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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模型及算法，探讨了算法中涉及的速度变化量和方向变化量的判断条

件，给出了监控中心数据恢复的方程。试验结果表明，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法效果明显，数据传输率仅有

３．６％，而且监控中心数据恢复后能够很好地逼近原始ＧＰＳ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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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结合能大大改善

交通问题［１］。近年来，由于ＧＰＳ和无线通信技术

的发展，使人们对车辆的实时定位导航和远程监

控调 度 成 为 现 实［２］。导 航 监 控 一 体 化 系 统

（ＮＭＩＳ）是把 ＧＰＳ、ＧＩＳ和移动通信技术综合在

一起的高科技系统。

在ＮＭＩＳ中，实时数据信息随时动态更新，

而且数据随时间推移不断递增。历史数据信息数

据量大、保存时间长［３］。监控数据与传统数据库数

据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值（车辆的位置）是连续动态

变化的。动态连续变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数据量

巨大，系统查询效率低下［４７］。可见，数据传输会给

通信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庞大的历史数据给

监控中心的存储系统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Ｈａｅ等研究了移动对象向监控中心传输数

据，现有的策略大多是选择等时间、等距离采样，

占用了过多不必要的通信带宽，模型支持的时空

关系过于简单［８，９］。王生生等研究了基于移动对

象模型的车辆监控系统，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移动

对象模型，该模型提供了动态时间点选择算法，能

够根据对象运动速度动态调节时间点密度，有效

地减少了通信次数［１０］。但该方法没有考虑运动

方向对模型准确性的影响，而且也没有考虑数据

恢复的问题。车辆对象轨迹信息的存储，目前主

要采用空间位置点存储、移动函数法和时空数据

库法等３种方法。王卫京等研究了车辆监控系统

中的时空数据模型，提出了通过切分时空立方体，

形成单元时空立方体，并建立轨迹版本的建模思

想，在减少存储和时空查询性能上有所提高［１２］。

该方法考虑的重点是数据存储，没有考虑数据传

输对通信的压力。本文从车载端向监控中心传输

的数据流着手，在数据流传输之前，在车载端对数

据流进行过滤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数据传输及带

宽占用，并且可以在监控中心利用传回的数据恢

复在车载端数据流控制中过滤掉的数据。

１　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法

１．１　算法设计

算法设计主要从车载端ＧＰＳ实时原始点数

据出发，利用车载端导航功能的地图匹配技术和

导航电子地图的资源获取ＧＰＳ点数据所在的路

段ＩＤ信息。ＧＰＳ点是否要传输回监控中心由３

个判断条件控制：点所属路段ＩＤ、点速度变化量

和点方向变化量。其主要思想是：每个路段的第

一个点必须传回监控中心，接下来，点速度变化量

或者方向变化量超过给定阈值，都将传回监控中

心，否则放弃。其条件判断顺序为：① 当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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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所在路段是不是一条新路段，如果是，则将当前

点传回监控中心，否则由第２个判断条件控制；②

当前数据点相对于上一次传回监控中心的数据点

的速度变化是否超过了给定的阈值，如果是则将

当前点传回监控中心，否则由第３个条件控制；③

当前数据点相对于上一次传回监控中心的数据点

偏角变化是否超过了给定的阈值，如果是则将当

前点传回监控中心，否则放弃当前点的上传，进入

下一个ＧＰＳ原始点的获取。

１．２　算法描述

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法步骤描述如下：

① 车载终端 ＧＰＳ接收器获取当前定位点信息；

② 检验当前定位点的卫星数目是否达到４颗以

上，若符合条件，则认为数据有效，转步骤③，否则

转步骤①；③ 车载终端对获取的定位点进行地图

匹配；④ 给定位点加入匹配后点所在路段的ＩＤ

信息，得匹配后数据；⑤ 判断定位点是否进入新

的路段，若符合条件，则转步骤⑧，否则转步骤⑥；

⑥ 判断定位点的速度相对于上一个上行点速度

的变化是否超过给定阈值，若符合条件，则转步骤

⑧，否则转步骤⑦；⑦ 判断定位点的方向相对于

上一个上行点方向的变化是否超过给定阈值，若

符合条件，则转步骤⑧，否则转步骤①；⑧ 将符合

条件的当前点传输回监控中心，同时转步骤①获

取下一个ＧＰＳ定位点原始数据。

２　判断条件的确定和数据恢复

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法中判断当前点是

否上传的条件有３个，但速度、方向的变化和误差

阈值之间必须满足下面的关系，其出发点是保证

两个上传点之间过滤掉的数据能够在一定误差范

围内用线性内插的方法恢复。

２．１　速度变化量判断条件的确定

速度变化量的判断条件应该保证相邻传输点

间的数据线性插值能够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

内，人为给定误差阈值。判断的方程为：

∑
狀

犻＝１

狏０＋
狏狀－狏０
狀

·犻－狏犻

狀
＜ε狏（狏狀 ≥１０）

（１）

式中，狏０ 为上一个上行点的ＧＰＳ速度真值；狏狀 为

当前上行点的ＧＰＳ速度真值；狏犻为上一个上行点

之后的第犻个ＧＰＳ点速度真值；狀为当前上行点

的序号，从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的第一个有效ＧＰＳ

点开始计数；犻为有效ＧＰＳ数据点的序号；ε狏 为允

许的误差阈值。

当车辆低速运动时，ＧＰＳ接收器获取的速度

不准确。因此，当 ＧＰＳ接收器的速度大于等于

１０ｋｍ／ｈ时，用式（１）判断当前点是否上传；当

ＧＰＳ接收器的速度小于１０ｋｍ／ｈ时，采取等时间

周期上传当前点。

２．２　方向变化量判断条件的确定

方向变化量的判断条件同样应该保证相邻传

输点间的数据线性插值能够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

围之内，人为给定误差阈值。判断的方程为：

∑
狀

犻＝１

犱０＋
犱狀－犱０
狀

·犻－犱犻

狀
＜θ犱 （２）

式中，犱０ 为上一个上行点的ＧＰＳ偏角真值；犱狀 为

当前上行点的ＧＰＳ偏角真值；犱犻为上一个上行点

之后的第犻个ＧＰＳ点偏角真值；θ犱 为允许的误差

阈值。

２．３　数据恢复

按照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法处理过的数

据，传回监控中心后，已不是ＧＰＳ采集的最原始

连续数据，轨迹回放或者查询某时间段车辆的位

置，就需要在监控中心用收到的数据恢复过滤掉

的数据。

速度数据的恢复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

方程如下：

狏′犻＝狏０＋
狏狀－狏０
狀

·犻 （３）

式中，狏′犻为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的第犻个ＧＰＳ点的

速度恢复值；其他变量的意义同式（１）。

方向数据的恢复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

方程为：

犱′犻＝犱０＋
犱狀－犱０
狀

·犻 （４）

式中，犱′犻为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的第犻个ＧＰＳ点的

偏角恢复值；其他变量意义同式（２）。

两个上行点之间的ＧＰＳ点的空间坐标恢复

为：

狓′犻＝狓０＋狆犻·ｃｏｓ犱′犻

狔′犻＝狔０＋狆犻·ｓｉｎ犱′
｛

犻

（５）

式中，狆犻＝
（狔狀－狔０）

２＋（狓狀－狓０）槡
２

狀
·犻；狓′犻为上一

个上行点之后第犻个ＧＰＳ点的狓坐标恢复值；狔′犻为

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第犻个ＧＰＳ点的狔坐标恢复值；

狓０ 为上一个上行点的ＧＰＳ的狓坐标真值；狔０ 为上

一个上行点的ＧＰＳ的狔坐标真值；狓狀 为当前上行

点的ＧＰＳ的狓坐标真值；狔狀 为当前上行点的ＧＰＳ

的狔坐标真值；犱′犻为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的第犻个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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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点的偏角恢复值；狀为当前传输点的序号，从

上一个上行点之后的第一个有效ＧＰＳ点开始计

数。

数据上传前，在人为设定的误差范围内过滤

数据，给数据恢复带来一定的误差。设定的速度、

方向误差阈值越小，恢复后的数据误差就越小，但

是通信次数及数据存储空间占用会增加；反之亦

然。因此，误差阈值的设定要适中，需要通过大量

的试验给出经验值。

３　试验及结果

ＧＰＳ原始数据主要有坐标、速度、方向、时

间、日期和星数。经地图匹配后，可以获得点所属

的路段ＲＩＤ和当前上行点序号狀（从上一个上行

点之后的第一个有效ＧＰＳ点开始计数），最后确

定上行数据内容如表１所示，其中，坐标、速度、方

向、路段和点序号是数据过滤和恢复的关键内容。

表１　帧体数据内容／ｂｙｔｅ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ｒａｍｅｂｏｄｙＤａｔａ

车辆编号ＶＩＤ 坐标狓 坐标狔 速度狏 方向犱 时间狋 日期犱 星数犿 路段ＲＩＤ 状态犆 点序号狀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６ ６ ２ ５ ２ ４

　　试验研究表明，ε狏、θ犱预定误差控制在１ｍ／ｓ、

１°时，对６０２８个ＧＰＳ原始实时数据点按照本文

算法进行控制，仅传输２１８个上行点就可以趋近

原始的ＧＰＳ轨迹，传输率仅为３．６％，并且数据

恢复后能很好地逼近原始轨迹，说明本文提出的

算法能够很好地控制车载端的数据流是否需要传

输到监控中心。图１、图２和图３分别是部分试

验数据点原始轨迹、上行点轨迹和恢复轨迹图。

从图１和图２的对比可知，经本文算法控制后，上

行的数据点较好地趋近原始轨迹。从图１和图３

的对比可知，经本文的数据恢复方法处理，恢复后

的轨迹能够很好地逼近原始轨迹。但是，对比坐

标值可知，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误差一般在２ｍ

内，个别点误差较大。

图１　原始点轨迹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图２　上行点轨迹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恢复点轨迹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４　结　语

　　本文设计描述了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

法，探讨了算法中涉及的速度变化量和方向变化

量的判断条件，并且给出了监控中心数据恢复的

方程。试验结果表明，车载端数据流传输控制算

法效果明显，数据传输率仅有３．６％，而且监控中

心数据恢复后能够很好地逼近原始 ＧＰＳ轨迹。

显然，本文采用的方法大大降低了传输带宽的占

用，且为历史数据的存储空间减轻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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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新的可信平台模块　　　　　　　　　　　　　张焕国，等

 一种新的可信平台控制模块设计研究 张　兴，等

 软件容错系统评估策略研究 刘　鑫，等

 基于免疫多智能体的网络入侵主动防御模型 刘孙俊，等

 基于矩阵乘法的可压缩门限图像共享方案 侯整风，等

 高效可扩展的网络系统动态故障检测算法 姬晓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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