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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车联网是利用先进的传感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及控制等技术，全面感知车

辆道路环境信息，实现车车、车路、车人系统的全时空、多维度、大容量的信息交互，进而

实现对车路系统的全天候的管理与控制，以提高交通效率和交通安全的网络与应用。日趋复

杂的交通状态和多层次、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对车联网的技术革新及车联网的管理与控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车联网的发展也制约了智能交通系统的进步。本文将平行网络与网络软件化

的框架与技术映射到车联网领域，以 ACP 方法思想指导车联网的管理与控制，拓展车联网的

横向架构；同时结合社会系统的信息，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挖掘车联网的纵向

深度，提出包括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社会空间的平行车联网系统框架。结合大数据分析技

术，建立适应复杂交通系统的动态计算实验平台，将车联网仿真模型发展为具有灵活、便捷

和广泛特性的人工车联网系统，有效评测、预估实际车联网状态，并且通过人工车联网与实

际车联网的实时信息交互及双向优化，促进整体网络资源及交通资源的优化管理与配置，达

到系统的最优运行状态及高质量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不断提高的车联网系统的控制与管理

需求。结合应用需求与服务场景，本文考虑平行车联网在无人驾驶场景中的应用，将社会空

间中经济学中的拍卖机制应用于无人车编队方法，提出基于拍卖协商机制的无人车编队形成

方法,证实了平行车联网可实现对当前车联网系统及网联车辆的有效的管理与控制，有效降

低了实际车联网系统中的信息传输成本以及系统实现复杂度，实现了人工与实际车联网的扁

平化、高实时的管理与控制，并且在不同网联车应用服务场景中具有更灵活的拓展性与更突

出的优势。

关键字 车联网 平行系统 社会物理信息系统 系统框架 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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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nected vehicles is a kind of advanced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nd safety. It incorporates the advanced sensing, network, comput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of vehicle/road an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ll time and space, multi-dimensional, large-capacity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thus to obtain the all-weath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raffic status,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user dem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connected vehicle.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nected vehicles also restri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of parallel network are mapped to the field of

connected vehicles, ACP theory is used to expend the horizontal architecture of connected vehicl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 (CPSS) is applied to mining the depth of the architecture, thus the parallel

connected vehicles framework is put forward. Combined with the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the dynamic

computing experiment platform is established to adapt the complex traffic system, and the simulation model is

developed into the artificial connected vehicles with agility, focus, and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real-tim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two-way optimization between the artificial and actual connected vehicle

systems, the optimal management and configuration for the whole network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and the

optimal operation status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 can be attained. Thus,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can be satisfied. Combined with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connected vehicles in self-driving scenario, namely fleet formation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based on auction

negotiation mechanism. The application case shows that the parallel connected vehicles can realiz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current connected vehicle system, reduc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st and the

system realization complexity, and realize flat, real-tim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different service scenarios

with more flexible scalability and more prominent advantages.

Keywords Connected Vehicles; Parallel System;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 System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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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Management

1. 引言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简称 ITS）是将先进的信息技

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电子控制技术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

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

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1]。ITS 能有效地利用现有交通设施、减少交通负荷和环境污染、

保证交通安全、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并以推动社会信息

化及形成新产业而受到各国的重视。目前已形成世界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智能交通系统

（ITS）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车与车、车与路旁基础设施间的通信在车辆高速行驶的状态

下限制了 ITS 发展，因此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将注意力集中在车联网上。

车联网是指是利用先进的传感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及控制等技术，对道路和交通

进行全面感知，实现多个系统间大范围、大容量数据的交互，对每一辆汽车进行交通全程控

制，对每一条道路进行交通全时空控制，以提供交通效率和交通安全为主的网络与应用[2]。

车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在复杂动态的交通场景中的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

的信息交互、信息网络传输，后台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多个过程，如何实现对车联网系统

的管理与控制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传统的车联网架构多由感知层、网络层、支持层和业务层

构成，信息在层之间自下而上单向流动，然而并不利于保证车联网系统的简洁性、稳定性与

鲁棒性，本文将平行网络与网络软件化的框架与技术映射到车联网领域，以 ACP 方法思想指

导车联网的管理与控制，拓展车联网的横向架构；同时结合社会系统的信息，基于社会物理

信息系统（CPSS），挖掘车联网的纵向深度，提出平行车联网系统框架。建立动态计算实验

平台，将车联网仿真模型发展为具有灵活、便捷和广泛特性的人工车联网系统，通过人工车

联网与实际车联网的实时信息交互及双向优化，促进整体网络资源及交通资源的优化管理与

配置，满足不断提高的车联网系统的控制与管理需求。结合基于平行车联网数据挖掘的驾驶

行为分析与基于平行车联网协商拍卖机制的无人车编队管理控制方法两个应用实例，进一步

证实平行车联网的扁平化、高实时、多样化的应用前景。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从平行系统理论的角度介绍平行管理与控制概念，其次，

在介绍传统车联网架构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ACP 方法与物理信息社会系统的平行车联网系统

架构，并对平行车联网各个模块进行详细介绍；最后，基于业务需求与应用场景，提出基于

拍卖协商机制的无人车编队形成方法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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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行管理与控制

现实社会中的系统由于涉及众多动态的，不确定因素，往往都可被当作复杂系统，具有

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多样性（Divers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简称 UDC）的

特点[3]，而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通常难以满足科学问题研究所定义的“可实验”、“可重复

实验结果”等要求[4]。如本文所研究的车联网系统即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于涉及到车与车，

车与人，车与路的信息感知与交互、信息传输，数据挖掘与分析，业务决策与优化等环环相

扣的子系统，不仅难以在现实场景中进行可重复的实验，而且也难以对复杂的车联网系统精

确建模，以解析的方式评价、预测系统的行为。由于目前针对实际系统的管理和控制研究通

常受限于实际系统本身所处的物理空间，相应的求解方法也局限于解析方法，因此通常仅仅

是基于离线、静态、经验性的分析。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利用基于 ACP 的平行系统的方法，

拓展复杂系统的求解空间与求解方法，求解复杂系统所面临的问题[5]。

平行系统是指由某一个自然的现实系统和对应的一个或多个虚拟或理想的人工系统所

组成的共同系统[6]。通过构造与实际系统对应的软件定义模型——人工系统，通过在线学习、

离线计算、虚实互动，使得人工系统成为可试验的“社会实验室”，以计算实验的方式为实

际系统运行主动提供动态的，在线的“借鉴”、“预估”和“引导”[7][8]。

平行系统框架图如图所示，以实际系统对应一个人工系统为例。人工系统是对实际系统

的软件化定义，不仅是对实际系统的数字化“仿真”，也是为实际系统运行提供可替代版本

（或其他可能的情形），包括模型库，算法库，开放架构体系，现代软件技术等；实际系统

即是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的系统，具有社会复杂性、工程复杂性等特征。通过计算实验，

对实际系统抽象建模构建人工系统，再通过人工系统反馈指导实际系统，虚、实系统平行互

动，实现对复杂系统的管理与控制、决策方案的实验与评估、有关人员的学习与培训三个主

要功能模块，最终实现行为、信息、模拟、决策和执行一体化。本文即是研究基于平行系统

构建平行车联网系统，从而更好的实现车联网这一复杂系统的管理与控制。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7%B3%BB%E7%BB%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7%B3%BB%E7%BB%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7%B3%BB%E7%BB%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7%B3%BB%E7%BB%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BF%E7%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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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系统框架[7]

ACP 是基于平行系统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指导方法，是人工社会（Artificial

societies）、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与平行执行（Parallel execution）

三部分的有机组合[8]。通过人工系统建模、计算实验分析与虚实系统的平行控制最终实现二

者的管理与控制。

人工系统可视为对原求解空间的拓展，相应的，基于人工系统的建模则可被看作是对于

传统解析求解法的扩展。人工系统的建模方法有很多，其中，基于代理的模型是一种有效方

法，特别是针对包含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人工社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人工系统除了

应与实际系统保持一致性，还应满足高速计算、部署简单、交互性强、拓展性高等特点，是

促进复杂系统实现灵捷性（Agility）的基础。计算实验在人工系统的基础上，由数据驱动，

融合多种智能算法，进行可控实验，并且评估和定量分析各种实验因素，对模型进行实时性

地计算、优化，通过计算推演得到复杂系统的特性，是确保复杂系统能够聚焦（Focus）的

手段。平行执行：平行执行通过建立虚、实系统的闭环反馈，稳定地双向交互，为系统最终

执行结果收敛（Convergence）提供保障。结合前文所述复杂系统的 UDC 特点，可以看出，

基于 ACP 的平行系统可以实现复杂系统从离线到在线，从静态到动态，从被动到主动，从

UDC 到 AFC（Agility，Focus，Convergence）的跨越与转变，进而更好的实现复杂系统的管

理与控制。

3. 平行车联网

3.1. 传统车联网系统架构

车联网是物联网在交通领域中的具体实现，具有明显的物联网属性，是互联网的延伸[9]。

其体系架构与物联网有许多共同之处，目前文献中大多将车联网分为感知层、网络层、支撑

层、应用层等 4 层架构[10][11]：感知层收集信息，网络层传输信息，支撑层依据业务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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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分析与建模求解，为上层提供决策支持；应用层则负责与具体应用场景的对接。层层

相连，每一层为其上层提供信息与决策支持，其中，感知层属于物理空间，网络层与支撑层

则 属 于 网 络 空 间 ， 由 此 可 见 ， 传 统 的 车 联 网 架 构 属 于 信 息 物 理 系 统

（Cyber-Physical-Systems，CPS），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2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的传统车联网架构

感知层：由多种传感器及传感器网关构成，是车联网的神经末梢，是信息的来源。根据

终端设备的类型及应用场景划分为四个子区域：车载区域、车身区域、道路区域和用户区域。

通过这些传感器，可以提供车辆的行驶状态信息、运输物品的相关信息、交通状态信息、道

路环境信息等。

网络层：由车载网络、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网络管理系统等构成，支持多种接入技术，

实现感知延伸层与业务支撑层之间数据的有效传送，网络层按照通信网络层次划分为接入网

和核心网两个层次。网络层在车联网中充当神经中枢和大脑，它能够传递和处理从感知层获

取的信息。

支撑层：由业务管理平台和数据中心组成，提供终端管理、用户管理、应用管理等业务

管理功能，也提供采集数据、终端数据、业务数据等各种数据的存储、处理、分发、安全等

管理功能，为车联网应用提供开放的能力支撑。

应用层：主要是与其他子系统的接口，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应用，如道路事

故处理、紧急事故救援、动态交通诱导、停车诱导、车载娱乐，过程诊断监控等。

车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涉及到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的信息感知与交互、车

联网络传输，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业务决策与优化等环环相扣的子系统，如何在复杂、动态

的场景中实现对车联网各子系统的有效运筹优化、进一步实现车联网整个系统的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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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此外，车联网可以看做是社会网络在车联网领域里映射，涉及到社会系

统中驾驶员之间，车辆与车联之间的信息连接交互，与社会网络类似，行人、车辆、路侧设

施相当于车联网中的节点，通过车联网的连接，互动，构成车辆社群，为车联网的服务提供

支持。然而目前的车联网架构并没有包含社会系统这一空间，并且其多层次、信息的自下而

上的单向流动特性并不利于提高车联网系统的简洁性、稳定性与鲁棒性，为此本文提出平行

车联网框架来解决这一问题。

3.2. 平行车联网

平行车联网是将平行网络的理念引入到车联网络，在传统的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

的传统车联网架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社会信息、虚拟空间的人工系统信息，将社会网络系

统与车联网系统相结合，使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社会空间紧密结合与协调，使车辆网发展

成为多空间耦合、平行化、扁平化的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CPSS）[12]的平行车联网架构。

3.2.1. 平行车联网框架

基于前文所述的平行系统理论与平行网络框架[13]，以平行系统方法思想指导车联网的管

理与控制，同时引入社会系统空间，面向智能车辆，提出包含人工车联网、计算实验平台、

平行执行三大部分的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的平行车联网框架,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3基于 CPSS的平行车联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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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于 CPSS 的纵向框架

纵向来看，平行车联网架构自下而上包括物理系统，网络系统，社会系统三大系统空间。

（1）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

物理系统涵盖实际车联网系统中感知层包含的物理实体，为车联网系统搜集、感知信息，

具体包括：

智能车辆（Intelligent vehicle, IV）：主要包括车载通信设备、车载处理器，对于

无人驾驶车辆，还需要包括车载摄像头、GPS、激光雷达等。

智能路侧设备（Intelligent Roadside Infrastructure, IRI）：主要包括 V2X 通信设

备，路侧摄像头，路边处理器，智能信号灯控制器、雷达微波（高速路段测速装置）等设备。

智能基站（Intelligent Base Station, IBS）：车联网中移动通信小区的基本单元，

作为车联网中移动实体向更高层接入的管理与控制单元。

（2）网络空间（Cyber Space）

平行车联网架构的网络系统贯穿实际车联网与人工车联网部分。一方面包括实际车联网

系统中的网络层与支撑层，提供网络接入网、核心网、信息计算与管理等服务；另一方面也

包含软件定义的人工车联网系统中物理实体映射所得的网络实体及其连接网络。

（3）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传感器除了可以获取物理信号外，还可以获取与社会有关的信号，平行车联网将社会

空间融入，同时感知、处理物理信号(物理设备)、心理信号(驾驶认知)还有社会信号(社交

网络关系等)。平行车联网架构的社会系统贯穿实际车联网与人工车联网部分：一方面包括

实际社会系统中受人类习惯、思维、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支配的有关的驾驶员认知与

行为，同时也包括虚拟人工车联网系统中所采用的多智能体模型所形成的人工社会网络关系

等。

3.2.3. 基于平行系统的的横向框架

横向来看，物理世界里的实际车联网系统与人工世界中的人工车联网系统平行互动，在

网络空间与社会空间互通相连，人工车联网系统中的计算实验平台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建

立适应复杂交通系统的动态计算实验平台，将车联网仿真模型发展为具有灵活、便捷和广泛

特性的人工车联网系统，有效评测、预估实际车联网状态，并且通过人工车联网与实际车联

网的实时信息交互及双向优化，实现对不同层次需求、不同服务内涵的整体网络资源及交通

资源的优化管理与配置，进行实时的决策指导及行为优化，达到系统的最优运行状态及高质

量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不断提高的车联网系统的控制与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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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车联网与人工车联网分管不同的功能：实际车联网提供真实世界的信息数据，传输

至人工车联网系统进行建模，结合计算实验平台上的多种智能计算方法，从全局最优与局部

最优的角度实时的求解动态的交通问题，通过平行执行指导人工车联网系统，同时通过实际

车联网系统的反馈，进一步调整、优化人工车联网模型，双向互动，同步推进实际车联网与

人工车联网的性能表现。

人工车联网是基于实际车联网进行的建模，其中代理模型是一种常见的模型，代理模型

是通过数学方法，构造出一个计算量较小，但计算结果与数值分析结果或真实物理试验结果

相近的近似数学模型，以代替原数值分析模型或真实物理试验。代理模型以其较好的近似精

度和鲁棒性，在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代理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原始高精度模型或试

验获得一组样本点，利用代理模型构造方法从这组样本点中提取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的近似

关系，进而建立一个模拟原始高精度模型的模型[14]。

本文在人工车联网建模的过程同时考虑实际车联网中的物理、网络、社会三大空间的因

素，一方面基于实际车联网的物理实体所采集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与挖掘，另一方面，根据

实际车联网网络空间所获取的车与路，车与车，车与人的互联和交互拓扑，构建基于代理的

多种人工车联网模型，此外，结合本文中提出的社会空间，考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可以

设置模型中车联网运行所处的气候环境与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等社会人文环境，最终建立如

城市道路模型，交通信号灯配时模型，交通事故处理模型，交通状态监控模型等人工车联网

系统模型。通过人工车联网对实际车联网的抽象与建模，充分利用车车、车路的交互信息，

对整个交通网络的具体分析，了解车联网下交通流的分布规律，挖掘司机的驾驶风格，进行

驾驶行为分析，通过调整交通灯信号配时与点对点的推荐信息，发布广播信息诱导等方式，

对全局交通网络优化控制，改善交通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率。

3.2.4. 计算实验

实际车联网系绕所获取的海量交通数据隐藏的潜在信息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15]，如何

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用户需求，设计最优的车联网管理与控制框架并实施应用，从而在保证

满足不同精度需求的前提下，获得系统整体资源的最优管理与分配、系统的最优运行状态及

服务质量，是平行车联网络系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平行车联网建立适应现

代复杂交通系统的动态计算实验平台，通过在人工车联网系统中对实际车联网建模仿真，对

获取的各种数据参数进行分析，提取数据背后的价值，并根据当前的交通需求提出优化和改

进方案，并将其服务于实际车联网系统中，从而有效地改善车联网现状，预估车联网状态，

更好地满足不断提高的车联网系统需求，实现人、车、路系统的优化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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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案都是基于静态或者通用交通模型，然而在实际车联网中，交通环境

不断变化，基于传统模型的数据分析和优化方案不一定适合解决实际车联网问题。而在平行

车联网架构下，综合实际车联网场景中的多变的交通环境与车辆行为，在人工车联网系统中

根据实际车辆网物理实体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实验设计、动态建模、实时仿真、参数优化、

实验评估、模型学习与优化等一系列计算实验过程，最终将人工车联网模型的优化结果服务

于车联网的应用中，如对个人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为企业提供专用应用，为政府公共管理

提供支持等。计算实验平台框架如图 4所示。

图 4计算实验平台数据

3.2.5. 平行执行

实际车联网系统通过向计算实验平台传输车联网的信息交互数据，指导人工车联网的构

建，计算实验平台通过数据预处理，分析挖掘，模型选取等操作，不断完善和优化人工车联

网，反馈给实际车联网，进行在线的借鉴，预估与引导。人工车联网与实际车联网之间的平

行执行方式，实现了高效、在线的双向反馈机制，保证平行车联网系统的扁平化管理与控制。

然而，车联网是一种涉及到多方个体行为的复杂系统，某些优化方案最终是否生效与驾

驶员、管理员是否完全按方案执行有很大联系。在实际车联网中，用户由于主观或者客观因

素，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车联网的优化方案进行执行，如何根据具体要求和实际可操作性来

灵活调整和分配可用资源、发布引导信息是平行执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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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行车联网应用实例

结合应用需求与服务场景，本文考虑无人驾驶场景下的基于平行车联网协商拍卖机制的

无人车编队管理控制方法应用，下面将进行具体介绍。

机器人的协同控制研究，涉及到机器人之间、机器人与路侧设备通过通信进行协作，形

成编队，在时间和空间上并发地完成复杂的任务，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分布式感知信息的

能力及对环境的适应性[16]。本案例中考虑机器人集群任务中常见的无人驾驶汽车自组编队情

形，借鉴机器人编队常见的方法，借助平行车联网平台，研究多无人车自组编队方法，在多

个领域，诸如军事应用、集成制造、交通运输、协助震后搜索与营救、清除危险区域等，具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与经济意义。

本实例中考虑基于平行车联网协商拍卖机制的多无人车编队情形。无人车感知、控制决

策规划离不开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支持，本案例中将社会空间信息融入无人车的决

策规划模块，结合经济学中拍卖机制，研究无人车进行编队形成问题。首先基于实际车联网

提供的车辆-目标点距离矩阵，在人工车联网平台上建立模型，模拟实际多无人车编队场景；

其次结合车联网的 V2V 的通信环境，在计算实验平台采用拍卖协商机制，从全局寻优与局部

寻优均衡的角度，建模求解人工车联网系统中的车辆编队形成问题；最后，以平行执行的方

式将协商拍卖方法反馈给实际车联网系统，指导实际车辆编队。通过计算实验平台的后台的

建模求解计算以及实际与人工车联网的平行互动，大大降低了实际车联网系统的计算及时间

复杂度。

4.1. 计算实验方法

基于从实际车联网系统中获取到的车辆-目标点距离矩阵，将编队队形形成问题转化为

将无人车分配至对应目标点的任务分配问题。相应的，结合人工车联网的 V2V 通信机制，在

计算实验平台上采用基于协商拍卖机制的方法求解此任务分配问题，拍卖者为无人车系统规

划决策层，竞拍者为各无人车。此外，在竞拍过程中加入签订合同的环节，类似与车联网中

V2V 的握手通信，提高了车联网系统通信的可靠性，有利于增加车联网控制系统的鲁棒性与

稳定性。

在利用协商拍卖机制求解任务分配问题时，从全局优化的角度出发，优先考虑指派与各

个空余位置距离总和最大的无人车，试图降低最差情况（离目标点较远的无人车完成任务）

的期望耗时；同时，被优先指派的无人车采用局部优化策略，优先挑选距离自己最近的目标

点，兼顾了全局优化与局部优化的均衡。基于平行车联网协商拍卖的无人车编队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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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图 5基于拍卖协商机制的编队形成的计算实验方法流程图

下面，结合框架图对上文所述方法的重点步骤进行论述。

1.任务发布：

根据编队队形矩阵，拍卖者（无人车系统规划层）发布队形中所有目标点的位置，并计

算各无人车初始所在位置到各目标点的距离，形成无人车-编队目标点的距离矩阵 M。

2.任务响应与竞标决策

无人车收到任务，进行判断，如果无效，则执行 3.异常中断操作，否则，进行竞标决

策。竞拍无人车收到无人车-编队目标点矩阵 M，进行如下竞标决策：

计算矩阵各行之和，即无人车到各个未占据目标点的距离总和作为“竞拍”的总筹码，

总筹码最大的无人车作为竞拍胜出者，优先挑选距离自己最近的目标点，作为自己的竞标决

策结果，报告给拍卖者，进行投标。

4.竞标处理与合同授权

拍卖者审核投标结果，若同意投标，则向竞拍无人车进行合同授权，同意其占据目标点。

5.合同确认与 6.合同签订则最终确定竞标结果，竞标成功的无人车行驶至此目标点，

同时发布信息，将此目标点状态由为占据变为已占据，此后的竞拍不考虑此目标点，继续进

行下一轮竞拍。

4.2. 平行执行

人工车联网系统中的无人车结合计算实验平台所采取的编队方法，通过车联网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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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协商，所有的车车通信全部先在人工车联网平台上模拟进行，通过对实际车联网系统的

模拟与仿真，对拍卖协商算法进行细粒度的调整与优化，然后再映射回实际车联网，指导实

际车联网系统中的无人车拍卖协商算法运行与编队形成。

以上基于平行车联网的案例，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平行车联网这一新型车

联网框架在车队调度方面提供的人工车联网这一便捷的模拟仿真场景，实时的计算实验平

台，与平行执行的交互、反馈指导方式，实现了人工与实际车联网的扁平化、高实时的管理

与控制，降低了实际车联网系统的运维成本，为传统车联网的架构提供了新型的以平行理论

为指导的新型管理与控制方法。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平行系统与 ACP 理论的基础上，将平行网络与网络软件化的框架与技术映射到车

联网领域，同时结合社会系统的信息，提出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的平行车联网系

统框架；并对基于 CPSS 的纵向框架、基于平行系统的横向框架及其组成部分进行了介绍。

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本文考虑了基于平行车联网协商机制的编队管理控制方法应用案例，进

一步证实了与传统的车联网四层架构相比，本文所提出的平行车联网框架更有利于实现实

时、动态、扁平化的管理与控制，在不同网联车应用服务场景中具有更灵活的拓展性与更突

出的优势。

考虑到车联网是一种涉及到多方个体行为的复杂系统，在实际车联网中，用户由于主观

或者客观因素，人工车联网所建立的优化方案可能并不一定能够被完全、准确地执行，如何

根据具体场景需求来定制相应的管理控制方法，是平行车联网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结

合不断发展的无人驾驶技术与日益丰富的业务需求，平行车联网将会有更为广阔研究空间与

更具潜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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