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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适应邻域选择克隆遗传算法的 WCN 资源参数优化
陶莹 1，陈志奎 1，程晨 2，陈茏久 2
（1.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网络通信与数据库技术研究所，
辽宁 大连 116621；2.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1）

摘要：无线认知网络作为合理利用空闲频谱资源的研究热点，其网络资源参数优化也不容忽略。由于待优化资源参数的多样性，该
优化问题为多目标优化问题。该文基于 QoS 基础度量参数最小信号干扰噪声比值（SINR）入手，研究使用带宽、消耗功率和传输速
率三个相关参数满足无线认知网络基本 QoS 需求。基于节点认知容量度提出一种自适应邻域选择克隆遗传算法解决参数资源分
配问题，以满足网络已使用带宽最小化、消耗功率最小化和传输速率最大化的目标。最后于经典算法 NSGA-II 进行了比较，本算法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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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of Wireless Cognitive Network Based on Adaptive Neighbor Selection Cloning Genetic Algo⁃
rithm
TAO Ying1, CHEN Zhi-kui1, CHENG Chen2,CHEN Long-jiu 2
(1. Laboratory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 Database Technolog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ftware College, Dalian 116621,
China; 2.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ftware College,Dalian 116621,China)
Abstract: The resource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of Wireless Cognitive Network (WCN) is not allowed to ignore, which is one of re⁃
search hot pot in the reasonable use of free spectrum resource.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would be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
lem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resource parameters. In this paper, it’s based on the basic parameter, i.e. the least signal interference noise ratio
(SINR), to meet the basic QoS needs of WCN using there related parameters of bandwidth, power consumption and transmission rate. It
put forward a kind of adaptive neighbor selection cloning genetic algorithms (ANSCGA) to solve parameter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node capacity degre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target of bandwidth minimization, power consumption minimization
and transfer rate maximization in the network. After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 algorithm NSGA-II, ANSCGA has certain advantages.
Key words: Wireless cognitive networks;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daptive clone; Adaptive crossover; Adaptive mutation

1 概述
认知无线网络的核心思想是使无线通信设备具有发现空闲频谱并合理利用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因频谱的固定分配政策
而导致对频谱的不合理应用。该文针对认知无线网络中认知用户网络多目标资源参数优化问题，研究最小信号干扰噪声比值
（SINR）关键参数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克隆及交叉变异算子的设计提出自适应邻域选择克隆遗传算法（Adaptive Neighbor Selection
Cloning Genetic Algorithm, ANSCGA），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收敛速度以及种群多样性问题。该文主要优化网络已使用带宽、已使
用功率和数据传输速率三项参数，借助优化算法寻找收发节点对的带宽分配和功率控制参数，达到最小化已使用带宽、最小化已使
用功率和最大化传输速率的优化目标。

2 认知无线网络模型
该文基于 IEEE802.22WRAN 标准简化的模型，在该协议模型下，当且仅当接收节点在相应传输节点的传输范围且不在其它传
输节点的干扰范围之内，信号传输才能成功。该文在针对认知网络用户在接入主网络资源时资源优化问题引用最小信号干扰噪声
比值（SINR）来均衡关键目标参数时，
同时考虑干扰温度限制因素。
2.1 系统 QoS 需求
考虑一个网络覆盖区域，其中分布着 N 个认知用户。为描述方便统一将认知用户称为节点。假定从源节点 i 到接收节点 j 的信
道功率增益为

，噪声为 ，且 为接收节点 j 所接入频带的频谱带宽， 为该频带的传输功率， 为节点 j 的接收功率，为了能够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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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网络其他节点信息分布， 必须大于某一门限值满足

为节点 j 的处理增益，大于某一特定值并满足

，

，故 而 接 收 节 点 j 通 过 CDMA 复 用 方 式 共 享 主 网 络 资 源 时 ，接 收 端 处 的 信 号 干 扰 噪 声 比（SINR） 可 等 同 于
。
定义节点最理想情况下传输时其目标 SINR 需求为 ，则
为 了 方 便 研 究 SINR 参 数 值 ，定 义 n 维 矩 阵

。
，

且

,

，则

定义任一个主网络用户节点 j 的最大可容忍干扰值为 ，从认知用户 i 的发送端到主网络接收节点 j 的信道功率增益为

网络接收节点 j 的干扰限制值[1]为

，
且满足

，主

。

同时所有认知用户的发送功率值构成了一个 n 维功率集合 P，第 j 个元素值为 。当接收节点 j 附近噪音值接近于 0 时，发送功

率 达到最佳状态且所有节点拥有最小相同 SINR 值 ，即
矩阵 A 的特征值 相关，

可知

，当接收节点 i 发送功率满足最大功率值

时，根据式（1）

，故而主要优化参数为使用带宽、消耗功率以及传输速率。为了保证信号干扰噪声比最

小，优化问题转化为求解最小化已使用带宽、最小化消耗功率及最大化传输速率。
2.2 优化目标参数
考虑认知网络中认知用户节点不能干扰主网络用户节点工作，所以定义

来度量网络中频带 m 的子频带 k 是否用于传输

认知用户源节点到接收节点之间的传输。

目标 1 最小化已使用带宽

定义认知网络中被利用的频谱带宽

，具体指网络中各个节点已使用的带宽之和。这里用来评价网络中频谱资源的有效

利用率。在传输速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网络中被占用的频谱资源越少，说明该网络中频谱资源有效利用率越高。具体表达式如
下：
其中，N 为网络节点集合；i 表示源节点； 为节点 i 处可用频带集合；代表在网络中能够与源节点 i 建立连接的接收节点集合；
为频段 m 的带宽。

目标 2 最小化消耗功率

定义认知网络中被消耗的功率

，具体指网络中所有节点功率消耗的总和。对每个节点而言，在确保通信质量的前提下，应

将其传输功率控制到最低，
以确保网络寿命，当网络中任何节点能量消耗完时，网络寿命终止。具体传输功率表达式如下：

其中，

表示 i 节点到 j 节点的传输功率[2]。

目标 3 最大化传输速率

根据香浓公式，
定义网络中理想的传输速率

其中， 节点 i 到节点 j 之间的处理增益，定义

的具体表达式为：

， 为环境噪声密度， 表示从节点 i 到节点 j 的传输带宽。

2.3 系统优化模型
无线认知网络资源参数优化模型可表述为：对于存在 N 个节点的网络区域，对于节点的带宽和消耗功率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整
个网络区域在保证传输速率最大化的基础上所有节点使用带宽和消耗功率最小化。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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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适应邻域选择克隆遗传算法
该文基于一种自适应邻域选择克隆遗传算法[3]，针对认知无线网络中认知节点需要感应可使用频段的特性，引入认知容量概念
作为克隆适应度成比例计算，确保种群在认知容量高的节点附近进行集中搜索，提高算法速度。同时在进化期间节点根据种群邻
域进化情况，随时自适应调整进化策略，
确保种群多样性，算法收敛性取决于作为其核心操作的高频变异算子。
3.1 抗体适应度
在 IEEE802.22WRAN 标准下，每个认知传输时帧由感知部分和数据传输部分组成，感知时间越短，用来传输数据的时间就越
多，认知容量就会越大，但感知时间太短会造成检测的误差过大，导致对主节点的干扰过大，要做到最大限度不对主节点产生干扰，
认知节点必须周期性的快速准确检测主节点的工作情况，这里假定感知存在检测概率 和虚警概率 。
为了能够高效搜索感知时间短的空闲节点，考虑节点的认知容量度作为算法克隆适应度的一部分，保证算法集中在空闲概率
高的节点附近进行搜索克隆。节点抗体适应度 定义如下：

为一个时帧长，感知部分时间为 ，

和

3.2 邻域选择克隆算子

分别表示节点 i 处于空闲状态和工作状态时的概率， ， 和

为待优化参数[4]。

在克隆遗传算法中，克隆的实质是在抗体进化过程中，在每代候选解的附近，根据适应度的大小进行克隆，产生一个变异解的
群体，
从而扩大搜索范围（即增加抗体的多样性），
有助于防止进化早熟和搜索陷于局部极值，
同时通过克隆选择来加快收敛速度。
自适应克隆选择算子操作的对象是活跃抗体，每个活跃抗体要进行克隆的抗体的克隆数

其中：

是给定的最大克隆数，

为种群平均适应度值，

计算公式为：

为抗体种群最差抗体的适应度值。

邻域选择操作作用于活跃抗体节点，本算法根据活跃抗体的认知容量度大小决定在活跃抗体周围搜索抗体的数目，从而形成
邻域种群。拥有较大认知容量的活跃抗体有更多机会搜索其自己的邻域抗体。每个活跃抗体的邻域种群抗体的数目
，int(x)表示大于 x 的最小整数[5]。

3.3 自适应交叉变异算子

在算法交叉变异操作中，对抗体

按照一定的交叉变异概率进行交叉变异变为

。为

了确保能在拥挤度高的抗体周围集中搜索又保证抗体的多样性，
参考抗体的认知容量度设计其交叉率 与变异率 分别为

其中，

为给定的最大变异率，

为给定的最小变异率。

其中

为给定的最大变异率，

为给定的最小变异率[6]。

对于适应度高于平均适应度的抗体，对应于较低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使该抗体得以保护进入下一代；而低于平均适应度的
抗体，相对应于较高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使该抗体被淘汰。抗体会在每次迭代过程中根据认知容量度值自适应地调节变异步
长，同时确保在认知容量度高的抗体周围集中搜索提高收敛速度，同时也保持了种群的多样性。
3.4 算法伪代码如下
Procedure[P]=ANSCA_OPT(aB,bB,aP,bP,NP,NG,

,

,

,

,

,eps)

Initialize P(NP)//随机生成 N 对实数编码收发节点(带宽、消耗功率、空闲概率以及工作概率)
for k=1:NG//迭代未满足最大次数
for 1：NP//对传输距离内所有收发节点对
f<- eval(P)//确定适应度
P1<- sele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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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lone(P1,f)//与适应度成比例克隆
D<- Neigh_search(C,f)//对克隆抗体进行邻域搜索

G<- mutate(C D,f)//对克隆及其邻域搜索集合进行交叉变异
f1<- eval(G)

P1<- select(G,

end for
end for
end Procedure

,f1)//选取

个高适应度的克隆

4 仿真实验

4.1 通信节点路由优化仿真环境
用该文所提算法对无线认知网络节点进行参数优化。抗体对应于问题在给定范围内的可行解，根据抗体的认知容量度来度量
抗体的适应度，
高适应度的抗体是选择、克隆、搜索、变异和组成最优解的对象。
基于 MATLAB 仿真环境，在

的区域内随机生成 20 个通信节点，路由如图所示。其中，S 节点为源节点；d 节点为目的

节点；
x，y 代表节点坐标。其中，部分节点存在多条支路，形成源节点到目的节点通信的多条路径，
共产生 22 对收发节点对。

50MHz，数据传输速率的

仿真的参数设置（单位都是标准单位）为：定义每个传输节点到接收节点的最大可用频谱带宽为

取值范围为[1400,2000]，最大发射功率

=100W,最大干扰范围为 30，最大传输范围为 15，路径衰减因子 n=3.3，高斯噪声密度

，最大交叉概率为 0.9，
最小交叉概率为 0.4，最大高频变异率

=0.6 ，最小高频变异率

=0.1。

图 1 网络仿真节点路由分布
4.2 仿真结果与分析
相应数据是仿真运行 78 次后的结果，每次算法的进化代数为 20，活跃抗体数为 20，缩放系数为 0.1。
在未进行优化网络中，具体 22 对收发节点的使用带宽参数与功率控制参数如图 2(a)和(b)所示，其中，图 2(a)展示的是带宽参数，

图 2(b)展示的是功率参数，整个网络使用带宽

，
消耗功率为

，
数据传输速率

用 该 文 ANSCGA 算 法 对 网 络 节 点 优 化 以 后 ，其 已 使 用 带 宽

，消 耗 功 率 为

。

，数 据 传 输 速 率

。

同时选取经典多目标优化遗传算法 NSGA-II 对该网络进行优化，其 22 对收发节点的带宽参数和消耗功率与 ANSCGA 对比如图
2(c)和(d)所示，其中图 2(c)展示的是优化后的节点已使用带宽参数，图 2(d)为优化后的功率参数，NSGA-II 算法优化结果为：已使用带
宽

，消耗功率为

，数据传输速率

。

相比之下，该文提出的 ANSCGA 算法优化结果相对较优，优化后的速率分别比为优化的高出 0.026%，比 NSGA-II 算法优化速率
高出 0.011%，同时使用带宽和消耗功率也分别是优化后最小的。另一方面，在未优化时，带宽大于 40MHz 的节点对有 8 对，功率大
于 80W 的节点对有 6 对，经 ANSCGA 优化后，带宽大于 40MHz 的节点对只有 4 对，功率大于 80W 的节点对只有 3 对，而经过 NSGA-II
算法优化的节点对带宽大于 40MHz 的节点对有 6 对，功率大于 80W 的节点对有 4 对。可见本算法在无线认知网络资源参数优化方
面存在一定的优越性。

5 结论
该文提出了一种 ANSCGA 用于求解无线认知网络中资源参数分配优化问题，将节点的认知容量度作为算法适应度的一部分，
使该算法在搜索部分主要集中在认知容量度高的节点附近进行，提高算法速度，同时通过自适应克隆算子、自适应交叉和变异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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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了算法性能，保证了节点的多样性，并有效解决了无线认知网络的资源参数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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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课题针对连云港港口木材物流园管理信息系统开发需求，展开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木材园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在对 RFID、GPS、条形码以及无线手持终端等技术如何与木材物流园的原木输运监管、原木检尺以及原木仓储管理等木材物流园业
务无缝集成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木材物流园业务流程分析与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简称 BPR)，并提出木材园信息系
统的数据和业务的逻辑模型、业务功能需求以及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设计。
该软件已在连云港港口木材物流园区全面实施并正式运行。系统运行稳定、功能强大，充分突出信息自动采集、实时传输、信
息资源共享的特点，不仅提高了连云港港口木材物流园区的原木检尺、发货以及装车等生产作业效率，还实现了对园区木材仓储的
精细化管理，同时提供了一个从进口原木卸船运输开始到原木销售出园区全过程的实时监管平台，方便海关、国检、码头以及车队
对进口原木全流程实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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