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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车联网在提高交通运输的安全性和效率上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通信技术

的发展，车联网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车联网研究的重点在于相关的通信技

术的研究，本文详细介绍了车联网中的通信技术的特点及应用，并对当前车联网

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基于平行系统理论的平行车联

网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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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ternet of Vehicles (IoV)
has become an active field of research because of its tremendous potential to improve traffic safety
and efficiency. Recent research efforts have placed a strong emphasis on suitable vehicular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designs.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some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present a review of vehicular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we also introduce some of the IoV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describe a
new IoV paradigm based on Paralle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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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车联网通过传感、通信、控制等技术的

有机融合，实现车、路、人的实时动态交互，

从而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交通运输的

效率。车联网按照信息交互的对象可以分为

车辆之间直接进行通信的 V2V（Vehicle-to

-Vehicle）和车与基础设施等通信的 V2I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1]两种类

型，通信过程通过通信单元实现。其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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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通信单元称为车载单元，安装在路侧的

通信单元称为路侧单元。车联网的系统模型

如图 1所示，网联车辆与其他交通参与者之

间交互实时感知、分享交通信息，提高车辆

对周围交通信息的掌握[2]，并加强交通参与

者之间的协调调度，从而提高交通的安全性

和效率。车联网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通信技

术实现不同的应用场景，分析不同技术的特

点将有助于推动车联网应用的研究部署。

为了促进车联网关键技术及相关应用

的研究，本文通过调研相关文献详细阐述当

前车联网可用的通信技术的特点[3-8]及可行

的应用，并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9-15]进行了

分析。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利用车联

网大数据和多种智能化算法，我们介绍了基

于 ACP智能方法的平行车联网[16-19]架构。

该系统通过构建与实际系统相对的人工车

联网系统，在人工系统上进行大量的计算实

验，进而寻找实际系统的优化解并与实际系

统实时交互，引导实际系统自适应优化，从

而有效提升车联网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图 1 车联网模型图

本文其他内容的安排如下：第 1节介绍

车联网关键通信技术及其主要应用；第 2节
介绍车联网通信技术研究成果及其主要问

题和挑战；第 3节介绍平行车联网架构及其

发展趋势；第 4节对本文进行总结。

1 车联网关键技术

通信技术是车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

是信息交互的媒介。车联网通信技术可以

分为非定制无线通信技术即传统无线自组

网中常用的通信技术和车联网定制的通信

技术即针对车联网场景设计的通信技术。

本节将详细介绍它们的特点，并根据它们

的性能分析它们在车联网中的应用。

1.1 非定制无线通信技术

蜂窝移动通信网络是一种远距离无线

通信网络，能够将信息以中继的方式传递

到任何有基站覆盖的地方。在当前共存的

几种蜂窝网络中，4G 拥有最高的传输速率

和最低的时延，因此更适于应用到车联网

中。蜂窝移动网络具有较为平稳的数据交

付和较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但是，它需要

小区基站的支持，高速移动的汽车容易发

生频繁的基站的切换，难以保证其在车辆

自组网中的稳定性和数据传输成功率，同

时，蜂窝移动网络缺少广播机制且需要支

付高昂的使用费。但是，基于其广泛的信

号覆盖和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蜂窝移动

网络适合于传输非安全类的信息，可以为

汽车提供类似便携式移动设备的服务。

蓝牙是爱立信创制的室内短距离无线

通信技术标准，覆盖范围通常在十米之内，

主要用于移动设备的互联和数据传输等。

蓝牙使用 2.4—2.485GHz 的免费工业、科

学和医疗（ISM）频段，采用自适应跳频机

制对抗信号干扰和衰退
[3]
。蓝牙采用高斯

频移键控（GFSK）调制，数据传输速率通

常不超过 3Mbps，最新发布的蓝牙 LE 最高

可以达到 24Mbps，时延相对蜂窝网络也比

较低，只有 3ms 左右。蓝牙的突出优点是

低功耗，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多设备数据传

输的同步问题，在物联网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鉴于其有限的覆盖范围和较低的

复杂性，蓝牙很适于车内传感器与控制器

之间的数据的传输，同时在汽车信号采集

如车流量监测上也有一些应用。

射频识别技术（RFID）采用无线电磁信

号非接触地识别目标并读写数据，是物联网

的基础技术，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RFID 具有很好的移动性支持，能够在速度

超过 200km/h 的环境下保持稳定工作。目前

RFID 在车联网中的应用主要是汽车身份识

别如高速自动收费，停车场收费和识别系

统，远程自动开锁等。另外 RFID 在安全领

域也可以得到应用，例如，可以为行人设计

一个主动式的 RFID 标签以提醒车辆，从而

避免车辆在十字路口等地点碰撞到行人。

ZigBee 技术是一种基于 IEEE 802.15.

4 标准的低功耗无线自组网协议，它工作

在免费的 ISM 频段，对移动性有很好的支

持，可以通过接力的方式传递信息，通信

效率非常高
[4]
。ZigBee 技术的数据率比较

低，只有不到 250Kbps，但是由于它的握

手时间比较短，吞吐量比较高，所以它在

时延上拥有良好的性能表现。ZigBee 被广

泛应用于无线传感网，此外，由于它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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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耗、可靠的性能和较低的成本，使它在

工业和消费电子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因此，

ZigBee 可以被用于汽车之间的传感器信

号的传输，形成灵活的汽车自组网，也可

以用于车辆节点与路侧单元之间通信，典

型的应用为汽车自动识别。

红外线通信是利用红外线传递信号的

高度定向的信号传递方式，因此更适合于

某些固定方向的信号传输应用。红外线通

讯 有 两 种 常 见 的 标 准 ， SIR （ Slow

Infrared）和 FIR（Fast Infrared），SIR

最大传输速率为 115Kbps，而 FIR 的最大

传输速率为 4Mbps，因此，红外线通讯可

以提供较高速率的信息传输，且其介质难

以被截获和破解，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红外线通信的传输距离只有不到

100m，但是具有非常小的时延且没有带宽

的限制，目前主要被用于汽车之间的测距

和汽车与路侧单元的视线通信。然而，红

外线通信易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通信可

靠性较差，因此难以用到安全性应用中。

全球微波互联接入（WiMAX）是基于

IEEE 802.16 协议 [5]的无线通信技术，其

中，IEEE 802.16d 适用于固定节点通信，

IEEE 802.l6e 定义了移动节点通信过程，

该协议适用于移动车辆场景下通信。WiMAX

能够覆盖 10km 范围的通信距离，并且在车

辆移动速度超过 100km/h 时也能提供高达

10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基于较快的传输

速率和相对较低的部署成本和使用成本，

WiMAX 适合于传输数据量较大的影音、文

本等数据，为娱乐性应用提供高速支持。

毫米波通信技术是一种超高频的电磁

波通信技术，其频谱范围是 30-300GHZ，

主要目的是开发无线电高频波段，解决低

频段日益饱和的问题。毫米波传输方式为

直射波传输，具有视距传输特性，对移动

性的支持较差，在降雨时具有较强的衰减

但是对沙尘和烟雾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

相比于红外线和激光具有更好的全天候通

信能力。毫米波具有极大的通信潜力，能

够提供吉比特/秒的数据传输速率，为用户

提供高速上网服务。毫米波通信的时延比

较小，同时对它的干扰和截获比较困难，

因此毫米波通信比较安全可靠，但是其传

输距离比较短，远距离通信需要中继。毫

米波通信可以应用到低速大规模数据传输

的影音娱乐等舒适性应用。

1.2 车联网定制通信技术

专用短程通信技术（DSRC）是一种专

门针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识别和双向通信的

短距离通信技术，可以用于车-车、车-路

之间的双向通信，传输图像、语音、数据

等信息。DSRC 基于两套协议开发，其中

IEEE 802.11(WiFi）协议的改进版 IEEE

802.11p 协议定义物理层传输标准，而

IEEE 1609 协议用于定义安全性、网络服

务 和 多 信 道 操 作
[4]

。 DSRC 工 作 在

5.850-5.925GHZ 频段，其频段分为 7 个

10MHZ 的信道，其中 172 号信道是专门负

责安全性数据传输的控制信道（Contrl

Channel，CCH），其他信道主要负责传输

服 务 性 数 据 ， 为 服 务 信 道 （ Service

Channel，SCH）。DSRC 为车联网专门定义

了一种基本安全信息数据格式，为安全性

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6]
。DSRC 拥有高达

27 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且时延比较低，

传输距离通常为数十米，拥有完善的通信

表 1 车联网通信技术对比

通信技术 频率 时延 数据率 覆盖范围 移动性支持

4G 0.8-3.6 GHZ 50 ms 20 Mbps 10 km 良好

蓝牙 2.4 GHZ 3 ms 24 Mbps 10 m 有限支持

射频识别 125 KHZ-2.45 GHZ - 424 Kbps 10 m 良好

ZigBee 2.4 GHZ 100 ms 250 Kbps 20 m 良好

红外线通信 2.6 GHZ - 1 Mbps 100 m 不支持

WiMAX 5.8 GHZ 50 ms 75 Mbps 50 km 良好

毫米波通信 30-300 GHZ 150μs 1 Gbps 10 m 有限支持

DSRC 5.8-5.9 GHZ 200μs 3-27 Mbps 1 km 良好

CALM 5-6 GHZ 200μs 6 Mbps 1 km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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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机制，可以提供安全的数据传输。DSRC

是专门的车联网通信标准，相对比较统一，

产品之间的互换性和兼容性强
[7]
。DSRC 为

车联网设计了多种应用场景，包括前车碰

撞避免、盲点警告、路口转弯辅助等，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中长程空中接口技术

（CALM）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的

包交换通信框架，它试图通过结合一些通

信技术为中长程的汽车通信提供接口协

议，以解决不同地区车联网通信技术不统

一及不同应用对通信的需求不一致的问

题。CALM 引入的技术主要有蜂窝移动网

络、红外线通信、毫米波通信、蓝牙和

WiMAX 等传统无线通信技术及基于 IEEE

802.11p 协议的中程通信接口规范
[8]
,CALM

能够为包括车联网、多跳通信及点对点通

信等大量的通信场景提供服务，同时还具

有兼容下一代互联网协议 IPV6 的设计。

CALM M5 基于 DSRC 技术设计，主要面向车

与车之间的通信，能够用于多数车联网应

用场景中。

上述各通信技术的主要特性如表 1 所

示。由上述可知，蜂窝移动网络具有较高的

速率和通讯范围，但是时延较大，可靠性较

低；蓝牙具有较低的复杂性，能够降低网联

汽车的信息传递复杂度；射频识别是物联网

的基础技术，在无线识别上具有较大的优

势；红外线通信具有较快的传输速率和极低

的时延，但是只能用于视线传输；ZigBee

是一种优良的自组网通信技术，能够以较低

时延在组网车辆间传递小规模数据；全球微

波互联接入和毫米波技术是两种高速的高

频通信技术，可用于传输大量的娱乐数据；

专用短程通信和 CALM 是专为高速移动的网

联汽车场景设计的通信技术，能够在高速移

动的交通场景中提供较高速率和低时延的

通信服务。

2 问题与挑战
车联网与一般的移动自组网的区别在

于：车联网的节点具有较高的移动速度，拓

扑结构改变比较快且频繁，节点移动在某种

程度上可预测，网络节点密度变化比较大，

信道条件复杂多变等。因此，车联网通信系

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主要包括：1）连

接性问题，由于汽车高速行驶和拓扑结构的

快速改变，要保证信息可达是一项严峻的挑

战。（2）带宽限制问题，通信系统中带宽

资源总是有限的，车联网中缺乏控制资源分

配的中心控制节点，容易引起节点之间发生

信道争用问题。（3）安全和隐私问题，要

确保信息收发双方安全可靠需要有效的认

证，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失隐私性。

2.1 路由协议

车联网的传输环境与普通网络有很大

的不同，端到端的拓扑路径很容易改变，因

此，当前的路由协议很难直接运用到车联网

中。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评估传统的路由

协议在车联网中的表现，并尝试改进它们以

适用于车联网。车联网中的路由协议按机制

可以分为基于拓扑的路由协议、基于位置的

路由协议、分簇路由、多播路由、广播路由

等[9]，其中，基于拓扑的路由协议可以进一

步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的路由协议。

主动式的路由协议在网络中动态查找

所有的节点，并且令所有的节点都维持到其

他所有节点的相同的路由表，路由更新按照

固定的时间间隔执行。它需要维持一个庞大

的路由表，加重了网络的负载，容易造成网

络过载，因而难以有效运用到车联网中。

被动式的路由协议只在需要的时候进

行路由发现，每个节点只维持当前在通信的

路由表。因而此类协议在任何时间都只有小

规模的路由在使用，能够有效降低网络负

载，避免信道拥塞，相比于主动式路由协议

更适合于只需要少量路由的车联网场景[11]。

基于位置的路由协议根据位置信息判

断节点的分布，位置信息可以通过向周围节

点发送位置查询信标获取，并将信息传递给

距离目的节点更近的节点[11]，从而将信息逐

步以较短的时间传递到目的节点。因此，基

于位置的路由协议不需要节点维持到其他

节点的路由表，比较灵活方便。

在分簇路由协议中，节点被组织成簇，

每一个簇由一个簇头和簇内成员组成，小的

簇进而组合成较大的簇，簇内的成员之间可

以直接进行通信，簇间的节点则需要通过簇

头的传递进行通信。由于车辆移动速度较

快，簇的结构变化非常快，因此此类协议在

车联网环境下是不稳定的[11]。

多播路由也是一种基于位置的路由协

议，它由一个节点将信息传递给区域中的所

有节点，通常采用洪泛法实现，能够有效减

少分组开销从而减少数据碰撞。此类协议非

常适合于某些车对车的广播应用[13]，例如可

以用于车辆向周围车辆散布路况警告信息。

广播路由可以用于向车辆广播信息，例

如路侧单元向周边车辆广播天气、路况信

息。广播路由协议主要采用洪泛法散播信

息，每一个节点在接收到信息之后都将其传

递给所有路由表中的单元，因而容易造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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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拥堵和信息碰撞，易造成效率比较低下。

图 2 路由协议分类图

车联网通信中主要的路由协议及其分

类如图 2所示。除了上述的协议，还有很多

针对车联网提出的协议改进或新设计的协

议，例如，[14]提出了一种基于 AODV 协议

的改进，它将车辆的位置信息作为参数选择

吓一跳的节点传输数据，并进行了仿真实验

验证，证明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 AODV 协

议在车联网种的性能表现。然而，目前的路

由协议在多数车联网场景中的表现并不理

想，信道拥塞、时延升高、吞吐率下降、数

据碰撞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2 频谱分配

当前，车联网的频谱主要是为 DSRC分

配的 75MHZ 的带宽，当车辆密度比较大时，

DSRC的 7个信道可能发生信道拥塞[12]。为

了缓和频谱资源不足带来的问题， IEEE
802.11p明确了多信道的发展方向，同时，

基于认知车联网的动态频谱分配方法得到

了广泛的研究。认知车联网具有一定的学习

能力，能够感知和利用周围空间中其他网络

的可用频谱，减少冲突的发生[13]。认知车联

网动态频谱分配就是使车辆节点能够利用

其他网络的空闲信道，从而提升信道规模，

提高整体的频谱资源利用率。其中，电视空

白频段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的优先

可用的动态频谱分配频段。

目前，认知车联网的频谱感知存在的困

难主要是高移动性使得车辆节点必须尽快

完成感知和接入。但是，过短的频谱感知时

间容易导致误检测和漏检测。车联网的节点

密度在某些场景会非常大，也会造成频谱感

知效果不佳或难以操作。

2.3 安全和隐私保护

车联网通信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多种

多样，包括 DOS 攻击、广播篡改攻击、窃

听攻击、女巫攻击等[13]，且可能会对交通安

全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提高网络系统的安

全性，通常要求对通信双方的身份进行认

证，然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用户的隐

私性，可能导致通信双方的身份信息发生泄

漏，因此，在设计车联网系统是必须考虑在

隐私性和安全性之间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平

衡。通常，匿名认证机制是车联网中保护隐

私的一个有效手段[14]，该方法通过由可信的

认证中心向节点颁发不包含个人隐私信息

的数字认证信息作为通信凭证，从而有效保

护用户的私人身份信息。目前，一般化的保

护协议和认证机制还没有良好的结果。

3 平行车联网
当前，车联网技术尚不成熟，车联网的

通信环境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

求，对通信技术的要求更高。传统的通信技

术难以直接应用到车联网场景中，频谱资源

不足、通信衰退、信道拥塞及安全性问题等

是阻碍车联网有效实现的重要难题，因此，

需要进一步研究针对车联网的通信技术。但

是，车联网系统实验设计复杂，成本较高且

难以重复进行[15]。仿真实验缺乏可靠性，难

以在实际系统中得到验证且相应算法设计

缺乏数据训练和测试[16]。为此，可以构建基

于 ACP（人工系统，计算实验，平行执行）

的平行车联网系统，通过大数据描述车联网

的状态，通过实验对车联网运行进行预测，

并基于虚实互动引导车联网自适应优化。

平行车联网主要由软件定义的人工车

联网系统和实际的物理车联网系统两部分

及计算实验和平行执行两个过程组成，可以

弥补实际车联网系统数据不足，进行大量的

现场实验困难的缺陷，能够引导实际车联网

系统进行优化，从而实现由基于牛顿定律的

可预测车联网系统到基于默顿定律的可引

导车联网的转变[17]。

平行车联网的主要过程为[18]：（1）基

于计算机软件和多智能体方法建模人工车

联网系统，将车联网中的车、路、人等抽象

为智能体并组合成不同的车联网场景子系

统。人工系统由实际系统的数据驱动，运行

产生大规模的数据，与实际系统的数据一起

构成计算实验的完备数据。（2）根据人工

系统和实际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大量可重

复的计算实验，寻找系统的优化运行方案
[20]，训练测试相关的算法并且在人工系统上

验证算法的效果。（3）将优化方案运行到

实际系统中，指导实际系统运行，并且获得

其反馈进而调整人工系统的模型和参数，使

优化训练在线化、持久化。

平行车联网将车联网系统从小数据扩

展到大数据，全面综合了人、车、路、通信

等交通因素[19]，结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仿真等分析技术，能够对车联网进行有效的

分析和优化，为解决现在车联网系统面临的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能够进一步提高未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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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智能化水平。

4 总结
车联网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技术，包含

传感器、信息处理、通信、控制等多种技术，

其中，通信技术能够为车联网的协同运转提

供最基础的支持。本文详细阐述了车联网系

统常用的通信技术，并对当前车联网通信的

主要研究成果和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

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利用车联网

大数据提供的知识，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车

联网框架，即平行车联网系统，平行车联网

基于人工车联网和实际车联网大数据，通过

运用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计算实验寻找系

统优化解，并通过人工车联网和实际车联网

的平行互动，引导车联网系统优化运行，因

此可以进一步提高车联网的智能化水平，为

解决车联网系统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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