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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恶劣环境的边缘计算综述

肖文华 1 刘必欣 1 刘巍 1 程钢 1 王跃华 1

摘 要 针对目前边缘计算综述主要聚焦于城市等友好环境的现状,基于移动设备大量应用战场的背景和挑战,梳理总结了国
内外面向恶劣环境边缘计算研究的相关机构、应用模式和协同技术进展,分析提出了战场环境下边缘计算仍待解决的关键技
术问题,可为战术边缘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提供技术参考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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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Wen-Hua1 LIU Bi-Xin 1 LIU Wei1 CHENG Gang1 WANG Yue-Hua1

Abstract For the fact that currently the survey on edge computing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work under friendly city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background that mobile devices are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battlefield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n edge computing under harsh environments is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 application modes
and advances in collaborative techniques. Further,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that remain to be solved in edge computing under bat-
tlefield environments are proposed, looking forward to providing technique referenc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at the tactical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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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特征不断突出,
以云计算模型为核心的集中式大数据处理方式已不

能完全满足应用需求. 边缘计算作为一种新兴计算
范式,旨在利用边缘设备的计算、通信资源,满足用
户对服务的实时响应、隐私与安全、计算自主性等

需求. 边缘计算通过将计算拓延至数据端,与云计算
结合,可在视频分析、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交
通以及军事等领域广泛应用,较好地解决了物联网
时代带宽增长受限与数据增长过快的矛盾. 特别是
在战场上,各类移动智能终端大量使用,指挥控制活
动不断向边缘延伸,数据处理和共享需求不断增多,
亟需通过边缘计算技术解决任务实时性高、计算能

力受限、带宽紧缺等问题.目前边缘计算还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技术和应用还需深入研究.已有学者从边
缘计算概念、应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述研究.赵
梓铭等[1] 在边缘计算概念、平台、应用和挑战几个

方面综述了现有成果.施巍松等[2] 从万物互联视角

出发,对边缘计算的概念和原理、现有研究工作案例
(即云计算任务迁移、视频分析、智能家居、智慧城
市、智能交通以及协同边缘)和面临的挑战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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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阐述. 吕华章等[3] 从工业发展视角综述了边

缘计算标准化的进展情况并以中国联通为例探讨了

产业部署、商业合作等内容.符永铨等[4] 重点从提高

边缘计算响应及时性出发,对网络架构、网络延迟测
量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优化技术以及面临的挑战方

面进行了综述. 邓晓衡等[5] 从安全信任视角出发重

点对基于信任计算模型、信任评估体系相关研究进

行了综述. Mao等[6] 从通信视角系统全面综述了边

缘计算通信模型、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现状,并从移
动管理、绿色计算、信任机制等方面描述了存在的

挑战.以上综述共同点都是聚焦城市等友好环境应
用场景,还未有专门针对恶劣环境下已有成果的公
开综述.
不同于普通城市环境, 战场等恶劣环境边缘资

源更加匮乏、可靠性要求更高,这对边缘计算技术提
出了更高要求. 具体表现为: 1)城市环境边缘服务节
点多、通信资源丰富,而战场环境边缘服务节点紧缺
且通信资源紧缺. 2)城市环境干扰少,而战场环境面
临敌对持续干扰. 3)城市环境聚焦于自动驾驶、增强
现实和智能家居等应用,而战场环境聚焦于目标识
别、文本处理、信息共享等. 4)城市环境侧重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而战场环境更需关注服务
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另外,目前针对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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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成果较多,而针对战场等恶劣环境的成果则
很少. 本文综述了恶劣环境边缘计算相关现状和成
果,区别于现有综述,主要聚焦恶劣环境移动设备应
用场景面临的挑战,从适应恶劣环境架构、任务协同
计算、数据协同共享、数据协同存储、移动管理多方

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启发更多学者进一步聚焦战
场环境边缘计算研究,推动边缘计算在军事应用落
地提供参考.

1 背景

1.1 移动设备广泛应用于战场

近年来, 网络技术以及硬件集成制造等技术的
跨越式发展, 催生了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传感
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无人飞行器

等移动设备与社会、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活动的

深度融合,开启了人类社会移动化浪潮.随着移动智
能设备功能和性能不断提升, 加之具有易携带、使
用方便的特点,移动智能设备已经开始广泛运用于
军事行动[7]、灾害救援[8−9] 以及应急管理[10] 等方面.
移动带来的不仅是灵活与方便,更为各领域变革提
供了新的范式和机遇.通过利用移动智能设备丰富
的功能 (如计算、存储、通信、定位以及传感等),一
方面, 借助移动设备本身具有的计算功能, 极大地
方便了这些场景下的数据获取、数据存储、任务处

理、数据共享以及数据传输等工作,另一方面以智
能无人装备为代表的移动设备能适应枯燥、肮脏、

危险的 (Dull, Dirty, Dangerous, 3D)环境, 可以替代
战士执行任务或拯救士兵的生命[11]. 以战场应用为
例, 美国[12]、英国[13]、韩国[14] 和以色列[15] 等国家

均已着手智能移动设备在战场的部署,尤其以美国
应用最广、步伐最快.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 (DISA)等国防相关
部门在过去几年已经启动了移动设备军事应用的相

关计划和项目. 2010年, DARPA就已宣布招标专用
于军事领域的智能手机[16]. 2012年,美国颁布了《移
动设备战略》[17],将移动设备的应用提高至国防战略
的高度. 2013年,美军又颁布了《商用移动设备执行
规划》[18],对移动设备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进行了部署
和规划. 为战术移动设备提供随遇接入的网络连接,
美军已在陆军完成了WIN-T (Warfighter Information
Network-Tactical)战术信息网络的部署[19]. 2016年 5
月,美国空军发布了《2016–2036年小型无人机系统
飞行规划》,将小型智能无人机作为战场发展的主要
对象,希望构建横跨航空、太空、网空三大作战疆域
的小型无人系统,并在 2036年实现无人集群协同作
战的发展目标[20].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美军已敏锐洞
察到智能移动装备战场应用将带来的巨大能量,并

将移动装备战场应用作为未来战斗力提升的重要增

长极.

1.2 面临的挑战

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民用环境, 战场等边缘环
境由于面向应用的特殊性,除了移动设备能力受限
外,还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1.2.1 环境高度不可测

由于面向的是作战应用, 战术边缘各种环境处
于与敌方的持续高度对抗中. 物理节点可能遭受敌
方攻击,电磁环境会遭受敌方干扰,网络环境会遭受
敌方入侵等等. 不同于民用环境来自外部不可测因
素相对较少,战术边缘敌对环境下,敌我双方的高度
对抗,使得系统的各个环节的不可测因素急剧增多.
这种不可测因素不仅会导致战术边缘通信中断,也
可能导致系统的不可用.

1.2.2 计算资源更加紧缺

随着移动终端传感器不断丰富,产生的数据量
不断增长. 自 “911” 事件以来,美军来自战术边缘无
人机和其他监控技术产生的传感数据增长量多达 16
倍[21]. 然而,传感器数据量快速增长超过了战术边缘
数据传输或处理的速度,导致收集的大量数据得不
到有效处理和分析. 此外,目标识别、语音转换以及
文本翻译等计算密集型应用不断在战术边缘终端普

及,数据处理压力日益增长,使得战术边缘环境计算
资源更加匮乏.

1.2.3 通信条件差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民用领域网络设施已
经比较完善,我们生活所在的城市区域部署了大量
位置固定的通信基础设施 (如蜂窝基站、电话线、
无线接入点以及光纤链路) 以保证市民能随时随地
获取带宽高、稳定性强的网络. 然而, 在战术环境
下, 通常缺少固定的通信基础设施, 意味着战术边
缘节点必须依靠一些替代者如卫星网络,自组织网
络, 车载中继网络等. 由于节点的移动性和战术边
缘环境的恶劣性,这些网络通常表现出不可连接,间
歇性连接以及低宽带 (Disconnected, Intermittent and
Low-bandwidth, DIL)连接的情况.

1.2.4 能源问题尤其突出

移动终端必须依赖能源才能正常工作,能源问
题在终端部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尽管移动设备各
方面性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移动设备电池续航
能力却未取得同步增长. 举例来说,大部分智能手机
在开启应用情况下续航时间在 10 h左右. 这显然限
制了终端长时间使用效能.在民用场景,可以借用固
定充电点以解决边缘服务器或移动设备电量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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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战术边缘环境,只能通过携带大量预先充满
电的电池以尽量延长移动设备使用时间. 据报道[22],
在阿富汗战争一次跨度 72 h的任务中,美军士兵需
要携带 7种不同类型的共 70块电池以支持移动设备
工作.这 70块 7种不同型号的电池给士兵的负载增
加了约 20磅的额外负载,严重影响了士兵的体能.

2 相关概念发展简述

计算的硬件形态、计算体的连接形式与应用的

需求发展相互影响,使得计算范式经历了集群计算、
网格计算、对等计算等形式;进一步的发展使计算再
次回归集中,形成云平台、数据中心＋终端的中心计
算模式,表现为云计算与数据中心服务[5] . 随着大数
据时代来临、物联网兴起,边缘计算应运而生. 学术
界和产业界先后提出了移动云计算、微型数据中心,
微云 (Cloudet)和雾计算等概念. 这些模式的演化实
质上是随着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计算、存储和通信
资源在本地至资源中心链路上的不断优化调整. 以
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协同是实现资源在终端到云端不

断优化调整的途径. 边缘计算相比于云计算,就是将
计算、存储以及通信功能不断下沉至用户端,以提高
近端响应速度,降低骨干网络压力. 因而,边缘计算
范式尤其适用于数据处理需求大、实时性高等场景.
就计算模式来讲,云–边–端模式是边缘计算领

域普遍采用的模式,云是指拥有海量资源的数据中
心,边是指靠近用户端的具有一定计算和存储能力
的设备 (如智能电话、无线接入点、基站等),端是指
移动用户末端. 通过三层协同,充分发挥云、边缘服
务器和终端的综合优势,实现资源利用率、能耗、带
宽、存储等多方面的优化, 最好地平衡三层资源的
使用,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提高系统效用和用户体
验. 在实际服务中, 可根据应用场景和实际网络连
接条件,选定不同的服务模式. 如图 1所示,在协同
架构下,边缘计算单元有 3种不同的类型,边缘设备
(Edge Device, ED)、边缘服务器 (Edge Server, ES)、中
心节点 (Central Node, CN),资源共享与协同有 4种基
本的模式,核心区别是通过不同类型执行体 (执行任
务的计算单位) 将协同的资源连接起来构建协同方
式. 联合体 1表示了边缘服务器和移动设备的协同,
移动设备将计算卸载至边缘服务器 (执行体 1)进行
任务处理; 联合体 2表示了移动设备间自组织协同,
通过移动设备之间构建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任务协

同 (图中 ED6作为执行体);联合体 3表示云–边–端
三层协同,以边缘服务器为中间节点,实现了移动节
点与云端的直接协同,移动节点可充分利用云中丰
富资源; 联合体 4表示边 -边协同,通过多个边缘服
务器连接,实现了边缘执行体与覆盖范围外节点的

协同. 4种模式有各自优缺点,联合体 1的优势在于
就近计算,减少了网络通信压力和延迟,但边缘服务
器能力受限,难以满足大量计算要求. 联合体 2的优
势在于可以利用周边移动节点资源,实现任务快速
处理,但节点的移动性导致任务分配和节点管理非
常复杂. 联合体 3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云端海量的
资源,但通信链路过长;联合体 4的优势在于可以充
分利用边缘服务器之间的一体化协同能力,但增加
了边缘服务器之间协同管理的复杂度.在战场等恶
劣环境下,网络条件动态变化,任务时效性高,既需
要本地自组织协同,又需要远端云协同.在选择服务
模式时需要综合考虑任务要求、各类型节点能力状

态以及网络状态,选择合适的协同方式,满足任务处
理计算需求.
目前, 利用边缘计算技术解决战场环境中的计

算、传输和存储问题的公开资料较少, 但在军事应
用中发展边缘计算的需求已愈加迫切.为应对战场
日益增涨的数据处理压力, 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
分别提出了陆军战术云 (Army Tactical Cloud)[23]、海

军战术云 (Navay Tactical Cloud)[24] 和空军战斗云

(Combat Cloud)[25] 概念, 其共同目标是加强战术节
点的互联互通、增强末端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 从
而获取 OODA决策环优势. 目前美各军种均在实施
相关计划以解决各军种边缘信息服务终端延拓的问

题.为发展陆军战术云,于 2018年 8月 1日举行了陆
军战术云技术交流会,邀请相关工业部门就分布式
指挥、指挥所数据处理交换面临的技术问题、战术

环境、基础网络设施建设以及数据分发与共享技术

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相关研究课题供工业部门申
请[23]. 海军战术云的思想是通过利用云计算、人工
智能和应用接口技术,在舰船上部署基础设施以解
决海军大量数据实时处理问题,并给出了舰载数据
中心部署和应用方式的初步考虑.空军战斗云是倡
导在信息化联合作战中,基于强大的 C4ISR系统,将
情报、机动、后勤保障和情报获取四大功能为一体,
最大化实现陆海空天网不同领域武器系统的信息快

速共享和互操作.
在边缘计算军事应用技术发展方面, 现有公开

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新加坡等

军事部门和学术机构. 美军军事研究院[26], 美国国
防分析研究所[27] 以及卡耐基梅隆大学[28−29]以及佐

治亚理工学院[30] 等单位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
且部分工作由美国国防部[23−24]、美国陆军研究实验

室 (Army Research Laboratory, ARL)[26,30−31]和美国

自然科学基金[30] 资助,可见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
经走在了前列. 其中,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26] 研究

了战术边缘如何部署高性能服务作为 Cloudlet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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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服务模式

题 (CloudletSeeding),使得各移动终端到达 Cloudlet
的跳数尽量少并满足 Cloudlet部署数量约束,可为制
定战场边缘服务部署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卡耐基梅
隆大学 Lewis等[28] 首次提出了 Tactical Cloudlets的
概念, 并设计了具有前线部署、可发现和虚拟化特
点的技术架构, 开发了原型系统并对边缘环境下 5
种资源服务方式进行对比,认证了所提架构的可行
性和优势. 此外, Simanta等[29] 基于 Cloudlet提出了
战术边缘云参考架构,并实现具有服务动态迁移能
力的原型系统.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将移动设备作
为美军指挥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从应用生态构成、
演化以及军事应用面临的挑战等方面阐述了移动设

备军事应用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22]. 佐治亚理工大
学 Alireza等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军陆军研究
实验室项目的资助下研究了车载高性能服务器作为

Cloudlet为战术边缘移动设备提供服务,分别研究了
不同情况下 (静止,移动)的计算和通信调度问题[30].
此外,加拿大,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防部门也开

始进行了相关问题研究.加拿大国防研究与发展局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ada, DRDC)
颁布了一份关于如何使用战术云 (Tactical Clouds)以
增强战斗人员效能的报告[21]. 报告评估了 4种战术
云模式 (中心式、分布式、微云以及自组织式)为战
术边缘使用战术云系统提供参考. 英国帝国理工大
学[31]研究了面向作战场景的Mobile Micro-Cloud,并
阐述了其中的关键问题,比如如何对应用进行分类
描述,确定哪些场景应用需要迁移至边缘以及如何
将应用映射至现有资源等. 新加坡国防科技局[32] 研

究了利用移动云计算增强海军指挥控制能力的问题,

实验显示所提出的缓存策略和基于 Cloudlet的策略
显著增强了海军在 DIL 网络条件下获取远程云的响
应能力.
综上, 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开展战术环境下的边

缘计算技术研究,但也处于起步阶段,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尚未部署具备突出能力的应用系统.

3 关键技术研究现状

边缘计算主要通过构建云 –边–端三级协同架
构,根据任务和网络状态决定将终端数据动态地放
置在云端、边缘或终端任意节点处理,从而提高数据
处理的实时性,降低主干网络压力和终端能耗.协同
是其中最核心的技术,通过多节点互相协同、互相协
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克服单个节点能力不足
的问题.尤其对于战场环境来讲,任务负载大、资源
更加紧缺,协同行为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协同克服战
场环境下单个设备计算能力不足、通信资源紧缺等

问题.下面以边缘计算云–边–端三层协同架构为基
础,主要从协同架构、协同任务处理、协同数据卸载
和存储协同分析研究现状.

3.1 架构设计

基于移动节点的分布式计算架构是移动节点群

组之间协作的基础. 在控制架构方面, 部分工作通
过借助软件定义思想 (SDN, Soft Defined Network)构
建集中式控制器获取各节点实时状态从而分配任

务.文献 [33]研究了移动微云中移动节点间的任务
公平分配问题,提出了基于 SDN的动态任务分配框
架, 并提出了基于能量分析的任务分配算法.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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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在不同区域动态变化特性,指出如何部署边缘
服务和分配任务是边缘计算面临的问题.大量部署
固定边缘服务器显然造成资源浪费问题,而边缘服
务部署太少又造成延迟过大. 对此, 文献 [34] 提出
了基于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技术的边缘服务器
动态部署、资源动态分配和任务分配策略, 按照负
载需求变化调整边缘服务资源的动态供给,从而降
低总运营成本同时提高服务质量. 齐彦丽等[35] 结

合 5G技术提出了融合ＭＥＣ的未来５Ｇ移动通信
网络架构, 所提架构可灵活、自适应地支持多种通
信模式, 同时可采用虚拟化技术实现通信、计算、
存储资源的高效共享. 在计算模型方面, 为适应移
动环境下的分布式计算,已有学者尝试将传统基于
大规模集群的 MapReduce分布式计算模型引入移
动设备集群中,解决边缘环境下的移动设备协同计
算. Marinelli提出了面向智能设备移动云的分布式
计算模型 Hyrax[36] , 该模型基于 Hadoop可以实现
多移动设备间的分布式计算.所设计的原型系统将
TaskTracker与 DataNode运行在安卓智能手机中,而
Jobtracker和 NameNode则运行在单个的服务器中,
成功验证了基于 Hadoop实现移动终端分布式计算
的设想. Kakantousis等[37] 在诺基亚智能手机中实现

了分布式计算框架 Misco.与 Hyrax相似,其属于服
务器/服务器负责维护不同用户的任务以及将这些任

务分配至不同的节点. 而文献 [38]中的服务器/客户

端模型实现了 MapReduce逻辑并从 Maser节点获取
结果.另外, Marozzo等[39]提出了 P2P-MapReduce框
架并实现了原形系统,其利用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数
据并行处理,能够适应动态环境下的网络拓扑. Johnu
等[40]提出了分布式移动数据系统 (Mobile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MDFS),其将 Hadoop中的 HDFS替换成
具有 K-out-of-N容错能力的 MDFS以确保战术边缘
环境下能效、可靠性以及安全性.作者还设计了中心
式和分布式两种架构,并从文件操作 (如读写、增加
以及删除)和一致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这些技
术都为边缘协同提供了基础.

3.2 任务协同处理

在云 –端任务协同处理方面, 研究人员通过将
移动设备中的任务计算卸载至资源更丰富、功能更

强大的远程云数据中心的方式,以达到缩短任务处
理时间和节省能量的目的. 从卸载问题本身看, 计
算卸载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动态环境下决

定 “卸载方式”、“卸载粒度” 以及 “卸载决策” 3 个
方面的问题. “卸载方式” 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代码或
程序在移动端和云端无缝执行的问题.然而,由于移
动设备、微云以及云端服务器硬件、操作系统异构

性较强,程序或代码的无缝执行成为一大挑战.针对
这一问题,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云端
协同方面,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虚拟机的路
线[41−43],一类是基于跨平台执行框架的路线. “卸载
粒度” 关注的核心是应用分割问题.应用分割是将应
用分割成不同的碎片任务,以便在云中更快地完成.
这是有效进行任务卸载的前提.从卸载的粒度上,可
以分为虚拟机或程序粒度、线程粒度、模块粒度和

函数粒度. “卸载决策” 关注的是在动态环境下,根据
任务要求以及上下文环境 (网络状态,云端资源) 等
决定是否卸载以及卸载应用中的哪部分等相关问题,
其目的就是通过卸载加速任务执行,节省能耗.如图
2所示,决策结果可能是本地执行、部分卸载或者全
局卸载. 总结已有成果,模型需要考虑的因素如表 2
所示,需结合输入、约束、目标和输出进行建模,以
满足不同场景、不同类型应用需求.

表 1 模型考虑因素

输入 约束 目标 输出

网络带宽状态

网络延迟

电量

服务请求

节点移动状态

· · ·

用户 QoE要求

CPU计算容量

存储容量

传输延迟

网络带宽

安全因素

可靠性

· · ·

总体效用最优

最低延迟

最小执行时间

最低能耗

最可靠

最小数据传输

最小交互数量

· · ·

任务执行模式

任务分配策略

资源分配策略

任务迁移策略

· · ·

图 2 卸载决策示意图

在端端任务协同处理方面, 目前也已经有相关
研究成果. Kao等[44] 将程序划分成多个由有向无环

图表示的子任务集,研究了具有依赖关系子任务在
移动节点间的分配问题,以最小化延迟为目标提出
了具有近似的多项时间复杂度的算法. 为应对移动
节点无线链路带宽受限、间歇性连接的情形, 也有
研究者通过预测节点间的接触行为,研究了节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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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载分配问题[7,38,45]. 文献 [46]提出了 Srendipity
方案,其中每个移动设备中的计算任务被建模成有
向无环图问题, 图中的节点代表应用程序, 而边则
代表程序之间的数据流. 通过将每个子任务描述成
PNP-block(主要包含预先处理程序,n个平行程序以
及后处理程序),以简化任务间的数据流,并降低不确
定性对任务的影响.文献 [47]考虑一组移动设备以
协作的方式处理一组任务,假设各任务处理能耗给
定的情况下,通过优化分配至各移动设备的任务以
平衡各移动设备的能量,从而使得整个移动设备云
(Mobile Device Cloud)生存时间尽量长. 值得注意的
是,现有研究有以下不足: 1)程序卸载伴随着数据的
卸载,现有模型大多假设数据能在一次接触内传输
完毕或节点间有稳定网络连接. 2)移动设备自组织
云中,环境高度动态变化,现有工作在任务卸载至其
他节点后并未考虑任务执行的可靠性.
在云 –边–端三层协同处理方面, Tong等[48] 已

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研究了动态负载在不同
层次的分配问题,即何时在本地执行,何时聚合至边
缘层执行,何时聚合至远端云,实现了根据任务和环
境的动态变化自适应选择协同模式.

3.3 数据协同卸载

数据卸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应对当前不断增

长的无线通信压力,将部分流量通过点对点或多跳
传输以缓解中心节点的压力,或在网络不连通时通
过接力方式将数据传输至目的地,数据协同卸载实
质上共享的就是节点的通信资源. 其中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选择最优的路径进行数据卸载,考虑的因素
包括节点能量、数据时效性等. 如图 3所示, 节点
f 产生数据 R需向云中报送,共有 f->h、f->e->h和
f->g->h 3条路线.考虑 f->h需要用到蜂窝网络传输,
能量消耗比点对点传输显著增大,而节点 g的现存
电量大于节点 e的电量. 因此,若以平衡各节点电量
为目标, f->g->h则为最优的数据卸载路径. 目前已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文献 [49]基于编码策略研
究了车载网络环境下何时进行编码以及如何进行网

络资源分配的问题.为了提高数据投递成功的概率.
Lu等[50] 提出了机会网络下数据卸载的概率框架模

型,这种模型能够适用无限制的通信环境. 文献 [51]
研究了移动社交网络下的数据卸载问题,利用社交
过程中的机会通信以进行数据分发. 文献 [52]研究
了截止期敏感的数据在WiFi 网络中的卸载问题,并
提出了离线和在线算法求解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工作均假设所有的节点是可靠的,模型未考虑任
务的容错.在战场等恶劣环境下,由于环境的敌对性
和复杂性,节点因遭受敌方攻击或干扰而不稳定,已

有成果难以适用该场景.

图 3 数据协同卸载和共享示意图

3.4 数据协同共享

在移动网络带宽受限的情况下, 移动设备间实
现数据的协同共享可以有效减缓主干网络的压力.
如图 3 所示, 节点 c 产生数据 L 需要与周边节点
a、d、b共享,若采用中心节点转发方式,必将给区域
中心节点 h造成过大通信压力,采用协同点对点共
享方式则不需经过中心节点. 协同共享的问题被转
化为数据量的分配和路由的选择,考虑的因素包括
优先级、时效性、能量等. 若 d为指挥官节点,优先
级高, c产生的数据 L 首先传输至 d,然后与节点 b
共享,同时 c将数据分发至节点 a.近年来,该问题吸
引了大量学者关注. Bao等[53] 为降低蜂窝网络通信

压力设计了一个通过 D2D (Device To Device)通信进
行数据共享的原型系统 DataSpotting,其中 3G信号
被用作控制信道而 WiFi 被用于数据传输.然而, 该
系统仅仅通过实时获取各节点的位置信号、数据列

表与请求数据匹配而进行数据传输决策,未将多接
口、节点 QoE异构性以及能源效率等因素考虑到数
据传输的优化机制设计中. 文献 [54]中设计了一种
数据预分发策略,以减少通过云资源进行数据共享
产生的延迟. 它通过为每个移动设备配置虚拟的云
镜像以提高数据共享的性能. Tysowski[55] 等研究了

点对点网络下智能手机之间的内容共享问题,提出
了一种新的基于处理能力、内存、电池能量约束下

的协议框架. Poularakis等[56] 研究了路由至基站的

内容请求数最小化问题并提出了联合路由和缓存的

解决方案.文献 [57]针对节点间数据共享问题,基于
Lyapunov技术提出了一种动态的算法以提高数据传
输效用. 然而, 其中的约束条件由于过于严格而不
符合实际情况 (例如,数据只能在一个子 cell中传输
而且基站在同一时段内只能为单个节点提供服务).
为解决 D2D通信环境下的数据安全和可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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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等[58] 提出了数据安全共享协议以及基于对称

加密的数据共享系统[59]. 以上工作假设节点在云中
是对等的,因而各节点具有平等的机会获取数据. 然
而,在恶劣环境中,通信资源非常有限,如何适应不
同节点要求异构性以使得资源优先分配至重要节点

显得非常重要.

3.5 数据协同存储

移动边缘节点不断产生大量数据, 数据的本地
存储/缓存是应对恶劣环境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 通
信网络的间歇性连接,要求常用的基础数据存储在
本地以降低网络依赖;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资源紧缺,
实时产生的大量传感数据无法及时上传至云端,需
要暂存本地. 然而,由于节点有限的存储能力以及存
储数据高可靠性要求,数据通常被划分多个片段存
储在多个节点中,且互为备份. 因此,需要研究移动
设备群组节点存储能力异构、数据使用频率各异、

群组网络拓扑动态情形下数据协同分布式存储问题,
使得在需要时数据能快速组装且最大化提高存储效

率.针对移动节点存储能力受限问题,已有学者通过
在不同终端冗余备份数据块的方式协同存储,克服
网络条件差的环境. 一些研究工作在优化数据放置
时考虑了通信延时与通信成本.例如, Alicherry等[60]

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近似算法来最优化数据在多数据

中心放置时的能耗成本. Beloglazov等[61] 通过一种

改进的最优下降算法解决了类似的问题. Shires等[62]

提出了一种在多移动终端中存储负载均衡的数据放

置策略.但上述这些工作大多针对静态网络设计,没
有考虑动态网络环境下计算资源受限的移动终端的

特点. 此外, 一些学者对由移动终端构成的动态网
络中数据存储问题进行了研究. Neumann等[63] 利用

移动终端设计了一种 P2P存储系统,可以在最小化
网络能耗的同时最大化用户的满意度. Huang等[64]

将移动终端视为 Ad-hoc网络中的服务节点,研究了
网络中信任管理、安全路由、风险管理等一些列问

题. Stuedi等[65] 设计了WhereStore,一种基于位置的
数据存储机制,它通过移动终端位置的历史信息,决
定在何处预先备份云数据中心的数据,以最小化用
户获取数据的延时. Abolfazli等[66] 设计了是一种面

向服务的集中式移动终端服务框架 MOMCC.在该
框架中,有意愿分享空闲资源的移动终端向管理节
点注册自己的信息, 当其他终端有资源需求时, 向
管理节点发出请求, 由管理节点分配空闲资源. 前
期,本文作者也对边缘计算中的协同存储问题进行
了研究[67],提出了基于交替方向乘子法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的协同存储算法. 该
算法能够在保障可靠性的前提下最小化能源消耗和

节点撤离风险. 虽然以上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未针
对复杂网络条件、敌对环境进行研究.如何平衡处
理能耗、数据冗余及存储效率等因素,使得在保证可
靠存储的条件下,实现能耗最小化,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不受群组移动节点动态变化的影响而制约群组

的整体性能,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6 移动管理问题

边缘计算依靠资源在地理上广泛分布的特点来

支持应用的移动性,边缘计算节点通常只服务周围
一定范围内的用户. 不同于云计算服务部署的位置
固定,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服务器,边缘计算中服务
需要随着用户终端位置变化而移动以保证用户端服

务平滑切换.学术界将这类问题称为边缘计算移动
管理问题,主要包含资源的发现和服务切换问题.
资源发现是指在终端移动的过程中需要快速发

现周围可以利用的资源,并选择最合适的资源.目前,
在传统云计算领域已经有较成熟的技术,包括云监
控 (Cloud Monitor)和云中介 (Service Brokerage),但
是在边缘环境下资源发现要适应资源的异构性,且
要在边缘服务部署点较少的情况下快速发现资源,
使得在可用资源少且不稳定情况下,仍能不间断提
供服务.

服务切换是指用户的移动造成终端获取的服务

从某一节点切换至另一节点. 通常,边缘节点服务以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形式封装,因而边缘计算移
动管理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虚拟机切换问题,通常
有两种方式解决此问题.第 1种是云数据中心普遍
采用的虚拟机在线迁移,即首先将运行时的虚拟机
挂起, 然后将与运行时相关的处理器、磁盘以及内
存等状态数据迁移至目的节点,最后重新启动虚拟
机以实现漂移. 由于边缘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虚
拟机切换与云计算中虚拟机迁移有显著区别.一是
边缘计算虚拟机切换要考虑全部完成时间,而虚拟
机迁移重点关注虚拟机的挂起时间而非全部迁移时

间. 二是考虑到基础设施部署的经济因素,边缘节点
间的网络千差万别,因而无法保证类似云数据中心
的高带宽网络,会造成较大的延迟. 第 2种是卡耐基
梅隆大学 Satyanarayanan等[68] 提出动态虚拟机合成

(Dynamic VM Synthesis)技术,其主要思想是通过仅
仅更改与应用相关的数据,从而实现应用在不同的
执行环境中快速切换的能力,以提高移动计算在敌
对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动态虚拟机合成技术主要包
括 3个方面,基础虚拟机 (Base VM)预装,应用覆盖
(Overlay)计算和迁移,以及虚拟机重启. 其中,基础
虚拟机是指仅装有必要操作系统的虚拟机,而应用
覆盖是指基础虚拟机装有应用时的状态与基础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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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之差. 由于虚拟机具有屏蔽底层硬件平台的特性,
使得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在边缘服务器中,
这为战场异构应用环境使用边缘计算服务提供了很

强的灵活性. 此外,文献 [69]在虚拟机合成技术基础
上对迁移数据进行编码、去冗和压缩,且根据系统的
瓶颈提出了自适应算法选择模式,有效提高了传输
的时效性.

4 仍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对恶劣环境边缘计算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该方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任务多样性,通信复杂性以
及应用高时效性,使得构建基于边缘计算的信息协
同处理在架构设计、任务处理、通信调度、数据存储

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仍有诸多重要问题值
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1)抗毁顽存机制.在任务处理、数据共享和数据
存储中,依赖各节点协同完成不同任务.由于网络间
歇连接, 节点易损毁等因素,研究恶劣环境下计算、
通信和存储方面的抗毁顽存机制是提高边缘服务可

靠性的重要内容.
2)敏捷自适应协同架构. 战场等恶劣环境通常

呈现任务复杂多变、通信窄带弱连接,迫切需要根据
网络条件,任务需求敏捷自适应构建端边协同、边边
协同和端端协同的边缘计算协同架构,满足动态环
境下的任务计算、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联合体内

数据透明访问需求.
3)服务质量分级机制.由于恶劣环境下网络资

源、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相当受限,如何保障重要节
点、重要业务优先享有边缘资源的情况下,最小化服
务等待是提高资源有限情况下信息服务质量的有效

途径.
4)服务快速部署技术. 在云边端架构下, 大量

资源集中在云端,为了快速遂行相关任务 (救灾或作
战),边缘节点需要快速开设与部署服务,如何在加载
大数据量情况下最小化服务开设时间且保证数据可

用性是应对快速反应情形面临的现实问题.
5)能源补给技术. 战术环境能源问题突出,主要

来源于能源易耗和能源难取之间的矛盾. 有两个方
面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能源保障供给机制和
方式,通过构建类似油库、弹药库的方式,设计相应
能源补给机制,使得终端能够快速获得能源补给;二
是通过研究快速充电技术,使得终端能够快速补充
能量.

6)安全认证和隐私计算技术. 不同于传统计算
模式,边缘计算在网络、设备以及服务系统方面存在
与以往不同的安全挑战.其一,边缘系统的异构性使

得传统安全认证方式已不再适用. 其二,多种无线通
信技术的使用使得信息暴露的危险性更大.此外,战
场环境敌对性使得终端节点可能被敌方攻击节点欺

骗,有必要对隐私数据进行预处理再卸载至边缘服
务器. 因而,亟待解决边缘计算环境下的安全接入认
证机制、通信保密机制和安全隐私计算机制.

7)典型部署模式和应用场景. 当前,边缘计算产
品已经出现在民用领域,大多落在数据智能分析、任
务计算等应用领域.由于战场环境的特殊性,任务的
多样性,仍有大量战场环境下的边缘计算应用场景
尚未发掘. 亟需结合作战业务需求,场景特点,凝练
符合业务实际的边缘计算应用体系,构建典型应用
的服务部署模式和应用模式,为边缘计算在战场实
际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结论

随着移动应用的智能化发展,边缘节点自主能
力不断增强,信息处理和信息交互任务不断增多,这
对边缘节点的态势感知、信息处理和判断决策及时

性要求不断提高. 受现有技术和成本限制,单个设备
能力已满足不了战术行动对信息获取、任务处理和

数据传输速度要求的增长. 这要求任务计算和数据
处理重心不断向边缘延伸,通过依赖边缘或终端节
点的闲置能力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同时降低向远端
云数据传输链路的强连接依赖. 边缘计算通过构建
云边端三级协同架构,根据任务和网络状态决定将
终端数据动态地放置在云端、边缘或终端任意节点

处理,从而提高数据处理的实时性,降低主干网络压
力和终端能耗.鉴于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面向城市友
好环境背景,文章聚焦边缘计算在恶劣环境的应用,
从应用背景、存在挑战、研究机构、技术研究现状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仍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初
步概括,可为恶劣环境尤其是战场环境应用边缘技
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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