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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ＧＩＳ空间数据模型和多智能体，研究了一种多智能体协作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系统，通过智能体

之间的协作预测路网交通流量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提供更贴近实际状况的诱导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

Ｓｗａｒｍ平台和Ｊａｖａ语言开发实现了实验原型系统，利用实验数据进行实例模拟，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并

对后续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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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能够为交通管理者提供决

策支持，为公众提供出行服务，从而促进交通系统

更加协调、有序地运转。目前，世界各国就此开展

了许多研究与应用实践工作。欧洲、美国、日本都

在积极研发和推广应用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如欧

洲的 ＲＤＳＴＭＣ，美国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ＲＡＶＴ

ＥＫ和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以及日本的 ＶＩＣＳ（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系统等。

国内也开展了交通信息服务的研究与应用工作。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纷纷采用浮动车

和手机信号分析方式来采集动态路况信息，经过

信息中心处理后，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发布。

动态交通信息下的实时路径规划是交通信息

服务中的难点，而采用 Ａｇｅｎｔ（智能体）方法来研

究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演化过程，是业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文献［１］多Ａｇｅｎｔ技术应用到交

通诱导中，利用多 Ａｇｅｎｔ之间的协商和合作机

制，研究出行诱导和动态路径选择算法。林志勇

通过分析动态路径导航的需求特点，提出了一种

基于多Ａｇｅｎｔ的动态导航系统模型，分析了系统

构成的多个Ａｇｅｎｔ的功能、结构以及Ａｇｅｎｔ之间

的结构和行为相关性，讨论了动态导航的Ａｇｅｎｔ

间进行协作和通讯的模型［２］。徐丽群将动态交通

信息与交通管理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基

于多Ａｇｅｎｔ技术设计了以城市现有交通管理中

心为基础的出行诱导管理系统［３］。卢守峰设计了

交通信号控制与路径诱导协同的多 Ａｇｅｎｔ模拟

系统，该系统由交叉口控制 Ａｇｅｎｔ、路径诱导 Ａ

ｇｅｎｔ、信息处理Ａｇｅｎｔ组成，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

可扩展性［４］。夏冰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系统建立了全

新的城市交通诱导系统体系结构，并借助微观可

视化交通模拟软件ＰＡＲＡＭＩＣＳ对其进行了仿真

研究，设计了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的动态路径选择算

法［５，６］。Ａｄｌｅｒ提出了一种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的交通

管理和路线引导系统，将路网管理者、信息服务提

供者和装备路线引导系统的驾驶者分别建立

Ａｇｅｎｔ模型，并通过 Ａｇｅｎｔ之间的协作运行完成

路线引导工作［７，８１６］。

基于动态路况信息的预测型导航代表了动态

导航技术发展的未来。在日本，研究焦点已经由

基于实时ＶＩＣＳ信息的反应型动态导航转向如何

利用 ＶＩＣＳ统计信息、预测信息进行预测导航

上［９，１０］，而且目前相关的系统也已经推出，如 Ｇ

ＢＯＯＫ系统
［１１］、ＰＲＯＮＡＶＩ系统

［１２］。在中国，目

前主要采用面向所有车辆播报实时路况信息方

式，但如果路网中所有车辆都按照所收到的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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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制定或调整行车路线，则对全局交通系统扰

动较大，使路网各路幅的交通流处于难以预测状

态，所以应该探索路况信息发布者和车辆之间实

时通讯协作的动态导航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多

智能体协作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系统，通过向行进

中的车辆智能体发送有效的动态路况信息进行诱

导，克服局部路网容量的不足，在改善全局路网交

通容量的同时满足个体出行者的需求。

１　系统结构和犃犵犲狀狋模型设计

１．１　系统结构

本系统是路网 Ａｇｅｎｔ（对应现实中的路网管

理者）、路幅段Ａｇｅｎｔ（对应现实中的信息中转站）

和车辆Ａｇｅｎｔ（对应现实中的出行者）之间协作的

多Ａｇｅｎｔ系统。其系统的框架如图１所示。将

路网中运行的车辆建模为自主 Ａｇｅｎｔ，它是对装

备智能导航设备车辆抽象的智能代理。车辆行驶

行为的控制逻辑（自适应导航控制逻辑）集成在每

个车辆的内部。因此，每一个Ａｇｅｎｔ均能控制自

己的行为并对动态路况信息作出适当的决策及反

应。将车辆行驶所在的路幅段（ｒｏａｄｗ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

建模为路幅段 Ａｇｅｎｔ，它是对路网数据模型中路

幅段抽象的智能代理（实体表现是两个相邻的连

通性节点之间存在的一条有向通路，可包含多个

路段）。车辆Ａｇｅｎｔ与其所在的路幅段Ａｇｅｎｔ通

信，将其位置信息上报给其所处的路幅段Ａｇｅｎｔ；

同时道路网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如交通事故、道路

积水）、临时交通管制、道路施工事件等信息也匹

配至对应的路幅段Ａｇｅｎｔ。各Ａｇｅｎｔ只能表达路

网中某一局部的信息，无法掌握整个路网的全局

状态，无法根据实时路况实现实时路径规划等需

要全局信息的应用。因而系统中建立了一个全局

性的路网Ａｇｅｎｔ，它是对路网数据模型中全局路

网抽象的智能代理（实体表现是全局的道路网），

通过广播模型与路幅段 Ａｇｅｎｔ通信和车辆智能

体通信，实现收集动态路况信息，下发诱导信息

等。系 统 中 的 多 Ａｇｅｎｔ 功 能 表、属 性 参 见

文献［１４］。路网Ａｇｅｎｔ负责记录所有被诱导车辆

的动态路径，接受路幅段Ａｇｅｎｔ上报的信息并进

行路况的预测。多智能体协作的基本流程如下：

车辆智能体在出发前依据实时交通信息和历史交

通信息进行行程前路径规划，同时向路网智能体

上传规划的出行路径，并开始向其所在的路幅段

智能体报告当前所处的位置；路幅段智能体负责

检测并记录进入本路幅段的车辆智能体，同时向

路网智能体报告即将离开本路幅段的车辆智能

体，起到路径规划协作的作用。路幅段智能体同

时还负责检测本路幅段的突发事件（如交通事故、

道路积水）、临时交通管制、占掘路事件等信息，并

及时上报给路网智能体。路网智能体汇总所有路

幅段智能体报告的突发动态路况信息，同时查找

车辆智能体的出行路径中是否包含发生突发路况

信息的路幅段或者其前继路幅段（一般是两层），

然后根据交通事件发生导致交通流变化的交通流

模型确定路幅段中路况权值变化情况，并告知相

关的车辆智能体。相关车辆智能体在进入下一个

路幅段之前，根据最新的路网预测路况修改最优

路径（行程中出行路径的规划）。车辆智能体每次

离开所在路幅段之前都与路网智能体通讯，查询

是否需要行程中出行路径的再规划。

图１　多Ａｇｅｎｔ协作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系统概念图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ｔｉｌＡｇｅｎｔ

１．２　车辆犃犵犲狀狋

模型中定义的车辆 Ａｇｅｎｔ在路网中按照交

通工程学定义的跟驰模型、交叉口换道模型运行，

它们与其所在的路幅段Ａｇｅｎｔ通信，将其位置信

息和编号信息上报给其所处的路幅段 Ａｇｅｎｔ；与

交叉口Ａｇｅｎｔ通信，决定下一步的运动方向。

车辆 Ａｇｅｎｔ的属性包括：① 行驶时间计量，

以ｍｉｎ为单位进行步长的设定；② 位置，与所处

的路幅段位置相匹配，随着运动的变化发生改变；

③ 颜色，标记是否为导航 Ａｇｅｎｔ的表现属性；

④ 活动视野，Ａｇｅｎｔ活动相对于前面Ａｇｅｎｔ位置

距离的大小。

车辆Ａｇｅｎｔ的行为规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行驶规则。

自由行驶：车辆行驶时，若与前车间的距离足

够大，则认为前车的状态对本车没有影响。这时

本车为自由行驶方式，即按照期望最大速度匀速

行驶。若当前速度小于最大期望速度，则以最大

加速度提速，达到期望速度为止。其中与前车间

的距离为系统系数。

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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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驰运动：若与前一车辆间的距离小于系统

系数（停车视距的２倍），则车辆无法按照期望速

度驾驶。此时车辆必须与前车保持安全间距，其

运行速度受到制约，此时车辆行驶速度取决于前

一车辆的速度和两车距离。

２）换道规则。车辆的换道行为包括换道意

图、车道选择和换道实施。

车辆换道是车辆由于转弯、超车等原因而进

行的换道。车道选择是车辆根据道路状况、车道

使用的限制而选择车道。换道实施是指车辆在确

定了要变更的车道后，根据目标车道的车辆行驶

情况而采取的换道行为。

车辆Ａｇｅｎｔ的决策规则包括以下两个问题：

① 依据历史的路况规律性信息和出行习惯的路

径规划决策规则；② 行程中突发路况信息影响下

的路径再规划决策规则。

１．３　路幅段犃犵犲狀狋

模型中定义的路幅段 Ａｇｅｎｔ与在其上的车

辆Ａｇｅｎｔ通讯协作，将其位置信息和编号信息汇

总并计算出路段的平均车速，上报至路网Ａｇｅｎｔ。

路网 Ａｇｅｎｔ将路况信息汇总后，通过与车辆

Ａｇｅｎｔ的通讯协作，帮助车辆 Ａｇｅｎｔ决策经过交

叉口后下一步的运动方向。路幅段 Ａｇｅｎｔ的属

性包括：① 位置，在路网中所处的空间位置；②

颜色，标记在路网中的表现属性；③ 平均车速，路

幅段上所有车辆平均速度。

１．４　路网犃犵犲狀狋

路网Ａｇｅｎｔ向车辆Ａｇｅｎｔ传送动态路况信息

的过程一般分为以下两种：① 车辆Ａｇｅｎｔ定期向

路网Ａｇｅｎｔ请求并下载基于历史经验的路况规律

性信息；② 路网Ａｇｅｎｔ不断向需要行程中路径再

规划的车辆Ａｇｅｎｔ推送变化了的预测路况信息。

２　系统实现和实验分析

根据前述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动态路况信息服务

系统结构和 Ａｇｅｎｔ模型及文献［１４］中多层路网

数据模型、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模型的设计，本文结合

Ａｇｅｎｔ开发平台———Ｓｗａｒｍ的软件架构和开发模

式设计了原型系统，包括 Ａｇｅｎｔ的属性库、知识

库、决策引擎和基于Ｓｗａｒｍ的程序结构
［１３］。

仿真系统如图２所示。窗体中灰色直线段为

道路路段，每个路幅段包含３条车道，方形代表道

路交叉口。路段上的散点代表模拟的车辆。

利用上述仿真程序设计实验。首先研究在各

个出发点发出车辆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出发点１、

图２　多Ａｇｅｎｔ协作动态交通信息服务原

型系统仿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ＭｕｔｉｌＡｇｅｎｔ

２（图２中ｏｒｉｇｉｎ１和ｏｒｉｇｉｎ２）发出车辆中导航车

辆Ａｇｅｎｔ占不同比例时，中心路网路段（图２中

Ｒｏａｄ１３、１４、２３、２４、１７、１８、３７、３８）的平均

车速变化情况。其次分别研究出发点１、２发出的

导航车辆 Ａｇｅｎｔ在普通导航和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动

态导航两种情况下到达目的地１、２（图２中Ｄｅｓｔｉ

ｎａｔｉｏｎ１、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２）的行程时间变化情况。

原型系统显示仿真结果如图３所示（主界面显示

路网上车辆智能体的运动情况，右上角曲线界面

显示中心区路段车速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右下角

曲线界面显示ｏｒｉｇｉｎ１和ｏｒｉｇｉｎ２随时间变化的

出发车辆数，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１、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２到达的

车辆数）。

车速计算公式采用

犞 ＝犞犳（１－
犓
犓犼
）

式中，畅行速度犓犼 为车流密度趋于零，车辆可以

畅行无阻时的平均速度。阻塞密度犓犼 为车流密

集到所有车辆无法移动（犞＝０）时的密度。平均

密度犓 为车辆所在路段的平均车辆密度。中心

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为：

犞均 ＝

犞１３＋犞１４＋犞２３＋犞２４＋犞１７＋犞１８＋犞３７＋犞３８
８

　　通过分析仿真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的结

果统计图４可以看出，随着动态导航车辆 Ａｇｅｎｔ

数的增加，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逐渐在增长，

到达３０％以后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变化幅

度不大。说明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导航车辆数的增

加能够缓解中心区域路段的交通拥堵状况，但当

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实施动态导航并不一定能够改

善中心区域路段的整体交通状况。

８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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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仿真程序初始运行时的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Ｒｕｎ

图４　仿真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统计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ｅｅｄ

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ｏａｄｓ

　　　　　　　　
图５　ＯＤ行程平均时间统计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

　　通过分析仿真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的结

果统计图５可以看出，在多Ａｇｅｎｔ协作的动态路

况信息服务系统参与交通系统中，对于 ＯＤ（ｏｒｉ

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对１、２都满足动态导航车辆行

程时间小于静态导航车辆的行程时间数，而且这

一趋势不随导航车辆数的增加发生变化。说明在

一定比例范围内导航车辆在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的动

态路况信息指引下能够有效缩短行程时间。

３　结　语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中动态路况信息的采集、

传输和发布的技术路线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利用

水平仍相对较低，如何结合时空一体化的ＧＩＳ空

间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出行诱导和有效的动态导

航服务仍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１７］。本文基于

ＧＩＳ空间数据模型和多Ａｇｅｎｔ方法，研究建立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的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系统，以通过增

强信息提供者和出行者之间的交互和协作获得更

优的实时出行规划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

Ｓｗａｒｍ平台和Ｊａｖａ语言设计开发了实验系统进

行仿真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在多 Ａｇｅｎｔ协作的动态路况信息服务方式

下，接受动态信息的车辆Ａｇｅｎｔ能够有效地缩短

行程时间。同时在整个交通系统中，随着接受动

态导航的车辆Ａｇｅｎｔ数的增加，中心区域路段的

平均车速逐渐增长，但当接受导航车辆达到一定

比例后，中心区域路段的平均车速变化幅度不大。

后续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 进一步

完善仿真实验系统，增加路网复杂程度，实现调用

交通ＧＩＳ数据的接口。② 进一步细化实验，研究

接受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的车辆 Ａｇｅｎｔ数占路网

车辆总数不同比例条件下，整体路网的平均车速

变化情况。③ 研究引入竞争性谈判机制的多Ａ

ｇｅｎｔ协作模型，使得多Ａｇｅｎｔ协作动态路况信息

服务系统更加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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