈i,j〉的稳定性以及节点 j 报文转发可靠性的 Beta 后验分布.节点 i 需要根据
后验分布计算信任度与对该信任度的置信度:
• tli , j : 节点 i 对链路〈i,j〉的稳定性的信任度, 0 ≤ tli , j ≤ 1;
• t if, j : 节点 i 对节点 j 报文转发的信任度, 0 ≤ t if, j ≤ 1.

信任度 t 与 Beta 后验分布的数学关系是:信任度是 Beta(α,β)的数学期望,即 Beta 分布的峰值所在位置,因此,
tli , j = E (Beta(α l , n , β l , n )) =

αl ,n
α l , n + βl ,n

(8)

t if, j = E (Beta(α f , n , β f , n )) =

α f ,n
α f ,n + β f ,n

(9)

置信度 c 是用于反映信任度 t 的可靠性的属性,其值介于[0,1],当置信度 c 接近 1 时,则意味着信任度 t 是可
信的,因为有足够多的观测信息支持这一论断;当置信度 c 接近 0 时,则意味着信任度 t 是不可信的,因为缺乏充
分的观测信息支持这一结论:
• cli , j : 用于评价统计计算结果 tli , j 的可靠性,为 tli , j 的置信度, 0 ≤ cli , j ≤ 1;
• cif, j : 用于评价统计计算结果 t if, j 的可靠性,为 t if, j 的置信度, 0 ≤ cif, j ≤ 1.

置信度计算方法如下:
cli , j = 1 − 12σ (Beta(α l , n , βl , n )) = 1 −
cif, j = 1 − 12σ (Beta(α f , n , β f , n )) = 1 −

12α l , n β l , n

(10)

(α l , n + β l , n ) 2 (α l , n + β l , n + 1)
12α f , n β f , n

(11)

(α f , n + β f , n ) 2 (α f , n + β f , n + 1)

2.3 间接信任信息处理

当节点 B 从图 3(a)位置移动到图 3(b)位置时,其邻居节点 A 通过 Hello 消息发现节点 B,而邻居节点 A 对通
向节点 B 的链路稳定性以及节点 B 转发报文的可靠性的信任度信息一无所知或该类信息已超时,会发生获取间
接推荐通信.
F

E

F

E

A

A

G

C

B

G

C
B

D

(a)

H

(b)

Fig.3

图3
2.3.1

D

H

Node moving view

节点移动示意图

间接信任度计算
为便于将多个源头收集的间接信任信息融合起来 , 间接推荐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并非是某节点对其邻居

节点转发报文行为的信任度值和对某一链路的稳定性的信任度值 , 而是某节点对其邻居节点转发报文行为和
与该邻居节点之间链路稳定性的信任度计算参数对(αl,βl),(αf,βf).
假定节点 u 在 ad hoc 网络中广播了对节点 v 的链路稳定性,报文转发行为可靠性的间接推荐请求之后,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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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节点响应了节点 u 的请求.根据节点 u 所接收到的 s 个〈(αl,βl),(αf,βf)〉 对的产生时间排序,最新的参数对排
前面,次新的参数对排第二,依此类推,最后得到如下序列:
{〈(αl,1,βl,1),(αf,1,βf,1)〉;〈(αl,2,βl,2),(αf,2,βf,2)〉;…;〈(αl,i,βl,i),(αf,i,βf,i)〉;…;〈(αl,s,βl,s),(αf,s,βf,s)〉}.

将多源头收集的间接信任信息融合的过程就是将多源头收集的多个参数对融合形成一个参数对的过程 .s
个参数对汇总方式如下:
s

s

s

s

i =1

i =1

i =1

i =1

α l = ∑ wiα l ,i , βl = ∑ wi β l ,i ,α f = ∑ wiα f ,i , β f = ∑ wi β f ,i

(12)

其中 ,0≤ ws≤ wi…w1≤ 1 为权重 ,决定了各参数对对最终参数对的影响 .参数对越新 ,其权重就越大 ;参数对越旧 ,
其权重就越小.
节点 u 融合了 s 个节点的间接推荐后,获得的参数对分别决定了与节点 v 的链路的稳定性以及节点 v 转发
报文可靠性的 Beta 分布状况.根据第 2.2.2 节介绍的信任度计算方法即可计算出对节点 v 的间接信任度,此处不
再赘述.
2.3.2

激励部件
广泛地获取间接信任信息有助于信任系统做出更准确的评价 , 需依赖于网络中各节点积极响应间接推荐

请求.但移动 Ad hoc 网络节点存在间接推荐的自私行为,即享受其他节点的间接推荐服务但不为其他节点提供
间接推荐服务.为了抵御该自私行为,本地信任系统使用 GTFT 策略激励节点的推荐响应行为,并对突发性自私
行为又具有较好的合作恢复能力,从而确保信任评价的准确性[24].GTFT 策略形式化如下:
n=0
⎧1,
f i tn = ⎨
tn
⎩ min( f −i + g ,1), n > 0

(13)

所有节点都采取 GTFT 策略,节点 i 采取单方面降低其响应推荐请求行为概率 fi t0 = p, 其对手 f−i 即 fi 的所
有邻居节点将根据 GTFT 策略作出响应:
a) 如果偏离行为与合作行为差异小,概率 p≥1−g,则对手将容忍该偏离行为;
b) 如果偏离行为与合作行为差异大 ,概率 p<1−g, 则将被视为不合作行为 , 对手将以概率 p+g 提供响应

服务.
由于在激励响应推荐请求问题中,节点 i 的博弈对手是其所有的邻居节点,GTFT 激励策略的正确实施需做
到 :1) 所有邻居节点都要以概率 min( fi tn + g ,1) 响应节点 i 的推荐请求 ;2) 所有邻居节点对节点 i 的相同推荐
请求处理方式相同;3) 需避免邻居节点之间的协商,以减少额外的通信负担.
为了实现所有邻居节点实施同一比率的响应策略 ,激励部件需要保持该节点与其邻居节点的时钟同步 ,采
用 802.11 中定义的 TSF(timing synchronization function)实现时钟同步.时间被分为离散的时间片,在当前时间片
结束时 , 激励部件统计上一时间片间接推荐请求响应行为的比率 , 确保当前时间片推荐请求转发比率符合
GTFT 策略要求.每个时间片长度为 T r,发送间接推荐请求与收到该请求的应答之间时长最大为 RRTmax,其中 ,
T r ≥ RRTmax,以确保在进行响应请求比率统计时 , 上一个时间片中的所有未被响应报文都因超时而不会再被响

应.为节省带宽,对响应方式做了改进,如果该节点准备响应该请求就转发该请求,否则不转发该请求.
命题 1. 激励部件不能仅在时间片结束时,决定对当前时间片内收到的间接推荐请求的响应比率.
证明 : 如果激励部件对当前时间片内收到的间接推荐请求的响应比率决定是在时间片结束时作出的 ,会造

成与假设前提的悖论.假定间接推荐请求传递的最多跳数为 l,那么 RRTmax 如下:
RRTmax=2×l×ttran+l×T r

(14)
r

其中,ttran 为每条链路传递间接推荐请求/应答所需时间.由上式可得 RRTmax≥ T ,与前提假设相违背.

□

因此 ,每个时间片被均分成 m 个时隙 tsp (0<s≤ m),其中 ,上标表示第几个时间片 ,下标表示该时间片中的第
几个时隙,每个时隙需判断响应比率.当 m 足够大时,每当接收到推荐请求时,可及时判断是否响应该请求,并转
发该请求.

1104

Journal of Software 软件学报 Vol.24, No.5, May 2013
1

假定在时隙 t11 里由节点 j 向节点 i 发送的间接推荐请求报文集合为 Rinit1, j , 在时隙 t11 里由节点 i 转发的节点
1

j 发来的间接推荐请求报文集合为 Routit1, j , 直到时隙 t12 节点 i 向其邻居节点 j 应答的上一个时间片内节点 j 发来
2

的间接推荐请求报文集合为 Qit1, j . 节点 i 的邻居节点 v 在第 n 个时间片中第 k 个时隙时,判断对其邻居节点 i 的
间接推荐请求响应比率为 Rvn,,ik .
k

Rvn,,ik = ∑

∑

s =1 j∈ N ( i )

m

∑ ∑

n

Qit,s j

s =1 j∈ N ( i )

n −1

| Rinit,s j | + g , 0 < k ≤ m

(15)

其中,||表示集合中元素的个数,N(i)表示节点 i 的所有邻居节点.
获得 Rvn,,ik 后,需要节点 v 根据其在上一个时隙对节点 i 的间接推荐请求的转发情况,决定在该时隙应转发的
节点 i 的间接推荐请求个数 Numvn,,ik 如下:
k

k −1

Numvn,,ik = Rvn,,ik × ∑ | Rinvts,i | − ∑ | Routvts,i |, 0 < k ≤ m
n

s =1

n

(16)

s =1

节点在时隙 k 确定了应转发的间接推荐请求个数 Numvn,,ik 后,节点将依次转发从时隙 1 到时隙 k 中该节点收
到并未转发的间接推荐请求.为了确保所有邻居节点都采取相同的惩罚机制,又能做到及时对是否转发请求作
出判断,在已知转发报文数目的前提下,采用 DFR 算法完成对转发报文的选择,具体算法如下:
算法. Decide_Forwarding_Recommendation.

Input: Numvn,,ik , k, n.
Begin
1:

Forward_count=0.

2:

for i=1 to k do

3:
4:

if Leave_count[i]==0 then
Continue.

5:

Endif.

6:

if Leave_count[i]≤ Numnj,,ki −Forward_count

7:

Forward all recommendation requisitions

8:

Forward_count=Forward_count+Leave_count[i]

9:

Leave_count[i]=0

10:

else

11:

Find first ( Numnj,,ki −Forward_count) ID small recommendation requirements

12:

Forward these recommendation requirements

13:

Leave_count[i]=Leave_count[i]−( Numnj,,ki −Forward_count)

14:

Forward_count= Numnj,,ki

15:

Endif

16:

if Forward_count≥ Numnj,,ki

17:
18:

Break
Endif

19: Endfor
End
命题 2. DFR 算法保证节点 i 的所有邻居节点 N(i)采用相同的比率 r 转发节点 i 的间接推荐请求等价于节
点 i 将从所有邻居节点获得比率 r 的间接推荐请求响应服务.
证明:由于已经保证节点 i 和其邻居节点 N(i)的同步性,即节点 i 与其所有邻居节点 N(i)对时隙和时间片的

孙玉星 等: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动态源路由协议

1105

判断是一致的,因此,
p

p

∀v1 , v2 ∈ N (i), ∀s ≤ m, ∀p : Rinit,sv1 = Rinit,sv2

(17)

由上式可得:
∀v1 , v2 ∈ N (i ), ∀k ≤ m,

k

k

∑ Rinit,v = ∑ Rinit,v
s =1

p
s

1

s =1

p
s

2

(18)

在时间片 n−1 时隙 m 时,邻居节点 N(i)采用相同比率 r 转发节点 i 的间接推荐请求,那么节点 i 将在时间片
n 时隙 m 时收到邻居节点 N(i)对其请求的响应.DFR 算法所转发的请求报文分布在前 k 个时隙,其中,前 k−1 个
时隙的节点 i 的请求报文全部被转发,并转发第 k 个时隙的节点 i 的请求报文中 id 最小的前 l 个请求报文.由公
式(18)可得所有邻居节点 N(i)转发的节点 i 前 k−1 个时隙的所有请求报文内容一样,命题得证.

□

由上述证明可知,DFR 算法使得邻居节点间无须协商即可采取相同比率响应某节点的推荐请求.

3

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协议
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 TR-DSR 在 DSR 路由协议基础上,对路由发现过程引入了由链路稳定性的

信任度、节点转发信任度计算的链路可靠性指标,在路由选择时,除了考虑最小跳数以外,还更多地考虑链路的
稳定性以及节点转发积极性,从而避免了选择经过常移动节点的路由.同时改进了 DSR 原有的路由发现机制,
有选择性地丢弃路由请求分组,有利于发现多条可靠路由备选.TR-DSR 的路由发现过程分成路由请求发送、路
由请求转发、路由应答发送、路由应答转发这 4 部分.
3.1 路由请求发送

当源节点与目的节点通信时,需要找到一条到达目的节点的路由.如果该节点已有可用路由并且该路由有
效,则节点可以直接利用该路由进行通信.如果没有到达目的节点的路由或路由因超时或链路中断等原因已经
失效,则源节点将发起到目的节点的路由请求.该系统的路由请求与 DSR 的路由请求的区别在于,路由请求中所
包含信息的路由请求消息的格式为〈RReq,src,dst,req_id,max_ESC,trust_node_list〉,其中,src 为源节点;dst 为目的
节点;req_id 为路由请求唯一标识;max_ESC 是路由请求的源端希望路径中各条链路的可靠性度量 ESC 的上限;
trust_node_list 用于存放请求消息所经历的节点列表信息,该列表中不仅包括所经历的所有中间节点,而且包括
每个节点对下一跳节点的链路可靠性 ESC 指标与置信度信息.
3.2 路由请求转发

当中间节点收到具有相同 req_id 的路由请求消息时,不像 DSR 协议直接丢弃该路由请求,TR-DSR 对所经
路径稳定性做出判断,再确定是否转发该路由请求消息.
命题 3. 中间节点转发路由请求中已知路由段 ESC 指标值最低的路由请求,即可找到最终 ESC 指标值最低

的路由,即路由可靠性最高的路由.
证明:采用反证法.在求节点 s 与节点 d 之间的 ESC 指标值最低的路由过程中,存在经过节点 v 的不同路由.

假设节点 s 和节点 v 之间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由 π 1,π 2,其中,ESC(π 1)<ESC(π 2).如果节点 s 与节点 d 间一定存在一
条 ESC 指标最低路由 π,并且路由 π 包含 π 1,π =ρ (π 1,π 3),那么肯定存在一条路由 π ′=ρ (π 2,π 3),ESC(π ′)<ESC(π ),这
与 π 是 ESC 指标最低路由相矛盾.因此,节点 v 转发经过 π 2 而来的路由请求肯定能够找到节点 s 与节点 d 之间的
最终 ESC 指标值最低的路由,即路由可靠性最高的路由.

□

如图 4 所示,中间节点 j 在接收从节点 i 传来的路由请求消息时,先检查是否接收过同样的路由请求,如果没
有收到过,就进入路由可靠性指标检查;如果收到过,则判断该路由请求与已接受到的同样请求经历的路由相比
是否更稳定.如果不是更稳定,就丢弃该路由请求消息;如果更稳定,就进入路由可靠性指标检查,即检查本节点
缓存的节点 i 对链路〈i,j〉稳定性度量指标或对节点 j 报文转发可靠性是否小于 max_ESC,如果不符合,则说明链
路〈i,j〉或节点 j 不符合源端对路由可靠性要求,节点 j 将丢弃该路由请求;如果满足链路稳定性指标要求,则进行
目标节点检查,如果节点 j 是目标节点则转向对路由请求消息的应答处理;否则,继续进行环路检查,如果没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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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检查则丢弃该路由请求消息,否则,节点 j 会以目标节点为索引检索自己路由缓存中是否有符合路由请求
要求的未过时的路由信息,如果有则进行路由应答发送处理,如果没有则将该路由请求消息添加到路由请求表
中,更新与 req_id 相关的 min_Route_ESC,并广播该路由请求分组.
该路由请求转发过程既能找到路由可靠性最高的路由,又尽可能地降低了路由请求在网络中洪泛的程度,
节省了网络的带宽,提高了路由性能.
收到RREQ消息
Yes
路由请求中π 的
ESC(π )≤min_Route_ESC

是否接受过该请求
No

Yes
No

是否满足指标不超过
max_ESC要求

No

丢弃RREQ

Yes

Yes

本节点是否是目标节点

No
Yes
请求路由列表中
是否包含该节点
No

是否有未超时到达
目的节点路由信息

路由链路是否
符合请求要求

Yes

Yes

路由应答发送处理

No

No
更新路由请求表

转发RREQ

Fig.4

Process flow chart of RREQ packet
图4

路由请求发送处理流程

3.3 路由应答发送与转发

当路由请求分组到达目的节点时,为了方便源节点获得多条路由以便选择最可靠的路由,目的节点将不做
筛选完全响应路由请求.与 DSR 路由应答不同的是,目的节点不仅会将本节点的地址添加到路径中,而且会将上
一跳到目的节点之间链路的 ESC 指标值以及置信度加入路径信息.在构建应答报文时,除了包括此路径上的所
有节点以外,还保留从路由请求报文中获得的所有链路的 ESC 指标值与置信度,然后向源节点发送该路由应答
分组,同时,将此路径保存于本节点的路由缓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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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间节点收到路由应答消息时,会将其中最新以及路由 ESC 指标值最低的路由信息用于更新其路由缓
存中的信息,并转发该路由应答消息,直到源节点.源节点在收到路由应答消息后,会将路由应答中包含的路径
信息保存在路由缓存表中,对各条路由 ESC 指标值、置信度以及跳数综合判断.假定集合 R 是源节点找到的所
有通往目的节点 d 的所有路径的集合,R={π 1,π 2,...,π n}.挑选路由算法基本思想如下:先预设路由 ESC 指标阈值

γ ,然后挑选所有路由 ESC 指标小于等于阈值γ 的路由生成集合 R′,如果|R′|=0,即没有任何路由 ESC 指标能达到
要求,则将 ESC 指标阈值γ 降低一个固定单位ζ 继续检测,直到|R′|>0.最终,挑选 R′集合中路由置信度值 C(π )最高
的路径,即最可靠的路径形成一条新的路由,用来发送已经缓存的和其后到达的发往该目的节点的数据分组.如
果多条路径置信度值相同或其间差异小于极小值ε ,则选择跳数最少的路由.至此,完成了一次路由发现操作.

4

性能分析
本节通过在 Visual C++中的仿真对 TR-DSR 的性能进行评估.在仿真中,50 个节点随机分布在 1000m×

1000m 的方形区域内,每个节点的传输半径设定为 250m.网络中,节点以恒定的速率每秒发送 4 个报文,报文长
度为 512 字节,CBR(constant bit rate)流的条数为 20.网络中,节点运动的仿真方式如下:一个节点先选定某一位
置以恒定速率 ν 移动到该位置,等待一段暂停时间,暂停时间为 0s,然后随机选择一个新位置.在该实验中,所有节
点保持 5m/s 的匀速运动.模拟主要验证随着网络中自私节点增大,TR-DSR 和 DSR-EXT,DSR 路由协议的各方
面性能.自私节点比率分别为 10%,20%,30%,40%,50%.自私节点以恒定的转发率 f =0.2 转发所接受的报文.为了
有效地评估各路由协议的性能,主要收集了以下评价指标:
(1)

平均端到端包延时(average end-to-end delay):平均数据包发送时间与数据包接收时间的间隔.

(2)

报文投递率(packet delivery ratio):收到数据包与发送数据包的比例.

(3)

控制开销(control overhead):全网发送的控制比特与数据比特的比例.

(4)

重路由时间间隔(average rerouting interval):平均两次路由发现的时间间隔.

(5)

端到端吞吐量(end-to-end throughput):目的节点在单位时间内接收到数据量.

图 5 中显示,随着自私节点的增加,在 DSR-EXT,DSR 路由协议中,平均端到端的延迟急剧增大.这是因为随
着自私节点的增多,自私节点丢弃报文的行为造成网络传输的中断,影响了网络的端到端延迟性能.而 TR-DSR
路由协议中采用本地信任系统对邻居的转发行为进行评价,选择路由时避免选择经过自私节点的路由,所选路
由的链路稳定性和转发报文的可靠性高,减少了数据包重传次数,因此,端到端的延迟并未受到严重的影响.
图 6 中显示,在 DSR-EXT,DSR 路由协议中,由于这两种协议无法避免选择经过自私节点的路由,因此随着
自私节点的增加,其平均报文投递率急剧下降.而 TR-DSR 路由协议能够避免选择经过自私节点的路由,减少转
发过程中丢包的可能性,提高了报文的投递率,因此,平均报文投递率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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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可以看出,自私节点的丢包行为导致网络传输的中断,DSR-EXT,DSR 路由协议中不得不通过频繁路
由来解决传输中断的问题,增加了网络中的控制开销.由于 DSR-EXT 在建立路由的过程中需要传递 EXT 信息,
因此,DSR-EXT 协议的控制开销比 DSR 协议要大.虽然 TR-DSR 协议寻找路由以及间接信任信息处理的控制开
销要大于 DSR-EXT,DSR 协议,但是通过本地信任系统建立周围的链路质量和邻居节点转发行为的信任度评
价,并且在建立路由的过程中参考该评价信息,增加了路由的可靠性.另外,采用路由缓存技术减少了重路由的
次数,从而降低了平均的控制开销比率.
由图 8 可以看出,随着自私节点的增加,在 DSR-EXT,DSR 协议中,自私节点导致传输中断.这两种协议没有
任何机制来抵御该问题,只能频繁更换路由,试图将报文传到对端,因此,DSR-EXT,DSR 协议重路由的时间间隙
越来越短.而由于 TR-DSR 协议采用信任机制,提高了所选路由的可靠性.同时,源端的路由缓存技术也降低了重
路由次数,因此,即使自私节点增加重路由,时间间隙依然能够保持较长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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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9 可以看出,由于没有抵御自私节点的机制,DSR-EXT,DSR 协议的端到端吞吐率会随着自私节点的增
加而急剧下降.TR-DSR 协议由于采用信任机制,所选路由能够避开自私节点,提高了所选路由的可靠性;但随着

End-to-End throughput (kb/s)

自私节点的增加,所选路由会集中路过某些节点,因此,端到端的吞吐率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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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本地信任系统的可靠路由协议 TR-DSR.该协议区分报文未被转发的主观与客观原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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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地信任系统,综合链路质量的稳定性和邻居节点报文转发可靠性两个因素来评价链路的稳定性.本地信任
系统仅在缺乏链路质量和报文转发行为认知时才发起具有激励机制间接推荐请求,大幅度降低了信任系统的
网络开销.该协议解决了现有可靠路由协议针对某些客观问题修缮的局限性以及链路质量获取的低效性.
TR-DSR 协议选择路由时,综合考虑路由上各节点报文转发的可靠性和各链路质量的稳定性,并在路由建立过
程中利用这些信息,在确保找到可靠路由的基础上降低寻路开销.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提升所寻路由可靠性
的同时,也缓解了节点自私行为对路由稳定性的影响.该协议在获取信任信息后如何主动实施合理惩罚措施,将
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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