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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位置服务信息，采用道路内微观路由和道路间宏观路由相结合的路由方案（ＭｉＭａ），引入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优化算法为节点间通信提供一条具有导向功能的最佳路由。实验结果表明，该路由协议提高了数据包投

递率，降低了数据端到端的传输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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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用自组织网络（ＶＡＮＥＴ）已成为当今智能

交通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４］。由于道路网络的复杂

性、节点数目的庞大性和高动态性，当前没有统一

的通信标准满足 ＶＡＮＥＴ通信环境需求。路由

是当前研究的首要问题之一［５７］。

目前，国内外 ＶＡＮＥＴＳ路由研究集中在车

与车（Ｖ２Ｖ）通信方面，车与路旁设施（Ｖ２Ｉ）以及

混合通信方式是未来研究和应用的重点。本文在

位置服务（ＬＳ）
［７］的支持下，提出了道路间和道路

内相结合的两级路由方案，为路由信息的发布提

供导向功能，避免信息发送的盲目性和局部最优

引起的全局最差。

１　道路移动模型

两个交通路口定义一条道路，如图１的＜犐１，

犐８＞、＜犐８，犐１＞为同一条道路，＜犐１，犐８＞表示方

向从犐１ 到犐８。道路网络系统由道路和交通路口

组成。路口安装交通灯，车辆根据交通规则行驶，

限速规定为８８ｋｍ·ｈ－１、５６ｋｍ·ｈ－１和２４ｋｍ·

ｈ－１。车辆行驶于双向四车道，车辆之间的安全时

距为２ｓ，车辆拥塞距离４ｍ，车辆驶出路口或超

速最大加速度０．６ｍ·ｓ－２，车辆舒适减速度为

０．９ｍ·ｓ－２。

图１　交通路口和道路段构成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Ｆｉｇ．１　ＣｉｔｙＲｏａ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ａｄｓ

２　理想连通度

车辆通信半径犚＝２５０ｍ，道路车流密度为

犽，表示每平方米车辆数目。车道宽度犔＝３．７５

ｍ，汽车双向行驶，上行和下行车道数目皆为狀，

仿真实验取狀＝２。节点所行驶道路的通信范围

覆盖的带状道路面积为犛。车辆行驶在道路范

围，道路底线为纵坐标０，车辆道路对应纵坐标狔狏

∈［０，２狀犔］。

令犪＝
２狀犔－狔狏
犚

，犫＝
狔狏
犚
，则有：

犛＝ ａｒｃｓｉｎ犪＋ａｒｃｓｉｎ犫＋犪 １－犪槡
２（ ＋

犫 １－犫槡 ）２ 犚２ ＝μ犚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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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狔狏∈［０，狀犔］与狔狏∈［狀犔，２狀犔］通信覆盖

范围是对称关系，只需要求解狔狏∈［０，狀犔］的犛：

Ｅ［μ·犚］＝珔μ·犚＝

（∫
狀犔

０

（犛／犚）ｄ狔ν）／（狀犔）＝２９．９９１

　　自由流车辆连通性满足泊松分布，车辆通信

范围内至少有犻个节点概率为：

犘｛狓＞犻｝＝１－ｅ
－犽·珔μ·犚·犚

∑
犻－１

犼＝０

（犽·珔μ·犚·犚）
犼

犼！

（２）

犻＝１表示通信范围内至少存在一个节点的概率。

则任意一条道路狇的１连通概率为：

犘狇 ＝犘狇（犽狇，犚，犕狇）＝ １－ｅ
－２９．９９１犽

狇（ ）犚 犕
狇

犕狇 ＝ ＲｏａｄＬｏｎｇ狇／犚 （３）

式中，犕狇 是保证道路狇两端连通的最少车辆数；

犽狇 为道路狇车流密度；ＲｏａｄＬｏｎｇ狇 表示该道路长

度。

３　ＭｉＭａ

参与通信的节点通过ＧＰＳ实现定位和获取

自身速度等信息，通过预先嵌入的数字地图节点

获取城市街道和交通路口信息。节点经过交通路

口变更到另外一条道路后，在ＬＳ
［８］登记节点当前

所在街道ＩＤ。ＬＳ通过车辆登记信息计算道路网

络各条道路的车流密度，并通过ＬＳ实现网络信

息更新。文献［７］采用类似于麻省、剑桥部署的城

市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现ＬＳ实时应用。

３．１　最优连续道路选择

参数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狇 用于评估道路狇路由质

量。犳１（狇）描述车辆动态性、车辆分布均匀度、链

路通信质量等诸因素对路由性能的影响，犳２（狇）描

述数据在交通路口转发受到障碍物以及交通灯对

通信质量的影响，犘狇 为道路狇 两端连通概率。

犳１（狇）和犳２（狇）受到的影响越大，取值越小，且犳１

（狇）∈［０，１］，犳２（狇）∈［０，１］，于是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

（）狇 ∈［０，１］：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狇 ＝α×犘狇＋β×犳１（狇）＋γ×犳２（）狇

且 α＋β＋γ＝１ （４）

其中，α、β、γ为非负的影响因子权重。

源节点咨询ＬＳ获取目的节点所处道路段，

并获取道路网络系统内各道路的车辆密度、道路

和交通路口影响因子犳１ 和犳２。源节点通过获取

信息计算从源节点到目的节点的最优连续道路

段，为请求和应答包的发送提供一条导向路径，路

由请求和应答包沿该路径传输。图１中，源节点

犛１ 位于路口犐２ 附近，与犐２ 相连的道路＜犐２，犐９＞

在车流密度和与目的节点犇１ 的距离上，皆优于

其他道路段。文献［７］采用位置和车密度相结合

的ＧＰＳＲ策略，选择＜犐２，犐９＞为信息发送的下一

条路径，但＜犐９，犐７＞和＜犐９，犐４＞无法满足源和目

的节点的连通性要求。从图１可看出，＜犐２，犐１＞、

＜犐１，犐８＞和＜犐８，犐７＞具有更好的连通性。

将道路网络抽象为带权值的边、点组成的有

向图犌＝（犞，犈）。犞 表示交通路口集合，犈 表示

道路段集合：

犞 ＝ ｛犐１，犐２，犐３，…｝，犈＝ ｛犲１，２，犲２，１，犲３，２，…｝

其中，犲１，２＝＜犐１，犐２＞，犲２，１＝＜犐２，犐１＞。有向边

犲１，２和犲２，１权值由式（４）给出，且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１，２）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２，１）。

犐狊和犐犱 表示连续道路的源顶点和目的顶点。

最优连续道路选择算法如下所示。

１）源节点和目的节点处于同一道路段，该道

路段即为宏观意义上的最佳路由。源节点直接发

送路由请求包请求建立连接。

２）源节点和目的节点不处于同一道路段，但

具有一个公共的交通路口，例如图１中犛２ 和犇２

所处的道路段具有相同的交通路口犐１，定义犐２ 为

源顶点犐狊，犐８ 为目的顶点犐犱，跳转到步骤４）。

３）源节点和目的节点不在同一条道路段，并

且无公共交通路口，例如图１中的犛１和犇１。选

择犐２ 为源顶点犐狊，犐７ 为目的顶点犐犱，跳转到步

骤④。

４）调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求最优路径，变量ｄｉｓｔ

［犲犪，犫］为道路犲犪，犫的通信系数：

ｄｉｓｔ［犲犪，犫］＝ｄｉｓｔ［犲犫，犪］＝ｌｇ
１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犪，犫）
＝

－ｌｇ（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犪，犫）），犪，犫∈犞 （５）

利用基于十字链表的优化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搜索源

与目的节点间道路通信系数和最小的道路段集合

作为最优连续道路段。图１中，犛１ 到犇１ 箭头所

示为最佳路由，则：

Ｒｏａｄｏｐｔ＝ｄｉｓｔ［犲犐２，犐１］＋ｄｉｓｔ［犲犐１，犐８］＋ｄｉｓｔ［犲犐８，犐７］

＝ｌｇ

１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犐
２
，犐
１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犐

１
，犐
８
）×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犲犐

８
，犐
７
）

（６）

式（６）表示由于ＲｏａｄＳｃｏｒｅ（）犼 ∈ ０，（ ）１ ，对数的分

母若参与相乘的参数越多，乘积取值越小，即随着

路径经过道路段的增多，路由性能降低。

３．２　犕犻犕犪描述

ＭｉＭａ通过路由请求包 ＲＲＥＱ和路由应答

７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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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ＲＲＥＰ实现路由建立。转发节点通过接收的

移动信息和本节点当前移动信息计算新的路径生

存周期ＬＥＴ。新的ＬＥＴ与接收 ＲＲＥＰ的ＬＥＴ

比较，选择取值小的ＬＥＴ填入当前节点产生的

ＲＲＥＰ，然后转发。

路由请求：① 宏观路由，源节点向目的节点

发送数据时，先从ＬＳ获取目的节点位置和网络

交通信息，调用最优连续道路选择算法，为源节点

和目的节点提供宏观路由，源节点创建包含宏观

路由的 ＲＲＥＱ 并广播；② 微观路由，接收到

ＲＲＥＱ的节点，比较所处的道路是否属于最优连

续道路的一部分，若不属于则不转发接收的

ＲＲＥＱ；否则，查找路由表，如有到目的节点路由，

产生ＲＲＥＰ回复源节点；路由表无目的节点路由

则填入本ＩＤ并转发。为避免广播风暴，节点收到

和前一个接收的ＲＲＥＱ相同的源地址和序列号，

则丢弃该ＲＲＥＱ；ＲＲＥＱ总是沿着最优连续路径

从当前道路段向下一条道路段或更接近于下一条

道路段转发；节点收到ＲＲＥＱ后，先侦听时间狋１，

确认没有更接近下一条道路段的节点重播该

ＲＲＥＱ，该节点转发ＲＲＥＱ。

路由应答：目的节点收到 ＲＲＥＱ，为源节点

创建应答包ＲＲＥＰ。ＲＲＥＰ沿着最优连续道路回

到目的节点。每个节点维护一张路由表，源节点

收到ＲＲＥＰ后开始传输数据。数据包头存储路

由信息并沿着路由进行地理转发。

路由维护：源节点驶出当前道路段进入另一

个道路段，若新的道路段不属于最优连续道路的

一部分，该节点产生路由更新包ＲＵ，在ＬＳ支持

下建立新的路由连接；目的节点驶出当前道路段

进入另一个道路段，若目的节点所位于的新道路

段属于最优连续道路，路由信息不变，否则，路由

断裂，源节点发起新的路由请求。当转发节点由

于临时性孤立引起路由暂时无效，当前节点存储

数据并设定等待时间狋２，超过等待时间路由未恢

复，该节点产生路由错误请求包（ＲＥＲＲ）发给源

节点。

４　实验与分析

利用仿真实验比较 ＡＯＤＶ、ＤＳＲ 、ＧｙＴＡＲ

和 ＭｉＭａ性能。设置仿真时间３００ｓ，地图大小为

２５００×２５００ｍ２；２２条道路段，９个交通路口；车

辆平均速度２４～８８ｋｍ·ｈ
－１，交通路口由交通信

号灯控制车流。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生成ＮＳ２模拟器

的节点移动轨迹场景输入文件。ＣＢＲ流取值０．５

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
～５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节点数目为１５０、

２００、２５０和３００。

从图２中可看出，ＭｉＭａ具有最高数据包投

递率。从图３中可看出，４种协议随着包传输率

增加，平均延迟呈下降趋势，ＤＳＲ协议延迟最大，

网络稳定性最差，ＭｉＭａ具有最小的平均延迟。

图４显示节点数目对数据包平均投递率的影响，

ＭｉＭａ具有最高的投递率。图５显示节点数目与

数据包平均延迟的关系，ＭｉＭａ具有最小的平均

延迟。

图２　节点数目的ＡＯＤＶ、ＤＳＲ、ＧｙＴＡＲ和

ＭｉＭａ平均投递率

Ｆｉｇ．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ｉｏｖｅｒｓｕｓＰａｃｋｅｔＳｅ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图３　节点数目的ＡＯＤＶ、ＤＳＲ、ＧｙＴＡＲ和 ＭｉＭａ

平均端到端延迟

Ｆｉｇ．３　ＥｎｄｔｏＥｎｄＤｅｌａｙＶｅｒｓｕｓＰａｃｋｅｔＳｅ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图４　５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的节点

数目对平均投递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ｉｏ

Ｖｅｒｓ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ｏｄｅｓｏｆ５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

图５　５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的节点数

目对平均端到端延迟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ｎｄｔｏＥｎｄＤｅｌａｙ

Ｖｅｒｓ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ｏｄｅｓｏｆ５ｐａｃｋｅｔ·ｓ
－１

　　ＭｉＭａ采用导向路由，避免了控制包发送的

盲目性，避免了数据风暴，减轻了网络负担。在寻

找路由或路由断开的情况下，ＭｉＭａ能更快建立

路由连接或路由恢复，提高网络数据包投递率，减

小数据包传输延迟。下一步将研究交通网路节点

运动轨迹规律性在该策略下对交通网络通信性能

８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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