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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递归型多业务跨层流量控制算法。该算法首先将多业务输入的流量控制问题抽象为具有

输入端速率控制机制的缓冲区门限优化问题，建立多输入递归型ＳＦＭ单节点模型 ＭＲＳＦＭ；确定了反映用户

应用层ＱｏＳ丢包和延时性能要求的系统代价函数，建立了用于跨层流量控制优化模型。在跨层优化模型的

基础上，以建立的 ＭＲＳＦＭ模型为基础，运用ＩＰＡ方法推导了代价函数相对于优化参数（缓冲区门限）的ＩＰＡ

导数，并利用ＳＡ理论进行优化。仿真实验验证了宽带ＧＥＯ卫星网络跨层流量控制算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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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控制是宽带ＧＥＯ卫星网络资源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在源端对发送速率进行控

制，能有效避免网络的拥塞，因此，设计合理的流

量控制算法是一个很直观而且容易解决拥塞的途

径［１］。宽带ＧＥＯ卫星通信网络是由有限的资源

组成的，要对其资源进行最优化分配，就必须考虑

数据链路层的缓冲区的状态［２］。因为实际系统中

的网络数据具有突发性，所以预先设定的用户传

输速率不能使系统的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这种

状况促使产生把资源分配和缓冲区状态联合优化

的动力［３］。

文献［４，５］基于一个通信网络系统或者系统

的某个组成部分能够被抽象为随机流模型（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ｍｏｄｅｌ，ＳＦＭ），那么就可以把ＩＰＡ

方法运用到基于ＳＦＭ 的目标函数优化问题中，

充分结合ＳＦＭ在事件描述上和ＩＰＡ方法在排队

网络性能分析上的优势，为高速通信网络的参数

优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途径。本文通过建

立递归型单节点双输入ＳＦＭ 模型，利用ＩＰＡ方

法推导优化目标函数（节点丢包率）相对于控制参

数（缓冲区门限）的梯度值，给出了基于缓冲区门

限优化的流量控制算法。

１　递归型流量控制模型的建立

弯管转发式ＧＥＯ卫星通信系统模型如图１所

示。在宽带ＧＥＯ卫星网络中，首先假定总是有数

据源发送分组数据；其次，在此系统中，地面有一个

瓶颈节点，其服务能力为每秒β个分组，缓冲区（采

用ＦＩＦＯ机制）容量为犫个分组。当缓冲区满时，随

后到达的分组就会导致缓冲区上溢而丢失。

图１　透明转发式ＧＥＯ卫星网络系统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ＧＥ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ｏｄｅｌ

１．１　典型开环多业务犛犉犕模型

文献［６］提出并研究了双输入单节点ＳＦＭ

基于缓冲区门限的优化问题，如图２所示。在该

模型中，假设有两种输入业务流类型：一个是受控

于缓冲门限的业务流，另一个是不受控的业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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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网络背景业务流。两种业务类型都设定为无

递归机制，即限定网络运行于ＵＤＰ控制协议下。

图２　开环多输入ＳＦＭ节点模型

Ｆｉｇ．２　ＯｐｅｎｌｏｏｐＭｕｌｔｉｉｎｐｕｔＮｏｄ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Ｍ

为了比较，这里列出所求得的结果。丢包量

相对于优化参数的导数［７］为：

犔′犜（θ）＝－∑
犓

犽＝１

犐犽∈Φ（θ［ ］）＋

∑
犓

犽＝１

犐犽Φ（θ［ ］）·λ′犽（θ） （１）

其中，犓 是［０，犜］上的缓冲时段个数
［９］。

１．２　递归型多业务犛犉犕模型

图２所示的ＳＦＭ 模型更为合适的意义是连

接接入控制，而非流量控制。为了能应用于流量

控制问题，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进，即增加递

归机制，使网络节点的总的输入速率随着丢包率

改变，当丢包率增加时，递归至输入端，减小输入

速率；反之，则增加输入速率，提高节点的处理效

率。本文建立的递归型多输入ＳＦＭ 单节点模型

（ｍｕｌｔｉｉｎｆ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ＳＦＭ，ＭＲＳＦＭ）如图３

所示。

图３　递归型多输入ＳＦＭ节点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ｉｎｆ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ＳＦＭＮｏｄｅＭｏｄｅｌ

在图３中，考察网络中的单节点，以一条链路

上的一个业务流来构造摄动，为简单起见，缓冲区

假设为无限大或等效于无限大。节点的随机流过

程描述如下：α１（狋）代表新输入流的最大速率，它

是服从缓冲区的门限阈值控制的可控随机业务

流；α２（狋）代表其他 犕－１个业务流，它是不可控

的随机业务流；θ代表节点缓冲区的门限阈值，作

为可控参数，仅与可控输入流α１（狋）有关；｛β（狋）｝

为服务速率，即输出链路能提供的输出流速率，它

表示从服务器流出的最大流量；｛狓（狋）｝为缓冲区

利用情况，表示缓冲区里的流量，它建模了在输出

链路上排队等待的数据量；｛δ（狋）｝为从服务器流

出的流量速率，它表示数据从该位置流出的速率

过程；｛γ（狋）｝为由于缓冲区溢出而导致的数据丢

失率，它表示在该位置丢失的数据。需要指出的

是，这里γ（狋）和狓（狋）与待优化的参数有关，即它

们是优化参数θ的函数，记作γ（θ；狋）和狓（θ；狋）。

在上述定义下，构造单节点随机流模型的两

个典型的不同优先级的输入业务流。从实际应用

的角度来看，两个流量分别对应不同的优先权：非

可控输入流α２（狋）对应于高的优先权，只有缓冲区

为满的情况下才产生丢包；可控输入流α１（狋）对应

于低优先级，当缓冲区容量超过门限阈值（即

狓（θ；狋）≥θ）时，就产生丢弃。

由图３知，由于递归机制，受控流α１（狋）流入

节点的输入速率不再是α１（狋）。定义α犳（θ；狋）代表

受控流α１（狋）实际输入节点的速率，则有：

α犳（θ；狋）＝α１（狋）－犮·γ（θ；狋）

那么，流入节点的总速率为：

α犳（θ；狋）＋α２（狋）＝α１（狋）＋α２（狋）－犮·γ（θ；狋）

　　为了分析方便，定义：

犃（狋）＝α１（狋）＋α２（狋）－β（狋） （２）

犃犳（θ；狋）＝α１（狋）＋α２（狋）－β（狋）－犮·γ（θ；狋）

（３）

犅（狋）＝α２（狋）－β（狋） （４）

　　定义缓冲过程为单边微分方程：

ｄ狓（θ；狋）

ｄ狋＋
＝

　

０，狓（θ；狋）＝０，犃犳（θ；狋）＝犃（狋）≤０

或 　狓（θ；狋）＝θ，犃犳（θ；狋）≥０

犃（θ；狋），０＜狓（θ；狋）＜θ，犃犳（θ；狋）＝

　犃（θ；狋）≥０，犅（狋）＜０

犃犳（θ；狋），狓（θ；狋）＞θ，犃犳（θ；狋）≥０，犅（狋）＞

烅

烄

烆
０

（５）

　　为方便起见，设置缓冲区过程的初始状态

狓（θ；０）＝０。丢包率过程定义为：

γ（θ；狋）＝
犃犳（狋），狓（θ；狋）＝θ

０，狓（θ；狋）＜
｛

θ

将式（３）代入，得：

γ（θ；狋）＝
犃（θ；狋）／（１＋犮），狓（θ；狋）＝θ

０，狓（θ；狋）＜｛ θ
（６）

２　宽带犌犈犗卫星网跨层流量控制

算法研究

２．１　跨层优化模型

在网络资源管理中，性能评价的标准是一个

关键问题，不同的评价标准将导致不同的控制策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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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算法设计［８］。如前所述，本文选择丢包量作

为代价函数。在［０，犜］上，定义丢包量犔犜（θ）为：

犔犜（θ）＝∫
犜

０
γ（θ；狋）ｄ狋 （７）

注意到，犈［犔犜（θ）］／犜 代表［０，犜］上的平均丢包

率。

另一方面，在分组传输过程中，除了必不可少

的链路传播延时外，由于分组在缓冲区中排队导

致的额外时延就成为主要部分。根据Ｌｉｔｔｌｅ定

理，排队平均延时与队列的平均队长有关，因此，

定义反映丢包性能和延时性能的代价函数为：

犑（θ）＝犈［犔犜（θ）］＋犺θ （８）

其中，犺代表比例系数，表述的是丢包和延时的相

对权重。一般意义上，为了使丢包更少，则要求缓

冲区门限尽可能高。但是，缓冲区门限高意味着

将有大量分组在缓冲区中排队，延时增加。优化

的目的就是合理选择缓冲区门限，以在丢包性能

和延时性能之间取得平衡。

在本文中，不考虑连接的中断或离开，缓冲区

优化模型表述为：

ｍｉｎ犈∫
Ｔ

０
γ（θ；狋）ｄ［ ］狋＋犺·犈［］｛ ｝θ （９）

约束条件为：

ＣＬＲ≤ρ （１０）

２．２　多业务跨层流量控制算法

２．２．１　缓冲区门限优化算法

式（９）和式（１０）所描述的基于缓冲区门限的

优化模型即是求解优化参数θ
（缓冲区门限），使

代价函数犑犜（θ）为最小。对于该优化模型的求

解，本文采用随机逼近（ＳＡ）算法
［９］：

θ狀＋１ ＝θ狀－η狀·犎狀（θ狀，ω
ＳＦＭ
狀 ），狀＝０，１，…

（１１）

其中，η狀为迭代步长；犎狀（θ狀，ω
ＳＦＭ
狀 ）代表系统运行

的一条采样轨迹上，代价函数犑犜（θ）相对于优化

参数θ的ＩＰＡ导数ｄ犑犜／ｄθ在θ＝θ狀时的取值；狀

代表迭代次数。另外，根据式（８）关于代价函数的

定义，可以得到代价函数相对于优化参数的ＩＰＡ

导数［１０］：

犎（θ，ω
ＳＦＭ）＝

ｄ｛犈［犔犜（θ）］＋犺θ｝

ｄθ
＝犔′犜（θ）＋犺

（１２）

２．２．２　基于ＩＰＡ的代价函数导数的求解

这里讨论ＩＰＡ导数问题，利用无穷小摄动分

析方法推导丢包量相对于缓冲区门限的导数。

１）依据无穷小摄动分析思路，定义节点缓冲

区的状态样本轨迹和事件。

　　以节点的缓冲区状态的样本轨迹为研究对

象，根据ＩＰＡ方法的一般步骤，首先定义节点缓

冲区的两种可能状态：缓冲区为空和缓冲区忙。

相应地，定义缓冲区为空状态时段为ＥＰ（ｅｍｐ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ｓ，即缓冲区中队列长度保持在狓（θ；狋）＝０

的时间段），忙状态时段为ＢＰ（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

即缓冲区中满足狓（θ；狋）＞０的那些时间段）。由

图４可以看出，缓冲区状态样本轨迹就是由多个

ＢＰ时段和ＥＰ时段交替组成的。

图４　节点缓冲区状态的样本轨迹

Ｆｉｇ．４　Ｂｕｆｆ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Ｔｒａｃｋｓ

离散事件动态系统是由离散事件驱动的，并

由离散事件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从而导致

系统状态演化。据此，本文定义系统中可能导致

缓冲区状态发生跳变的离散事件如下：犲１为事件

“缓冲区停止为空”，即狓（θ；狋
－）＝０和狓（θ；狋

＋）＞

０；犲２为事件“缓冲区队列在保持为θ一段时间后

不再为θ”，即狓（θ；狋－τ）＝θ和狓（θ；狋）≠θ；犲３为事

件“缓冲区变为空”，即狓（θ；狋
－）＞０和狓（θ；狋

＋）＝

０；犲４为事件“缓冲区队列达到θ并保持一段时间

τ”，即狓（θ；狋）＝θ和狓（θ；狋＋τ）＝θ；犲５为事件“缓冲

区队列穿过狓（θ；狋）＝θ”，即狓（θ；狋
－）＞θ，狓（θ；狋）＝

θ或者狓（θ；狋
－）＜θ，狓（θ；狋）＝θ。

根据可能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因素分析，上

述５种事件又可以分为内因事件和外因事件。其

中，犲１、犲２为外因事件，它们的发生时刻是独立于θ

的；犲３、犲４、犲５为内因事件，它们的发生时刻是θ的

函数，它们引起［α１（狋）＋α２（狋）－β（狋）］和［α２（狋）－

β（狋）］的符号变化。

研究在时间段［０，犜］内样本轨迹的随机流量

模型ＳＦＭ（见图５），其中犜为给定值，０＜犜＜∞。

假设 α１（狋｛ ｝）、α２（狋｛ ｝）和 β（狋｛ ｝）与θ无关，并且它

们是右连续分段连续可微的概率为１。

２）依据无穷小摄动分析方法，求解ＩＰＡ导数。

根据之前的分析，丢包只可能发生在ＢＰ区

间，那么，由式（７）定义的丢包量函数可以改写为：

犔犜（θ）＝∑
犓

犽＝１∫
η犽
（θ）

ξ犽

γ（θ；狋）ｄ狋 （１３）

相应地，它相对于参数θ的导数为：

犔′犜（θ）＝∑
犓

犽＝１

ｄ

ｄθ∫
η犽
（θ）

ξ犽

γ（θ；狋）ｄ狋 （１４）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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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样本轨迹［０，犜］上第犽个缓冲区忙时段

Ｆｉｇ．５　Ｔｈｅ犽ｔｈＢｕｆｆｅｒＢｕｓｙ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０，犜］

ＳａｍｐｌｅＴｒａｃｋｓ

　　为了推导式（１４）所定义的ＩＰＡ导数，首先定

义：

λ（θ）＝∫
η犽
（θ）

ξ犽

γ（θ；狋）ｄ狋

λ′（θ）＝
ｄ

ｄθ∫
η犽
（θ）

ξ犽

γ（θ；狋）ｄ

烅

烄

烆
狋

（１５）

经推导得出如下结果：

λ′犮（θ；犼）＝－１＋

犮
１＋犮

，犼＝１

犮
１＋犮∏

犼／２

犻＝１

犃犽，２犻
犅犽，２犻

·犅犽，２犻－１
犃犽，２犻－１

，犼∈ｅｖｅｎ，犼＞１

犮
１＋犮∏

（犼－１）／２

犻＝１

犃犽，２犻
犅犽，２犻

·犅犽，２犻－１
犃犽，２犻－１

，犼∈ｏｄｄ，犼＞

烅

烄

烆
２

（１６）

且满足：

－
１

１＋犮
＜λ′（θ）≤０ （１７）

λ′狅（θ）＝－１＋ ∏
（犛－１）／２

犻＝１

犃２犻
犅２犻
·犅２犻－１
犃２犻－１

（１８）

－１＜λ′（θ）≤０ （１９）

至此，指定集合犝犽（θ）、犞犽（θ）、犠犽（θ）分别代表

ＢＰ犽（犽＝１，…，犓）上的部分丢失区间、全部丢失区

间和没有丢失区间的集合；指定狏犽，犻（θ）代表ＢＰ犽

的第犻个事件时间，犻＝０，…，犛犽，犃犽，犻和犅犽，犻代表

犃犻和犅犻。那么，定义Φ（θ）代表至少包括一个部分

丢包区间的ＢＰ集合：

Φ（θ）＝ ｛犽∈ ｛１，…，犓｝：犝犽（θ）≠０｝（２０）

这样，可以得到丢包量相对于优化参数的导数

犔′犜（θ）：

犔′犜（θ）＝－∑
犓

犽＝１

λ′犮（θ）·犐犽∈Φ（θ［ ］）

＋∑
犓

犽＝１

λ′狅（θ）·犐犽Φ（θ［ ］） （２１）

其中，犓 是 ０，［ ］犜 上缓冲区忙时间段的个数。

３　仿真实验

设定节点的缓冲区为无限大，假定犛１ 代表高

优先级业务流，犛２ 代表低优先级业务流。在仿真

实验中，假定业务流犛１ 的数据速率在仿真时间段

０，［ ］犜 上分段连续［６］，间隔时间服从均值为珋τ的

正态分布，相应时间段上的数据速率服从区间珔狏

上的均匀分布；犛２ 的初始数据速率为常数，其持

续时间服从均值为珋τ的正态分布。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迭代算法在不同初值时

的收敛性，仿真了不同初值情况下缓冲区门限值

的优化过程。在仿真中，分别选定缓冲区门限初

值θ＝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３００，仿真结果如６所示。

图６　不同初值对应的优化参数收敛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从图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初值情况下，依靠

本文提出的优化算法的调整，缓冲区门限在较短

的时间内收敛于１５００ｐａｃｋｅｔｓ。

为了验证递归系数犮对算法的影响，仿真了

不同递归系数时代价函数与优化参数的关系。在

仿真中，分别选定犮＝１．０、１．５、２．０，仿真结果如

图７所示。

图７　代价函数与优化参数的关系（犮＝１．０，１．５，２．０）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ｏ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从图７可以看出，不同递归系数对代价函数

的绝对值有影响，对代价函数随优化参数的变化

趋势影响不大。

参　考　文　献

［１］　孙鹏，韩正之．一种基于控制理论的网络流量控制

策略［Ｊ］．通信技术，２００３，１３５（３）：６３６４，８４

［２］　刘大千．基于速率控制的网络建模与拥塞控制算法

研究［Ｄ］．北京：北方工业大学，２００８

［３］　彭烈新，朱光喜，肖啸，等．基于吞吐量最大化的自

５３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５月

适应传输控制［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７，３３（１２）：５４

５６

［４］　ＷａｒｄｉＹ，ＭｅｌａｍｅｄＢ，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ｓＣＧ．ＯｎｌｉｎｅＩＰＡ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ｄ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１１５（２）：３６９４０６

［５］　ＬｉｕＹ，ＧｏｎｇＷ．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Ｑｕｅｕ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ｖｅｎｔ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１２（４）：４４４０４４４５

［６］　ＷａｒｄｉＹ，ＭｅｌａｍｅｄＢ．Ｌｏｓ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ｓ：Ｆａｓ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ｖｉａＩＰＡ［Ｃ］．Ｔｈｅ８ｔｈＩＥＥ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ｒａｓ，

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００

［７］　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ｓＣＧ，ＳｕｎＧ，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ｏｕＣＧ，ｅｔａｌ．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ｗｏＣｌａｓ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

ｔｒｏｌ，２００３，４８（５）：７７０７８２

［８］　江勇，林闯，吴建平．网络传输控制的综合性能评

价标准［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２，２５（８）：８６９８７７

［９］　ＦａｎＺ，ＭａｒｓＰ．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ＡＴ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ＥＥＥＩｎ

ｔｅｌＣｏｎｆ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１９９７

［１０］ＫｕｓｈｎｅｒＨＪ，ＣｌａｒｋＤ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Ｍ］．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８

［１１］何宁．宽带ＧＥＯ卫星网络跨层资源管理算法研究

［Ｄ］．北京：装备指挥技术学院，２０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何宁，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卫星网络。

Ｅｍａｉｌ：ｈｅｎｉｎｇ１９８０＠１２６．ｃｏｍ

犚犲犮狌狉狊犻狅狀犕狌犾狋犻狊犲狉狏犻犮犲犆狉狅狊狊犾犪狔犲狉犉犾狅狑犆狅狀狋狉狅犾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

狅犳犅狉狅犪犱犫犪狀犱犌犈犗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犖犲狋狑狅狉犽狊

犎犈犖犻狀犵
１
　犠犃犖犌犔犲犻

２

（１　Ｃｈｉｎ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２６Ｂｅｉｑ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Ｎｏ．６３９９９Ｕｎｉｔ，２６Ｂｅｉｑ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ａ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ｒｏｓｓｌａｙ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ｇｏｏ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ａｐｔ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ｘｔｅｎｄ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ｒｏｓｓｌａｙｅｒ；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ｍｏｄｅ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ＧＥ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ＥＮｉｎｇ，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ｍａｉｌ：ｈｅｎｉｎｇ１９８０＠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１２６．ｃｏｍ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ＧＮＳＳ无线电掩星电离层反演技术的现状与展望 　　　　　　　　　　　刘经南，等

 非差模糊度整数固定解ＰＰＰ新方法及实验结果 张小红，等

 顾及非线性变化的地球参考框架的建立与维持思考 姜卫平，等

 深海拖缆导航勘探数据处理算法研究 姚宜斌，等

 利用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模拟估计的ＥＯＰ对相关参数精度的灵敏度分析 魏二虎，等

 关于我国天测与测地ＶＬＢＩ网络未来建设的讨论 李金岭，等

 基于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的道路中心点半自动提取 张剑清，等

 一种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遥感影像有指导非监督分类方法 陶建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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