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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自组网移动模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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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载自组网已经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广泛重视，新型应用和协议在实际工况条件下的测试需要很多人
力和物力，并且不易控制，因此通常采用软件模拟方式进行实验验证．准确的移动模型是提高车载自组网模拟结果
置信度的关键技术之一．文中从对交通特征的刻画粒度、移动模型的依赖与限制条件和移动模型的建立方法３个
方面对已有的移动模型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若干面向宏观行为的统计特征量，并选取典型移动模型对其设计原理、
微观特征和宏观特征等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微观方面，分析了各移动模型车辆的单次移动时间、单次移动距离、单
次暂停时间和单次连接时间等特征量，结果发现不同模型在上述特征量的补累积分布下具有相似特征，而对应特
征量的概率分布则具有一定差别．宏观方面，分析了各移动模型单个车辆的平均速度、总移动距离、总移动时间、平
均邻居数量和平均加速度等特征量，结果表明不同模型在上述特征量的补累积分布下也体现出近似的相变行为，
但各自的相变点不同，各模型对应特征量的概率分布具有明显的泊松分布特征，但均值差异较大．另外，也分析了
各移动模型所有车辆的瞬时平均速度、瞬时移动距离、瞬时移动车辆数目、瞬时平均邻居节点数和瞬时平均加速度
等特征量，结果表明各移动模型瞬时特性曲线的抖动强度和抖动趋势均不同，各模型特征量的平均值对车辆数量
变化的敏感度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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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车载自组网（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ＡＮＥＴ）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自组网，对智能车辆
和智能交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ＶＡＮＥＴ是由具
有中、短距离无线通信能力的车辆组成的分布式、自
组织网络，具有节点移动速度快、移动模式受道路制
约等特点，使得以往的各类协议不再适用，需要重新
设计大量适用于ＶＡＮＥＴ的应用和网络协议，并对
其进行性能和可靠性测试．由于实地测试面临不易
控制、危险性大、不可再现等缺点和困难，对于新应
用和新协议的验证主要通过模拟仿真技术完成．由
于模拟ＶＡＮＥＴ场景要准确地分析无线信号的传
输，需要确切地知道移动节点的地理位置，同时车辆
的移动模式直接关系到拓扑结构的变化，影响整个
网络的吞吐量、传输延迟、路由有效性等指标的测
量［１］．因此，研究符合实际车辆宏观和微观运动特征
的移动模型至关重要．

早期的移动模型主要是简单的随机移动模型，
例如随机步行移动模型（ＲａｎｄｏｍＷａｌｋ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①、随机路点移动模型（ＲａｎｄｏｍＷａｙｐｏｉ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２］、随机方向移动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３］等．但车辆的移动并非
随机，受各种条件（如道路）和因素（如周围车辆）的
影响，因此随机移动模型无法真实地刻画车辆的移
动特征［４］．Ｔｉａｎ等人［５］提出了基于图的移动模型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ＧＢＭＭ），引入了地
理空间的限制，但是ＧＢＭＭ模型节点在进行一次
移动前，随机产生一个速度，车辆速度瞬间从０ｍ／ｓ
阶跃到该速度，且从起始位置至目标位置的过程中
保持该速度不变，这与车辆的实际移动情况不符．
Ｂｅｔｔｓｔｅｔｔｅｒ等人［６］提出了平滑移动模型（Ｓｍｏｏｔｈ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ＭＭ），利用移动节点当前时刻的
速度和方向计算节点下一时刻的速度和方向，且速
度和方向平滑改变，避免了速度突变和急速转弯的
问题，不过ＳＭＭ没有考虑周围车辆对当前车辆的
影响．Ｓｅｓｋａｒ等人［７］提出了车流交通模型（Ｆｌｕｉ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ＴＭ），给出了车辆速度与车流密度
之间的关系，即当车流密度增加时，车辆速度会相应
地减慢．Ｔｒｉｅｂｅｒ等人［８］提出智能驾驶员模型（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ＤＭ），将相邻车辆行为进行关
联，建立车辆跟随模型．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②优化了
ＩＤＭ模型，引入了对十字路口和多车道的控制，设计
了具有十字路口管理的移动模型（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ｒｉｖ
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ＤＭ＿ＩＭ）
和可切换车道的移动模型（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Ｌａｎ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ＤＭ＿ＬＣ）．

目前，已有一些关于移动模型的综述研究［９２０］，
但并没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交通特征的刻
画粒度、移动模型的依赖与限制条件和移动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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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方法３个方面对移动模型进行详细对比分析．
本文给出了３种移动模型的分类方法，详细分析了
ＧＢＭＭ、ＳＭＭ、ＦＴＭ、ＩＤＭ、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
６种移动模型的设计原理和轨迹特征．通过基于
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的大量模拟实验和移动轨迹的离线
分析，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车辆单次移动、单次暂停、
单次连接保持时间等移动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车
辆的移动空间关系和车辆间的时间关系，会对设计
应用服务和网络通信协议的发包模式、容错性和协
议格式等方面造成影响，也会对新应用和新协议的
测试结果带来影响，例如链路连接时间较长的移动
模型具有的路由稳定性较高，应用可以在较长的时
间内保持通信，有效吞吐量也会得到提升；从宏观角
度分析了车辆平均速度、平均加速度、平均邻居节点
数等移动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车辆的移动时间关
系和车辆间的空间关系、车辆移动的快慢关系到拓
扑变化的频率，对路由协议的有效性测试很关键．邻
居车辆数目关系到消息（如告警）能否及时路由至全
网，也与信道碰撞概率的计算密切相关．移动模型能
够刻画车辆的移动轨迹，也能够反映车辆间的时空
关系，不同移动模型产生的上述宏观和微观统计量
也不尽相同，本文对各移动模型在同一移动特征方
面体现的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导致这些差
异的原因．

本文第２节给出移动模型的分类方法；第３节
详细分析几种典型移动模型的设计原理，并对比分
析各移动模型的宏观和微观特征；第４节为实验和
讨论；第５节给出移动模型目前的研究热点；最后为
结论和展望．

２　移动模型分类
２．１　交通特征的刻画粒度

根据对车流刻画的粒度不同，可以将移动模型
分为宏观、微观和宏微观移动模型［１，２１２２］．宏观模型
将车流视作连续流体，采用流体力学的分析方法，刻
画车流的稳定状态，忽略车辆的细节行为．微观模型
以单车为研究对象，追求尽可能逼真地刻画驾驶员
行为，例如：加速、减速、转弯、换道、交通灯控制等，
力争让单一车辆体现真实车辆的移动行为．一个符
合实际情况的车辆移动模型必须同时考虑宏观和微
观特性［２３］，例如在宏观角度，车辆的移动约束为街
道和建筑物，在微观角度则是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等．
另外，移动模型需要生成车辆密度、车速和车流等宏

观特性，也需要从微观角度上考察车辆间距、加速
度、刹车、超车等微观特性．一个设计合理的移动模
型，需要将宏观特性和微观特性相互结合，以便产生
的移动轨迹符合实际的车辆移动情况．
２．２　移动模型的依赖和限制条件

根据移动模型在模拟过程中依赖和限制条件的
不同，可以将移动模型分为５类［２４］：随机移动模型，
模型没有任何依赖和限制条件；时间依赖模型，节点
当前时刻的移动受到以往移动的影响；空间依赖模
型，移动受到周围节点的影响；地理限制模型，移动
位置受到地图的限制；混合移动模型，将时间依赖、
空间依赖和地理限制相组合的模型．

符合实际情况的移动模型须受到地理条件的限
制．ＳＭＭ符合时间依赖条件，ＦＴＭ符合空间依赖
条件，ＩＤＭ、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是满足上述各种
依赖条件和约束限制的模型．
２．３　移动模型的建立方法

Ｈｒｒｉ等人［２４］根据移动模型建立方法的不同，
将移动模型划分为合成移动模型、基于轨迹的移动
模型、基于调查的移动模型和基于交通仿真器的移
动模型．

合成移动模型根据节点以前的位置等参数，按
照某种规则，实时地计算节点当前时刻的位置．合成
模型又分为随机模型、交通流模型、车辆跟随模型、
队列模型和行为模型．随机模型是指车辆在表示道
路拓扑图上选择随机路径和速度进行移动．交通流
模型是指将交通流近似为连续流体，将整个车流视
为一个整体．车辆跟随模型中每个车辆的行为依赖
于其前面车辆的行为．队列模型是将道路视为一个
先进先出的队列，而车辆作为队列中的基本元素．行
为模型中每个车辆的行为依赖于行为准则．例如
Ｈｓｕ等人［２５］提出的权重路点移动模型和Ｍｕｓｏｌｅｓｉ
等人［２６］提出的基于社会关系的移动模型就属于这
类模型．

基于轨迹的移动模型对移动节点的多条实际运
动轨迹进行跟踪测量，并将数据保存成轨迹文件，然
后在仿真过程中进行回放．ＣｒａｗＤａＤ①、ＵＭＡＳＳ
ＤｉｅｓｅｌＮｅｔ②、ＭＩＴＲｅａｌｉｔｙＭｉｎｉｎｇ③、ＵＳＣＭｏｂｉＬｉｂ④、
Ｃａｂｓｐｏｔｔｉｎｇ⑤等都对移动轨迹进行了采集，文献［２７３２］
都属于基于移动轨迹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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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查的移动模型通过对如工作时间、休息
时间和午饭时间期间的车辆和行人的速度、运动距
离等数据的调查统计，将分析数据应用于移动模型，
使其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的交通状况．例如ＵＤｅｌ
移动模型①和Ｚｈｅｎｇ等人［３３］提出的基于日程表的移
动模型就属于这种移动模型．

基于交通仿真工具的移动模型通过修改合成移
动模型，并利用真实的移动轨迹或者行为调查严格
地验证移动模型，以保证其产生的移动轨迹符合实
际情况，从而开发交通仿真器．例如：ＰＡＲＡＭＩＣＳ②、
ＣＯＲＳＩＭ③、ＶＩＳＳＩＭ④、ＴＲＡＮＳＩＭＳ⑤和ＳＵＭＯ⑥
都是由这种方式产生的．

３　移动模型分析
３．１　犌犅犕犕

ＧＢＭＭ运用图对车辆的移动进行限制，图中顶
点代表用户可能访问的位置，边代表两个位置的连
接，如道路．假设图是连通图，即任意两个顶点之间
都存在一条通路．每个移动节点初始时随机选择图
中一个顶点犞狊作为初始位置，然后随机选择另一个
顶点犞犱作为目标位置，同时随机地选择一个速度
狏，狏∈［狏ｍｉｎ，狏ｍａｘ］，沿着最短路径由犞狊向犞犱移动，到
达犞犱后，暂停一个随机时间Δ狋，Δ狋∈［Δ狋ｍｉｎ，Δ狋ｍａｘ］，
然后重新选择一个新的顶点作为目标，开始下一轮
的移动．

图１给出ＧＢＭＭ的车辆移动示例．模拟开始
时，小车随机选择节点犃作为初始位置，然后随机
选择节点犆作为目标位置，选择狏作为速度，并以
速度狏从点犃经点犅移动到点犆．随后，小车暂停
一个随机时间Δ狋后，以点犆作为起始位置，再随机
选择一个新的目标位置及新的速度，继续移动．

图１　ＧＢＭＭ车辆移动示例图

３．２　犛犕犕
ＳＭＭ中移动节点当前速度和方向参与目标速

度和方向的计算，以便节点的移动更符合实际情况．
通过引入加速度使得节点速度平滑地改变，相应方
向的改变在几个模拟时间内完成以保证方向改变的
平滑性，解决了速度突变和急转弯问题．模拟过程中
移动节点在模拟区域中随机地选择一个位置作为目
标位置，每个移动节点都有３个动态的速度参数
狏（狋），犪（狋），狏（狋），其中狏（狋）代表节点当前的移动速
度，犪（狋）代表节点当前的加速度，狏（狋）代表节点期望
达到的目标速度．图２给出了ＧＢＭＭ和ＳＭＭ的车
辆速度变化，可以看出，ＧＢＭＭ的速度是突变的，而
ＳＭＭ在节点速度发生改变时，会选择相应的加速度，
使得节点速度缓慢地由当前速度向目标速度变迁．

图２　ＧＢＭＭ和ＳＭＭ的速度瞬时变化

每个节点还有３个静态的速度参数，最大速度
狏ｍａｘ，偏好速度集合狏ｓｐｅｅｄｓ，最大加速度／最大减速度
犪ｍａｘ，其中狏ｍａｘ是节点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或者模拟场
景限制的最大速度，偏好速度集合狏ｓｐｅｅｄｓ表明节点在
随机选取移动速度时，可以不在［０，狏ｍａｘ］之间均匀分
布，在每次速度改变时，会以较大的概率选择狏ｓｐｅｅｄｓ中
的速度作为目标速度．图３给出ＳＭＭ设置狏ｓｐｅｅｄｓ后
的速度概率函数，可以看出，不设置狏ｓｐｅｅｄｓ时，目标速
度在速度范围内均匀分布，设置偏好速度为狏ｐｒｅｆ＝
１０ｍ／ｓ，则节点在整个模拟过程中的移动速度等于目
标速度狏ｐｒｅｆ的概率犘恰好符合相应设置的概率狆．

节点速度改变规则：初始时使用特定的速度分
布狆（狏）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初始速度狏（狋＝０），通过
使用该分布，保证偏好速度以较高的概率被选取．利
用泊松分布模拟速度改变的频率，离散地选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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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ＭＭ设置偏好速度集合的速度概率函数

时间狋／Δ狋作为一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速度发生改
变的概率为狆狏（狆狏１）．速度变化发生的平均时间
间隔为μ狏＝Δ狋狆狏（ｓ）．狋

代表速度发生改变的时间，
此时的目标速度为狏＝狏（狋），加速度为犪（狋）≠０．
随后，速度逐渐地增加或减少，在每个模拟时间点，
新的速度狏（狋）＝狏（狋－Δ狋）＋犪（狋）Δ狋，直到狏（狋）达到
狏（狋）为止．节点达到目标速度所需要的时间为
Δ狋ｓｐｅｅｄ＝狏

（狋）－狏（狋）
犪（狋） ，当然，这要保证在此次速度

改变没有完成之前，即［狋，狋＋Δ狋ｓｐｅｅｄ］这段时间里，
没有其它的速度改变发生．到达目标速度后，加速度变
为０，节点保持匀速运动，直到下一次速度发生改变．

节点方向改变规则：每个节点通过均匀分布选
择一个初始方向φ（狋＝０），节点最初做直线运动直
到方向改变发生．每个时间点方向发生改变的概率
为狆φ，且狆φ远远小于１．在连续时间里，车辆发生
两次方向改变的间隔时间服从指数分布，其平均间
隔时间为μφ＝Δ狋狆φ＝

１
狆φ

（ｓ）．当节点改变方向时，
通过式（１）选择目标方向φ，并为节点分配转向标
识（左转或右转）．
Δφ（狋）＝
φ（狋）－φ（狋）＋２π，－２π＜φ（狋）－φ（狋）＜－π
φ（狋）－φ（狋）， －π＜φ（狋）－φ（狋）＜π
φ（狋）－φ（狋）－２π，π＜φ（狋）－φ（狋）＜２
烅
烄

烆 π
（１）

其中Δφ（狋）代表目标速度和当前速度的差值．转弯
时节点以狏（狋）匀速移动，则产生的弧线半径为狉犮＝
狏（狋）Δ狋犮
｜Δφ（狋）｜．

若速度较低则狉犮较小，反之亦然．注意：
（１）Δφ（狋）在－π和π之间是均匀分布的；（２）节点
方向的改变不是在一个时间点瞬间完成的，而是在
几个时间点内平滑完成的，这段时间可用Δ狋犮表示，
在每个时间点节点当前的方向为φ（狋）＝φ（狋－Δ狋）＋

Δφ（狋），直到节点方向达到目标方向，或者新的方向
改变发生．

车辆的暂停通常会伴有方向的改变，通过将偏
好速度狏ｐｒｅｆ＝０设置为较高的概率，以达到模拟车辆
停止的效果，当节点暂停时，选择一个目标方向φ，
通过式（２）确定Δφ．

狆（Δφ）＝
１－狆φ，Δφ＝０
狆φ
２， Δφ＝±π２
０，
烅
烄

烆 其它
（２）

与式（１）相比，式（２）可以保证节点以较大的概
率发生转弯事件．

假设在时间狋时，节点发生方向改变，选择一
个目标方向φ和方向改变时间Δ狋犮．通过转弯半径
狉ｃ定义一个最大转弯速度狏ｃ，ｍａｘ可以控制转弯速度
狏ｃ＝μ狊犵狉槡ｃ．这里犵＝９．８１ｍ／ｓ２，μ狊是摩擦系数．若
当前速度狏（狋）＞狏ｃ，ｍａｘ则令加速度为负值，若在此
过程中没有速度改变发生，则直到速度减为狏（狋）＝
狏ｃ，ｍａｘ，并以该速度匀速前进，同时匀速转弯．
３．３　犉犜犕

将道路拓扑视为任意方向的街道并任意连接而
组成的网络图．两个拐角之间的街道定义为“块
（ｂｌｏｃｋ）”．ＦＴＭ模型属于宏观移动模型，将一个
“块”上的一组车辆视为一个单元，该单元的车辆共
享一组参数：速度狏、车流密度犽和车流体积狇＝犽狏．

直观上讲，当街道上的车辆密度增加时，街道变
得拥挤，相应地，车辆速度会降低．将车流视为典型
的流体后，车辆的速度和车辆密度的关系为

ｄ狏
ｄ狋＝－犮

２犽狀犽狓 （３）
这里犮为非负常量，狀为移动模型参数，可得

狏＝
犮犽（狀＋１）／２ｊａｍ
狀＋１１－犽

犽ｊ（）ａｍ

（狀＋１）／（ ）２，狀≠－１
犮ｌｏｇ犽ｊａｍ犽， 狀
烅
烄

烆 ＝－１
（４）

这里犽ｊａｍ是在狏＝０时的车辆密度，即阻塞密度．犽＝
０时狏０＝犮犽

（狀＋１）／２
ｊａｍ
狀＋１为车辆自由行驶的速度．将式（４）

代入狇＝犽狏中得到车流体积狇：

狇＝
狏０犽１－犽

犽ｊ（）ａｍ

（狀＋１）／（ ）２，狀≠－１
犮犽ｌｏｇ犽ｊａｍ（）犽， 狀
烅
烄

烆 ＝－１
（５）

其中，狀取不同值时对应不同的宏观移动模型，当
狀＝１时，为Ｇｒｅｅｎｓｈｉｅｌｄ模型或线性模型；当狀＝－１
时，为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模型；当狀∈［－１／２，１／２］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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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ｗ模型．通过在不同的密度下使用上述不同的
模型组合可以得到多机制模型．而对于单机制模型，
狏０＝狏ｍｉｎ（车辆自由行使速度或街道限速），使用
Ｇｒｅｅｎｓｈｉｅｌｄ模型，可以在相对密度较小的情况下良
好地描述速度和车流密度之间的关系．在实验模拟
中，也允许使用其它的非线性模型．Ｇｒｅｅｎｓｈｉｅｌｄ模
型中速度为

狏犃＝狏０１－犽犃犽ｊ（ ）ａｍ
（６）

实验模拟是通过不断地迭代更新车辆密度实
现，假设街道是单行道，车辆可以从街道１～街道４
驶入街道犃，则街道犃上车辆的速度与街道１～
街道４上车辆的密度有关，街道犃上车辆的密度为

犽（犼）犃＝ｍｉｎ｛犽犃，犆，犽（犼－１）犃 －Δ犽（犼－１）犃 ＋　
犳（｛Δ犽（犼－１）犻 ，犻＝１，２，…，犖｝）｝ （７）

其中，犖代表车辆可以进入街道犃的数量；犼代表
模拟时间点；Δ犽是由于车辆的驶入和离开而引起的
街道密度变化；犳是线性方程：

犳（｛Δ犽犻｝）＝∑
犖

犻＝１
狆犻Δ犽犻 （８）

狆犻是车辆从街道犻驶入街道犃的概率．车辆密度与
车流关系如下：

Δ犽（犼）犻＝狇（犼）犻Δ狋犾犻＝
犽（犼）犻狏（犼）犻
犾犻 Δ狋 （９）

这里犾犻为街道的长度，Δ狋代表一个模拟时间点，则
街道犃上车辆速度为
狏（犼）犃＝ｍｉｎ（狏（犽犃，犆，狏犃，０，犽（犼）犃），犳（｛狏（犽犻，犆，狏犻，０，犽（犼）犻）｝，

犻＝１，２，…，犕）） （１０）

图４　ＦＴＭ中节点平均速度与犽ｊａｍ的关系曲线

其中，犕是车流可以驶入街道犃的街道数量（包括
犝转弯）；狏（犽犃，犆，狏犃，０，犽犃）是式（５）当犽犆＝犽犃，犆，狏０＝
狏犃，０时的速度值．使用式（７）更新密度，使用式（１０）
更新速度．
犽ｊａｍ是ＦＴＭ中的一个重要参数，表示交通阻塞

情况下的车辆密度（１ｍ内的平均车辆数）．图４为

ＦＴＭ中所有节点在整个模拟过程中的平均速度与
阻塞密度犽ｊａｍ的关系曲线，狏ａ表示车辆平均速度．随
着犽ｊａｍ的增加，车辆的平均速度也增加，这与实际情
况相符．
３．４　犐犇犕

ＩＤＭ模型是连续确定性模型，属于尾随模型，
当前车辆的速度与前车的速度相关．

假设车辆α长度为犾α，则该车辆在位置狓α（狋）处
的加速度与如下因素有关：该车速度狏α（狋）、与前车
的距离狊α（狋）＝［狓α－１（狋）－狓α（狋）－犾α］以及与前车的
速度差Δ狏α（狋）＝［狏α（狋）－狏α－１（狋）］．当前车辆α的瞬
时加速度为

ｄ狏α
ｄ狋＝犪α１－

狏α
狏（）α

δ
－狊

（狏α，Δ狏α）
狊（ ）α［ ］２ （１１）

其中，犪α是车辆α的最大加速度；狏α是当前的速度，
狏α是目标速度；狊（狏α，Δ狏α）是与前车的理想距离；
狊α＝犱α－犾α－１表示当前车辆与前车的实际距离．
式（１１）是车辆加速倾向犪α１－狏α／狏（ ）α［ ］δ和减速倾
向犳α（α－１）＝－犪α［狊（狏α，Δ狏α）／狊α］２的叠加．当车辆为
首车时狊α→∞，则减速倾向犳α（α－１）→∞，车速只受加
速倾向控制．δ用于调整加速行为，当δ→∞时，即车
辆保持恒定的加速度犪α直到速度到达狏α，通常控制
δ∈［１，５］．狊（狏α，Δ狏α）可由下式得到

狊（狏α，Δ狏α）＝狊′α＋狊″α狏α
狏槡α
＋狏α犜＋狏αΔ狏α２犪α犫槡α

　（１２）

式（１２）是关于车辆α速度狏α和车辆α与其前车
的速度差Δ狏α的函数，其中狊′和狊″是车辆阻塞距离，
犜是安全间隔时间，αα和犫α是最大加速度和减速度，
令狊″＝０简化上式，仍然可以得到较好的模拟结果，
简化后为

狊（狏α，Δ狏α）＝狊０＋狏α犜＋狏αΔ狏α２犪α犫槡α
（１３）

其中狊０为车辆的阻塞距离．
当ｄ狏α／ｄ狋＝０且Δ狏α＝０时，车辆保持匀速运

动，且与前车保持稳定的距离狊犲（狏）＝狊（狏，０）［１－
（狏／狏０）δ］－１／２．

图５为阻塞距离狊０分别为１、５、１０和１５时，
１５辆车随时间变化的速度曲线．由图５可以明显地
看出ＩＤＭ模型的尾随性，且在阻塞距离增加时，车
辆会等待前车跑出较远的距离后才开始行驶，且保
持与前车的距离不超过该阻塞距离，因此速度曲线
的间隔距离较大．

图６为节点在１０００ｓ时ＦＴＭ、ＧＢＭＭ、ＳＭＭ
和ＩＤＭ中５０个节点速度和位置分布图，街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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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条由（０，０）到（０，１５００）的直线，其中狆为车辆
在街道上的位置即为车辆当前位置的狔坐标．可以
看出，ＦＴＭ中节点拥有相同的速度，且位置十分集
中，而ＧＢＭＭ和ＳＭＭ中每个节点都拥有自己的速

度，且位置相对分散，其中ＳＭＭ模型由于速度改变
平滑，因此速度分布和位置分布更加分散．ＩＤＭ模
型为尾随模型，节点速度会与其距离较近的前方车
辆的速度相近甚至相同．

图５　ＩＤＭ车辆随时间变化的速度曲线

图６　ＧＢＭＭ、ＳＭＭ、ＦＴＭ和ＩＤＭ节点速度和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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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犐犇犕＿犐犕
ＩＤＭ＿ＩＭ在ＩＤＭ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车辆在十

字路口的管理：在路口设置停止标志和在三岔路口
设置交通灯．由于ＩＤＭ属于尾随模型，仅控制车队
中的首车即可对整个车队进行控制．如果当前车辆
发现在自身与停止标志控制的路口之间没有其它车
辆时，该车则为首车，即

狊＝σ－犛
Δ狏＝｛ 狏 （１４）

其中，σ是当前车辆与路口的距离；犛是车辆与路口的
安全距离．（１）当车辆停止在停止标识前时，被告知有
多少辆车在对面等待穿过十字路口．如果没有其它车
辆，该车则通过十字路口，否则将遵守先到先通过和
右转弯规则，等待通过时机；（２）当车辆驶向有交通灯
的路口时，被告知当前交通灯的状态，如果是绿色，车
辆保持当前速度继续向前行驶．如果是红灯，则减速
停止．当交通灯动态变化时，车辆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若当前交通灯为红灯，且车辆正减速准备停车，此时
交通灯变为绿灯，则车辆会重新加速驶过；若当前交
通灯为绿灯，且车辆正匀速行驶准备通过路口，此时
交通灯变为红灯，则通过下式计算最小刹车距离．

狊－＝狏狋－犽犫２狋
２＝狏狏犽犫－

犽犫
２
狏２
（犽犫）２＝

狏２
２犽犫（１５）

其中，狊－表示当前车辆完全停止所需要的距离；狏是
当前车辆的速度；狋是时间；犫为最大安全减速度，
犽１；如果狊－＞σ－犛，即当前车辆无法在路口前安全
停止，车辆忽略红灯，保持当前的速度穿过路口．如
果狊－＜σ－犛时，若狊－远远大于σ－犛，车辆不需要马
上减速，可以仍然保持当前的速度行驶，甚至加速行
驶，当计算出狊－与σ－犛接近时车辆才开始减速．

图７和图８分别为车辆在交通灯控制下的速度
变化曲线和车辆与交通灯间距变化曲线．设置交通灯
红绿交替间隔为３０ｓ，在３０ｓ时交通灯变为红灯，但此
时车辆与交通灯的距离约为５００ｍ，大于最小刹车距
离，因此车辆有一段短暂的加速过程，随后车辆速度
逐渐下降，６０ｓ时车辆接近路口，速度并未降为０，此
刻交通灯变为绿灯，因此车辆重新加速通过路口．

如果交通灯变为红灯时，车辆与交通灯的距离
小于最小刹车距离，车辆无法在路口停止，则保持当
前速度驶过路口．图９和图１０则给出这种情况下车
辆的速度变化曲线和与交通灯路口间距的变化曲
线．图９和图１０是车辆处于速度平稳的行驶状态，
在１６９０ｓ～１７０９ｓ期间，交通灯为红灯，但此时车辆
速度较小，车辆与路口间距远远大于最小刹车距离，
此时车辆不需要减速．在１７１０ｓ时，交通灯变为绿
灯，车辆仍保持当前速度行驶，在１７４０ｓ时，交通灯
变为红灯，此时车辆距离路口非常短（约为９ｍ左

右），该距离小于最小刹车距离，车辆无法在路口停
止，因此仍保持原速度驶过路口．

图７　ＩＤＭ＿ＩＭ红绿灯控制下的速度变化曲线

图８　ＩＤＭ＿ＩＭ红绿灯控制下车辆与
交通灯间距狊ｌｉｇｈｔ变化曲线

图９　ＩＤＭ＿ＩＭ车辆到达路口前突变红灯车辆速度曲线

图１０ＩＤＭ＿ＩＭ车辆到达路口前突变红灯车辆与交通灯距离曲线

３．６　犐犇犕＿犔犆
ＩＤＭ＿ＬＣ在ＩＤＭ的基础上通过将同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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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车道的车流分开管理以及超车模型的引入，
增加了对车辆变换车道和超车的控制．由于不同的
道路上车道的数量可能不同，车辆经过路口时需要
遵循如下规则：（１）如果当前车辆所在的车道在下
一条道路上仍然存在，则车辆经过路口进入下一条
道路后，仍选择在该车道行驶；（２）若当前车辆所在
的车道在下一条道路上不存在，则经过路口后试图
并入其右侧的车流，若由于右侧车道过于拥挤而无
法并入，则该车辆在路口前停止等待并入的时机．
ＩＤＭ＿ＬＣ使用ＭＯＢＩＬ模型［３４］控制车辆的超

车行为，如果变道能够最小化全局范围内的车辆刹
车数，则该模型允许车辆改变车道．当以下不等式成
立时，则满足上述条件：
犪犾－犪±犪ｂｉａｓ＞狆犪ｃｕｒ－犪犾ｃｕｒ＋犪ｎｅｗ－犪犾ｎｅｗ＋犪ｔｈｒ，

犪犾ｎｅｗ＞－犪ｓａｆｅ （１６）

如果第１个不等式成立，模型允许车辆移动到
车道犾．即从加速度方面考虑，犪犾－犪为当前车辆移
动到车道犾后的加速度增量，犪ｃｕｒ－犪犾ｃｕｒ为当前车道
尾随车辆加速度的损失，犪ｎｅｗ－犪犾ｎｅｗ为候选车道车辆
加速度的损失，狆为礼貌参数，当狆趋近于１时，当
前车辆司机行为较为礼貌，当狆趋近于０时，当前车
辆司机行为比较鲁莽．犪ｔｈｒ表示允许车道改变的最小
加速度增益阈值，其取值必须小于最大加速度犪．
犪ｂｉａｓ用于调整模型中偏好的移动行为，在ＩＤＭ＿ＬＣ
中车辆向右变换车道时将加上犪ｂｉａｓ，而向左变换车
道时则减去犪ｂｉａｓ，这样便于与现实中车辆右侧通行
的行为相符合．第２个不等式表示在车辆变换到犾
车道以后，犾车道上后面的车辆不需要明显的刹车
行为，即减速度必须大于安全值犪ｓａｆｅ．
　　图１１为６个节点在０～２００ｓ的模拟过程中在

图１１　车辆随时间变化位置曲线和所在车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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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位置和所处车道的示意图，狆狅表示车辆位
置，犾表示车道．６个节点编号为０～５，道路场景为
一条由（０，０）到（０，１５００）的直线，车辆在街道上的位
置即为车辆当前位置的狔坐标，道路有４个车道，编
号为１～４．初始时，节点０、３、５在１车道，节点１在
２车道，节点２在３车道，节点４在４车道，此时，由
于各个车道上都有车辆，且位置都在（０，０）附近，变
换车道以后加速度并无加速度增量，因此虽然节点
０、３、５在同一车道上，但并不满足式（１６）的条件，因
此并不改变车道．８ｓ时，节点５满足式（１６）的条件
由车道１转换到车道２，在节点１的后面．同理，其
它节点在变换到左／右车道前都需计算，只有满足
式（１６）时才允许变换车道，若节点变换到左边车道
和右边车道均满足式（１６），则节点优先选择能使加
速度增益最大的车道．
３．７　移动特性对比

表１给出各移动模型的宏观和微观移动特性．
表１　移动模型移动特性对比

多道 变道 地理
限制

周围车辆
影响 加速度时间

依赖
ＧＢＭＭ × × √ × × ×
ＳＭＭ × × √ × √ √
ＦＴＭ × × √ √ × ×
ＩＤＭ √ × √ √ √ √
ＩＤＭ＿ＩＭ √ × √ √ √ √
ＩＤＭ＿ＬＣ √ √ √ √ √ √

根据车辆速度的生成方式不同，上述移动模型
可以分为４类：（１）车速是确定的，即车速由随机函
数生成，与其它因素无关；（２）车速具有时间依赖
性，即车辆当前时刻车速受前一时刻车速影响；
（３）车速与周围车辆的行为有关；（４）车速与周围车
辆行为有关，且受其它因素影响，如交通灯控制等．
ＧＢＭＭ属于第１类模型，该模型中车辆的速度与时
间因素和其它车辆无关．ＳＭＭ模型属于第２类模
型，该模型中车辆速度与前一时刻车速有关，受到时
间因素影响．上述两个模型中车辆的移动是随机的，
车辆选择一个目的地后通过最短路径算法向目的地
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忽略其它车辆，因此可能产生重
叠的现象，这类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单独的车辆移动，
而无法模拟集群的车辆移动．ＦＴＭ和ＩＤＭ属于第
３类模型，当车辆计算各自的速度时需考虑周围车
辆的因素．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则属于第４种微观
移动模型．

虽然ＩＤＭ和ＩＤＭ＿ＩＭ支持多车道，但是车辆
只有在进入下一个道路时，且当前车道消失的情况

下才会发生车道变更，因此也可认为不支持车道变
换．原始的ＳＭＭ中，车辆的移动不受地理条件的限
制，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平台实现
的ＳＭＭ中车辆均沿着道路行驶，此时不需要再考
虑ＳＭＭ中有关方向的控制．

４　模拟实验
４．１　实验环境

实验环境为ＤＥＬ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６４００，Ｉｎｔｅｒ
Ｃｏｒｅｉ３Ｍ３８０２．５３ＧＨｚ９０９ＭＨｚ，４ＧＢ内存．模拟
环境基于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

图１２给出了使用的道路地图，为一个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的九格形状道路图，每条道路有４个车道，中
间宽十字道路限速２０ｍ／ｓ，窄十字道路限速１２ｍ／ｓ，
周围道路限速１６ｍ／ｓ．在Ｔ型路口和十字路口分别
设置了交通灯（ａ～ｌ），交通灯红绿灯轮换时间为
３０ｓ，交通灯轮换规则为：（１）对于每个路口，两个相
对的道路为一组，若当前道路在该路口处没有相对
的道路，则其自己为一组；（２）每个时刻只有一组道
路可以通行即绿灯，不同组道路按照指定时间（交通
灯轮换时间）轮换为可通行状态；（３）车辆仅受其行
驶方向的交通灯控制．地图中设置了活动点（犃～犑），
车辆可以随机地在活动点中选择初始位置，并选择
一个目标活动点，车辆通过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路
径移动到目标活动点，暂停一个随机时间，本实验设
置的暂停时间在［０，６０］ｓ之间．实验中每个模型分
别用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和５００辆车进行模拟，模拟时间为
４５００ｓ，取９００ｓ之后状态稳定的３６００ｓ轨迹文件作
为模拟结果进行离线分析，考察上述６种模型的宏
观和微观特性．针对每种模型的实验分别进行
１０次，统计结果为１０次模拟结果的平均值．

图１２　道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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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参数设置
表２给出各个模型的实验参数设置．犿犻狀ｓｐｅｅｄ和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表示允许的车辆最小和最大行驶速度，与道
路限速一起限制车辆的实际速度；犿犻狀ｓｔａｙ和犿犪狓ｓｔａｙ
表示ＧＢＭＭ中车辆移动到目标位置以后停止的最
小和最大时间，由于其它模型按照活动点规则行驶，
只需要在活动点设置相应的暂停时间范围即可．
犿犻狀ａｃｃ和犿犪狓ａｃｃ表示ＳＭＭ中车辆最大减速度和最
大加速度值，犛狆犲犲犱＿犮犺犪狀犵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表示ＳＭＭ中
车辆速度改变的时间间隔．犽ｊａｍ是ＦＴＭ中的拥挤参
数，表示在拥塞状态下平均１ｍ内的车辆数，狊狋犲狆表
示重新计算模型中各参数的时间间隔．狊０表示在拥
塞情况下两个邻近车辆的最小距离，犜为安全时间，
犪是最大加速度限制，犫是减速度限制．参数犐犵狀狅狉犲＿
犫狅狉犱犲狉狊为ｔｒｕｅ，表示在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模拟过程中
忽略地图边界的交通灯对于车辆的影响，即认为不
在地图边界位置设置交通灯，由于Ｖ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Ｓｉｍ
中交通灯位置是随机放置的，由于实验需要，本文修
改了源代码，只在图１１指示位置设置交通灯．狆是
ＩＤＭ＿ＬＣ中的礼貌参数，犪ｔｈｒ表示变道最小加速度增
益阈值．

表２　移动模型的参数设置
模型 参数及取值
ＧＢＭＭ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犿犻狀ｓｔａｙ ０ｓ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 犿犪狓ｓｔａｙ ６０ｓ

ＳＭＭ
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犿犪狓ａｃｃ ２．５ｍ／ｓ２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犛狆犲犲犱＿犮犺犪狀犵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 ５０ｓ
犿犻狀ａｃｃ －４ｍ／ｓ２

ＦＴＭ 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犽ｊａｍ ０．１２５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 狊狋犲狆 １ｓ

ＩＤＭ
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犃 ０．６ｍ／ｓ２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 犅 ０．９ｍ／ｓ２
狊０ １ｍ 狊狋犲狆 １ｓ
犜 ０．５

ＩＤＭ＿ＩＭ
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犪 ０．６ｍ／ｓ２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 犫 ０．９ｍ／ｓ２
狊０ １ｍ 狊狋犲狆 １ｓ
犜 ０．５ 犐犵狀狅狉犲＿犫狅狉犱犲狉狊 ｔｒｕｅ

ＩＤＭ＿ＬＣ

犿犻狀ｓｐｅｅｄ ３ｍ／ｓ 犫 ０．９ｍ／ｓ２
犿犪狓ｓｐｅｅｄ ２０ｍ／ｓ 狊狋犲狆 １ｓ
狊０ １ｍ 犐犵狀狅狉犲＿犫狅狉犱犲狉狊 ｔｒｕｅ
犜 ０．５ 狆 ０．５
犪 ０．６ｍ／ｓ２ 犪ｔｈｒ ０．２

４．３　微观移动特性
本节对车辆的单次移动时间、单次移动距离、单

次暂停时间和单次连接时间等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
析，给出６个模型在上述微观移动特性下的补累积
分布以及对应的概率分布．

图１３中上图为四车道情况下每个模型中车辆

单次移动时间大于０ｓ、５０ｓ、１００ｓ…的移动次数的统
计，下图是单次移动时间在相应时间范围内的移动
次数的概率分布．当狓坐标为０时，纵坐标为各个模
型的移动总次数，可以看出，移动总次数与车辆节点
数成正比例，但ＦＴＭ模型例外．在车辆数为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的情况下，ＦＴＭ中车辆的移动次数均比其
它模型多，这是由于ＦＴＭ模型在车辆密度较小的
情况下车速较大，因此能够以较少的时间行驶至目
的地．从概率分布图可以看出，ＦＴＭ中车辆单次移
动时间以非常大的概率集中在０到１００ｓ之间．在
５００辆车的情况下，ＦＴＭ中车辆速度受车辆密度的
影响而降低，在移动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单次移动的
时间增加．ＩＤＭ为尾随模型，若车队中第一辆车暂
停，则后面的车辆即使没有到达目标活动点，仍然会
尾随首车暂停，因此ＩＤＭ中车辆单次移动时间也以
相对较大的概率集中在０到１００ｓ之间，而随着车辆
数目的增加，街道上车队数量增加，车辆速度下降，
当前面的车辆暂停时，后面的车队仍以较慢的速度
行驶，因此车辆数目增加时，车辆的移动次数反而同
比例下降，而车辆单次移动时间也相应有所增加．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经常会因交通灯影响
而在路口处停车，因此移动次数会相对比较多，其中
ＩＤＭ＿ＬＣ模型由于可以变换车道而使得自己的移动
速度相对ＩＤＭ＿ＩＭ较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
目标，并进行下一次移动，因此ＩＤＭ＿ＬＣ比ＩＤＭ＿ＩＭ
的移动次数多．

图１４为一车道情况下每个模型中车辆单次移
动时间大于０ｓ、５０ｓ、１００ｓ…的移动次数的统计．可以
看出在车辆数目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时，曲线情况与四车
道情况基本相同，而在车辆数目为５００时，ＩＤＭ＿ＩＭ
和ＩＤＭ＿ＬＣ模型在单车道情况下，车辆速度减慢较
多，因此车辆单次移动时间延长，与四车道情况相比
车辆移动次数减少．由于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两个
模型在单车道情况下为同一模型，从图中可以看出
其特性曲线基本一致，因此后续实验主要考虑四车
道情况．

图１５上图为每个模型中车辆单次行驶距离大
于０ｍ、５０ｍ、１００ｍ…的移动次数（狀ｍｏｖｅ），下图为车
辆行驶距离在相应范围内的移动次数的概率分布．
可以看出，随着车辆数量的增加，各模型移动概率分
布基本保持不变，行驶距离概率分布与车辆在地图
中的停车点有关系，实验中的停车点只考虑犃～犑
和ａ～ｌ点，不考虑在其它位置随机停车的情况，将
犃～犑和ａ～ｌ点统称为停车属性点．根据停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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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四车道单次行驶时间分析

图１４　单车道单次行驶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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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单次移动距离分析

不同可以将上述６个模型大致分为３类：（１）只在
活动点（犃～犑）处停车，每次移动从源活动点移动到
目标活动点，中间不停车．ＳＭＭ、ＦＴＭ和ＩＤＭ属于
此类情况；（２）在停车属性点（犃～犑和ａ～ｌ）处停
车，每次移动从源属性点移动到目标属性点，中间不
停车．ＧＢＭＭ属于该类型；（３）在停车属性点处停
车，且每次移动从源活动点移动到目标活动点，中间
经过路口时如果交通灯为红灯则停车，因此一次移
动可能被划分为若干个子移动，子移动停止在路口
交通灯（ａ～ｌ）处，整个移动停止在活动点（犃～犑）处．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属于此类移动．由于ＧＢＭＭ、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在停车属性点处均可
能停车，因此有大量车辆在移动２５０ｍ后暂停（如由
犇点移动到ｃ点时就符合上述情况），由于ＩＤＭ＿ＩＭ
和ＩＤＭ＿ＬＣ中移动被划分为若干子移动，因此移动
距离相对集中在较短的范围内（０～１０００ｍ）．

图１６上图是每个模型中车辆单次停止时间大
于０ｓ、５ｓ、１０ｓ…的车辆停止次数（狀ｓｔｏｐ）的分析，下图
为相应停车时间范围内，车辆停车次数的概率统计．
实验中假定车辆速度为０的时间大于等于５ｓ则认
为是一次暂停，狓＝０ｓ时对应的停止次数为模型中

所有车辆停车次数总数．从总停止次数角度讲，在车
辆数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时，ＦＴＭ车辆总停车次数最多，
这是由于ＦＴＭ车辆移动速度较大，会以较短的时
间到达目标位置并随机暂停一段时间，因此总暂停
次数也最多．而当车辆数增加到５００时，ＦＴＭ模型
车速受到车辆密度的影响而降低，移动相同的距离
时，移动时间延长，因此在整个模拟时间内移动次数
减少，暂停次数也相应地减少．ＩＤＭ模型在车辆数
量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时车辆暂停时间都均匀地分布在
设定暂停时间间隔０到６０ｓ范围内，而在车辆数目
达到５００时，暂停时间在０到１０ｓ之间的概率增大，
这是由于此时车辆密度比较大，前方车辆暂停一段
时间之后，后面车辆赶上来，在尾随性质作用下，需
要做短暂停留以等待前面车辆移动之后才能移动．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车辆的停止时间以较大的概
率分布在［０，３０］ｓ内，这是由于交通灯轮换时间为
３０ｓ，如果车辆行驶到路口时为红灯，则需要停止等
待交通灯变为绿灯．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这两个模
型由于交通灯影响而产生的短暂停车情况也大量产
生，从概率分布图可以看出随着节点数目的增加，短
时间停止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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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单次停止时间分析

在ＶＡＮＥＴ网络中，如果两车之间的距离小于
其通信半径，则这两辆车之间可以建立连接并相互
通信，称从车辆进入另一车辆的通信半径内到离开
通信半径的过程为一次连接，处于该连接的两车互
为邻居．图１７上图为各个模型单次连接时间大于
０ｓ、５ｓ、１０ｓ…的连接次数分析，下图为其概率统计，
各模型曲线均具有近似的“长尾”特征，这意味着多
数连接保持时间较短，但连接时间较长的概率也非
零．假设两车间距小于６０ｍ时则认为这两辆车互为
邻居，当狓＝０时，纵坐标代表各个模型中车辆连接
总次数．随着模拟中车辆数目增加，ＦＴＭ、ＩＤＭ、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速度下降，相应连接次
数同比例减少．由于ＦＴＭ中车辆速度较大，车辆拓扑
随时间变化大，因此连接次数最多，但是随着车辆数
目的增加，ＦＴＭ中车辆速度大幅降低，拓扑变化较
慢，连接时间增加，如在当前模拟场景和参数设置下，
车辆数目为５００时，ＦＴＭ中车辆连接时间在１５～２５ｓ
之间出现小高峰．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受到交
通灯的控制，暂停次数相对较多，且这两个模型都基
于ＩＤＭ尾随模型，因此车辆由于暂停因素和尾随因
素比较容易长时间聚集在一起，因此，这两个模型中
的车辆连接次数相对较少，连接时间相对较长．各移

动模型产生的连接保持时间多数都较短，这意味着数
据信令和控制信令应设计得较短，以便能在较短时间
内完成传输．连接时间较长的移动模型提高了链路稳
定性，改善了路由协议的性能，有助于提高吞吐量和
降低延迟，应用协议也有可能在一次相遇时传输更
多的数据量．车载协议的性能评估应考虑因移动模
型产生的连接保持时间差异而导致的结果差异．
４．４　宏观移动特性

本节从宏观角度，对各移动模型在整个模拟过
程中单个车辆的平均速度、行驶距离总和、行驶时间
总和、车辆平均邻居节点数和平均加速度（由于实验
过程中需要对车辆加速度求和，因此实验取加速度
的绝对值，防止正负加速度相互消减）等进行详细分
析，给出６个模型在上述移动特性下的补累积分布，
并针对上述特性，给出所有车辆在每个模拟时间针
内的对应平均瞬时波动曲线．

图１８上图给出了６种模型中车辆平均速度大
于０ｍ／ｓ、０．４ｍ／ｓ、０．８ｍ／ｓ…的车辆数，下图为车辆
平均移动速度在相应速度范围内的车辆数的概率分
布．可以看出，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ＦＴＭ模型的速
度明显下降，这是由于ＦＴＭ模型的速度与车辆密
度成反比关系，车辆密度增加时，车辆速度减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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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单次连接时间分析

图１８　单个车辆平均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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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速度下降以后，车辆拓扑变化变慢，ＦＴＭ模型速
度变化机会减少，因此平均速度分布平缓．ＳＭＭ和
ＧＢＭＭ中车辆速度不受周围车辆的影响，车辆速度
也较大，其中ＳＭＭ车辆速度分布相对ＧＢＭＭ车辆
平均速度分布更加集中在分布曲线中线位置，这是
由于ＧＢＭＭ中车辆仅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才改变速
度，而ＳＭＭ模型中设置的速度改变间隔是５０ｓ且

ＳＭＭ车辆具有加速度，速度平滑改变，相比之下，
ＧＢＭＭ速度改变次数少，且速度突变，因此车辆平
均速度相对分散．ＩＤＭ模型受前方车辆的限制，车辆
平均速度比上述两个模型小．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
车辆也受前方车辆的影响，且同时受到交通灯的制
约，因此车速最慢．

图１９　瞬时车辆平均速度统计图

图１９分别给出了每个模型在模拟时间（９０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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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００ｓ）内每一时刻所有车辆的平均速度，以及所有
车辆在整个模拟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由于统计的是
每一时刻所有车辆的平均速度（当前车辆速度之和／
车辆总数），因此在车辆数目增加时，曲线趋于平稳．
可以看出，ＧＢＭＭ和ＳＭＭ中车辆速度不受车辆数
目的影响，ＦＴＭ随着车辆密度的增加，平均车速明
显降低．ＩＤＭ、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在车辆数目增
加的情况下，会有较大的概率遇见前车，使得速度受
到前车的影响而下降．因此，这３个模型随着车辆数
目的增加，平均速度都略有下降．其中，ＩＤＭ＿ＬＣ由
于可以改变车道，减少了前方车辆对车速的限制，因
此在车辆密度增加时，速度减少并不明显．另外，由
于在ＦＴＭ中车辆速度较快，车辆拓扑变化较大，而
车辆拓扑变化对当前道路的车辆密度影响较大，从
而影响ＦＴＭ中车辆速度，因此可以看到ＦＴＭ模型
中车辆的平均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跳跃性较大．ＩＤＭ
是尾随模型且模型中车辆不受交通信号灯控制，车

辆移动状态平稳，因此瞬时速度变化相对较平稳．

图２０　单个车辆行驶总时间分析

图２０上图给出在整个模拟过程中，行驶总时间
超过２０００ｓ、２０４０ｓ、２０８０ｓ…的车辆数，下图是车辆行
驶总时间在相应时间范围内的车辆数目的概率分
布．可以看出，在车辆数目增加时，ＦＴＭ中车辆行驶
时间增加最为明显，ＩＤＭ模型次之，原因是这两个
模型在车辆数目增加的情况下，车辆的暂停次数相
应地减少，因此相对暂停时间也减少，则行驶时间增
加．ＦＴＭ比其它模型行驶时间短，也是由于其车辆
暂停次数较多引起的，相应地，ＩＤＭ模型行驶时间
最长，也是由于其车辆暂停次数较少，且随着车辆数
目增加，车辆暂停次数相应减少，因此其车辆行驶总
时间也增加的较为明显．从概率分布图可以看出，
ＧＢＭＭ、ＳＭＭ、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４个模型的概
率分布比较接近，ＩＤＭ在车辆数目为５０时，概率分
布与上述４个模型比较相似，ＦＴＭ模型在车辆数目
为５００时与上述４个模型概率分布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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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给出６个模型每个时刻移动的车辆数和
整个模拟时间平均移动车辆数目．可以看出，ＦＴＭ
模型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其移动车辆数目占总车辆
数的比例也增加，因此平均一辆车行驶的时间也会相
应地增加，这与图１８给出的结果相符合．ＩＤＭ＿ＩＭ和

ＩＤＭ＿ＬＣ中车辆经常会由于交通灯控制而短暂暂
停，车辆单次行驶距离短，单次行驶时间短，单次暂
停时间也相对较短，因此车辆状态相对不稳定，可以
看出，这两个模型曲线波动较大．ＩＤＭ瞬时移动车
辆曲线仍然是其中最平稳的．

图２１　瞬时行驶车辆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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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２上图给出车辆在整个模拟过程中平均邻
居节点数量大于０辆、０．０５辆、０．１辆…的车辆数目
的统计，各模型曲线并不具有“长尾”特征，下图为平
均邻居数量在相应范围内的车辆数目的概率分布，
各曲线均近似于泊松分布．随着车辆数的增加，６个
模型中车辆邻居车辆数均有所增加．ＧＢＭＭ和
ＳＭＭ中车辆速度不受周围车辆影响，因此这两个
模型中的车辆相对比较分散，邻居节点数量较少．在
节点数目较少时，ＦＴＭ中车辆速度大，拓扑变化快，
车辆相互进入对方通信半径的概率较大，这是造成
ＦＴＭ模型的平均邻居数量远远多于其它模型的原
因．另外，由于ＦＴＭ为流体模型，当车辆相遇时，会
保持相同的速度，其邻居关系维持的时间较长，相应
的平均邻居节点数也最多，这是车辆密度较大时
ＦＴＭ邻居节点数最多的原因．车辆平均邻居数目较
多的移动模型会提高广播协议的工作效率，但也会
引入更多的信道冲突，降低有效吞吐量，也会对路由
策略的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这些因选取的移动模型
的邻居数量差异而引入的潜在性能影响值得在协议
设计和评估时注意．

图２２　单个车辆平均邻居节点数量分析

图２３给出６种模型瞬时车辆平均邻居节点数

目的统计．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６个模型的瞬时曲
线波动变大．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受交通灯
控制，车辆单次移动距离比较近，暂停时间比较短，
因此这两个模型瞬时邻居节点数量不稳定，其曲线
波动比较大．ＧＢＭＭ和ＳＭＭ的瞬时曲线在较窄的
范围内波动，而ＦＴＭ和ＩＤＭ的瞬时曲线虽然波动
范围相对较大，但是随时间变化比较平滑，说明这两
个模型中车辆按照一个整体趋势变化，个体特征不
明显．

图２４上图给出每个模型中车辆的平均加速度
绝对值大于０ｍ／ｓ２、０．０１ｍ／ｓ２、０．０２ｍ／ｓ２…的车辆
数的统计，下图为加速度绝对值在相应范围内的车
辆数目的概率分布．ＦＴＭ模型和ＧＢＭＭ模型没有
加速度，只计算其瞬时速度变化．总体来看，由于
ＧＢＭＭ和ＳＭＭ中车辆速度与周围车辆无关，因此
在车辆数目增加的情况下，这两个模型的车辆加速
度并不受到影响，而其它模型中的车辆加速度均会
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而降低．由于ＦＴＭ中车辆平
均速度大，拓扑变化快，影响其车辆速度的改变，因
此虽然该模型没有加速度，但其瞬时速度变化较大，
而ＧＢＭＭ中车辆在行驶到目标位置之前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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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仅在停车的瞬间会有车速变化，因此，其车辆
瞬时速度变化较小．ＳＭＭ中车辆不受交通灯和周
围车辆的限制，因此其速度在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
之间均匀分布，因此其加速度也较大．而对于ＩＤＭ、
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这３个模型，由于ＩＤＭ＿ＩＭ和
ＩＤＭ＿ＬＣ受到交通灯限制，会有较多的停车过程，因

此，这两个模型相对ＩＤＭ的加速度要大．而ＩＤＭ＿ＬＣ
中车辆与ＩＤＭ＿ＩＭ中车辆相比加速度较大，这是由
于ＩＤＭ＿ＬＣ支持变换车道，使得车辆加速度有所提
升．从概率分布图可以看出，ＧＢＭＭ和ＳＭＭ两个
模型的加速度概率分布比较相似，而ＩＤＭ＿ＩＭ和
ＩＤＭ＿ＬＣ两个模型的概率分布比较相似．

图２３　瞬时车辆邻居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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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单个车辆平均加速度分析

４．５　实验小结
通过对上述６种车辆移动模型的微观移动特

性、宏观移动特性以及相应的瞬时移动特性的详细
分析，各模型在补累积分布上整体表现比较一致，但
由于各模型设计不同，其各自又都表现出了自身的
特征．

ＧＢＭＭ和ＳＭＭ中车辆速度是随机产生的，车
辆移动比较分散，邻居数目比较少．另外，这两个模
型中车速不受周围车辆的影响，因此车辆数目变化
对这两个模型在车速、移动时间、移动距离和加速度
等方面都没有影响，这与实际的车辆移动情况并不
符合，这两种移动模型并不适合大规模车载网络的
协议测试和性能分析．ＦＴＭ受车辆数影响很大，在
车流密度较小时，车速快，车辆到达目标位置所用时
间短，车辆单次移动时间少，在整个模拟过程移动次
数和暂停次数多，瞬时暂停车辆数量多．在车流密度
较大时，车辆单次移动时间变长，车辆移动次数和暂
停次数减少，瞬时暂停车辆次数也相应减少，车辆总

移动时间明显增加，车辆邻居数目增加，单次连接时
间增加．由于ＦＴＭ没有加速度且车辆速度受拓扑
变化影响明显，因此速度变化具有很大的阶跃性，这
一点与实际情况不符，不适用于评估车辆移动速度
对通信协议性能影响的分析．ＩＤＭ是尾随模型，车
辆单次移动时间较短，由于ＩＤＭ支持多车道，因此
随着车辆数的增加，车速下降缓慢，车辆单次移动时
间变长，移动次数和暂停次数减少，总移动时间增加
明显．实验结果表明，虽然ＩＤＭ模型支持多车道，分
散了车流，且不受红绿灯控制，但车辆平均速度在车
流密度较小时仍然无法达到较高水平，这是由于其
不支持车辆动态变更行进车道，道路利用率较低，不
适用于多车道场景的通信协议性能分析．ＩＤＭ＿ＩＭ
和ＩＤＭ＿ＬＣ中车辆受交通灯控制，车辆的暂停次数
和移动次数较多，车辆单次移动距离短（集中在０ｍ
至１０００ｍ之间），车辆单次移动时间短（集中在５０ｓ
至１００ｓ之间），车辆无法保持一个较高速度进行较
长时间，因此这两个模型平均车速较低，车辆连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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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时间相对较长，链路稳定性提高，通信协议的性能
测试结果相对较好．与ＩＤＭ＿ＩＭ相比，ＩＤＭ＿ＬＣ支
持车辆变道，车辆加速度较大，平均车速也较高，这
在车流密度较大时更加显著．

５　研究热点
目前，关于车载自组网移动模型的研究热点主

要分为以下３个方面：设计移动模型整体框架、结合
移动模型与网络协议和开发移动模型仿真器．

关于移动模型整体框架设计的研究，可以为车
载仿真器架构的设计和开发提供理论基础．例如，
Ｆｉｏｒｅ等人［２２］提出符合实际的车载移动模型应包含
如下模块：精确的拓扑地图、障碍物、吸引点和排斥
点、车辆特性、起点和终点移动、轨道移动、平滑加速
度和减速度、驾驶员模型、十字路口管理、时间模型
和外部影响．

基于移动模型与网络协议相结合的研究，模
拟报文在基于不同移动模型的车辆之间传输，考
察各种移动模型在不同网络协议下的表现．例如，
Ｓｏｍｍｅｒ等人［１０］对比了不同移动模型在ＵＤＰ协议
下的报文传送成功率和在ＴＣＰ协议下ＰＯＰ３会话
长度，并分析了移动模型对车车通信的影响，以及车
车通信对移动速度的影响．

移动模型的仿真器研究也吸引了大量研究人
员，他们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设计需求，研发移动
模型仿真器．例如，Ｋａｒｎａｄｉ等人［３５］实现了ＭＯＶＥ
工具以帮助用户在ＶＡＮＥＴ下迅速产生车辆移动轨
迹．针对城市场景，Ｍａｒｔｉｎｅｚ等人［３６］开发了ＣｉｔｙＭｏｂ，
包括对车祸场景的模拟．

６　结束语
提出了３种对车载自组网移动模型的分类方

法：基于交通特征的刻画粒度、基于移动模型的依赖
及限制条件和基于移动模型的建立方法．详细介绍
了ＧＢＭＭ、ＳＭＭ、ＦＴＭ、ＩＤＭ、ＩＤＭ＿ＩＭ和ＩＤＭ＿ＬＣ
６种移动模型的设计原理，并对典型的移动模型特
征及相关参数影响加以分析．通过对上述模型在宏
观特性和微观特性方面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和
分析了各模型的移动特征差异及其对通信协议设计
和测试结果的影响．通过对车辆单次移动、瞬时移动
和整体统计等三方面特性的对比分析，研究了各模
型在移动速度、移动时间、移动距离、加速度、链路连

接时间和邻居节点数量等方面的移动特性，并探讨
了产生相应实验结果差异的原因．

通过大量的模拟实验发现各模型在微观移动特
性的补累积分布下具有相似的分布，而不同模型对
应特征的概率分布差异较大；各模型在宏观移动特
性的补累积分布下具有相似的相变过程，但是不同
模型的相变点不同，各模型对应特征的概率分布具
有明显的泊松分布特征，但不同模型的均值不同；不
同模型的瞬时特性曲线的抖动宽度和抖动趋势不
同，车辆数量增加对平均值变化幅度的影响不同．
ＧＢＭＭ和ＳＭＭ移动模型不适合大规模车载网络
的协议测试和性能分析，ＦＴＭ模型不适用于评估车
辆移动速度对通信协议性能影响的分析，ＩＤＭ模型
不适用于多车道场景的通信协议性能分析，ＩＤＭ＿
ＩＭ和ＩＤＭ＿ＬＣ模型的车辆连接保持时间相对较
长，链路稳定性提高，通信协议的性能测试结果相对
较好．

车辆移动模型的选取对于车载自组网通信协议
性能的准确分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吞吐量、传输延
迟和路由有效性等指标．下一步工作将基于微观和
宏观分析结果，设计更符合车辆实际移动情况的移
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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