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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空间延迟可容忍网络的路由协议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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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空间通信的发展和卫星节点的增加，空间ＤＴＮ网络中卫星节点之间的路由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大量复杂的卫星网络路由方案相继提出。针对空间ＤＴＮ网络具有规律性与可预见性，研究了基于卫星节点

运动接触规律 （ＣＧＲ）路由协议。在ＯＮＥ仿真实验平台下，对真实卫星网络场景进行了仿真实验，并对比了

ＣＧ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ｃ与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协议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与Ｐｒｏｐｈｅｔ，ＣＧＲ在消息交付

率、平均延时和网络开销比等方面的性能优越。

关键词：空间网络；延迟可容忍网络；ＤＴＮ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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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网络技术和方法作为空天地一体化

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１］，研究空间段网络的组网

技术对空间信息的快速分发具有重大意义，为地

理监测等实际遥测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２］。ＤＴ

ＮＲＧ组织提出了延迟可容忍性网络（ｄｅｌａｙｔｏｌｅｒ

ａ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ＴＮ）
［３］，以解决空间网络这类挑战

网络的组网问题，并将此类延迟较大、网络拓扑经

常变化的网络统称为ＤＴＮ网络。

与地面ＤＴＮ网络相比，空间ＤＴＮ网络拥有

以下显著特征［４］：① 太空环境中存在宇宙空间背

景噪声，卫星链路中存在着高误码率和时延过大；

② 卫星的能量供给和处理能力、存储能力受限；

③ 卫星拓扑结构频繁变化，但具有周期性的特

性。这些特征为空间网络的路由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

目前，空间 ＤＴＮ网络路由根据实现机制分

为动态路由协议、空间虚拟化路由、时间虚拟化路

由［５］。大量路由协议相继提出，如文献［６］提出了

泛洪的Ｅｐｉｄｅｍｉｃ路由算法；文献［７］提出了一种

基于概率的路由算法；文献［８］在ＩＲＴＦ草案中提

出了ＣＧ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ｇｒａｐｈｒｏｕｔｉｎｇ）路由协议，目的

在于通过引入可预测性与周期性，以解决空间

ＤＴＮ网络路由的问题；文献［９］提出了一种提高

改进的ＣＧＲ路由协议算法。

本文介绍了 ＤＴＮ 网络中基于泛洪的 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基于估测的Ｐｒｏｐｈｅｔ与基于接触信息的

ＣＧＲ的动态路由协议，分析了各路由协议的资源

开销，并通过空间ＤＴＮ网络路由仿真实验对上

述路由协议进行了评估。仿真结果表明，ＣＧＲ路

由能精确地利用接触信息，在消息交付率、抵达延

时和网络开销指标上表现优秀。

１　路由协议算法分析

１．１　路由算法介绍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路由
［６］是一种基于复制的路由算

法。其基本思想是：源节点将消息的副本转发到

每个相遇节点，收到消息副本的节点也同样将副

本转发到它们的相遇节点，如此进行下去，消息最

终被转发到目标节点。

Ｐｒｏｐｈｅｔ算法
［７］基于“节点频繁访问一个地

方，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再次访问这个地

方”这一观察，利用历史接触信息估计节点到其他

节点的抵达预测值。抵达预测值表示将消息转发

到目标节点的概率。当节点遇到其他节点，交换

彼此携带的抵达预测值，只有在对方节点到目标

节点的传输预测值大于自身到目标节点的传输预

测值时，才向对方节点复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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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在本地预测表中存储自身与其他节点的

抵达预测值，当节点犪和犫相遇时，更新抵达预测

值：

犘（犪，犫）＝犘（犪，犫）ｏｌｄ＋（１－犘（犪，犫）ｏｌｄ）×犘ｉｎｉｔ

（１）

　　在两点没有相遇的时间里，抵达预测值随着

时间的增长而衰减。衰减公式为：

犘（犪，犫）＝犘（犪，犫）ｏｌｄ×γ
犽 （２）

同时，Ｐｒｏｐｈｅｔ还引入了中转概率，即犪到犮的抵

达可能通过中间节点犫进行中转。因此，当犪和犫

相遇时，交换各自的预测表，并将中转概率分量添

加到抵达概率中：

犘（犪，犮）＝犘（犪，犮）ｏｌｄ＋

（１－犘（犪，犮）ｏｌｄ）×犘（犪，犫）×犘（犫，犮）×β（３）

　　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根据上述规则更新计算抵达预

测值，以在消息转发决策时使用。

ＣＧＲ路由算法
［８］完全依赖于通信节点间链

路的预先规划，而且假定每个节点都认知整体网

络的规划详情。当节点执行消息发送时，本地节

点根据预先规划的链路信息搜索消息转发路径。

单条链路信息包括的元素见图１。

图１　链接信息包含的元素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从图１可以看出，链接信息的元素除了常规

的两端节点之外，还包括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链

路速率。在路径搜索时，利用这些元素判断路径

的可行性。

与一般路由不同的是，ＣＧＲ路由会递归计算

出所有符合条件的备选路径，此做法的目的在于

支持ＣＧＲ草案中引入的重要消息（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ｂｕｎ

ｄｌｅ）概念，重要消息会被本地节点转发在所有备

选路径上；相反，普通消息则只转发到代价最低的

路径上。

文献［１０］将 ＤＴＮ 网络的路由算法分为三

类：零知识路由、部分知识路由和完整知识路由。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和Ｐｒｏｐｈｅｔ属于零知识路由，ＣＧＲ属于

包含接触信息的部分知识路由。文献［１０］指出，

路由算法利用知识能更有效地执行消息转发。

１．２　路由算法开销分析

在资源受限的卫星或在轨器上必须考虑运行

协议所占用的资源开销，主要包括计算开销和存

储开销。计算开销由路由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决

定，存储开销由消息占用的缓存决定。下文假定

在消息有效期内，与消息相关的节点集合为犈，链

接集合为犞。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路由在做消息转发时，采用的策略

是将节点自身携带的消息传递给邻居节点，无任

何路径搜索或决策计算，可视作无计算开销。此

路由算法会使得网络中引入多份网络副本，消息

副本会转发给所有的相遇节点，存储开销为犈。

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中引入了抵达预测值，计算开

销由预测值的更新计算构成。在Ｐｒｏｐｈｅｔ的实现

中，式（１）和式（３）的计算仅发生在节点相遇时刻，

式（２）则在节点相遇和消息转发时均会执行计算。

假定一定时间内消息转发数量为犖，平均单个消

息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犞／犖＋犈）。一般地，网络

消息数量犖 远大于犞，因此时间复杂度可简化为

犗（犈）。在空间复杂度方面，抵达预测值的计算需

维护预测值表，无多重迭代和循环，空间复杂度为

犗（犈）。在存储开销方面，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属多副本

路由，将节点间的转发行为发生概率考虑为β
（０＜β＜１），存储开销为β犈＋１。

ＣＧＲ路由转发消息时递归计算所有可能的

路径，验证所有链接信息排列组合，计算复杂度为

犗（犞！）。ＣＧＲ路由需使用节点和链接信息，因此

空间复杂度为犗（犞＋犈）。ＣＧＲ中普通消息副本

数为１，存储开销为１；重要消息副本数与计算所

得路径数量相关，视作β犈＋１（０＜β＜１）。

ＣＧＲ的原作者在文献［９］中提出引入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算法以减少时间复杂度。此方法使用多次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搜索路径至邻居节点，本地节点再

从这些邻居节点中进行筛选。文献［１１］给出应用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的ＣＧＲ路由时间复杂度为犗（犞犈＋

犞２ｌｏｇ犞）。空间复杂度方面，单次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需

保存节点信息和链接信息，其空间复杂度为犗（犞

＋犈），而再次执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时并不需再次申

请空间，因此空间复杂度为犗（犞＋犈）。

所有路由算法的资源开销见表１，表中ＣＧＲ

的开销值为转发普通消息时的情形。

表１　各路由的资源开销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ｇｓ

路由算法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存储开销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０ ０ 犈

Ｐｒｏｐｈｅｔ 犗（犈） 犗（犈） β犈＋１

ＣＧＲ 犗（犞！） 犗（犞＋犈） １

改进的ＣＧＲ 犗（犞犈＋犞２ｌｏｇ犞） 犗（犞＋犈） １

　　根据上述分析，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和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无

需计算路径，网络规模的增长对计算复杂度的影

响较小，但存储资源消耗较高。ＣＧＲ算法由于需

计算完整路径，在计算消耗上较大，通过改进的路

３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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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计算方法，能将时间复杂度降低至可接受的范

围内。另一方面，单副本特性使得ＣＧＲ路由拥

有较低的存储开销和通信开销。

２　仿真结果对比分析

本文 选 用 了 ＳＡＶＩ （ｈｔｔｐ：／／ｓａｖｉ．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ｇｅ．ｎｅｔ／）＋ ＯＮＥ
［１２］软件进行空间ＤＴＮ网络

路由仿真。ＳＡＶＩ软件用于构架卫星网络拓扑，

并产生卫星网络中的节点间链接信息，然后导入

到ＯＮＥ软件中进行路由算法仿真。

网络拓扑包括一个地面站、一颗同步轨道卫

星（ｇｅ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ｏｒｂｉｔ，ＧＥＯ）和两颗低轨卫

星（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ｏｒｂｉｔｅｒ，ＬＥＯ），拓扑中三颗卫星的

轨道参数见表２，地面站选择北京。ＯＮＥ软件的

运行过程见图２。

表２　仿真场景卫星轨道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 ＬＥＯ１ ＬＥＯ２

卫星名 ＣＨＩＮＡＳＡＴ９ ＹＡＯＧＡＮ５ ＹＡＯＧＡＮ１６Ａ

半长轴／ｋｍ ４２１６４．６８ ６８１７．７１ ７４６８．６

偏心率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

轨道倾角／（°） ０．００６ ９７．２２７ ６３．３８１

升焦点赤经／（°） １６４．９６１ １２５．３０６ ２１２．８７１

近地点幅角／（°） １７２．１４５ ２８５．９９８ ３３５．０００

过近地点时刻／ｓ ５８３７６．８１４ ５４５３．２９ ８３０．２６１

图２　ＯＮＥ仿真环境

Ｆｉｇ．２　Ｏ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在此网络场景下进行路由仿真，对Ｅｐｉｄｅｍ

ｉｃ、Ｐｒｏｐｈｅｔ和ＣＧＲ三种路由在消息抵达率、平均

时延和网络开销比方面进行了对比。在仿真中，

所有消息均为普通消息，ＣＧＲ仅作单副本转发。

２．１　路由对消息抵达率的影响

消息抵达率是指在消息生存期内，网络中成

功传输到目标节点的消息数量与所有产生消息的

总数比值。

图３反映了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ｐｈｅｔ和ＣＧＲ中节

图３　各种路由算法的平均投递率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点不同的缓冲区大小对消息传输抵达率的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①随着节点缓冲区大小的增加，

各路由的抵达率上升；②在缓冲区有限时，ＣＧＲ

路由的抵达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种路由，说明ＣＧＲ

路由在节点缓存资源的利用上优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和

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

２．２　路由对消息抵达平均延时的影响

消息抵达平均延时定义为所有成功抵达的消

息从源节点产生到抵达目的节点所经历的平均时

间。图４反映了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ｐｈｅｔ和ＣＧＲ在节

点不同缓冲区大小条件下平均端到端延时的变化

情况。由图４可以看出：①随着节点缓冲区大小

的增加，端到端的平均延时上升。这是因为随着

缓冲区增大，消息抵达率上升，多跳传输成功的消

息比重增加，拉大了延时平均值；②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

的平均延时较大，ＣＧＲ路由的延时表现与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相近，表明了盲目投递的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和精确

搜索路径的ＣＧＲ均能迅捷地利用链路进行消息

转发，而Ｐｒｏｐｈｅｔ路由的抵达率的预测机制效果

较差。

图４　各种路由协议平均延时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ｌａ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２．３　路由对网络开销比的影响

网络开销比定义为消息中继次数与成功递交

次数的比值，能够大致地反映出路由的网络开销

（包括节点消息缓冲区、网络带宽等）。网络开销

４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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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越小，路由所消耗的通信资源和缓存资源越少。

图５反映了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ｐｈｅｔ和ＣＧＲ在节

点不同缓冲区大小条件下网络开销的变化情况。

由图５可以看出：①随着节点缓冲区大小的增加，

路由开销不断增大，但当缓冲区为无穷大时，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和Ｐｒｏｐｈｅｔ的开销比急剧减少。这是因为

当节点缓存较小时，新入队的消息将旧消息排挤

出缓存，使得消息转发陷入接收→丢弃→再次接

收→再次丢弃的循环，产生了大量的无效中继。

然而当缓存无限大时，节点缓存一直保留消息，避

免了消息的多次重复接收，无效中继次数大大降

低。②ＣＧＲ路由开销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约

０．６，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和Ｐｒｏｐｈｅｔ则远大于ＣＧＲ，表明

了单副本策略的ＣＧＲ路由算法的网络开销比明

显低于其他两种路由。

图５　各种路由协议开销比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Ｒａｔｉｏ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３　结　语

本文在 ＯＮＥ平台对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ｐｈｅｔ和

ＣＧＲ进行了路由仿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由于

ＣＧＲ路由表现更为优秀，消息抵达率较高，对节

点缓存消耗较小，消息抵达的平均延时较低。在

缓存与链路容量有限的情况下，ＣＧＲ路由协议在

消息抵达率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优势。总的来说，

ＣＧＲ路由适合在链路可预测的空间ＤＴＮ网络中

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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