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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物联网的根本目的出发，利用压缩方法和统计过程控制（ＳＰＣ）技术研究了物联网中节点实时信息

的精简和分析技术，并以计算机网络中的节点计算机的监视数据为例进行了实验分析，为物联网中节点数据

的精简和分析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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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的概念最早于１９９９年提出，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１７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上，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发布了《ＩＴＵ 互联网报

告２００５：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定义，即

通过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

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

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联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

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

一种网络［１］。随后，研究者在物联网的构建和实

施技术上进行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监视信息的存

储、管理和分析技术的研究明显滞后。针对物联

网中节点监视数据的海量性、实时性、长时序性等

特点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的新需求，本文将探讨传

统压缩技术和统计过程控制（ＳＰＣ）技术在物联网

实时监视信息精简存储和分析中的应用，以发现

隐藏在数据中的信息，为物联网中节点的管理与

控制提供科学数据。

１　实时信息精简与分析方法

１．１　物联网中的信息构成及特点

物联信息包括物联管理对象信息、物联感知

设备信息和物联实时信息三类［２］。其中，物联管

理对象信息和感知设备信息指接入物联网的对象

（节点）和将对象接入网络的特殊传感器的基本信

息，属于静态或稳态信息，管理相对简单。而物联

实时信息反映的是节点的实时状态，属于动态信

息，是节点分析的关键。它既具备传统实时信息

的特点———数据量大、实时性高，同时又体现了物

联网信息的特征———关联复杂、数据增长快、交换

和查询频率高［２］。可见，物联网中智能化应用的

关键在于利用节点实时监视信息对节点运行过程

的分析，以识别节点的状态。

１．２　实时信息精简与分析技术

１．２．１　节点实时信息精简技术

压缩是数据精简中常用的方法之一。早在

１８世纪末，Ｓｈｅｐａｒｄｓ就提出了数据压缩的思

想［３］。此后，研究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针

对不同数据的有效方法［４，５］。针对实时动态数据

的压缩，研究者也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参

考价值的成果［６，７］。常用的实时过程数据压缩方

法主要有矩形波串法、旋转门压缩算法（ｓｗｉｎｇ

ｄｏｏｒ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ＳＤＴ）、ＰＬＯＴ 算法、矢量量化技

术、信号变化方法［７］。

矩形波串法具有很好的压缩效果，但是监视

数据中如果常包含许多噪声或野点时，记录限如

果设得太小，压缩比将很不理想；如果设得太大，

压缩后的数据将失真［６，８］。

ＰＬＯＴ算法能最大程度地发现采样数据中的

趋势变化，因而其不仅具有很高的保真度，而且也

具有很高的压缩率［７］。但在压缩相对稳定的监视

数据时，微小的数据波动在ＰＬＯＴ压缩算法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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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数据记录，因此，ＰＬＯＴ算法在实时信息精简

中的优势表现不明显［９］。

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将小波变换引入质

量检测等领域。采用小波变换可以对突变的监视

数据予以很好的压缩，但是对处于平稳状态的监

视数据则效果不是很好［１０，１１］。而离散余弦变换

的运算速度较慢，进行压缩将会影响实时监视数

据的压缩速度［１２］。矢量量化技术虽然作为一种

数据最终存储技术而受欢迎，但是其计算量很

大［７，１３］。

旋转门压缩方法（ＳＤＴ）是监控信息系统每接

收到一个新值时，都会和最近保存值一起构造一

个有两条边同犡轴垂直的平行四边形，该平行四

边形称为压缩偏移覆盖区［１４］。旋转门算法在对

数据进行压缩时，本质上是一种利用直线对过程

数据进行拟合，以实现数据压缩的方法［１５，１６］。其

中的压缩偏移覆盖区是由用户确定的，选择是基

于实际的考虑，与旋转门压缩算法无关。旋转门

压缩算法并不检测和处理野点［１４，１７］，已成功地在

ＰＩ（ｐｌ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实时数据库系统中得到了

应用。因此，本文选用ＳＤＴ算法作为物联网中节

点实时信息的精简技术。

１．２．２　节点实时信息分析技术

实时数据分析的目的是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

的关键信息。物联网实时数据分析是从物联网节

点的实时数据中提取最直接的数据，为节点的实

时跟踪、监控和管理提供支撑。本文将工业产品

分析与控制的ＳＰＣ技术引入物联网的节点实时

信息分析中，对物联网节点设备的运行过程进行

实时监控，科学地区分出工作过程中节点设备运

行的随机波动与异常波动，从而对节点设备运行

的异常趋势提出预警，以便生产管理人员及时采

取措施，消除异常，恢复过程的稳定，从而保证物

联网系统的正常运转。

ＳＰＣ是一种借助数理统计方法的过程控制

理论。它对获得的监视数据进行分析评价，根据

反馈信息及时发现被监视节点的问题故障，并采

取措施消除其影响［１８］。由于节点实时监视数据

受人、设备、环境、操作方式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其

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波动分为正常波动和

异常波动两种。正常波动是偶然性原因造成的，

是节点的正常状态；异常波动是由异常因素引起

的，它表明所监控节点的状态异常。ＳＰＣ常见的

监控信息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控制图法、直方图法、

描述性统计分析法等。相对于直方图法和描述性

统计分析法，控制图在图中将所描绘的数据点与

控制界限进行比较，能够直观地看到监视数据所

反映的节点运行状态。由于监视节点的主要目的

在于查看节点的运行状态，并在节点状态不佳或

发现故障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早地解决问

题，因此，采用控制图法分析节点的运行状态是一

种很好的方式，它可以用来对节点的状态进行测

定、记录、评估和监测节点监视数据是否处于正常

运行状态。这里，控制图中的上控制限和下控制

限作为运行状态的正常范围值，当监视数据超出

范围时，则说明设备运行状态不佳，需要查看节点

状况。

此外，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方法在作为

监视数据总体状态描述的同时，也可作为其他分

析方法的参考。

１．３　节点实时信息精简与分析

根据物联实时信息的实时性、冗余性、海量

性、时序性和相对稳定性特点，本文将其分为稳定

数据和波动数据两大类。稳定数据指那些不随时

间或其他数据变化而变化的数据，一般用来描述

节点监视中监视项数值长时间都保持稳定不变的

数据。而波动数据则指节点随时间而变动时采集

的时序变化数据。根据两类数据的特点，对于稳

定数据，一般采取通用的压缩算法进行精简，而对

于波动数据，则采取专用的实时过程数据压缩进

行精简。由于稳定数据包含有较多的重复代码

段，因此在本文研究中，稳定数据的精简采用静态

字典编码数据压缩方法［１９］，而对于波动数据，则

采用ＳＤＴ算法进行精简。具体步骤如下：

１）假使狏１、狏２、狏３、…、狏狀是获取得到的数据，

将第一个数据狏１存储。

２）对于狏２、狏３、…、狏狀的数据，可用以下方法

进行判断：

犻←０

Ｆｏｒ犼ｆｒｏｍ１ｔｏ狀－１ｓｔｅｐ１

ｄｏｗｎ犽１←狏犻＋１－ （狏犻－犲）

ｕｐ犽２←狏犻＋１－（狏犻＋犲）

犽１←（狏犼＋１－（狏犻－犲））／（犼＋１－犻）

犽２←（狏犼＋１－（狏犻＋犲））／（犼＋１－犻）

　Ｉｆ犽１＜ｄｏｗｎ犽１ｔｈｅｎ

　ｄｏｗｎ犽１←犽１

　Ｅｎｄｉｆ

　Ｉｆ犽２＞ｕｐ犽２ｔｈｅｎ

　ｕｐ犽２←犽２

　Ｅｎｄｉｆ

　犽← （狏犼－狏犻）／（犼－犻）

　Ｉｆ犽＞ｄｏｗｎ犽１ｏｒ犽＜ｕｐ犽２ｔｈｅｎ

４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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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犻←犼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图１中，点狏犻为最近存储的数据值，狏犽即狏犼－１

为狏犼的前一个数据点，首先定义上下两个门值

ｄｏｗｎ犽１、ｕｐ犽２，并对其初始化，然后根据点狏犼再重

新确定ｄｏｗｎ犽１、ｕｐ犽２ 的范围，最后通过与犽值的

比较来确定狏犽是否需要压缩。通过分析，最后的

ｄｏｗｎ犽１、ｕｐ犽２ 值为图２中的粗线，其中，犽＞ｕｐ犽２

且犽＞ｄｏｗｎ犽１，不符合
狏犽－（狏犻＋犲）

犽－犻
≤
狏犼－狏犻

犼－犻
≤

狏犽－（狏犻－犲）

犽－犻
，即ｕｐ犽２＜犽＜ｄｏｗｎ犽１，故需要将点

狏犽记录。

图１　ＳＤＴ原理

Ｆｉｇ．１　ＳＤ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图２为旋转门算法中判定后门的状态，狏犽即

狏犼－１需要存储。

图２　压缩偏移覆盖区

Ｆｉｇ．２　Ｎｅｗ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ｓ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如果执行到狏狀，则狏狀被存储，程序结束。

对于物联网节点数据进行精简存储的目的在

于分析节点数据，以发现隐藏于数据中的节点设

备的运行状态信息。本文采用ＳＰＣ的控制图法

对节点实时监视数据进行分析。

２　实例分析

本质上，互联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同时也是物

联的节点之一，其实时状态信息具有物联网实时

信息的特点，即数据量大、实时性高、关联复杂、数

据增长快、交换和查询频率高等特点。因此，本文

受传感器所限，以同是物联网中节点的计算机节

点设计了系列实验对前述的精简和分析方法进行

了验证。

１）实验环境

实验中，对处于一个网络中的三台计算机进

行监视和分析。三台计算机的基本情况如表１所

示。

表１　实验环境情况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序号 ＣＰＵ 内存／ＧＢ 机型

１ Ｉｎｔｅｌ（Ｒ）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１．７３ＧＨｚ １．２５ 便携机

２ Ｉｎｔｅｌ（Ｒ）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ＤｕａｌＥ２２００，２．２０ＧＨｚ１．９９ 台式机

３ Ｉｎｔｅｌ（Ｒ）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ＤｕａｌＥ２２００，２．２０ＧＨｚ １．９９ 台式机

　　本文采用面向对象的高级编程语言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通过 ＷＭＩ和ＡＰＩ来

获取任务管理器的监控信息。数据分析工具为

ＳＰＳＳ１３．０。

２）波动数据的精简

这里以１号节点计算机上的进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在

３０ｍｉｎ的内存变化为例进行实验，从２１：００：００

开始，按时间周期２ｍｉｎ记录的进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在

０．５ｈ内占用内存（ｂｙｔｅ）情况分别为９１４０．６２５、

９１４２．６２５、９１５６．２５、９１７１．８７５、９１７１．８７５、

９１７１．８７５、９１７１．８７５、９１２５、９１２５、９２６５．６２５、

９２８１．２５、９ ２８１．２５、９２９６．８７５、９ ２９６．８７５、

９２９６．８７５，其散点分布特征如图３（ａ）所示。

经过旋转门压缩后，数据量由１５个减少到８

个，其中，原有序列中的１、２、５、６、１１、１２、１４等７

个数据被精简，其散点分布特征如图３（ｂ）所示。

通过观察发现，精简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进程的内存散点

基本保持原有监视数据的数值特征。这表明旋转

门压缩算法对波动数据的精简具有较好的效果，

其中压缩率为０．５３，压缩系数为１．８７５。

图３　精简前后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３）节点信息分析实验

图４为计算机１、２、３号节点的ＣＰＵ使用过

５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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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控制图。图中，虚线分别为上下控制线。注

意到，１号机和２号机ＣＰＵ的波动总体趋势较平

稳，表明它们工作正常。而３号机开始ＣＰＵ占用

率在５０％，之后则降为下控制线以下，表明３号

机处于非工作状态。为了验证这一分析的正确

性，对三台节点计算机的内存使用情况也进行了

监视和分析，如图５所示，其中，２号机和３号机

的结果与ＣＰＵ 监视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但１号机的ＣＰＵ占用率出现１００％的占用情况，

且内存的波动与ＣＰＵ 的波动并不同步，处于一

直攀升状态。结合ＣＰＵ和内存的数据，可以推

断２、３号机工作正常，而１号机中可能有进程存

在内存泄漏导致ＣＰＵ 基本正常的情况下，而内

存不断攀升。

图４　ＣＰＵ过程控制图

Ｆｉｇ．４　ＣＰＵ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

图５　内存过程控制图

Ｆｉｇ．５　Ｍｅｍ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

３　结　语

本文在分析了物联网中节点实时监视数据管

理和分析的研究现状情况下，以计算机网络中节

点计算机的监视数据为例探讨了物联网中实时的

精简和分析方法。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① 物联

网节点监视信息的冗余较大，可以通过一定的精

简策略加以精简后管理，而不致影响状态的分析。

② 利用ＳＰＣ方法可以有效分析节点的运行状态

和波动状况，为节点的智能控制和管理提供数据。

本文所得的结论对于智能管理和控制物联网

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本文尚处于启发性的、

初步的和探讨性层次，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在方法

研究上进一步深入。

致谢：感谢陈艳云对本文研究过程中的实验

和数据分析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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