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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路由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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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6）

摘要：传统无线 Mesh 网络的分布式架构，转发设备软硬件的紧耦合状态，给网络的资源管理、运维及业务创
新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为应对传统无线 Mesh 网络存在的问题，本文将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引入无线 Mesh 网络中，其主要思想是将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分离，提高网络的灵活性。在无线 Mesh
网络中，建立稳定有效的控制平面是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正常运行的基础，本文在 AODV 协议的基础上，
基于邻居筛选机制使网络设备建立到控制器的稳定路径，并使网络设备主动将邻居信息发送到控制器。与传
统的 OpenFlow 发现协议（OpenFlow discovery protocol，OFDP）方法相比，该方法使控制器获得的网络拓扑
更加长效、稳定。在建立稳定的控制平面后，控制器获得了全网拓扑。本文基于该网络拓扑，研究了在控制
器集中控制下，结合链路实时丢包率、时延以及跳数的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路由算法。与 AODV 协议相
比，该算法在链路带宽、平均往返时延、丢包率和时延抖动上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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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of traditional wireless mesh network and the tightly coupled state of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the forwarding equipment have brought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the network
resourc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wireless mesh networks, software-defined networks (SDN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wireless mesh networks. The main idea of the software-defined wireless mesh networks is to
separate the control plane and data plane to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network. In the wireless mesh
network,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and effective control plane is the basis for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defined wireless mesh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AODV protocol, the network equipment
establishes a stable path to the controller based on neighbor screening mechanism and actively sends
neighbor information to the controlle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penFlow discovery protocol
(OFDP) method, this method makes the network topology obtained by the controller more long-lasting
and stable. After establishing a stable control plane, the controller obtains the entire network topology.
Based on the network topology, the software-defined wireless mesh network routing algorithm that
combines the real-time packet loss rate, delay and hop count of the link under the centralized control of
the controller is studied. Compared with the AODV protocol, the algorithm has improved the link
bandwidth, average round-trip delay, packet loss rate and delay j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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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线 Mesh 网络是无线通信网络的一种组网方式，具备多跳、自愈合、自组织、低成本的特性，兼

具容量高、结构灵活、部署方便、动态自组织及网络可拓展性高等优势，其典型架构如图 1 所示。目前，
无线 Mesh 网络在视频监控物联网、森林防火、无人机集群及无线传感网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

图1
Fig. 1

无线 Mesh 网络的典型架构

Typical architecture of wireless mesh network

传统无线 Mesh 网络采用了分布式的结构，有利于增强网络的容错能力，但是网络节点软硬件的紧
耦合特性，使得难以对网络进行维护、管理和更新，给网络的资源分配、路由管理、拥塞控制和负载均
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架构——软件定义网络，其将网络
的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分离，使节点接入、策略运行均在控制器上执行，网络节点只需按照控制器下发
的规则进行数据转发[3~4]。
本文深入研究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在无线 Mesh 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需经过多跳的情况下，
利用 AODV 协议，基于邻居筛选机制，使节点建立一条稳定的到控制器的路径，并使节点主动向控制器
发送邻居信息，使控制器获得网络的拓扑，从而建立稳定的控制平面；控制器基于网络拓扑，将链路间
实时的丢包率、时延及路径跳数作为路由度量，为数据流选择一条合适的路径。

1

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控制器平面的建立机制
本文要部署 in-band 网络，即控制消息和数据消息通过同一通信介质传输。且由于无线 Mesh 网络多

跳的特性，需在交换机上建立数据包转发规则来处理、转发交换机与控制器之间的交互信息。本文选择

Vol.14

No.2

June 2021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137

AODV 协议学习控制子网的结构，维护交换机节点到控制器的路由。同时，在 AODV 协议原有的消息基
础上，使 AODV 选择稳定的邻居，并将邻居信息发送到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这些邻居消息建立网络拓扑。
1.1

AODV 协议的改进
AODV 协议采用了按需式的路由维护机制以及泛洪式的路由发现机制，同时使用了序列号机制避免

形成网络环路。AODV 协议无需周期性地广播报文维护路由信息，只在数据发送时在网络范围内启动路
由发现过程，建立通信链路；节点通过 Hello 消息维护相邻节点的信息，不参与通信的节点无需对路由
信息进行维护，节省了大量的能量。基于 AODV 的这些特性，本文选择其建立控制子网的拓扑，维护交
换机到控制器的路径[5]。
AODV 协议主要通过路由请求消息 RREQ、路由应答消息 RREP、路由应答-确认消息 RREP-ACK、
路由错误消息 RERR 及 Hello 消息来实现路径发现和路由维护。
AODV 协议中的邻居发现是靠每个节点周期性地广播 TTL 为 1 的 Hello 消息，邻居节点收到 Hello
消息后，判断路由表中有无到 Hello 消息源地址的路由项，如果有，则更新跳数为 1，同时更新路由生存
时间；如果路由表中无到该地址的路由项，则增加该路由。
在无线 Mesh 网络中，由于周围环境、节点的移动性以及无线节点通信不稳定的影响，节点和通信
半径边缘的节点会频繁地连接和断连，且由于 AODV 协议选择跳数最少的路径作为最佳路由，通常位于
节点通信边缘的节点跳数更少，使得 AODV 协议选择的最佳路由通信质量较差，会频繁断连，导致节点
再次发起路由发现。另一方面，节点收到其他节点发送来的 Hello 消息后就将该节点添加为邻居，未验
证该节点的反向路径及稳定性，在无线通信中，边缘节点频繁连接和断连，导致了网络拓扑的频繁变化
和路由决策的不稳定。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采用 Hello-Ack 机制选择稳定的邻居节点，并基于稳定
的邻居节点建立到其他节点的路由，保证整个网络拓扑的稳定性和路由的稳定性。
Hello-Ack 机制是通过节点之间发送一定数量的 Hello 消息和 Hello-Ack 消息选择稳定邻居的机制，
通过这种方法保证建立邻居的节点之间是对等的，保证是双向邻居节点，可以收到彼此的消息。另一方
面，通过预同步机制对 Hello-Ack 消息进行考验，保证邻居是稳定的。状态转移图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邻居节点筛选的状态转移图

State transition diagram of neighbor node screening

节点收到 RREQ 或 RREP 包后，判断上一跳是否为邻居节点，如果上一跳是稳定的邻居节点，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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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处理该 RREQ 或 RREP 包，如果上一跳的节点不是该节点的邻居节点，则丢弃该 RREQ 或 RREP 包，
保证了建立的路由是长期稳定的，路径中的每一个节点的下一跳一定是一个稳定的邻居节点。
1.2

软件定义网络拓扑发现机制
目前，软件定义网络使用 OFDP 做拓扑发现。OFDP 是在链路层发现协议（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LLDP）的基础上实现的。LLDP 规定了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如何获取配置信息。网络设备之间通过在本
地网络中发送 LLDPDU（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data unit）来通告其他设备自身的状态和配置信息，同
时记录其他设备的状态和配置信息。LLDP 是一种能够使网络中的设备互相发现并通告状态、交互信息的
协议[6]。
在 OFDP 中，当控制器和 Open Vswitch 交换机（简称 OVS 交换机）建立连接后，控制器通过 Flow-Mod
消息在 OVS 交换机中添加流表，该流表表示，如果有 LLDP 的数据包到达该 OVS 交换机，则将该 LLDP
数据包封装到 Packet-In 数据包中，并发送到控制器。之后，控制器为获得全网拓扑，会周期性地向网络
中所有交换机的所有端口下发包含 LLDP 消息的 Packet-Out 消息，指示 OVS 交换机将封装在 Packet-Out
消息中的 LLDP 消息通过指定端口发送出去，该 LLDP 消息中包含了指定 OVS 交换机的 ID 和该 OVS
交换机的指定端口号；临近的 OVS 交换机收到该 LLDP 数据包后，匹配流表，根据流表中 action 字段的
指示，将该 LLDP 数据包和自己接收数据包的端口号、交换机 ID 封装在 Packet-In 包中，发送到控制器；
控制器通过解析发送该 Packet-In 消息的 OVS 交换机 ID、端口号和封装在 Packet-In 消息中的 LLDP 消息
中的 OVS 交换机 ID、端口号，确定 OVS 交换机之间的连接。
如图 3 所示，控制器 C1 为交换机 s1 的每个端口分别发送一个带有 LLDP 消息的 Packet-Out 包，并
将 Packet-Out 数据包发送到交换机 s1. 交换机 s1 收到该 Packet-Out 包后，将 Packet-Out 包中的 LLDP 数
据包按照 Packet-Out 包的指示从端口 1 发送出去，交换机 s2 收到 LLDP 包后，查询流表，根据流表的
action 将 LLDP 数据包以及自己的接收端口号和交换机 ID 封装到 Packet-In 数据包中，发送到控制器；
控制器解析收到的 Packet-In 包，监测到一条链路（s1, port 1）→（s2, port 3）. 类似的，控制器向交换机
s2 发送 Packet-Out 消息，s2 通过 port 3 将 LLDP 消息发送到 s1，s1 将 LLDP 消息封装到 Packet-In 消息
中，发送到控制器；控制器解析 Packet-In 消息，获得一条连接（s2, port 3）→（s1, port 1）. 控制器通
过 2 个 Packet-Out 包、2 个 LLDP 包和 2 个 Packet-In 包的传输发现了一条链路，重复此过程，控制器即
可获得网络中的所有链路，构建网络拓扑视图。

图3
Fig. 3

OFDP 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OFDP

Vol.14

No.2

June 2021

1.3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139

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控制平面建立机制的研究与实现
在利用 AODV 建立控制子网拓扑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 OVS 交换机节点利用 AODV 协议获得邻

居信息并周期性地将其发送到控制器的方式，使控制器获得网络拓扑。
在前文中，本文通过 AODV 协议建立了稳定的控制子网，使 OVS 交换机和控制器可以建立长期稳
定的连接。AODV 在建立控制子网的同时，选择了该交换机节点的稳定邻居。AODV 协议在添加或删除
邻居节点后，将邻居变动、自身的交换机 ID 和端口号、邻居交换机节点的 ID 和端口号封装到 Neighbors
包中，直接发送到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解析 Neighbors 包，创建网络拓扑，获取全网网络视图。
该方法与 OFDP 方法相比，减少了获取网络拓扑需要发送的控制器消息的数量，降低了获取网络拓
扑的通信成本；另一方面，AODV 通过 Hello-Ack 机制和预同步机制选择了长期稳定的邻居，使控制器
获得的网络拓扑也是长期稳定的，避免了现实环境、无线节点通信等因素导致的拓扑频繁变化、流表频
繁失效的状况。
为使控制器可以接收并解析 OVS 交换机节点发送的 Neighbors 包，需对控制器进行开发，具体包括
增加 Neighbors 包类型、添加 Neighbors 包处理事件、监听 Neighbors_Port 端口以及解析 Neighbors 数据
包，Neighbors 包的格式如图 4 所示。其中，版本号表示控制器和交换机协商的 OpenFlow 协议的版本，
消息类型为 Neighbors 消息的消息类型，数据长度为数据部分的长度。每个邻居信息由标志位、邻居的
ID、端口号及链路的丢包率和往返时延组成；标志位说明了添加、删除或者更新邻居信息。

图4
Fig. 4

Neighbors 包格式
Neighbors packet format

控制器启动后，将监听 Neighbors_Port，如果有节点发送同步序列编号（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SYN）消息与控制器建立连接，则与该节点建立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连
接。建立连接后，监听该 socket，收到数据包后，解析该数据包的 header 部分，判断是否为 Neighbors
包，如果不是，则丢弃该数据包；如果是，则触发 nei_in_handler 事件。在 nei_in_handler 函数中，解析
数据包的 data 部分，根据标志添加或删除该连接。Ryu 处理 Neighbors 包的流程如图 5 所示。
在 AODV 中，当节点添加或删除邻居节点时，向控制器发送 Neighbors 包通告这个邻居的变化。另
外，交换机节点每隔 Neighbors_interval 秒向控制器发送本节点的所有邻居节点，使控制器获得的拓扑是
实时有效的。

2

基于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的路由算法设计
在无线 Mesh 网络中，网络中的节点及节点间的无线链路组成了网络拓扑，因此可将无线 Mesh 网络

的网络拓扑抽象为简单无向图 G = (V , E ) ，其中， V = {v1 , v2 ," , vn } 表示图 G 的节点集合，即网络拓扑中
的所有节点； E = {e1 , e2 ," , en } 表示图 G 的边的集合，即网络中节点组成的所有链路。图 G 的边的度量值
根据不同的路由协议的设计，可能是不同的值。在无线 Mesh 网络中，通常使用链路时延、带宽、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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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量、路由切换时延、丢包率等路由测度及其组合作为权值，然后根据用户或数据流的 QoS 需求，
衡量一条无线链路是否满足条件来作为该用户或该数据流的路径。

图5
Fig. 5

Ryu 处理 Neighbors 包流程图

Flow chart of Ryu processing Neighbors package

在传统的路由协议中，常采用单一的测度作为标准，且不容易根据网络整体的链路状况做出灵活高
效的路由决策。在软件定义网络架构中，控制器因为拥有全网拓扑以及当前数据流的分布状况，可以做
出更加有效的路由决策，更容易满足用户的 QoS 需求，同时使网络中负载均衡，延长网络寿命。本节在
上一节的基础上，即控制器获得稳定的网络拓扑的基础上，在不增加网络控制消息的情况下，选择链路
丢包率、时延以及跳数作为路由测度，为数据流选择代价小的路径。
在上一节中，本文通过 AODV 协议建立了稳定的控制子网，并通过交换机节点主动告知控制器该节
点的邻居节点及其信息的方式，使控制器节点获得了网络的稳定拓扑结构。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通过记
录交换机节点之间 Hello 消息和 Hello_Ack 消息的数量和时延的方法，获得链路的时延和丢包率，在交
换机节点周期性上报邻居节点时，将该节点和邻居节点组成的链路的时延和丢包率同时上报给控制器节
点，使得控制器节点可以根据链路的丢包率和时延进行选路。
根据 AODV 协议，交换机节点周期性广播 Hello 消息，其邻居节点收到该 Hello 消息后回复 Hello_Ack
消息到发送节点；每个节点根据本节点发送的 Hello 消息数量以及收到的 Hello_Ack 消息数量计算该链
路的丢包率，如式（1）所示：

Loss_Rateij =1 −

Hello_Ack recv
，
Hellosend

（ 1）

其中， Loss_Rateij 为交换机节点 i 与交换机节点 j 之间的链路的丢包率； Hellosend 为交换机节点 i 发送的

Hello 消息的数量； Hello_Ack recv 为交换机节点 i 收到的来自节点 j 的 Hello_Ack 消息的数量。当节点 i
发送 Hello 消息后，收到该 Hello 消息的邻居节点 j 会回复 Hello_Ack 消息。因此，如果链路不丢包的话，
节点 i 发送的 Hello 消息数量和从邻居节点 j 收到的 Hello_Ack 消息的数量应该相等；如果节点 i 从邻居
节点 j 收到的 Hello_Ack 消息的数量小于节点 i 发送的 Hello 消息的数量，则说明链路会丢包，可能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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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i 发送的 Hello 消息丢失，也可能是节点 j 回复的 Hello_Ack 消息丢失。 Hello_Ack recv 与 Hellosend 的比
值表示节点 i 与节点 j 组成的链路成功收到包的概率，该比值可以衡量一个链路的优劣。每个交换机节
点在收到邻居节点的 Hello_Ack 消息时更新与该邻居节点组成的链路的丢包率。
通过给 Hello 消息和 Hello_Ack 消息编号的方法，记录交换机节点发出 Hello 消息到收到该 Hello 消
息对应的 Hello_Ack 消息的时间，此时间为链路的时延，如式（2）所示：

Time_Delayij = Time Hello_Ack_recv − TimeHello_send ，

（ 2）

其中，Time_Delayij 为交换机节点 i 与节点 j 之间的链路的往返时延；TimeHello_Ack_recv 为节点收到 Hello_Ack
消息的时间； TimeHello_send 为节点发送 Hello 消息的时间。节点 i 发送 Hello 消息后，邻居节点 j 收到后会
立刻回复一个 Hello_Ack 消息，通过在节点 i 记录发送 Hello 消息的时间以及节点 i 收到节点 j 回复的

Hello_Ack 消息的时间，计算 Hello_Ack 消息和 Hello 消息的时间差，即为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往返时
延。需要注意的是，该时延还包括了节点 j 收到 Hello 消息后处理该消息、封装 Hello_Ack 消息的时间。
测试发现该时间很短，不影响对链路时延的评估。将链路的时延做归一化处理，使链路时延的值在[0,1]，
与链路丢包率的区间相同。归一化处理公式如式（3）所示：
Delayij =

Time_Delayij − MinDelay
MaxDelay − MinDelay

，

（ 3）

其中，Delayij 为归一化后的时延，值位于[0,1]区间内；Time_Dela ij 为由节点统计、计算出的链路的时延；

MinDelay = min{Time_Delayij , ∀i, j ∈ V } ， MinDelay 为使用该通信方式时，当节点与邻居节点无限近时，
该链路的通信时延，也就是网络中链路的最小通信时延； MaxDelay = max{Time_Delayij , ∀i, j ∈ V } ，

MaxDelay 为使用该通信方式时，节点与邻居节点处于彼此通信边缘时，该链路的通信时延，也就是网络
中链路的最大通信时延。
对于每一条链路，其都有丢包率和时延两个路由测度，给丢包率和时延不同的权重，以满足数据流的
不同的 QoS，公式为

wij = α × Loss_Rateij + β × Delayij ，

（ 4）

其中， wij 为节点 i 和节点 j 组成的链路的度量值； Loss_Rateij 为该链路的丢包率； Delayij 为该链路归一
化后的时延； α + β = 1 .
对 于无向 图中 的任意 两个 点 i 和 j ， 节点之 间存 在一条 路径 l = {e1, e2," , en} ， 该路 径的 代价为
Wij = w1 + w2 + " + wn ，其中， w1, w2," , wn 为对应链路 e1, e 2," , en 的度量值， Wij 为该链路的度量值之和，

也就是该链路的代价。
基于此，本节将网络拓扑建模为图论中的无向图，网络中的所有节点构成了无向图的点，网络中的
所有链路构成了无向图的边，每条链路丢包率和归一化后的时延按一定比例的加和是无向图中边的度量
值。无线网络中的选路问题抽象化为确定了源节点和目的节点，基于边的度量值，在无向图中找到一条
代价最小的路径。

Dijkstra 算法使用类似广度优先搜索的方法解决赋权图的单源最短路径问题，其存在许多变体算法，
其中最常见的变体算法是固定了一个顶点作为源节点，然后找到该顶点到途中所有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
产生一个最短路径树。本文在上述模型及 Dijkstra 算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链路时延、丢包率和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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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源节点和目的节点选择一条最短路径，使被选中
的路径的代价 Wij 最小。

3

实验评估

3.1 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控制平面建立机制的
仿真
为验证所提方案是否有效，本文在 ubuntu 系统
中，使用 mininet-wifi 软件构造如图 6 所示的网络拓
扑，通过仿真实验验证本文所提方案是否实现及其
有效性。
图 6 中 ， c1 为 控 制 器 节 点 ， IP 地 址 为

图 6 Mininet-wifi 构建的拓扑
Fig. 6 Topology constructed by mininet-wifi

192.168.0.1/24；s1、s2、s3、s4、s5、s6、s7 为 OVS
交 换 机 节 点 ， IP 地 址 分 别 为 192.168.0.11/24 、

192.168.0.12/24、192.168.0.13/24、192.168.0.14/24、
192.168.0.15/24、192.168.0.16/24、192.168.0.17/24. 仅
节点 s1、s2 与控制器 c1 直接连接，节点 s3、s4、s5、

s6、s7 通过 AODV 协议建立到控制器的路径，然后
与控制器建立连接。在该拓扑中共有 9 条链路，分
别为 c1→s1、c1→s2、s1→s3、s3→s4、s1→s6、s3
→s6、s2→s5、s2→s7、s5→s7. 每个节点在 10 ×10 的
正方形中随机移动。根据网络拓扑图可以发现 s1→s6
这条链路，与剩余链路相比，其通信范围重合更少，
节点 s1 与节点 s6 处于彼此的通信边缘。
在每一个节点中运行经过改进的 AODV 协议，
查看每个节点的路由表，图 7 中路由表顺序依次为

s1、s2、s3、s4、s5、s6、s7 和 c1. 可以发现，c1 的
邻居节点包括 s1 和 s2，s2 的邻居节点包括 c1、s5
和 s7，s5 的邻居节点包括 s2 和 s7，s7 的邻居节点包
括 s2 和 s5，s1 的邻居节点包括 c1 和 s3，s1 并未将

s6 作为邻居节点，s3 的邻居节点为 s1、s4 和 s6，s3
的邻居节点包括 s1 和 s4，s4 的邻居节点却只有 s3，

s6 的邻居节点只有 s3.
可以发现，当节点处于彼此的通信边缘时，不会
将该节点作为自己的邻居，比如仿真拓扑图中的节
点 s1 和 s6，s1 和 s6 位于彼此的通信边缘，当节点
拥有一定的移动性时，通信十分不稳定，节点 s1 并
未将 s6 作为自己的邻居节点，相应地，节点 s6 也未
将节点 s1 作为自己的邻居节点；当通信状况良好时，
节点会选择跳数少的邻居节点作为到控制器节点的

图 7 所有节点的路由表
Fig. 7 Routing table for all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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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跳，比如拓扑图中的 s2、s5 和 s7，s5 和 s7 都将 s2 作为到控制器 c1 的下一跳。
每个交换机节点均运行了 OpenVSwitch，在 OVS 交换机中设置控制器 IP 地址为 c1 节点的 IP 地址，
端口号为 6633，在节点 c1 运行 Ryu 控制器。交换机节点 s1 和 s2 通过一跳，s3、s4 通过多跳的方式连
接到控制器 c1，在 c1 上查看端口 6633 的连接状态。如图 8 所示，所有 OVS 交换机均与控制器 c1 建立

TCP 连接。

图8
Fig. 8

控制器 6633 端口的连接状况

Connection status of the controller’s 6633 port

OVS 交换机节点中的 AODV 后台程序在与控制器节点的 Neighbors_Port 建立连接后，将邻居节点及
相关信息封装到 Neighbors 包中发送到控制器，控制器收到数据包后，解析数据包的 header 部分，判断
该数据包是否为 Neighbors 包，如果是，则通知 nei_in_handler 函数处理数据包，根据数据包 data 部分的
标志及交换机 ID、端口号的信息添加或删除链接，更新链路的丢包率和时延数据。在控制器节点 c1 中，
使用 Ryu 提供的接口查看网络的拓扑，图 9 显示了网络拓扑的所有邻居节点之间的连接。

图9
Fig. 9

控制器获得的所有连接

All connections obtained by the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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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从控制器 c1 获得的拓扑，发现共有以下 6 条链路：s1 与 s3 之间的链路，s3 与 s4 之间的链路，

s3 与 s6 之间的链路，s2 与 s5 之间的链路，s2 与 s7 之间的链路，s5 与 s7 之间的链路。控制器获得的网
络拓扑与所有节点基于稳定邻居筛选机制选择的邻居一致，验证了使交换机节点通过 AODV 协议主动上
报邻居节点信息，控制器节点通过解析交换机节点发送的数据包获得网络拓扑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改进的 AODV 协议基于稳定邻居节点的筛选机制，选择了稳定的邻居节点，建立了稳定的控制子网，使
交换机节点与控制器节点之间的路由是长期稳定有效的，保证了在带内传输的情况下，控制器节点和交
换机节点之间的控制消息传输有保障，是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可以稳定运行的基础；使运行在交换
机节点中的 AODV 协议将邻居节点信息主动上报给控制器，与传统的获取网络拓扑的方法 OFDP 相比，
减少了网络中控制消息的数量，也降低了控制器需要处理的 Packet_Out 包的数量，在保证了控制器获得
实时且稳定的网络拓扑的同时，减少网络中控制消息的数量，降低控制器需处理的 Packet_In 消息的数量，
提高了链路的数据传输使用率，降低了链路拥堵概率，延长网络寿命。
3.2

基于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的路由算法的仿真
在 ubuntu 系统中，使用 mininet-wifi 软件构造如图 10 所示的网络拓扑，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基于软件

定义无线 Mesh 网络的路由算法的有效性。
图 10 中， c1 为控制器节点； s1 ～ s7 为 OVS 交换机节点，节点无线网卡的 IP 地址依次为

192.168.0.1/24～192.168.0.7/24；h1、h2、h3 与 h4 为主机，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分别连接到交换机节点
s1、s2、s7 上。h1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24，s1 的有线网卡 IP 地址为 192.168.1.2/24；h2 的 IP 地址为
192.168.2.1/24 ， s2 的 有 线 网 卡 IP 地 址 为
192.168.2.2/24；h3 的 IP 地址为 192.168.3.1/24，
h4 的 IP 地址为 192.168.4.1/24，s7 的有线网卡 IP
地址分别为 192.168.3.2/24、192.168.4.2/24. 网络
拓扑中的数字代表链路的度量值，根据丢包率和
往返时延按照一定比率加和计算出。因此，链路
图 10

度量值越大，表明这条链路越不稳定，丢包率更
高、往返时延更高。
仿真测试了 AODV 协议和本文的软件定义
无线 Mesh 网络路由的方案。在图 10 的网络拓扑

Fig. 10
表1

网络拓扑

Network topology

节点间链路的最大 TCP 带宽和平均往返时延

Tab. 1 Maximum TCP bandwidth and average round-trip delay of
links between nodes

中，AODV 选择跳数最小的路径，即 s1、s4、s7.

链路

距离

链路的最大 TCP 带宽/(Mb/s)

平均往返时延/ms

网络中所有节点的通信半径均为 30 个单位，不

s1→s4

27

8.5

1.015

s4→s7

27

8.3

1.108

s1→s5

20

16.2

0.922

表 1 所示，为保证数据真实准确，表中数据均为

s5→s6

20

16.3

1.091

多次测试后的平均值。

s6→s7

20

16.1

0.960

同链路的距离、最大 TCP 带宽及平均往返时延如

在两种不同方案下，使用网络测试工具 Iperf 对链路的最大 TCP 带宽及不同带宽下的丢包率和时延
抖动进行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比较。选定链路的最大 TCP 带宽、平均往返时延如表 2 所示，由于

AODV 协议只将跳数作为度量条件，而未考虑链路的稳定状况，选定的路径最大 TCP 带宽明显小于本文
的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的路由方案，且平均时延略大于本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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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流情况下两个方案的最大 TCP 带宽和往返时延对比

Comparison of maximum TCP bandwidth and round-trip delay of
the two schemes in the case of single stream
方法

最大 TCP 带宽/(Mb/s)

平均往返时延/ms

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路由方案

6.09

2.002

AODV 路由协议

4.53

2.067

图 11 对比了节点 h1 与 h3 之间使用 UDP 作为传输层协议时，两种方案在不同大小的数据流的情况
下的丢包率和时延抖动。图 11a 展示了当节点 h1 与节点 h3 之间有不同大小的 UDP 数据流时，两种方案
的丢包率对比，可以看到，当 UDP 数据流带宽小于 3 Mb/s 时，两种方案的丢包率均为 0，带宽在 3～6 Mb/s
时，本文的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路由方案与 AODV 协议相比，丢包率略有下降；与 AODV 协议选定
的路径相比，本文方案选定路径的丢包率下降了约 3%. 图 11b 展示了当节点 h1 与节点 h3 之间有不同大
小的 UDP 数据流时，两种方案的时延抖动对比，使用本文方案，时延抖动大部分在 0.6～0.8 ms，而 AODV
协议选定的路径的时延抖动集中在 1.0～1.2 ms.

图 11
Fig. 11

单流情况下两种方案的仿真结果对比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of the two schemes in the case of single stream
a—丢包率；b—时延抖动
a-Packet loss rate; b-Delay jitter

当网络中存在多数据流时，仿真对比 AODV 协议和本文方案。图 12 为当节点 h1 与节点 h3 之间已
有一条 3 Mb/s 的 UDP 数据流时，网络的度量值数据。因节点 h1 与 h3 的路径上已有数据在传输，则路
径上的所有链路的度量值由 0.1 增加到 0.2，即 s1 与 s5 之间的链路、s5 与 s6 之间的链路、s6 与 s7 之间
的链路的度量值为 0.2. 此时从节点 h2 到 h4，网络中有两条路，分别为 s2、s4、s7 与 s2、s5、s6、s7，
路径代价分别为 0.4 和 0.5，控制器节点将选择代价更小
的一条路，即 s2、s4、s7. AODV 协议基于最小跳数的原
则，将选择 s2 、 s4 、 s7 作为路径。对于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方案来说，h1 到 h3 的数据流，与 h2 到 h4 的
数据流是不同的路径，数据流互不影响；对于 AODV 协
议来说，h1 到 h3 的数据流，与 h2 到 h4 的数据流有一条
共享链路，即节点 s4 与 s7 之间的链路，两条数据流对
这条链路会产生竞争。
表 3 对比了当节点 h1 与节点 h3 之间有一条 3 Mb/s

图 12
Fig. 12

已有数据流时的网络拓扑及链路度量值
Network topology and link metric value when
there is data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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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UDP 数据流时，使用 AODV 协议和本文方案的情况下，h2 到 h4 之间的最大 TCP 带宽和平均往返时
延。与 AODV 协议相比，本文方案的最大 TCP 带宽提升了一倍多，且显著降低了平均往返时延。对于
本文的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方案，h2 与 h4 之间的数据流独占了 s2、s4、s7 这条链路，而对于 AODV
协议选定的路径来说，h1 到 h3 的数据流，与 h2 到 h4 的数据流共享了节点 s4 与节点 s7 之间的链路带宽，
在这条链路上产生了竞争，使 h2 到 h4 的链路 TCP 带宽小于本文方案的链路带宽，且平均往返时延大于
本文方案的平均往返时延。
表3
Tab. 3

双流情况下两种方案的最大 TCP 带宽和往返时延对比

Comparison of maximum TCP bandwidth and round-trip delay of
the two schemes in the case of dual streams
方法

最大 TCP 带宽/(Mb/s)

平均往返时延/ms

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路由方案

4.74

1.962

AODV 路由协议

1.92

34.458

图 13 对比了在两种方案下，当节点 h1 与节点 h3 之间有一条 3 Mb/s 的 UDP 数据流时，h2 到 h4 的
链路在不同大小的 UDP 数据流的情况下的丢包率和时延抖动。图 13a 展示了当节点间有不同大小的 UDP
数据流时，两种方案下的丢包率对比，可以看到，当 UDP 数据流带宽小于 3 Mb/s 时，两种方案的丢包
率均为 0，带宽在 3～5 Mb/s 时，本文方案的丢包率略低于 AODV 协议寻到的路径的丢包率，在测试中
发现，随着 h2 与 h4 之间带宽的不断增加，h1 到 h3 的丢包率也有所增加，整体维持在 1%～2%之间。
图 13b 展示了当节点间有不同大小的 UDP 数据流时，两种方案的时延抖动对比，可以发现，本文方案的
时延抖动明显低于 AODV 协议寻到路径的时延抖动，且时延抖动的波动小于 AODV 协议路径的波动。
对于节点 h1 至 h3 的数据流，和 h2 至 h4 的数据流，AODV 协议选择了相同的路径，加剧了链路的
拥塞，使丢包率、平均时延和时延抖动均比本文方案更高；而本文方案考虑到了已存在流对链路的占用
情况，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降低了两条数据流对彼此的影响，使得网络中的流量更加均衡，避免了最
短路径的链路的拥塞和过度的能量消耗。

图 13
Fig. 13

双流情况下 h2 到 h4 的链路在两种方案下的仿真结果对比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of the link from h2 to h4 under the two schemes in the case of dual streams
a—丢包率；b—时延抖动
a-Packet loss rate; b-Delay jitter

4

结论
本文对软件定义无线 Mesh 网络的控制平面的建立及其路由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使用基于邻居筛

选机制的 AODV 协议建立了稳定的控制子网，并通过网络节点主动上报邻居节点的方法使控制器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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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更加稳定、有效；在建立稳定的控制子网后，本文研究了同时考虑丢包率、时延和跳数的路由
策略，经过仿真，与 AODV 协议相比，本文方案在单流、双流情况下，选定的路径的最大带宽更大，平
均往返时延、时延抖动及丢包率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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