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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据链动态门限统计优先级多址接入协议

程文驰 1,2 张施施 1,2

摘 要 为实现战场态势的实时共享,通信时间延迟已经成为数据链的关键指标之一.战术瞄准网络技术在链路层采用基于统
计优先级的多址接入协议,该协议可以粗颗粒度保障业务的时延服务质量,但离散优先级分类和固定门限导致队列中的高优先
级业务排队造成时延. 提出了基于动态门限的统计优先级多址接入协议,在链路层面将离散优先级表征转化为连续表征,将固
定门限拓展为动态门限,该协议通过按需调整门限可使高优先级业务实现零排队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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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al-time sharing of battlefield situation, dela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of the data link.
Tactical targeting network technology (TTNT) realizes the statistical priority-based multiple access protocol (SPMA) in the link layer.
The protocol guarantees the delay-bound quality of service in a coarse-grained manner. The discrete priority classification and the fixed
threshold cause delays in the queues of high-priority services. In this paper, a dynamic threshold based statistical priority multiple access
protocol (DSPMA) is proposed, the discrete priority characteriza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continuous characterization at the link layer,
and then the fixed threshold is extended to the dynamic threshold. The protocol adjusts the threshold as needed to enable zero-queue
delay for high-prio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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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链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其已经成为提高系统整体作战能力的关键.数据
链是一个数据通信系统,能够链接战场上的感知平
台, 指挥控制单元, 武器打击设备等各种作战平台,
可使各个作战平台间快速交换战术情报,实现战场
态势的共享和信息的实时性传递,提高协同作战的
能力,其中通信时间延迟是数据链的关键指标之一,
如何进行数据链时延管控已经被广泛研究[1−5].

目前美军实时性最先进的战术数据链是战术

瞄准网络技术[6−7], 如图 1 所示, 其一跳突发传输
185 km要求时延在 2 ms内,而 2 ms已经逼近传输时
延和处理时延的极限,因此,严格约束下的数据链时
延管控成为一大难题.针对该问题,需要研究一种方
案,可以使高优先级的数据包时延尽可能短,并支持
多个不同的优先级和大量的用户接入. 为此人们提

收稿日期 2020-02-08
Manuscriptreceived February 8, 2020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西安 710071 2.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071
1．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1, China 2．State Key Labora-

tory of Integrated Services Networks, Xi’an Shaanxi 710071, China

出了在链路层面以 “全双工” 通信为基础,基于统计
优先级的多址接入协议,业务按优先级离散分类,再
将实时的信道负载统计值与对应优先级的门限进行

比较,从而选择传输或者退避,以降低较低优先级业
务的分组成功传输概率和实时性为代价,保证高优
先级分组的成功传输概率[8−9]. 然而,该方法是粗颗
粒度的保障业务的时延服务质量,将具有差异性时
延服务质量需求的大量业务归类,即使是最高优先
级队列,也会由于固定门限导致该优先级队列中相
对高优先级的业务排队造成时延.

图 1 TTNT战术数据链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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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双工通信和多信道机制

该协议在物理层采用跳频、跳时和脉冲调制技

术,实现了全双工通信. 采用多信道机制,单节点可
同时在 5个动态分配信道上进行 “4 收一发”, 即每
个节点可同时在 4个信道 (频点) 上接收和 1个信道
(频点) 上发送[10−12]. 发送前先将数据包拆分成脉冲,
然后每个脉冲按照对应跳频跳时图案选择对应频点

和时隙进行发送. 由于不同节点可以同时占用不同
的信道进行发送或者接收,所以可实现全双工通信.
如图 2所示,为多节点发送数据包示意图,图中的脉
冲来自不同的发送节点,同一时隙的 5个频点上可
以同时发送来自 5个不同节点的脉冲.

图 2 多节点发送数据包示意图

2 获取信道占用统计值

该协议通过 MAC层与物理层的交互获得信道
占用统计值,该值反映某一时段内信道的忙闲程度,
即通过在预定周期内检测脉冲数目来确定信道的活

动水平. 在每个频点上分别计算信道占用统计值,得
出所有接收机的数据在整个可用时频空间的信道占

用统计值. 在预定周期结束后, 进行一个随机回退,
自动生成一个新的预定周期,从而生成一个新的信
道占用统计值[13]. 信道占用统计值在每个跳频跳时
图案变化的时间间隔 T 内统计一次,该值取决于从
物理层获得的本地节点发送的脉冲数目 T xLoad和
接收的脉冲数目 RxLoad之和.具体步骤如下:

1)单节点在一个统计窗口 T 内的每个频点上统
计一次获得的脉冲计数表示为

Load SUM j (T) = T xLoadj (T) + RxLoadj (T) (1)

其中, j = 1,2, · · · ,N表示节点占用的第 j 个频点 f j .
2)设信道占用统计值的预定周期为 M 个统计

窗口,且距离当前时刻越近的窗口对当前网络影响
越大,则当前时刻在频点 j上获得的加权脉冲计数为

Load SUM j =

M∑

i=1

βi × Load SUM j(Ti) (2)

其中, Ti 为第 i 个统计窗口, i 越小表示离当前时刻
越近, i 越大表示离当前时刻越远. βi 为第 i 个统计
窗口的加权系数, 且有 β1 ≥ β2 ≥ β3 ≥ · · · ≥ βM,∑M

i=1 βi = 1.
3)为了表示信道的忙闲程度,假设系统可承受

最大负载值为 Load MAX. 则当前时刻的信道占用
统计值 l 为该节点所占频点的信道占用统计值的均
值,即

l =

E

{
N∑

j=1
Load SUM j

}

Load MAX
,0 ≤ l ≤ 1 (3)

其中, E{ · }表示期望值. l 越大对应信道负载越重, l
越小对应信道负载越轻.

3 连续优先级表征体系

将数据链中的无线衰落信道建模为块衰落信道,
即信道功率增益在固定帧持续时间内保持恒定,在
不同帧之间独立变化. 假设帧持续时间小于衰落相
干时间,但是足够长使得无限码块长度的信息理论
假设是有意义的. 采用 Nakagami-m信道模型,概率
密度函数用 pΓ(γ)表示如下:

pΓ(γ) =
γm−1

Γ(m)

(
m
γ̄

)m

exp

(
−m
γ̄
γ

)
, γ ≥ 0 (4)

其中, Γ (·)表示 Gamma函数, m表示 Nakagami-m分
布的衰落参数, γ 表示瞬时信噪比, γ̄ 是接收机的平
均接收信噪比.
本文对于不同优先级的业务在链路层提供服务

质量保障机制,每一种业务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均
量化体现[14−15].基于大偏差理论,对于具有固定遍历
到达和服务过程的动态排队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队
列长度过程 Q (t)的分布收敛于一个随机变量 Q (∞),
使得

− lim
Qth→∞

log (Pr{Q (∞) > Qth})
Qth

= θ (5)

其中, Qth 是队列长度边界,参量 θ 为时延服务质量

指数,用以衡量时延服务质量违反业务需求的指数
级衰减速率.队列长度边界违反概率可以近似为

Pr{Q (∞) > Qth} ≈ e−θQth (6)

上述理论表明,随着队列长度阈值的增大,队列
长度超过该边界的概率呈指数级衰减. 当 θ 较大时,
对应于较高的衰减概率,表示系统能保障严格的时
延服务质量需求,而当 θ较小时,对应较低的衰减概
率,表示系统只能保障松弛的时延服务质量需求. 特
别地,当 θ趋于零时,表示系统可以容忍任意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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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而当 θ趋于无穷大时,表示系统不能容忍任意时
延,这对应及其严格的时延服务质量需求.
不同时延需求的业务具有不同的时延服务质量

指数,可将第 i 个优先级业务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用
参量 θi(θi > 0)表示. 从而构建连续优先级表征体系
{θ1, θ2, θ3, · · · , θK}, K为业务数目. θ越大,对应数据包
的优先级越高; θ越小,对应数据包的优先级越低.
由于业务具有不同的优先级, 将业务按照进行

离散优先级分类会导致高优先级业务排队造成时延,
不能保障具有严格时延约束业务的优先接入,因此,
构建面向差异性业务时延需求的连续优先级表征模

型,可满足各优先级业务的时延服务质量,尤其对较
高优先级的业务提供了实时、安全的保障.

4 DSPMA协议算法

4.1 对信道可发送优先级业务的判断

网络将持续监测无线信道, 并根据周期实时更
新侦听到的脉冲数目,计算出当前信道占用统计值 l,
网络中的每个优先级业务都有对应的时延服务质量

指数 θ. 队列长度边界违反概率即业务排队长度大于
排队长度边界的概率应小于某个阈值,所提出的方
法不限于任何特定的阈值模型,但该模型至少反映
一个事实: 随着信道占用统计值 l 的增大即信道越忙
时,系统可支持发送的优先级越高. 因此,令阈值是
关于信道占用统计值 l 的函数 f (l).

Pr{Q > Qth} ≈ e−θQth ≤ f (l) (7)

其中,排队长度边界违反概率是关于时延服务质量
指数的单调递减函数,此时信道负载函数 f (l)应关
于 l 单调递减,且 0 ≤ f (l) ≤ 1.求解式 (7)得到 θmin,
即系统可支持最小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当信道占用
统计值越大即信道越忙时,系统可支持的最小时延
服务质量指数 θmin 越大,即此时仅允许较高优先级
的数据包进行传输.

可见信道占用统计决定了各个优先级的数据包

发送或者退避,由于信道占用统计值实时更新, θmin

也随着系统负载情况变化,实现了动态门限接入,保
证了较高优先级的数据包能以较低的时延发送,降
低了数据包的重复发送次数和碰撞概率.

4.2 基于动态门限的发送判决算法

由于基于信道驱动的固定门限多址接入方法难

以满足业务对时延的高差异性需求,需要按业务实
际时延需求获取规划门限,优先级内部动态调整门
限进行判决,再选择性传输.因此,提出基于业务时
延服务质量指数和信道实时估计值的动态门限发送

判决算法,可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高优先级数
据较高的成功传输率.
基于动态门限的发送判决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1)初始化信道占用统计值 l 和系统可支持最小

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θmin.
2)当网络层的数据包请求发送时,生成新的统

计窗口检测脉冲计数,获得信道占用统计值 l.
3)求解得到 θmin.
4)检测优先级队列中的最高优先级数据包,当

θ ≥ θmin时发送当前数据包. 当 θ < θmin时数据包随

机回退等待一段时间,尝试重新发送.
5)重复进行 2)∼4).
数据包在各个信道中的发送判决原理如图 3所

示. 当高层有数据包到达时,由信道占用统计算法获
得信道占用统计值 l,获取系统可支持最小时延服务
质量指数 θmin,然后将最高数据包的时延服务质量指
数 θ与 θmin进行比较,当数据包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大于 θmin 时数据包将被发送,当数据包的时延服务
质量指数小于 θmin时数据包将在该队列的退避窗口

中回退等待一段时间,直到退避时间结束时,该数据
包再次检测信道占用统计值,尝试发送.

4.3 DSPMA协议流程

图 4是算法流程图, 首先对网络中所有的节点

图 3 发送判决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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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SPMA协议算法流程图

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信道上的负载统计值 l 和系统可
支持最小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θmin.然后检测并获取具
有最大时延服务质量参数的数据包,判断该数据包
是否期满,如果已经期满,则从队列中丢弃,重新检
测队列中的最高优先级数据包;如果没有期满,则计
算系统可支持最小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θmin,将最高优
先级数据包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θ与 θmin进行比较,
如果 θ ≥ θmin,则发送该数据包;如果 θ < θmin,该数据
包将进入退避窗口回退等待,等待时间结束后重复
上述过程. 如果在等待过程中有更大时延服务质量
指数的数据包进入队列,则停止等待,直接处理更大
时延服务质量指数的数据包.

4.4 流量控制机制

图 5是流量控制示意图. 由于高优先级数据包
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高于低优先级数据包,在信道
占用统计窗口内,信道占用统计值随着数据包的发
送和接收不断累计,系统可支持的最小时延服务质
量指数随之增大,首先达到低优先级数据包的时延
服务质量指数,所以此时低优先级的数据包将不能
发送,而信道占用统计值还没有达到高优先级的时
延服务质量指数,所以高优先级数据包可以继续发
送. 在信道占用统计窗口结束时,将产生新的信道占

用统计窗口并更新信道占用统计值,此时较低优先
级的数据包可以重新尝试发送[16−19].

图 5 DSPMA协议流量控制示意图

可见,当系统负载较重时协议首先发送较高优
先级数据包,如果系统负载始终很重,则开始丢弃较
低优先级的数据包,随着系统变得严重超载,开始丢
弃较高优先级的数据包. 当信道负载减轻到一定水
平下,较低优先级数据包可以被发送. 通过该算法实
现了流量控制,使网络负载水平保持在稳定值,避免
拥塞,并保证了高优先级数据包的服务质量.

4.5 时延分析

设队列中共有 K 个优先级数据包,其时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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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数为 {θ1, θ2, · · · , θK},其中 θ1 ≤ θ2 ≤ · · · ≤ θK .
即最高优先级数据包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为 θK . 接
下来分析 SPMA协议和本文提出的 DSPMA协议中
最高优先级数据包的平均时延. 如果可以得出成功
传输的时间,用 Ts表示如下

Ts = TD + TP + TACK + TP (8)

其中, TD 是数据包的传输时延, TACK是应答帧长, TP

是物理信道的传播时延.
在 DSPMA协议中,假设信道在任何负载占用情

况下总能发送最高优先级数据包,因此最高优先级
该数据包进入队列马上就能发送,则最高优先级数
据包 θK 的最小平均分组延迟为

Delay DSPMA = Ts (9)

在 SPMA协议中, 数据包根据优先级进入队
列排队, 最高优先级队列中共有 bK/8c 个数据包
(K ≥ 8, bxc 是不大于 x 的最大整数), 在队列中的
先后顺序是完全随机的,对应的时延服务质量指数
为 {θb7K/8c+1, · · · , θK−1, θK}. 并假设所有数据包均能发
送而不回退等待,则最高优先级数据包 θK 的最小平

均分组延迟为

Delay SPMA =
1
2

(1 + bK/8c) Ts (10)

当 K = 8有 Delay DSPMA = Delay SPMA,当
K > 8时, 随着 K 的增大,传统 SPMA协议的最高
优先级数据包 θK 的最小平均分组延迟将远大于

DSPMA协议.

4.6 仿真结果

本文对 DSPMA协议的性能进行仿真[20−22],基
本参数配置见表 1.

表 1 协议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类型 值

信道类型 Nakagami-m信道

信道个数 5

单信道传输速率 2 Mb/s

SPMA协议优先级数目 TOS=0∼7; 0优先级最高

双工方式 全双工

参照图 6,是 SPMA协议和 DSPMA协议的平
均时延对比图. 取 f1 (l) = 1 − l2, f2 (l) = 1 − l, 及
f3 (l) = 1 + l2 − 2l, 其中曲线 DSPMA1, DSPMA2,
DSPMA3分别对应信道负载函数 f1 (l), f2 (l)及 f3 (l).
从图中可以看出, SPMA协议的平均时延在 6 ms左
右,且随着节点数的增多,业务负载变大,时延没有增

长,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当信道负载函数为 f2 (l)时,
DSPMA的平均时延在 5 ms∼5.5 ms之间,普遍低于
SPMA,随着节点数的增多,时延有增长趋势. 当信道
负载函数为 f1 (l)和 f3 (l)时, DSPMA的平均时延在
6.2 ms∼6.7 ms之间,普遍高于 SPMA,且时延随着节
点数的增加而增加,可得结论,选择合适的信道负载
函数能有效降低系统的平均时延.

图 6 SPMA协议和 DSPMA协议的平均时延对比

从图 7可以看出,在网络的业务量整体较低即
节点数目较少的时候, 两种协议的吞吐量都接近
于 0.5 Mb/s;随着网络节点数目的不断增多,两种协
议的吞吐量都有所增大. 纵向来看, 5信道全双工
DSPMA的最大吞吐量在 2.85 Mb/s左右,明显高于 5
信道全双工SPMA的最大吞吐量 400 kb/s左右.横向
来看, DSPMA的吞吐量普遍高于 SPMA.可得结论,
DSPMA协议的吞吐量比 SPMA协议有很大提高.

图 7 SPMA协议和 DSPMA协议的吞吐量对比

5 结论

战术瞄准网络技术对时延的要求极高, 采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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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统计优先级的多址接入方式,保证节点之间的实
时通信,并在链路层面提供服务质量保障. 但离散优
先级分类和固定门限使高优先级数据包排队产生时

延,无法保障高优先级数据包的时延服务质量. 本文
主要对优先级表征体系和动态门限发送判决进行研

究.构建连续优先级表征体系,将信道负载统计值和
优先级表征结合,获取当前信道可发送的最小优先
级,该方法可实现高优先级数据包的零排队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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