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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疆平原灌区的 LEACH 路由算法研究
池 涛,汪 磊*

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 上海 201306
摘 要: 已研究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多使用于温室大棚、中部平原等环境中，并采用 LEACH路由算法均衡网络能

量，以达到延长网络寿命的目的；这些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距离较近、面积规模较小、每个节点能量相对充足，

因此在使用 LEACH路由算法时不容易出现因选取簇头不当、节点能耗过快而产生网络空洞等问题；但在新疆平原灌

区中进行无线布网时，因硬件成本有限、地理环境复杂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导致部署出来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种

典型的 Zig Bee广域网，该网络中节点与节点间距离较远，不同节点之间传输信息时能量消耗过大，因此当网络中选

举不当节点作为簇头时会因该节点能量消耗过快而产生节点失效的问题，产生网络空洞现象；本文针对这种现象，

在面向新疆平原灌区网络这一限制区域中，联合节点距离、密度及剩余能量提出了一种的改进型 LEACH算法，该算

法针对传统 LEACH算法在随机选取簇头过程中的缺点，在簇头选取过程中，首先将网络按照终端节点与基站之间的

距离等级划分为多个区域，使得距离基站越近的节点成为簇头的概率越大，然后通过各个区域中节点密度和剩余能

量因素将适合的节点选举为簇头，提高网络利用率，解决网络空洞问题，延长网络生命周期。采用Matlab软件对改

进算法进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在节点稀疏的网络中改进后的 LEACH 算法比传统 LEACH 算法的网络寿命提升了

16%，且可以满足新疆平原灌区中广域网络要求，减少了网络空洞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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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ACH RoutingAlgorithm forXinjiang Plain Irrigatio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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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Information/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 use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agricultural areas, the LEACH routing algorithm is often used to
balance the energy of the network in the agricultural region,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longing network life;In these
network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ode and the node is very close, the network area is very small and the energy of each
node is relatively su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to generate the network hole problem caused by the irrational network
holes caused by randomly selected cluster heads when using the LEACH routing algorithm; but the wireless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Xinjiang plain irrigation area,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hardware cost and speci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re
considered. So that the deploy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s a typical ZigBee wide area network. In this network, the distance
between nodes is far from the nodes, therefore, cluster heads can't b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e network. If the improper nodes
are selected as cluster head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nodes will be too fast, resulting in node failure and network
cavitation.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LEACH algorithm based on node distance and node
density, the algorithm for the traditional LEACH algorithm in randomly selected cluster head in the process of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luster head selection process, considering the residual energy of node and the network node location and
node density, as far as possible to select higher residual energy in a network node density is high in the area from the base
station node distance as the cluster head to Improve network utilization, solve the problem of network hole and prolong the
life cycle of network.Keywords: LEACH routing algorithm; cluster head;wide area network; network cavity

新疆是我国农业种植密集区域，因地理环境复杂，基础网络条件设施不全等因素的限制，直接

影响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随着近几年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如何在西部农业灌区网络中

设计一套合适的低功耗路由算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研究热点。

自 2000年 LEACH算法被设计出来以来[1]，基于均衡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能量消耗，延长网络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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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目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设计了多套改进型 LEACH算法[2-7]。Heinzelman WR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

于簇的 LEACH协议，利用簇内随机旋转选取簇头来均衡网络中能量负载，仿真结果表明，LEACH
协议与传统路由协议相比降低了能耗，网络生命周期得到了延长[1]。Ahlawat A，Malik V等人在分析

LEACH路由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型路由协议 V-LEACH，基于最小距离、最小能量和最大

剩余能量等因素在每个网络簇中选举一个副簇头，用于当簇头因能量耗尽而死亡后进行取代的作用。

仿真结果表明 V-LEACH路由协议有效延长了网络寿命[2]。李年琼等人针对 LEACH路由算法随机选

取簇头节点的弊端，提出了一种基于剩余能量和位置的改进型 LEACH算法，该算法将传感器节点

的节点剩余能量和几何平均位置作为选簇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选最佳簇头[3]。顾明霞等人针对

节点剩余能量的状态，使能量高的节点尽量成为簇头，在数据传输阶段采用单跳和多跳结合的混合

通信方式均衡簇头和基站能量消耗[4]，仿真结果表明改进后的 E_LEACH算法相比于 LEACH路由算

法更能均衡网络能量。叶继华针对在多种类型数据同时采集的异构网络，提出一种改进型可变通周

期性策略的能量均衡协议，将数据通信周期和数据采集周期分离，采用可变通周期策略来减少网络

中簇头节点的消耗，达到平衡网络能量的功能[5]。蒋建明等人在针对水产养殖无线传感网络中测量

节点能耗过快、个别节点过早失效导致网络寿命缩短等问题，联合节点距离基站位置及剩余能量因

素选取合适的簇头节点提出了一种改进型的 LEACH-C算法，该算法在 LEACH算法的基础上将生命

周期延长了 8%[6]。但是当前改进的 LEACH路由算法多是使用于小面积的、网络节点分布密度较大

的小型网络中，对于西部这种节点稀疏的大型广域网络并不适用。

文章针对西部农业灌区这一应用场景，在农业灌区中随机网络布点，采用 Zig Bee和北斗相结合

的方案，设计了一套基于 Zig Bee技术和北斗点位技术相结合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测系统。针对随机

簇头选举过程中导致节点能量消耗过快从而导致节点失效引起的网络空洞等问题，在传统的 LEACH
算法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中节点位置、网络簇中所有节点密度等因数，提出了一种改进型 LEACH
路由算法，提高了网络能量有效性，延长网络寿命。实验证明该算法适用于大多数节点密度较低、

锚节点分布稀疏的新疆农业灌区网络中。

1 新疆广域网络分析

图 1 新疆广域网络
Fig.1 Wide area network in Xinjiang

如图 1所示，新疆农业灌区网络通过 Zig Bee自组织网络将监测区域分为若干簇，网络中节点主

要分为普通节点、簇头节点和基站；普通传感器节点用于收集周围参数信息，簇头节点用于接受传

自普通节点中的信息，将簇头节点的信息传递给基站，最后基站将所有的信息汇总传递给所需的终

端;本网络模型中，网络节点满足以下条件[8-10]：

1）网络中所有节点的构造和初始能量相同，节点能量在网络工作的过程中是不能补充的；

2）网络中所有节点的通信半径 R是一致且已知的，且发射功率可控；

3）网络中所有节点有唯一标识；

4）网络中节点的位置已经通过少量的带有北斗模块的节点监测出来；

5）网络中的基站能量不需要我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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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见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不同在于新疆农业灌区网路面积更大，且网络中节点数目更少，导致

网络节点密度远远低于常规网络，一些常规的路由算法（例如 LEACH路由算法）在这种广域网中

并不能适用[11-13]。

1.1 LEACH 协议分析

LEACH协议是一种基于分簇的低功耗自适应路由协议，是层次型路由协议的典型代表。该算法

的核心思想：将整个网络分为多个簇，并引入”轮”的概念，每轮可以分为粗的建立和稳定的数据传

输阶段，每次循环以随机的方式选取簇头节点，簇中其余节点收集附近的信息，并将信息汇集到簇

头，由簇头将簇中所有信息进行融合传递给基站。簇头融合传递本簇中所有信息，因此能量消耗消

耗比其余节点快，该协议在每轮中将不同的节点轮转为簇头，这种轮转将网络中能量消耗均衡到每

个节点，达到降低网络能量消耗，延长网络寿命的目的。让网络中节点完成轮转，实现每个节点成

为簇头完成信息融合传递是该协议的重要核心所在。

图 2显示了 LEACH算法的运作过程。

图 2 LEACH 算法运行过程

Fig.2 Running process of LEACH algorithm
在建立阶段采用随机自治的方式选取簇头，簇头的选取是独立的、自治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同

的概率成为簇头。在选取过程中，每个节点产生 0~1之间的随机数，如果这个随机数大于阈值 T(n)，
则此节点为普通节点，反之，则设置为簇头节点，簇头节点产生后向网络中其余节点进行广播，普

通节点接受到簇头信息后，加入距离较近的簇头组成的簇中；在每轮中，只要该节点担任过簇头，

则把 T(n)设置成 0，在以后的轮中不再担任簇头。T(n)的公式如（1）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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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簇头在所有节点中的比例；r：选取的轮数；rmod(1/p)：表示这一轮中当选为簇头的节点的

个数；G：这一轮中未当选为簇头节点的集合。

在稳定的数据通信阶段，簇内其余节点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簇头，簇头把其余非簇头节点的

信息融合后发送给基站，在这一过程中簇头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经过一段的数据传送后，节点进

行下一轮的工作。

通过周期性随机选取簇头和网络重组将网络中消耗的能量均衡到每一个节点中达到延长网络寿

命的目的，提高网络生存的总体时间，避免簇头节点因消耗过快而产生网络寿命提前结束的问题。

但是 LEACH算法仍然存在不足：①LEACH算法中随机选取簇头节点的方式会造成簇分布不合理现

象，增加了某些簇头节点的负担，导致某些离基站较远的簇过早因能量消耗过快导致网络空洞等问

题；②LEACH算法中每个簇内节点分布不均，增加了某些簇头节点的能量消耗，降低网络负载平衡。

2 LEACH 路由算法的改进

在新疆平原灌区网络中因节点随机分布，导致传统 LEACH 算法选举出来的簇头节点并不能最

好地发挥整个网络的功能，当某些偏远节点当选为簇头时容易使网络产生网络空洞[14,15]。改进后的

LEACH路由算法节能核心思想是：对网络中节点距离基站的位置进行划分，增加距离基站较近位置

的节点成为簇头的概率，然后通过网络簇中节点密度及剩余能量因子选取合适簇头节点，则簇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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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节点传递额信息进行融合后传递给基站时消耗能量比远距离簇头传递信息所消耗的能量要少，

使选举出的簇头节点能延长网络寿命，更适用与新疆平原灌区中。改进型 LEACH路由算法的簇头

选取阶段优化主要分为两步：①通过网络节点区域划分；②区域节点密度、能量划分。

2.1 簇头节点优化选举

2.1.1 网络节点区域划分 由于 LEACH算法中对簇头的选取是随机的，导致簇头集中分布不合理。

本算法通过节点距离基站位置将整个网络划分为 8个区域，如图 3所示。

图 3 网络区域划分
Fig.3 Division of network areas

在每个区域中固定簇头的比例，其中区域 1中代表基站，不需要设置簇头，其余区域中簇头按

以下步骤：

1）区域理想簇头比例： 2num 2
C

d
MN

mp

fs 




(2)

N：节点总数目；M：区域边长；d：节点与基站的距离；ɛfs：自由空间信道放大倍数；ɛmp：多

径衰减信道放大倍数。

2）每个区域中节点的数目：Qnum

3）区域中簇头节点的比例：p*=Cnum/Qnum (3)
采用区域节点分区的方法对节点成为簇头的概率进行了初步划分，对每个区域的簇头比例进行

了严格控制，防止了簇头分布严重不均匀的问题，这样避免了不合理簇头的产生。

2.1.2 区域节点密度、能量划分 通过网络节点分区的方法划分了不同区域内簇头节点的比例，解决

了簇头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再结合每个区域中节点能量及密度值，解决簇内节点分布不均匀、剩余

能量较少的问题。

1)设置剩余能量限制条件

每个区域中节点参与簇头的选举时剩余能量 ei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j

i
iej

E
1

1
avr (4)

Eavr：整块网络区域中存活节点的平均能量；j：每块区域中存活节点的数目。

表示区域中每个存活的节点只有在剩余能量大于Eavr的时候才能有条件当选为该簇的簇头节点。

避免了在传统 LEACH算法中能量过少的节点成为簇头，加快节点死亡的突出问题。

2)设置节点密度限制条件

为在节点密度较大的区域增加簇头节点的比例，使网络负载均衡，参考 DBCP 算法增加节点密

度参数 D(n),
1

1
 )()( iNdnD ,Nd(i)为节点 i的邻居节点，则修改后的阈值为：






   ]][-[1* 2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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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为（3）中 p*;
算法工作流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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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n)可知，普通节点对最近簇头和基站位置进行比较，

判断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基站还是簇头；当离基站距离越近的区

域内簇头节点的比例越高，节点的周围节点数目越多时，节点

成为簇头的概率得到提升，反之则成为簇头节点的概率越低。

该改进后的 LEACH 算法有效解决了西部平原灌区网络中簇内

节点分布不均匀、簇头节点分布不均和网络空洞的问题，能有

效使用于西部农业中。

3 仿真及结果分析

为了评价改进后 LEACH 算法的性能，利用 MATLAB 工具

对本文的改进型 LEACH算法和传统 LEACH算法进行比较。选

取面积为 400 m*400 m 大小区域，在该区域内随机布置 N个节

点，基站坐标为（0 m,0 m），簇头的比例占整个网络节点的 10%，

每个节点的传感半径为 40 m，节点初始能量为 E0=0.5 J，自由空

间信道模型的能耗参数ɛfs=10 PJ/bit/m2,多路信道衰减信道模型

参数ɛmp=0.0013 PJ（bit*m4，最大循环次数 rmax=500。
仿真实验中以不同节点密度下 LEACH 算法和改进后

LEACH算法中节点存活时间为指标评判算法对整体网络性能的影响。

图 5 节点存活率比较图（50 个节点）

Fig.5 Comparison of survival rates at fifty nodes

图 6 节点存活率比较图(100 个节点)
Fig.6 Comparison of survival rates at hundred nodes

图 7 节点存活率比较图（150 个节点）

Fig.7 Comparison of survival rates at one hundred and fifty nodes

图 4 改进算法流程图
Fig.4 Flow process of improv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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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6、7所示，分别为 50个节点、100个节点、150个节点在 400 m*400 m的区域中节点

死亡率，每图左边为 LEACH 算法，右图为改进后的 LEACH算法，一般情况下，整体网络中 80%
节点死亡后，说明该网络已经死亡；实验结果证明，在节点密度为 0.0003 个/m2的网络中改进后

LEACH 算法比传统 LEACH 算法存活率提高了 16%；在节点密度为 0.0006 个/m2的网络中改进后

LEACH 算法比传统 LEACH 算法存活率提高了 19%；在节点密度为 0.0003 个/m2的网络中改进后

LEACH算法比传统 LEACH算法存活率提高了 24%；因此在节点稀疏的新疆平原区域可以使用改进

后的 LEACH算法，以达到延长网络寿命，减少网络空洞的作用。

4 结 语

路由算法的研究对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新疆平原区域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性能直接影

响着在实际应用中的实用性。本文在常规的 LEACH 路由算法的基础上，采用新型的簇头选举策略

来保证整体网络中节点能量均衡，进一步延长了网络寿命。实验表明，改进型的 LEACH路由算法

在实际中延长了网络整体寿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网络空洞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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