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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无线网络拓扑控制与调度分布式机制

二、申报奖种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

三、提名单位意见
该项目针对由于海量设备接入造成的传统集中式网络架构无力承载、能量空
洞、广播风暴等问题，聚焦研究无线网络中的拓扑控制和调度问题，提出了利用
分布式机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新思路，通过利用分布式机制只依赖于局部信息
和局部协调、无需网络全局信息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解决网络拓扑控制和调
度问题的一系列高效分布式机制，以保障超高密度无线网络所需的容错、节能、
低延迟和高可扩展特性要求。
该项目组是国内最早开展无线网络中拓扑控制和调度分布式机制研究的团
队之一，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关成果已发表 CCF 推荐 A
类会议论文 7 篇、JCR 一区期刊论文 8 篇，Google Scholar 引用 1200 余次，单
篇最高引用 248 次。8 篇代表性论文均发表在网络领域著名期刊，包括 7 篇 JCR
一区论文和 1 篇二区论文。特别是该项目所提出的分簇和覆盖算法已被多部专著
作为典型算法收录；将物理干扰模型创新性地引入分布式算法领域，所开创的一
些研究方向已被 MIT 等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分布式计算研究团队跟进。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的提名书及全部附件材料，确认该项目符合山东省
科学技术奖励规定的提名条件，全部材料真实有效，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序无异
议，提名书相关栏目均符合填写要求。按照要求，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了公示，
无异议。

对照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和要求，提名该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四、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在无线网络中针对网络拓扑控制和通信调度等基础性问题，在国
内最早开展了分布式机制设计研究。随着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以及物联网的快速
发展，无线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更加灵活、智能、高效
和开放的 5G 通信网络正在成为现实，其低延迟通信和高吞吐量使得海量移动设
备的接入成为可能，可有效支撑各种新型网络如物联网、机器人网络的发展。在
以超高节点密度和实时可靠快速通信为特点的 5G 网络时代，对于网络的容错性、
并行性、空间复用、延迟和吞吐量、可扩展性、节能和异构容纳性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亟需开展新型机制研究，为 5G 协议制定提供理论性指导。依赖于局
部协调和局部通信的分布式算法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容错性、并行性和高扩展性可
以为无线网络计算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一方面通过考虑无线网络实际特点，设计适合于实际网络运行的高效
算法，建立理论和实际之间的桥梁，使分布式理论算法和思想更好地为无线网络
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尝试建立无线网络中分布式算法理论体系，为新型
无线网络（如 5G、物联网、机器人网络等）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导向指
导。
本项目主要针对无线网络布设所需要解决的最为基础的网络拓扑控制和通
信调度问题，提出既有理论性能保障又具有高效实际运行效率的分布式算法。具
体如下：
科学发现一：网络拓扑控制分布式机制研究
网络拓扑控制通过建立合理的的层次化拓扑，实现网络节点之间的有效连接
和层次化控制，从而提高网络通信的效率并有效降低网络的能量消耗。本项目系
统研究了网络层次拓扑控制的三种主要方式：网络节点分簇、连通支配集构建和
支撑子图构建。具体贡献包括：（1）提出基于局部能量消耗进行分簇实现全局

性能量消耗最优化的分布式分簇机制；（2）进一步，为保证所建立分簇的容错
性，研究了 k-覆盖问题，保证每个节点被 k 个簇头覆盖，通过提出覆盖贡献面
积的概念，设计了可实现 k-覆盖的高效分布式算法，相比于此前的算法，实现
了更低的簇头密度和更优的能量消耗；（3）将分簇问题与连通支配集问题结合，
在分簇基础上构建连通支配集，提出了可实现簇头连通的 k-覆盖分布式算法；
（4）为延长网络寿命，实现节点间能量的均衡使用，研究了支配集分解问题，
即将节点分解成多个支配集，提出了常数近似的分布式算法；（5）跨层考虑支
撑子图构建问题，并创新性地将物理干扰模型引入网络拓扑控制领域，提出的分
布式算法可在亚线性时间内构建几乎最优的支撑子图。
科学发现二：通信调度分布式机制研究
基于信道状况实现通信稳定调度是保障上层算法稳定执行的基础，本项目主
要考虑了媒介入口控制问题和链路调度问题，并创新性地将物理干扰模型（信号
干扰噪声比模型，SINR）引入通信调度领域。具体贡献如下：（1）针对媒介入
口控制问题，提出可调节的需求休眠策略，实现异步环境下的节能休眠，并可保
障较低的传输延迟，解决此前固定异步休眠造成的延迟高问题；（2）针对无感
知能量分配，提出了有近似率保障的分布式算法；（3）提出有理论性能保障的
分布式算法解决困扰链路调度问题解决的“黑灰”链路调度。
本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已在国际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相关成果
已发表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 A 类会议论文 7 篇、JCR 一区期刊论文 8 篇，Google
Scholar 引用 1200 余次，单篇最高引用 248 次。开创的一些研究方向，如物理
干扰模型下全局性通信分布式算法研究已被 MIT 等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分布
式计算研究团队跟进。

五、客观评价
本课题科研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无线网络中拓扑控制和调度分布式机制研
究的团队，取得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关成果已发表中国计算机学

会推荐 A 类会议论文 7 篇、JCR 一区期刊论文 8 篇，Google Scholar 引用 1200
余次，单篇最高引用 248 次。本课题提出的分簇和覆盖算法已被多部专业书籍作
为典型算法收录；创新性地将物理干扰模型引入分布式算法领域，开创的一些研
究方向已被 MIT 等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分布式计算研究团队跟进。
1.科学发现一客观评价
（1）代表性论文一：代表性论文一已被多篇论文作为典型分簇算法进行了
评价。IEEE 汇刊论文(2017, 5: 2241-2253)指出我们的算法可提供更为精确和
实际的分簇达到整个网络能量消耗的最小化，原文如下：“What's more, the
protocol also provides a more accurate and realistic cluster radius to
minimiz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entire network”；期刊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论文 (2018, 22(3): 597-613) 认为我们的分簇机
制 可 提 高 边 界 检 测 和 缩 减 能 量 消 耗 ； 期 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s 论文（2017, 104(6): 968-981）对我们的工作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极为新奇的分簇机制，可提供更为准确和实际的分簇半径以
降低整个网络的能量消耗，原文如下：“Yu et al., 2014 have worked on novel
clustering protocol where selection of CH and inter-cluster communication
routing tree construction algorithm are stemmed on forecasting local
energy consumption ratio of nodes. Besides, the algorithm provides more
precise and practical cluster radius to reduce energy expenditure of the
entire network.
代表性论文一种提出的分簇算法也被多篇论文作为基准算法。
（3）代表性论文二：代表性论文三被多篇论文作为支配分解的典型算法引
用介绍。其中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 RESEARCH
TECHNOLOGY 论文认为我们的支配分解策略可极大平衡节点之间的能量消耗并延
长网络寿命，原文如下：“Through rotating each dominating set in the

dramatic partition periodicall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nodes can
be greatly balanced and the lifetime of the network can be prolonged for
setting up sleep scheduling in sensor networks [6].”，其中，[6]即为代
表性论文三。
（4）代表性论文四：期刊 Sensors 论文（2017, 17(12): 2945）指出我们
提出的覆盖贡献面积可作为延长网络寿命的重要参数；JCR 一区期刊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论文（2018, 5(4): 3019-3030）认为我们的算法
可在维持无线传感设备高剩余能量的情况下实现覆盖节点的低密度，原文如下：
“ An area-based kcoverage scheme [27], called the k-coverage area
coverage, was introduced to make the selection of the minimum nodes
covered in RoI with a lower sensor spatial density under the relatively
higher residual energies of the sensors in the WSNs.”
2. 科学发现二客观评价
（1）代表性论文五：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s 论文(2017,
104(6): 968-981)对我们提出的 MAC 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我们的协议可根
本性降低传输等待时间和能量消耗，原文如下：“Wang et al., 2015 have
proposed a dynamic MAC protocol with asynchronous duty cycle called Demand
Sleep MAC (DS-MAC) protocol which modifies sleep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ffic load. Here the concept of small token packets is used for
waking up of the receiver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overhearing. And also
the wait in delay of source node is reduced by piggybacking ACK packets
with prediction field. The protocol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wait tim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2）代表性论文六：代表性论文七被多篇 JCR 一区和网络领域顶级期刊作
为 典 型 结 果 进 行 介 绍 ， 如 IEEE IoT Journal ，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等。
（3）代表性论文七：代表性论文八被多篇 JCR 一区和网络领域顶级期刊作
为典型结果进行介绍，如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等。

六、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1.

Jiguo Yu, Li Feng, Lili Jia, Xin Gu and Dongxiao Yu. A Local Energy Consumption
Prediction-Based Cluster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Sensors , 14(12):
23017-23040, 2014.

2.

Jiguo Yu, Qingbo Zhang, Dongxiao Yu, Congcong Chen, Guanghui Wang, Domatic
partition in homogeneou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37: 186-193, 2014.

3.

Dongxiao Yu, Li Ning, Yifei Zou, Jiguo Yu, Xiuzhen Cheng, Francis C.M. Lau.
Distributed Spanner Construction With Physical Interference: Constant Stretch and
Linear Sparseness.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25(4): 2138-2151, 2017.

4.

Jiguo Yu, Shengli Wan, Xiuzhen Cheng, Dongxiao Yu. Coverage Contribution Area
Based. k-Coverage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66(9): 8510-8523, 2017.

5.

Guijuan Wang, Jiguo Yu, Dongxiao Yu, Haitao Yu, Li Feng, Pan liu, DS-MAC: An
energy efficient demand sleep MAC protocol with low latency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ournal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58: 155-164, 2015.

6.

Baogui Huang, Jiguo Yu, Xiuzhen Cheng, Honglong Chen, Hang Liu. SINR based
shortest link scheduling with oblivious power control in wireless networks.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77: 64-72, 2017.

7.

Jiguo Yu, Bangui Huang, Xiuzhen Cheng, Mohammed Atiquzzaman. Shortest Link
Scheduling Algorithms in Wireless Networks Under the SINR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66(3): 2643-2657, 2017.

8.

Honglong Chen, Wei Lou, Zhibo Wang, Qian Wang. A Secure Credit-Base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Message Forwarding in Noncooperative DTN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65(8): 6377-6388, 2016.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1、姓名：禹继国

排名：1

行政职务：院长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完成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与了项目所有相关工作的研究，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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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共有四位完成人，分别为禹继国（完成单位：曲阜师范大
学）、于东晓（完成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黄宝贵（完成单位：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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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