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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Ｐ２Ｐ节点会话时间呈重尾Ｐａｒｅｔｏ分布、少数节点具有较长的会话时间的特征，在稳定的物理节

点中，实现若干个虚拟节点，以改善Ｐ２Ｐ网络会话时间的分布状态。仿真结果显示，在少量的稳定节点中生

成少数虚拟节点能够有效地提高网络的查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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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化Ｐ２Ｐ网络采用分布式散列表算法来

实现分布式网络中的资源定位，具有高效率和良

好的可扩展性［１，２］。每个Ｐ２Ｐ节点都要维护一个

路由表和后继节点列表，用来转发查询消息和维

护拓扑结构。同时，Ｐ２Ｐ网络中不断有节点进入

和离开，这个过程称之为Ｐ２ＰＣｈｕｒｎ，它是Ｐ２Ｐ

网络的本质特征之一。Ｐ２ＰＣｈｕｒｎ导致路由表和

后继节点列表中节点失效，严重的Ｃｈｕｒｎ将导致

Ｐ２Ｐ查 询 超 时 甚 至 网 络 分 割
［２］。因 此，Ｐ２Ｐ

Ｃｈｕｒｎ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主要研究方

向，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３］。Ｐ２Ｐ节点的平

均会话时间是衡量Ｐ２ＰＣｈｕｒｎ最重要的指标。

Ｐ２Ｐ节点会话时间是指节点加入Ｐ２Ｐ网络及随

后离开网络之间的时间间隔［４］。研究显示，Ｐ２Ｐ

节点会话时间服从Ｐａｒｅｔｏ分布
［５］，即

犘（θ犻＜狋）＝１－（β／狋）
α （１）

　　本文利用Ｐ２Ｐ节点会话时间的分布规律，提

出通过虚拟节点来改善Ｐ２Ｐ网络性能的策略。

该策略在网络中选择具有较长会话时间的节点作

为稳定节点。在每个稳定的物理节点中，生成若

干个虚拟节点，虚拟节点具有独立的节点ＩＤ和路

由表，提供完整的Ｐ２Ｐ节点功能。

１　虚拟节点

１．１　虚拟节点的概念

１）稳定节点的选取。在Ｐ２Ｐ网络中，选取一

定比例（狆ｌｅｎｇｅｓｔ）的具有最长会话时间的Ｐ２Ｐ节点

作为稳定节点，即狆ｌｅｎｇｅｓｔ＝犘（犡＞狋ｓｈｒｅｓｈ）＝（β／

狋ｓｈｒｅｓｈ）
α，其中，狋ｓｈｒｅｓｈ是稳定节点的最小会话时间的

长度。

２）生成逻辑节点。在稳定的Ｐ２Ｐ物理节点

中，实现狏个虚拟节点。每个虚拟节点拥有独立

的节点ＩＤ、路由表等，提供与普通的Ｐ２Ｐ节点相

同的功能。稳定节点的会话时间显著大于Ｐ２Ｐ

节点的平均会话时间，每个稳定的Ｐ２Ｐ节点生成

狏个虚拟节点，其具有和稳定节点一样的平均会

话时间。当虚拟节点加入到Ｐ２Ｐ网络中后，网络

中节点会话时间的分布得到了改善。

１．２　节点会话时间的分布

选取节点会话时间大于犜ｓｈｒｅｓｈ的节点作为稳

定节点，即犢＞犜ｓｈｒｅｓｈ，其中，狆＝犘｛犢＞犜ｓｈｒｅｓｈ｝＝

（β／犜ｓｈｒｅｓｈ）
α。令每个稳定节点生成狏－１个虚拟

节点。节点会话时间小于犜ｓｈｒｅｓｈ的节点（即犢≤

犜ｓｈｒｅｓｈ）称之为动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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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１）改写为狓＝犘（犢＞狔）＝（β
狔
）
α

，即

狔＝ β
狓１

／α
（２）

　　１）动态节点的会话时间分布。生成虚拟节

点前，动态节点所占比例为狆，０＜狆＜１。狓表示

动态节点的分布，狓∈（０，狆），生成虚拟节点后，网

络节点数量由犖 提高到犖（狆＋狏（１－狆）），即狓′

∈（０，
狆

狆＋狏（１－狆）
）。因此，狓′＝

狓

狆＋狏（１－狆）
，即

狓＝（狆＋狏（１－狆））狓′。代入式（２），得到动态节点

的会话时间分布为：

狔＝ β
（（狆＋狏（１－狆））狓＇）１／α

其中，０＜狓′＜
狆

狆＋狏（１－狆）
。

２）稳定节点的会话时间分布。当节点属于

稳定节点时，即狆＜狓＜１。在节点生成虚拟节点

后， 狆
狆＋狏（１－狆）

＜狓＇＜１，得到：

狓＝
（狆＋狏（１－狆））狓′－（１－狏）狆

狏
（３）

将式（３）代入式（２），得到：

狔＝ β

（
（狆＋狏（１－狆））狓′＋（狏－１）狆

狏
）１／α

其中，

狆
狆＋狏（１－狆）

＜狓′＜１ （４）

整理式（３）、（４），得到：

狔＝

β
（（狆＋狏（１－狆））狓′）１／α

，

　０＜狓′＜
狆

狆＋狏（１－狆）

β

（
（狆＋狏（１－狆））狓′＋（狏－１）狆

狏
）１／α

，

　
狆

狆＋狏（１－狆）
＜狓′＜

烅

烄

烆
１

其中，

狆＝犘｛犡＞犜ｓｈｒｅｓｈ｝＝ （β／犜ｓｈｒｅｓｈ）
α （５）

对式（５）进行积分，可以得到生成虚拟节点后的平

均在线时间的表达式：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 ＝∫
狆／（狆＋狏（１－狆））

０

　 β
（（狆＋狏（１－狆））狓′）

１／αｄ狓′＋

∫
１

狆／（狆＋狏（１－狆））

　 β

（
（狆＋狏（１－狆））狓′＋（狏－１）狆

狏
）１／α
ｄ狓′（６）

式中，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表示生成虚拟节点后的平均会话时

间。

对式（６）进行整理后得到：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 ＝ β狏＋β（１－狏）狆
（１－１／α）

（１－１／α）（狆＋狏（１－狆））
（７）

式（７）给出了虚拟节点两个参数狆和狏对网络中

节点平均会话时间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的影响。

２　性能分析

在生成虚拟节点之前，根据Ｐａｒｅｔｏ分布，得

到节点平均会话时间为αβ／（α－１），即犜ｓｅｓｓｉｏｎ＝

αβ／（α－１）；生成虚拟节点后，节点的平均会话时

间为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

＝
狏＋（１－狏）狆

（１－１／α）

狆＋狏（１－狆）
（８）

狆
（１－１／α）

狆
＝
１（ ）狆

１／α

，０＜狆＜１，因此，
１（ ）狆

１／α

＞１，即

狆
（１－１／α）

＞狆，代入式（８），得到：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
犜ｓｅｓｓｉｏｎ

＞
狏＋（１－狏）狆
犘＋狏－狏狆

＝１

即犜ｓｅｓｓｉｏｎ＿狏＞犜ｓｅｓｓｉｏｎ。因此，通过引入虚拟节点，

Ｐ２Ｐ网络的平均会话时间得到提高。根据查询延

时模型，在网络规模不变或者没有应用ＰＮＳ策略

的前提下，延长网络中的平均节点会话时间将缩

短网络中查询延时，提高网络的效率。

另外，由式（７）可知，当选择的稳定节点非常

少，即狆→１时，犜ｍｅａｎｓｅｓｓｉｏｎ∝αβ／（α－１）。当所有的

节点都被作为稳定节点，即狆→０时，犜ｍｅａｎｓｅｓｓｉｏｎ∝

αβ／（α－１）。由此得知，在网络中选择的稳定节点

的比例过少或过多都不能显著提高网络中的节点

平均会话时间。

３　仿　真

３．１　仿真环境

本文利用开源软件ｐ２ｐｓｉｍ作为仿真环境，仿

真中应用Ｐａｒｅｔｏ分布，并设置ａｌｐｈａ的值为１．５，

ｂｅｔａ的值为节点平均会话时间的１／３。仿真环境

包括１０００个物理节点。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虚

拟节点策略的效率，仿真中没有应用ＰＮＳ、并行

查找等优化策略。

３．２　门限１狆对性能、带宽、查询成功率的影响

设狏为５，狆的值为从０到０．５，Ｐ２Ｐ节点平

均会话时间为１ｈ
［６］。稳定节点选取比例１－狆

对Ｐ２Ｐ网络性能的影响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中

当１－狆为０时，网络没有生成虚拟节点，网络的

５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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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查询延时为５８０ｍｓ，采用虚拟节点后，查询

延时显著降低；当１－狆为３％时，网络的查询延

时为最低（小于４５０ｍｓ），与没有生成虚拟节点时

的网络相比，网络性能显著提高。随着１－狆值

继续增加，网络的性能开始逐渐下降，当１－狆值

约为５０％时，系统性能与没有生成虚拟节点时性

图１　狆对网络性能与带宽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能相近。两个因素导致了上述结果：① 当１－狆

值较小时，选取的稳定节点的平均会话时间最长，

稳定节点对网络平均会话时间的影响显著。随着

１－狆值的增加，节点平均会话时间剧烈下降，并

逐渐接近网络的平均在线时间，此时，稳定节点对

网络平均会话时间的影响越来越弱。② 随着１－

狆值的增加，网络中总的节点数不断增加，当１－

狆值为０．５的时候，网络中的总节点数从１０００

个增加到了３５５０个（其中，物理节点１０００个，虚

拟节点２５５０个），加大了查询路径的长度。在没

有应用ＰＮＳ策略的前提下，节点数目的增加加大

了网络的平均查询延时。

图１（ｂ）显示了１－狆的取值对网络中物理节

点的平均带宽产生的影响。由于在每个稳定的物

理节点中要实现若干个虚拟节点，增加了由查询、

路由表和后继节点列表更新产生的网络带宽。图

１（ｃ）显示了网络性能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对照关

系，图中左下角的部分具有最高的性价比，即在不

显著增加带宽的情况下，获得了良好的查询效率。

图１（ｄ）显示了在不同网络性能下，稳定节点（物

理节点）所消耗的带宽。

３．３　狏对犘２犘网络性能、带宽、查询成功率的影

响

设置狆的值为０．８５，虚拟节点数目为０到

２０，Ｐ２Ｐ节点平均会话时间为１ｈ
［６］。图２显示了

每个稳定节点中生成虚拟节点的数量对网络性能

和网络带宽的影响。在图２（ａ）中，当网络中的虚

拟节点数为０时，网络中的查询延时为５８０ｍｓ；

当虚拟节点的数目从０增长到５时，网络性能显

著提高，查询延时从５８０ｍｓ下降到５００ｍｓ，此时

网络性能达到最好。在虚拟节点的介入下，网络

中的节点平均会话时间显著提高，且节点平均会

话时间对查询延时的影响显著高于网络规模增长

对查询延时的影响（网络规模从１０００增长到

１７５０）。继续增加虚拟节点的数目，网络性能没有

明显变化，此时，节点会话时间增长对网络查询延

时的贡献与网络规模增长造成的查询延时大体相

当。在图２（ｂ）中，随着狏值的增加，Ｐ２Ｐ网络中

物理节点的平均带宽消耗显著增加。图２（ｃ）中

左下角的区域，网络具有最高的性价比，此时，网

络中的平均查询延时较低，且网络带宽增长幅度

不大。它对狏的取值提供了参考。图２（ｄ）表示

了网络中稳定的物理节点的带宽消耗与网络平均

查询延时之间的关系。

图２　狏对网络性能与带宽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狏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４　不同的犆犺狌狉狀下虚拟节点策略对性能、资

源消耗的影响

设置网络中节点平均会话时间为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ｓ来仿真不同的Ｃｈｕｒｎ状态。如图３（ａ）所

示，在没有应用虚拟节点的情况下，Ｃｈｕｒｎ对网络

的性能影响显著，当节点平均会话时间较短时，网

络中的查询延时显著提高。随着网络平均会话时

间的增长，网络性能趋于稳定。在应用了虚拟节

点策略后，Ｃｈｕｒｎ对网络性能的影响大幅降低，网

络性能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同时，参数狆和狏

的取值对虚拟节点策略的效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图３（ｂ）中显示了网络效率与资源消耗之间

的关系。当没有采用虚拟节点策略时，网络带宽

消耗最低，但网络查询延时较高。当狆＝０．０３，狏

＝５时，在网络带宽消耗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

６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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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得到改善。当狆＝０．１５，狏＝５时，在系

统效率改善的同时，带宽消耗也显著提高。

图３　不同的Ｃｈｕｒｎ下网络性能和资源消耗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ｔｏｒｉｎａｕ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ｕｒｎ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Ｐ２Ｐ节点的会话时间呈重尾Ｐａｒｅ

ｔｏ分布的特征，通过在稳定的Ｐ２Ｐ节点上生成虚

拟节点来改善Ｐ２Ｐ节点会话时间的分布特征。

本文利用查询延时模型分析了虚拟节点策略的两

个参数对网络性能的影响，通过仿真验证了虚拟

节点策略的效率和对资源的消耗，并根据ＰＶＣ框

架给出了参数狆和狏的建议值作为参考。未来，

将进一步探讨虚拟节点策略与其他的网络优化策

略的组合及其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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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６卷第１２期 科　技　信　息

方法 罗　安等（３６８）!!!!!!!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的构建

与应用 唐　旭等（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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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ＧＩＳ的ＩｎＳＡＲ结果分析方法及在汶

川 Ｍｗ７．９级地震同震解释中的应用!

许才军等（３７９）!!!!!!!!!

基于ＧＰＳＰＷＶ的不同云系降水个例的综

合分析 李国平等（３８４）!!!!!!

子网划分在大规模ＧＮＳＳ基准站网数据处

理中的应用 姜卫平等（３８９）!!!!

区域精密对流层延迟建模

戴吾蛟等（３９２）!!!!!!!!!

站间距对ＧＰＳ卫星高精度钟差估计的影

响分析 楼益栋等（３９７）!!!!!!

利用卫星测高和重力的巴尔喀什湖水位变

化监测 孙佳龙等（４０１）!!!!!!

利用地基ＧＰＳ获取实时可降水量

徐韶光等（４０７）!!!!!!!!!

中国地区地基ＧＰＳ加权平均温度犜犿 统计

分析 王晓英等（４１２）!!!!!!!

带相位和频率反馈环路的ＧＮＳＳ弱信号跟

踪技术研究 金　力等（４１７）!!!!

基于ＧＰＳ技术的滑坡动态变形监测试验

结果与分析 王　利等（４２２）!!!!

ＧＰＳ观测值的时间相关性对基线解算影响

李一鹤等（４２７）!!!!!!!!!

ＣＯＭＰＡＳＳ地球参考框架的建立和维持

邹　蓉等（４３１）!!!!!!!!!

基于ＧＰＳ观测的Ｂａｊ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地震地壳

变形分析 吴继忠（４３７）!!!!!!

利用ＧＰＳ数据反演地心运动

魏　娜等（４４１）!!!!!!!!!

基于地磁共生矩阵的水下地磁导航适配区

选择 赵建虎等（４４６）!!!!!!!

具有区间隶属函数的模糊卡尔曼滤波在组

合导航系统中的应用
!

乐　洋等（４５０）!!!!!!!!!

ＧＰＳ地震仪：ＰＡＮＤＡ软件测试结果与验

证 方荣新等（４５３）!!!!!!!!

一种有效的ＧＮＳＳ接收机载噪比估计方法

巴晓辉等（４５７）"""""""""

基于圆概率误差的ＲＡＩＭ可用性算法研究

李国重等（４６１）!!!!!!!!!

联合地基ＧＰＳ和空基ＣＯＳＭＩＣ掩星的可

降水量研究 许超钤等（４６７）!!!!

发射信号不完善性对卫星导航系统内及系

统间干扰的影响分析

张铮文等（４７１）!!!!!!!!!

粗差检测与抗差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在动态

相对定位中的应用

王潜心等（４７６）!!!!!!!!!

一种低成本 ＧＰＳ／ＩＮＳ紧耦合组合导航系

统 鲁　郁等（４８１）!!!!!!!

北斗导航系统电文播发方式研究

张炳琪等（４８６）!!!!!!!!!

星载宽幅雷达干涉监测大范围地震形变技

术研究 蒋廷臣等（４９０）!!!!!!

利用重力梯度测量探测海底障碍地形的模

拟研究 纪　兵等（４９５）!!!!!!

基于偏差原则和正则化方法反演晴空地表

ＢＲＤＦ和反照率 崔生成等（４９８）!!

第５期

城市规划三维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与实现

李德仁等（５０５）!!!!!!!!!

一种面向大区域不规则河道的水流仿真方

法 王　伟等（５１０）!!!!!!!!

利用 ＭＤＡ进行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

王艳东等（５１４）!!!!!!!!!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

吴信才等（５１９）!!!!!!!!!

利用ＤＦＴ相位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水印

方法 王奇胜等（５２３）!!!!!!!

关于遥感影像处理智能系统的若干问题

舒　宁（５２７）""""""""""

多尺度分割优化的ＳＡＲ变化检测

尤红建（５３１）!!!!!!!!!!

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红外影像自适应目

标进行检测 邵振峰等（５３５）!!!!

利用主题模型的遥感图像场景分类

徐　侃等（５４０）!!!!!!!!!

利用 ＭＲＦ方法的高分辨率影像道路提取

余长慧等（５４４）!!!!!!!!!

结构保持的图像序列自适应超分辨率重建

郭　琳等（５４８）!!!!!!!!!

顾及地形特征的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桥梁提

取算法研究 李云帆等（５５２）!!!!

面向多层次公众认知需求的土地利用规划

信息重构模型 刘耀林等（５５６）!!!

利用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策略

亢孟军等（５６０）!!!!!!!!!

利用嵌套金字塔模型进行瓦片地图数据组

织 杜清运等（５６４）!!!!!!!!

数字高程模型误差及其评价的问题综述

吴艳兰等（５６８）!!!!!!!!!

利用元胞自动机作用域构建林火蔓延模型

王海军等（５７５）!!!!!!!!!

顾及外拓扑的异构建筑三维拓扑重建

贺　彪等（５７９）!!!!!!!!!

利用约束 ＤＴＩＮ进行建筑物多边形凹部

结构识别与渐进式化简

陈文瀚等（５８４）!!!!!!!!!

ＧＩＳ信息综合中一种改进的粗集选取方法

李雯静等（５８８）"""""""""

一种改进的测量控制网最小独立环搜索算

法 郭际明等（５９３）!!!!!!!!

基于抗差ＥＫＦ的 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算法

研究 王　坚等（５９６）!!!!!!!

利用神经网络预测的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

系统算法研究 林雪原等（６０１）!!!

ＣＥＩ对静止轨道共位卫星的轨道确定

李晓杰等（６０５）!!!!!!!!!

恒星日滤波的修正以及对高频 ＧＰＳ定位

的影响研究 殷海涛等（６０９）!!!!

附有病态约束反演问题的岭估计法

王乐洋等（６１２）!!!!!!!!!

利用交叉点不符值对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

数据进行精度评定

徐天河等（６１７）!!!!!!!!!

应用ＧＰＳ水准与重力数据联合解算大地

水准面 郭东美等（６２１）!!!!!!

Ｌ＆Ｒ海空重力仪测量误差综合补偿方法

欧阳永忠等（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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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ＩＮＳ组合系统中姿态参数估计准确

性检验方法探讨 柴艳菊等（６３１）!!

ＧＰＳ服务空域内导航精度性能仿真评估

汪　捷等（６３５）!!!!!!!!!

利用ＧＰＳ共视法确定重力位差及海拔高

差的实验研究 刘　杨等（６４０）!!!

利用交互多模型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故障

诊断算法 聂建亮等（６４４）!!!!!

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算法精密授时的可行

性研究 闫　伟等（６４８）!!!!!!

利用ｐｉｎｇ的条带测深网拼接平差模型

李明叁等（６５２）!!!!!!!!!

利用中位数进行光纤陀螺信号抗差估计

蒋庆仙等（６５６）!!!!!!!!!

构筑物变形短期预警与完备性监测算法研

究 王　坚等（６６０）!!!!!!!!

一种基于复共线性分析的ＲＰＣ参数优选

法 袁修孝等（６６５）!!!!!!!!

利用 ＨＧＡ和单位四元数的相对定向解法

周拥军等（６７０）!!!!!!!!!

从激光点云中提取古建筑线性和圆形特征

的比较 詹庆明等（６７４）!!!!!!

共轭面状特征的快速提取与遥感影像精确

配准 辛　亮等（６７８）!!!!!!!

最小体积约束的线性光谱解混算法

李二森等（６８３）!!!!!!!!!

利用光谱角敏感森林的高光谱数据快速匹

配方法 周　源等（６８７）!!!!!!

利用 ＮＳＣＴ和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进行图像检

索 吴一全等（６９１）!!!!!!!!

利用比例分解和嵌套窗口进行彩色图像边

缘提取 陈炳文等（６９５）!!!!!!

一种新的ＣＲ点目标识别方法及其在公路

形变监测中的应用

邢学敏等（６９９）!!!!!!!!!

电力线实时测距方法研究

郑顺义等（７０４）!!!!!!!!!

土壤湿度的偏振反演模型与实验

张　荞等（７０８）!!!!!!!!!

数字高程模型精度标准、质量理论和科学

观念讨论 胡　海等（７１３）!!!!!

顾及Ｇｅｓｔａｌｔ认知效应的线性岛屿模式识

别 黄亚锋等（７１７）!!!!!!!!

利用遗传算法的网络ＧＩＳ集群服务器动态

负载均衡算法 朱　莉等（７２１）!!!

内嵌式空间数据库优化器代价评估框架及

实现 颜　勋等（７２６）!!!!!!!

利用灰集进行空间区域拓扑关系不确定性

定量分析 包　磊等（７３１）!!!!!

城市轨道交通示意图注记质量评价模型研

究 刘广琼等（７３４）!!!!!!!!

散列式面状注记自动配置技术研究

张志军等（７３９）!!!!!!!!!

利用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土地利用变

化模拟———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

农　宇等（７４３）!!!!!!!!!

顾及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城市基准地价以

价定级方法研究 王　伟等（７４７）!!

利用模拟退火算法的村镇土地利用空间优

化调控模型 刘耀林等（７５２）!!!!

９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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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切平面投影的散乱数据点快速曲面重

建算法 张剑清等（７５７）!!!!!!

四分量散射模型在极化ＳＡＲ相干斑滤波

中的应用 巫兆聪等（７６３）!!!!!

基于边缘的多尺度立体匹配算法

夏林元等（７６７）!!!!!!!!!

基于定标场的ＡＤＳ４０系统几何检校

许妙忠等（７７１）!!!!!!!!!

ＡＤＳ４０线阵影像空中三角测量数据处理

与精度分析方法 耿　迅等（７７６）!!

基于多源数据的拼接型房屋三维重建方法

研究 刘亚文等（７８０）!!!!!!!

基于形态小波的地震数据压缩方法研究

杨博雄等（７８５）!!!!!!!!!

一种新的ＳＡＲ像素偏移量估计流程及其

在同震形变监测中的应用

董晓燕等（７８９）!!!!!!!!!

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空变化的模拟分

析 秦慧平等（７９３）!!!!!!!!

误差与先验信息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影

响研究 李征航等（７９７）!!!!!!

时间序列异常值探测的Ｂａｙｅｓ方法及其在

电离层ＶＴＥＣ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归庆明等（８０２）!!!!!!!!!

顾及电离层改正精度信息的高精度单频单

点定位方法研究 施　闯等（８０７）!!

一种基于分步式滤波的多传感器组合导航

系统算法研究 林雪原等（８１１）!!!

采用联合平差法处理附有病态等式约束的

反演问题 马　洋等（８１６）!!!!!

ＧＮＳＳ实时数据质量控制

蔡　华等（８２０）!!!!!!!!!

ＰＣＡ空间滤波在高频ＧＰＳ定位中的应用

研究 殷海涛等（８２５）!!!!!!!

渭河盆地现今地壳水平形变特征及区域构

造活动性 瞿　伟等（８３０）!!!!!

选权拟合法解的特性探讨

王爱生等（８３５）!!!!!!!!!

局部区域数据纳入ＩＴＲＦ的新方法

高　乐等（８３９）!!!!!!!!!

等面积纬度函数和等量纬度变换的直接解

算公式 李厚朴等（８４３）!!!!!!

一种基于场论的层次空间聚类算法

邓　敏等（８４７）!!!!!!!!!

一种维护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属性逻辑一致

性的平差方法 唐远彬等（８５３）!!!

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的关系映射

张春菊等（８５７）!!!!!!!!!

空间和属性双重约束下的自组织空间聚类

研究 焦利民等（８６２）!!!!!!!

基于单位影响域的道路增量式综合方法

刘一宁等（８６７）"""""""""

基于色貌效应预测的 ＨＤＲ图像显示研究

刘　真等（８７１）"""""""""

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鲁棒性人脸识别

廖海斌等（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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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坐标系新探 魏子卿（８８３）!!!!!

附有相对权比的总体最小二乘平差

王乐洋等（８８７）!!!!!!!!!

狋型Ｂａｙｅｓ估计及其在测量平差中的应用

陈　轲等（８９１）"""""""""

利用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ａｉｂｌｅ信息量的空间数据几

何纠正模型选择 梁　丹等（８９６）!!

一种改进的不适定问题奇异值分解法

吴太旗等（９００）!!!!!!!!!

动态非线性滤波模型非线性强度的曲率度

量及其应用 宫轶松等（９０４）!!!!

动态导航定位噪声相关性的实时探测处理

甘　雨等（９０９）"""""""""

顾及地磁背景场的多目标磁异常分量换算

方法 卞光浪等（９１４）!!!!!!!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在中国某地区的检核及适

用性分析 束蝉方等（９１９）!!!!!

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实时监测及其风险控制

研究 梅文胜等（９２３）!!!!!!!

永久散射体与短基线雷达干涉测量在城市

地表形变中的应用

周志伟等（９２８）!!!!!!!!!

生物地理学优化（ＢＢＯ）在图像分割中的应

用 郑肇葆（９３２）!!!!!!!!!

ＡＳＴＥＲ与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热红外传感器

数据的比较研究 徐涵秋等（９３６）!!

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研究进展

刘学军等（９４１）!!!!!!!!!

利用ＬｉＤＡＲ点云的真正射影像遮蔽检测

孙　杰等（９４８）!!!!!!!!!

利用土地利用状态转移分析的变化检测

李　雪等（９５２）!!!!!!!!!

利用数学形态学的遥感影像水系提取方法

李　辉等（９５６）!!!!!!!!!

星载激光雷达气溶胶数据辅助的近岸浑浊

水体大气校正研究

田礼乔等（９６０）!!!!!!!!!

利用不确定度的海底数字高程模型构建

邹永刚等（９６４）"""""""""

利用ＧＩＳ与虚拟仿真的三维航标配布

眭海刚等（９６９）!!!!!!!!!

遥感时空不一致性对城市景观格局动态分

析影响 杨叶涛等（９７４）!!!!!!

利用小波包变换和误差扩散的打印扫描图

像水印算法 徐宏平等（９７８）!!!!

基于力学思想的空间聚类有效性评价

刘启亮等（９８２）!!!!!!!!!

利用泰森多边形和格网平滑的人口密度空

间化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闫庆武等（９８７）!!!!!!!!!

多尺度地图面目标匹配的统一规则研究

赵彬彬等（９９１）"""""""""

交互式地图绘制与ＳＶＧ格式文档的生成

王唤良等（９９５）!!!!!!!!!

顾及障碍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元胞自动

机城市扩展模型构建

王海军等（９９９）!!!!!!!!!

城市土地利用空间优化配置的多智能体系

统与微粒群集成优化算法

张鸿辉等（１００３）!!!!!!!!

第９期

利用卫星影像进行南极格罗夫山蓝冰变化

监测 鄂栋臣等（１００９）!!!!!!

利用ＰＳＩｎＳＡＲ研究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的地

表形变 许才军等（１０１２）!!!!!

湖泊水环境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张友静等（１０１７）!!!!!!!

吉林长白山森林冠顶高度激光雷达与

ＭＥＲＳＩ联合反演

董立新等（１０２０）!!!!!!!!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模型的参数选择及优化

朱忠敏等（１０２５）!!!!!!!!

利用差分滤波进行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

缠 张红敏等（１０３０）!!!!!!!

利用安置角检校进行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

据与同步影像快速配准

钟　良等（１０３５）!!!!!!!!

利用最优估计理论进行多光谱与全色影像

融合 黄登山等（１０３９）!!!!!!

遥感影像正射纠正的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处理

研究 杨靖宇等（１０４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相关和阈值衰减联合去噪方

法及其在地震资料处理中的应用

张恒磊等（１０４７）!!!!!!!!

一种改进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ＩｎＳＡＲ 干涉图滤波

算法 于晓歆等（１０５１）!!!!!!

高分辨率雷达卫星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干涉

测量生成ＤＥＭ的实验研究

蒋厚军等（１０５５）!!!!!!!!

利用高速收敛ＰＳＯ或分解进行二维灰度

熵图像分割 吴一全等（１０５９）!!!

一种结合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和散射熵的 ＭＲＦ

多极化ＳＡＲ影像分割算法

张　斌等（１０６４）!!!!!!!!

利用Ｘ射线脉冲星进行同步定位／授时的

可观性分析 孙守明等（１０６８）!!!

顾及线性化模型误差补偿的卡尔曼滤波算

法 牟忠凯等（１０７３）!!!!!!!

空时自适应处理中卫星信号互相关峰值偏

移分析 郭文飞等（１０７７）!!!!!

海底入射角对多波束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

及其改正 金绍华等（１０８１）!!!!

数字天顶摄影仪确定垂线偏差及其精度分

析 郭金运等（１０８５）!!!!!!!

利用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空间查询方法研

究 邓　敏等（１０８９）!!!!!!!

分布式异构栅格数据的集成管理研究

陈　静等（１０９４）!!!!!!!!

ＤＥＭ构建中的断裂线处理

朱　莹等（１０９７）!!!!!!!!

城市商业服务设施吸引力的空间相关性分

析 王汉东等（１１０２）!!!!!!!

电子海图最短距离航线自动生成的改进方

法 曹鸿博等（１１０７）!!!!!!!

利用横向切片进行地物三维重建

刘　帅等（１１１１）!!!!!!!!

球面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透视投影算法

李佳田等（１１１６）!!!!!!!!

一种基于缓冲区边界相向逼近求交模型的

曲线间中心线生成算法

董　箭等（１１２０）!!!!!!!!

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下的耕地潜力评

价模型 刘艳芳等（１１２４）!!!!!

半方差函数与 Ｍｏｒａｎ’ｓＩ在土壤微量元素

空间分布研究中的应用———以寿光市

为例 刘　庆等（１１２９）!!!!!!

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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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期

基于ＧＩＳ的移动蜂窝网络场强预测研究

陈晓勇等（１１３５）"""""""""

基于犚树索引的三维可视化查询方法

龚　俊等（１１４０）!!!!!!!!

ＧＩＳ点状符号共享研究

陈泰生等（１１４４）!!!!!!!!

空间点群目标相似度计算

刘　涛等（１１４９）!!!!!!!!

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多层次迭代分类方法

研究 王卫红等（１１５４）!!!!!!

基于渐进三角网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

滤波 隋立春等（１１５９）!!!!!!

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和人脸特征三角形的

姿态参数估计 陈振学等（１１６４）!!

基于乘积模型的极化ＳＡＲ滤波

邓少平等（１１６８）!!!!!!!!

９６０ＭＨｚ至１６１０ＭＨｚ频段全球业务及

ＧＮＳＳ频谱兼容分析

卢　軻等（１１７２）!!!!!!!!

用于ＧＮＳＳ的ＳｐＴ星载原子钟及时间系

统介绍 王庆华等（１１７７）!!!!!

星载原子钟稳定性影响分析

毛　悦等（１１８２）!!!!!!!!

基于ＳＥＩＤ模型的单频ＰＰＰ双频解算方法

研究 涂　锐等（１１８７）!!!!!!

预相关带宽和相关器间隔对导航信号多径

性能的影响分析

封　欣等（１１９１）!!!!!!!!

高轨飞行器精确导航的载波相位时间差

分／捷联惯导紧组合算法

温永智等（１１９５）!!!!!!!!

利用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提取区域电离层

延迟及其精度评定

李　玮等（１２００）!!!!!!!!

面向遥感的ＧＮＳＳ反射信号接收处理系统

及实验 李伟强等（１２０４）!!!!!

利用ＴＥＲＣＯＭ 与ＩＣＣＰ进行联合地磁匹

配导航 王胜平等（１２０９）!!!!!

Ｓ频段用于卫星导航的电磁环境研究

赵　阳等（１２１３）!!!!!!!!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硬件延迟解算

吴晓莉等（１２１８）!!!!!!!!

基于抗干扰天线的远近效应抑制技术

韩天柱等（１２２２）!!!!!!!!

非差虚拟观测值的网络ＲＴＫ实现

张绍成等（１２２６）!!!!!!!!

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的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

多径抑制性能分析及优化设计

刘荟萃等（１２３１）!!!!!!!!

脉冲激光抽运铷原子钟研究

杜志静等（１２３６）!!!!!!!!

基于分枝定界算法的整数最小二乘估计

宋迎春等（１２４１）"""""""""

逐次最小二乘在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

（ＨＡＳＭ）中的应用

王世海等（１２４６）!!!!!!!!

基于 ＭＫＬＤ准则的ＰＳＯＰＦ算法设计及其

应用 宫轶松等（１２５１）!!!!!!

基于隐含语义相关性分析的视频语义检索

常　军等（１２５６）!!!!!!!!

第１１期

在轨卫星无地面控制点摄影测量探讨

王任享等（１２６１）!!!!!!!!

一种基于拼接线的无人机序列影像拼接方

法 徐亚明等（１２６５）!!!!!!!

平台运动误差对机载ＬｉＤＡＲ激光脚点分

布的影响分析 李小路等（１２７０）!!

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电力线的提取方

法研究 余　洁等（１２７５）!!!!!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的武汉市东湖水

色三要素遥感研究

陈莉琼等（１２８０）!!!!!!!!

利用地面激光扫描数据进行建筑物变化检

测 吕　钊等（１２８４）!!!!!!!

利用多分类器集成进行遥感影像分类

郑文武等（１２９０）!!!!!!!!

利用频谱能量进行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地物

识别 吴桂平等（１２９４）!!!!!!

利用空间连续性进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道

路提取 吴小波等（１２９８）!!!!!

双混沌映射的土家织锦图案数字加密算法

李　军等（１３０２）!!!!!!!!

拓扑和方向空间关系组合描述及其相互约

束 沈敬伟等（１３０５）!!!!!!!

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时轨道机动问题的处理

方法 李征航等（１３０９）!!!!!!

实时精密单点定位中周跳探测与修复的算

法研究 易重海等（１３１４）!!!!!

一种新的ＩＧＳ精密星历插值算法

刘伟平等（１３２０）!!!!!!!!

ＥＲＰ精度对“嫦娥一号”差分ＶＬＢＩ定位精

度的影响 魏二虎等（１３２４）!!!!

给定内插重力异常精度时对重力数据的要

求 李振海等（１３２８）!!!!!!!

２００９０７２２湖北地区日全食期间的重力观

测 崔荣花等（１３３２）!!!!!!!

ＧＰＳ解算的日本 Ｍｗ９．０级地震的远场同

震地表位移 杨少敏等（１３３６）!!!

利用改进非参数估计法的ＤＥＭ 误差置信

区间估计 陈传法等（１３４０）!!!!

卫星导航接收机抗欺骗干扰方法研究

黄　龙等（１３４４）!!!!!!!!

一种抑制ＧＰＳ射频干扰的空频自适应处

理算法 郭文飞等（１３４８）!!!!!

物联网节点监视信息的精简与分析技术

张鹏林等（１３５３）!!!!!!!!

大动态宽带干涉式雷电测向接收机新技术

彭　亮等（１３５８）!!!!!!!!

利用空间自相关的中国内陆甲型 Ｈ１Ｎ１流

感疫情分析 陈江平等（１３６３）!!!

利用可视引导的Ａｇｅｎｔ模拟城市人流运动

应　申等（１３６７）"""""""""

利用几何矩和叠置分析进行多尺度面要素

自动匹配 赵东保等（１３７１）!!!!

利用最佳地形特征空间进行地貌形态自动

识别———以西南地区为例

曹伟超等（１３７６）!!!!!!!!

一种基于多尺度 ＤｏＧ滤波器的高动态范

围的映射方法 谢德红等（１３８１）!!

第１２期

维基的词条质量检测研究

李德毅等（１３８７）!!!!!!!!

短时交通流量模式提取及时变特征分析

李清泉等（１３９２）!!!!!!!!

ＧＩＳ时空分析系统的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设计与

实现 俞肇元等（１３９７）!!!!!!

矢量地理数据自检测水印算法及其应用研

究 杨成松等（１４０２）!!!!!!!

粒度与结构统一的多层次三维城市模型数

据组织方法 周东波等（１４０６）!!!

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分

析———以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疾病为

例 冯　昕等（１４１０）!!!!!!!

高阶模糊地理对象的方向关系研究

郭继发（１４１４）!!!!!!!!!

以弯曲骨架线为化简指标的海岸线综合方

法 陈惠荣等（１４１８）!!!!!!!

利用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并行算法在多核处

理器上实时综合地图线要素

马劲松等（１４２３）!!!!!!!!

一种基于伪随机序列和 ＤＣＴ的遥感影像

水印算法 朱长青等（１４２７）!!!!

利用流水线技术的遥感影像并行处理

翟晓芳等（１４３０）!!!!!!!!

利用动态阈值的森林草原火灾火点检测算

法 刘良明等（１４３４）!!!!!!!

一种复杂海天背景下的红外舰船目标自动

检测方法 王　鹏等（１４３８）!!!!

视觉皮层振荡神经网络在遥感影像分割中

的应用 施蓓琦等（１４４２）!!!!!

２００９年武汉市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估算

张　娜等（１４４７）!!!!!!!!

广义点摄影测量在建筑物立面轮廓重构中

的应用 李　畅等（１４５１）!!!!!

ＰＳＩｎＳＡＲ公共主影像优化选取的一种新

方法 陶秋香等（１４５６）!!!!!!

利用时间序列干涉图叠加法监测江苏盐城

地区地面沉降 何　敏等（１４６１）!!

南极拉斯曼丘陵重力基准的建立

鄂栋臣等（１４６６）!!!!!!!!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对ＰＰＰ参数估计

的影响 张小红等（１４７０）!!!!!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组合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及结果分析 蔡昌盛等（１４７４）!!!

将ＧＰＳ广播星历算法作为低轨卫星动力

学模型的综合定轨方法

崔先强等（１４７８）!!!!!!!!

地磁场梯度对飞机磁场求解精度的影响分

析 谭　斌等（１４８２）!!!!!!!

引力场梯度张量的非奇异公式推导

万晓云（１４８６）!!!!!!!!!

长期验潮站潮位观测误差的综合探测及修

复方法研究 赵建虎等（１４９０）!!!

ＡＲＭＡ滤波在加速度法反演地球重力场

中的应用 钟　波等（１４９５）!!!!

利用改进的 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算法与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多项式探测与修复周跳

刘　宁等（１５００）!!!!!!!!

利用虚拟节点的动态结构化Ｐ２Ｐ网络性能

研究 李　伟等（１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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