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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给出
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信息获取的体系结构，重点论述了信息获取的关键问题，并且分析了其不
足以及发展方向。特别总结出网络通信的重要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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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omain and could fi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many kinds of
aspects.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for WSNs is presented，and the
key issues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their drawbacks and
technical trends are described. Especially, the key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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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信息获取关键问题

由于低能耗集成电路技术、无线通信技
术 以 及 MEMS(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成为
可能，并且成为信息技术学科一个新的重要
研究方向[1]。美国《商业周刊》在其“未来
技术专版”中发表文章指出，传感器网络是
全球未来的四大高技术产业之一，并将掀起
新的产业浪潮[2]。
无线传感器网络由于体积小、成本低以
及强大的信息获取功能使其在环境数据采
集、安全监控以及目标跟踪等方面有广阔的
应用空间[3]。
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系统的根本是获
取物理世界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数据的收
集、数据管理、数据通信以及数据的处理，
并最终得到用户所需的信息。

无线传感器网络必须解决一系列关键
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信息获取能力，包括数
据通信、感知数据处理以及系统监控等。

1.1 信息获取体系结构
信息获取体系结构分为：物理层、功能
层以及应用层，每个层次又分为不同的阶
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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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获取体系结构
Fig.1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1、数据获取(Data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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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系统不像传统的
信息应用系统，它所需的数据需要从物理世
界中获取，而且这些获取的数据是海量的流
数据，数据之间存在的时空关联性、并且伴
有噪声信号、偏离测量以及数据丢失和数据
错误等。这就需要系统具备一定的功能来处
理上述问题。
在整个体系结构中，最初始的阶段也是
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数据获取阶段，其主要任
务就是来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
频率来进行数据采样。
2、数据通信(Data Communication)
数据通信阶段就是要采用简单、高效的
数据路由算法和相应的协议来将获取的物
理环境的数据及时、准确地传送给用户。
3、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
数据处理就是指如何简单、有效地表达
用户的信息需求；如何根据这些需求来处理
相关的数据获得用户所需的信息等。

1.2.2 分布式数据库
由于节点的分布性，可以采用分布式数
据库系统的数据存储以及查询技术来进行
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的存储和信息处理。
基本思想是：用户提交一个用户查询，
查询优化器将这种查询需求分解成适合无
线传感器网络中各个节点进行 In Network
处理的有效的查询计划，从而节省电源，提
高系统的生命周期。另外，这种查询的提交
是以一种陈述式查询语言的形式提交的，从
而可以实现用户需求与实际物理网络系统
的透明性。这里的核心是设计查询优化器。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有
Cornell大学的COUGAR[5] 项目，另外还有
Intel公司的TinyDB[6]项目。
COUGAR 项目没有集成数据获取阶
段；而 TinyDB 项目虽然集成了数据获取阶
段，但是在先期的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流数
据的时空关联性，利用统计方法提高数据获
取的效率，目前 Intel 的研究人员正在致力
于这方面的工作。

1.2 信息获取计算模式
计算模式基本上有两种：集中式和分布
式。集中式模式是指将各个节点所获取的数
据传送到一个集中的位置进行相应的处理。
分布式包含：分布式对象系统、分布式数据
库以及移动代理等。

1.2.3 移动代理
在传统的分布式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数
据是由单个的节点搜集，然后将其传送给上
一级的处理单元来进行处理。这样在网络中
就会有大量的数据在移动，从而消耗了大量
的电源。而移动代理[7]的思想将数据驻留在
获取它的节点上，而让代表用户信息需求的
一段代码(代理、计算引擎)在网络中传播，
来处理相应的数据，并将最终的信息返回给
用户。这样就可以减少网络的带宽使用。
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节点的存
储能力有限，每个节点在没有了解用户的信
息需求之前必须保留一段时间的历史数据，
这样将消耗大量的系统资源。
总之，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信息获取计算
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以分布式计算为主，利用
系统中的局部信息来完成数据路由、聚合等
工作，从而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在分布式
计算的基础上应该集成数据获取阶段，并且
充分利用流数据的时空关联性。

1.2.1 分布式对象系统
分布式对象系统就是将 WSNs 中的节
点看作大规模的分布式对象。
SINA [4]是一种较有影响的分布式对象
信息处理方法。每个节点运行SINA执行环
境(SEE)，作为节点的抽象对象。它是SINA
体系结构的核心。SEE提供一系列配置和通
信原语来加强节点对象之间的可扩展性、鲁
棒性以及电源有效的组织和交互。系统采用
统一语言来查询和调度整个无线传感器网
络系统，即传感器查询和调度语言。它是一
种陈述性的过程脚本语言，具有灵活和紧凑
的特点。
这种方法虽然通过 Sampling Operation
原语集成了数据获取阶段，但是没有充分利
用所获取数据的时空关联性，利用统计的方
法来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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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通信的关键问题

用户最终需要的信息返回给用户，这就是移
动 Agent 的思想。

无线传感器网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
电源和通信带宽是非常有限的资源。网络通
信体系结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1] 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无线传感器网络通
信协议。主要有如下几类[8]：扁平路由(Flat
networks routing) 、 层 次 路 由 (Hierarchical
networks routing) 以 及 基 于 位 置 的 路 由
(Location-based routing)。扁平路由是指网络
中各个节点具有相同的作用。而层次路由是
指网络中的节点承担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一
定的层次结构。
通过对路由协议的研究，总结出网络通
信的一些重要问题，详述如下：

1.3.2 局部计算
由于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数量的大量
性以及电源能力、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的有
限性，不可能在通信机制中存在像 Internet
那样的全局路由信息，以及全局的预发路
由。这样，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只能采用
局部计算模式(Localization Schemes)来进行
数据的通信，即通信机制不需要知道整个网
络的结构，只根据当前节点周围局部节点的
属性来决定数据的路由路径。由于局部计算
只关心某一范围内节点的信息，而不关心整
个网络的信息，所以系统中节点的加入或离
开不会对系统的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
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

1.3.1 面向应用和以数据为中心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数据通信是以数
据为中心的(Data Centric)，而且是面向应用
的(Application Specific)。
由于 WSNs 系统具有大量的节点，很难
给这些节点分配全局的标识符，一个可行的
方案就是利用节点产生的数据来标识节点。
这就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思想。所谓以数据为
中心是相对于以地址为中心的方法来说的，
它更多地关心通信的数据内容，而不是数据
的获取来源；关心数据融合过滤后得到的信
息，而不是高冗余的原始数据。
为了减少在网络中的数据传输量、延长
系统的生命周期，必须在数据通信的过程中
进行面向应用的数据处理，即 In Network
Processing。这种数据处理必须根据系统用
户的应用需求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因为必
须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才能决定哪些原始
数据有用，哪些没用。也就是说，无线传感
器网络的通信方式是面向应用的，必须在数
据通信的同时考虑用户的需求，在数据路由
的同时进行面向应用的数据处理，这与传统
的通信方式是不同的。
这种 In Network Processing 的思想有两
种实现方案，一种是在原始数据的传输过程
中进行面向应用的数据聚合，这就是数据聚
合的思想；二是将代表用户需求的代码传播
到网络中，在各个节点处理数据，然后再将

1.3.3 节点定位
在基于位置的路由算法中，需要知道节
点的物理位置，这就需要节点定位技术。一
般来说，节点的定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
是绝对定位；另外一种是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就是通过某种手段来确定节
点的绝对物理位置，比如使用 GPS 定位系
统来确定每个节点的物理位置。
相对定位，就是通过节点之间的相对距
离来确定节点的物理位置。在无线传感器网
络系统中，一般来说基础网络通信设施(基
站或者聚簇的头节点)中节点的位置是已知
的，将系统中的所有其它节点与其相邻的基
础设施节点比较，来确定节点的绝对位置。
有了局部计算机制以及节点的物理位
置，就可以利用节点的物理位置来进行数据
路由，即Geographic Routing[9]。Geographic
Routing是非常适合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路由
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中，节点只包含其地理
上相邻节点的位置，这样就具备很好的可扩
展性。

1.3.4 时间同步(时钟同步)
时间同步(Time Synchronization)是任何
分布式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无线传感器
网络系统中，数据集成、TDMA 介质访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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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都需要时间同步的支持。
一般来讲，时间同步的精度要求越高，
所消耗的资源(计算、通信以及电源等)就越
多；而无线传感器网络受到严重的资源约
束，因此，不可能提供很高精度的时间同步
功能。实际上，现实中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应
用系统对时间同步功能的要求并没有那么
高，而且可以根据应用系统的不同需求来提
供不同精度要求的时间同步功能。
上述的各种路由算法没有严格的好坏
标准。每种算法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效
的。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
采用不同的路由方法。
网络通信协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如下
几个方面：
1. 充分利用感知数据的时空关联性，
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减少网络通信量；
2. 在路由协议的各个层次引入统计
方法，特别是数据链路层，以减少网络数据
通信量；
3. 考虑 QoS 问题，包括安全性、延
时性等；
4. 节点移动情况下的路由算法等。

命周期中都在运行；第二，比其它协议具有
更好的鲁棒性，因为当系统出现大规模故
障，监控协议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来解决这个
问题[11]，但是他们大多集中在节点剩余电源
的监控方面。文献[12]给出一个较完整的系
统监控体系结构，但它仅仅对剩余电源的监
控给出了具体的实现算法，而对于其它方面
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系统监控应该具有
如下功能：剩余电源、节点状态、节点链路
以及异常情况监控。在具体实现方案上，应
该和系统的信息获取紧密结合，在数据通信
的同时搭载监控信息。另外，应该充分利用
感知数据的时空关联性，利用的统计的方法
来进行系统的剩余电源监控、节点状态监
控、链路监控以及系统异常监控。

2 结论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
域，使物理世界和认知世界紧密集成，将信
息的获取和处理带入一个精准的时代。它的
研究得到了军方、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的广泛
认可。无线传感器网络目前仍然处于研究的
初始阶段，尤其是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则刚
刚起步，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信随
着本文提出的关键问题的解决，无线传感器
网络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1.4 感知数据存储与处理
系统从物理环境中获得数据后，可以对
这些流数据进行实时处理、数据聚合。但是
另外一些数据需要保存起来，以便以后进行
分析、预测趋势以及数据挖掘。这就需要相
应的数据库技术来存储这些海量的流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就需要有相应的数据查
询技术来获得用户想要的信息。主要的研究
成果就是陈述式查询 [5]。
未来的研究方向：
1. 感知数据的可视化表示：以便用户
能够更好地理解数据。
2. 流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的流数据
中获取用户所需的信息甚至知识。也要考虑
流数据的实时挖掘以及事后挖掘。这是一个
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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