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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边缘计算在车载网中的应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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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边缘计算（MEC）技术将 IT 服务环境与云计算技术在网络边缘相结合，提高边缘网络的计算和存储
能力，减少网络操作和服务交付时延。应用 MEC 的车载网络，可以满足车辆对服务延时和通信可靠性的严格要求，
提升车辆用户的服务质量（QoS）。对移动边缘计算在车载网中的应用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概述 MEC 的基本概念及
架构、典型应用场景；然后介绍 MEC 在车载网中的应用、基于软件定义网络（SDN）的车载网 MEC 研究现状以及
车载网 MEC 应用实例；最后给出了车载网中部署 MEC 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对该领域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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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mobile edge computing applications in vehicula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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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combines IT service environments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at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to improve the computing and storage capabilities of edge networks while reducing network operations
and service delivery delays. Vehicular networks integrating MEC, could meet the strict requirements of vehicle service delay
and communication reliability, as well a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for vehicle users. This paper studied and analyzed
MEC applications in vehicular networks. Firstly, it provided a brief on the basic concept and architecture of MEC, and its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reafter, it describ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MEC-based
vehicular networks along with a focus on the current SDN-related works on MEC-based vehicular networks, as well as
several use case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deploy MEC in vehicular networks; and
analyze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the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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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network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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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线通信、传感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汽车行
业的转型[1,2]。车载网旨在利用无线通信技术改善交通安全程
度并提升通行效率[3]，实现车辆与车辆（vehicle to vehicle，
V2V）、周边基础设施（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V2I）、路边
行人（vehicle to person，V2P）、互联网（vehicle to network，
V2N）和云服务器（vehicle to cloud，V2C）等互相通信交换
信息[4]，这些通信方式统称为 V2X（vehicular to everything）。
V2X 是推动道路状况预测、协作避撞、自动驾驶等新型车载
应用发展的关键因素[5]。V2X 技术要求车辆、移动设备和路
边基础设施具有短距离通信功能，通过短距离 V2X 通信提高
行车安全和交通效率[6]。因此，如何提升智能交通水平和 V2X
通信质量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云化是移动网络的趋势，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7]
。MEC 利用运营商的网络，使分布式的网络边缘云与中心
云互补，通过 Uu（user equipment，用户设备）接口为车辆、
行人提供低时延、高可靠性的本地服务（如本地化高清地图
下载、通信链路拥塞控制优化、本地大数据分析等），从而改
善交通安全与自动驾驶的性能，提高交通效率。

部署在 RSU（road side unite，路边单元）和 eNB（evolved
Node B）上的 MEC 服务器提供车载网管理平台应用，就近
分析和处理 V2X 数据，能够大大节省数据传输往返的时间。
MEC 能够直接从 V2X 终端获取本地消息，并通过车载网管
理平台应用的算法分析，将需要实时传输的路况信息或交通
事故信息下发至其通信覆盖范围内的 V2X 终端，便于车载系
统提前决策，提高智能交通的安全性；MEC 能够对终端用户
上传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并将有价值的片段（如监控画面有
变化的、出现预配置事件的）回传给终端用户，从而避免可
能的核心网络的拥堵，也可以节省传输资源，提高智能交通
的管理效率[8]。另外，MEC 服务器与 RSU 通过有线网连接
在一起[9]，相互传输服务数据包，降低了网络带宽的压力。

1

MEC 背景

1.1 MEC 概念及架构
欧 洲 电 信 标 准 化 协 会 （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对 MEC 的定义是：在移动网络边
缘、无线接入网（radio access network，RAN）内以及移动
用户附近，提供 IT 服务环境和云计算能力。欧洲 5G PPP(5G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5G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认为 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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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G 网络的关键技术[10]。MEC 在 RAN 提供云计算功能，
在基站部署 MEC 服务器可以增强计算并避免核心网流量拥
堵和系统故障。MEC 向应用程序和内容开发人员提供实时
RAN 信息（如网络负载、用户位置），用于向移动用户提供
情景感知服务[11]，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并改善体验质量（quality
of experience，QoE）。同时，网络运营商可以允许第三方合
作伙伴处理无线网络边缘，为移动用户和企业开发新应用和
边缘服务。
ETSI MEC ISG 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致力于 MEC 的研究，
旨在制定在多供应商环境中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统一规范
[12]
。在介绍 MEC 技术的白皮书[13]中，ETSI MEC ISG 为 MEC
服务器（又名 MEC 平台）定义了一个参考框架，由托管基
础设施和应用平台组成，如图 1 所示。托管基础设施包括
MEC 硬件组件（如计算、内存和网络资源）和 MEC 虚拟化
层（将详细的硬件实现细节抽象到 MEC 应用平台）。MEC
应用平台包括虚拟化管理器和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控制器，并提供多种 MEC 应用平台服务。
MEC 虚拟化管理器通过提供 IaaS 设备支持托管环境，而 IaaS
控制器为应用程序和 MEC 平台提供安全和资源沙箱（即虚
拟环境）。MEC 应用平台主要提供四种服务，即流量卸载功
能、无线网信息服务、通信服务和服务注册。运营商通过
MEC 应用平台管理界面管理、配置 MEC 应用并控制其生命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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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MEC 平台的基本框架
MEC platform overview

1.2 MEC 的应用场景
本节将介绍 ESTI 白皮书[13]中讨论的 MEC 的新型应用场
景，如视频流分析、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计
算卸载、移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交通等应用。这些应用计算
密集且需要较大的存储容量，需要 MEC 为移动设备提供支
持。此外，在文献[14]中，MEC 的应用领域扩展到 SDN。

视频存储

使用 MEC 的视频流分析
MEC for video stream analysis

1.2.1 视频流分析
视频流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如车辆牌照识别、人脸识
别和安全监视，其基本操作包括对象检测和对象分类。视频
分析算法通常具有较高的计算复杂度，因此优先选择将视频
分析任务从视频捕获设备（如相机）卸载出去以简化设备设
计并降低成本。将视频分析任务通过核心网路由到中央云进
行处理，将消耗大量的网络带宽[15]，而在靠近边缘设备的地
方进行视频分析，不仅可以减少延迟，还能避免上传视频流
引起的网络拥塞。基于 MEC 的视频流分析系统如图 2 所示。
其中 MEC 服务器具有视频管理和分析的能力，并将有价值
的视频片段（或屏幕截图）备份到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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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网

网络内容服务器

目标识别器

使用 MEC 的 AR 服务
MEC for AR service

1.2.2 增强现实
AR 是物理现实世界环境中的实时直接或间接视图，其
元素通过计算机生成的传感、感知信息（如声音、视频、图
形或数据等）增强或补充。AR 应用程序应实时提供所需数
据信息，具有高度本地化的特点，需要具备低延迟和密集数
据处理能力。AR 最受欢迎的应用包括观看体育赛事和博物
馆视频指南[16,17]，即手持移动设备能显示一些在现场不易展
示的动态图像和某些藏品的详细信息。使用 MEC 的 AR 应
用系统如图 3 所示。其中 MEC 服务器能够准确地分析输入
数据并区分所请求的内容，然后将 AR 数据发送给终端用户。
1.2.3 计算卸载
随着移动设备和用户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
正在努力提供定制服务，对实时通信和计算能力提出严格的
要求。但是移动设备的资源、计算能力和电池容量有限，因
此将部分或全部计算任务上传到边缘服务器的移动边缘计算
卸载（mobile edge computing offloading，MECO）技术成为
研究热点。相比于将任务卸载到云服务器，MECO 不仅可以
节省带宽资源，还能减少计算延迟。图 4(a)是多用户 MECO
系统；(b)显示了移动设备内部计算卸载的过程。输入的计算
任务数据大小为 dn，上传到 MEC 服务器的任务量为 d n n ， n
是上传任务的比例，那么本地计算的任务量为 d n (1 −  n ) ，根
据用户的时延和能耗要求以及传输数据的信道状态，可以制
定出最小化能耗或时延的卸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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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移动大数据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手持移动设备作为上网的主要方
式，因此分析大量移动设备产生的大数据，逐渐成为了解和
分析目标市场的最有效途径[18]。大数据是由大量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数据组成的数据集合。大数据分析是指对原始大数据
进行分析，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制定更好的战略决策和业务
动向的过程。传统的大数据分析要将边缘设备产生的数据收
集并转发到核心网络进行分析[19]，此过程消耗大量带宽和时
延。应用 MEC 平台在网络边缘分析大数据可以节约大量带
宽，及时反馈分析结果。
1.2.5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旨在解决城市居民面临的交通堵塞、道路条件
差、停车位少、交通安全等问题。通过向路边基站（base station，
BS）添加分布式计算和存储服务，MEC 是推动车载网进步
的关键技术。通过接收和分析来自邻近车辆和路边传感器的
消息，互联的车辆微云能够在 20 ms 的端到端延迟内传播危
险警告和延迟敏感消息，驾驶员根据收到的消息立即作出反
映（图 5），使自动驾驶成为可能[20]。在车载网边缘收集路边
摄像头和传感器设备的实时数据，可以实现交通控制自动化。
传感器设备检测附近物体（如行人和车辆）的距离和速度，
交通控制系统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向智能红绿灯发射信号指
示车辆行为[21]。类似地，智能停车系统可以通过收集用户上
下班信息和分析附近用户周围的可用空间来提供停车信息或
设计停车场。另外，车载网技术已引起汽车制造商（如沃尔
沃、标致等）、汽车供应商（如博世）、电信运营商（如 Orange、
Vodafone、NTT DOCOMO 等）、电信供应商（如 QualComm，
诺基亚，华为等），以及许多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 2015 年
11 月 9 日，诺基亚在汽车驾驶测试平台上展示了两个车载网
用例，包括紧急刹车灯和协作通行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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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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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obile computation offloading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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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SDN
SDN 是一种新兴网络架构，将控制层和数据层分开实现
灵活的网络管理。SDN 的设计理念是在网络设备中只保留简
单的数据转发功能，通过集中控制、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对
网络设备的控制。编排多层边缘系统的 SDN 架构如图 6 所示
[22]
。基于软件的控制器具有底层网络的一般视图，负责在逻
辑上控制整个网络系统，转发节点只需根据下发的逻辑策略
作出相应动作。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中的定制策略来查询和
修改网络元件的路由和转发行为，通过定义修改 OpenFlow
的匹配/动作流规则和填充转发节点的流表来实现 [23] 。将
MEC 与 SDN 集中在一起集中控制网络，可以使网络管理更
加有效和可靠，例如在网络拓扑变化快的车载自组织网络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VANET）中可以减少 V2V 通信
的丢包率[24]。

2

取得的初步成果推动了学术界和产业界对该技术的广泛研究。
MEC 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无缝融合无线通信和移动计算
这两个学科，从而产生广泛的有关网络通信和架构等新设计。
表 1 总结了 MEC 在车载网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进展。
北向应用程序

表1

计算卸载

资源分配

交通服务和
安全应用

信息分发

网络架构

资源管理

SDN基础设施
SDN控制器
南向接口
(OpenFlow)

支持OpeFlow的交换机

边缘层

微云

主机

图6
Fig. 6

SDN 架构在 MEC 中的应用
SDN architecture for MEC

MEC 在车载网中的应用

MEC applications in vehicular networks
贡献

目标

考虑到车辆移动性的计算卸载策略和

最大化 MEC 服务提供商的收益和

基于最优卸载策略的资源分配方案

[27 ]2018

将任务按优先级划分的计算卸载和计算资源分配方案

[28] 2017

可以预测卸载的目标服务器的计算卸载方案

[29] 2018

平衡负载

服务请求/响应

Table 1

[25] 2016

移动性管理

北向接口

2.1 MEC 在车载网中的研究进展
在物联网和 5G 通信愿景的推动下，近年来移动计算的
模式从集中式移动云计算转移到了移动边缘计算。MEC 的主
要特点是将移动计算、网络控制和数据存储下沉到网络边缘
(如基站和接入点)，以便在资源有限的移动设备上实现计算
密集型和时延敏感型应用。MEC 致力于实现大幅降低延迟和
移动设备能耗的承诺，解决实现 5G 愿景的关键挑战。MEC

文献 时间

服务编排

防火墙

MEC 在车载网中的应用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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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蜂窝网络中的车辆通信业务卸载到 VANET 中
V2V 通信路径的计算卸载方案

增强车辆的效用
最大化 MEC 服务提供商的收益和
增强车辆的效用
最小化卸载成本
减轻蜂窝网络负担

[30] 2016

计算资源的分配

设计稳定的车辆控制系统

[31] 2017

卸载服务器的选择和通信、计算资源的分配

最大化车辆的效用和服务器的收益

[33] 2018

卸载服务器的选择和计算资源的分配

[9]

2017

[34] 2017

基于 MEC 的网络切片和服务定制
基于 MEC 的分布式车辆信誉管理系统

最大化系统的效用
为基于蜂窝的车载通信提高
低延迟和多样化的服务
确保服务的安全性、提高服务效率

[35] 2018

基于 MEC 的 VANET 消息认证方案

提高消息认证的效率

[36] 2016

车载延迟容忍网络 MEC 协助的智能电网数据传播方案

减少数据传播时延、避免核心网拥塞

[37] 2018

MEC 协助的 VANET 发布/订阅消息的设计

实现实时消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

[38] 2018

MEC 协助的 VANET 中的内容预取和分发方案

高效共享大量车载数据

[39] 2017

集成 MEC 和 SDN 的异构车载网架构

提供低延迟和高可靠性的通信

[40] 2017

集成 MEC 和 SDN 的 5G 车载网架构

丰富和增强 5G 车载网服务

[41] 2018

基于 SDN 和 ICN 的车载网架构，MEC 协助管理资源

动态分配网络、缓存和计算资源

[42] 2018

基于 SDN 的车载网协作边缘计算架构

有效利用异构的边缘计算基础设施

2.1.1 计算卸载(MECO)
基于云的车载网络是通过在远程云与本地车载终端之间
分配计算任务来改进车辆服务的有前途的范例。为了进一步
降低计算卸载的延迟和成本，Zhang 等人[25]在车载网络中提
出了一个基于云的 MECO 框架，并定义了基于契约（qi，pi）
车辆卸载任务 i 所获得的效用。其中：qi 是 MEC 服务器为任
务 i 提供的计算资源量；pi 是车辆卸载任务 i 需要支付的费用。
基于此框架，作者综合考虑服务提供商的收益和车辆的效用
[26]
，采用契约理论方法设计了计算卸载策略。仿真结果表明，

获得的最优且可行的卸载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 MEC 服
务提供商的收益，增强了车辆的效用。另外，作者考虑到
MEC 服务器的资源限制和计算任务的延迟容忍度，提出了基
于最优卸载策略的计算资源分配方案，进一步提高了 MEC
服务提供商的收益。
同样是采用契约理论方法设计计算卸载策略，最大化服
务提供商的收益，同时增强车辆的效用，Zhang 等人[27]设计
了一种新的车载边缘计算（vehicular edge computing，VEC）
框架来模拟在双向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计算卸载过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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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 VEC 服务器的计算资源利用率，在制定卸载方案
时将任务按优先级划分，并为高优先级任务提供附加资源，
设计了一种包括 VEC 卸载服务器选择和计算资源分配的算
法。数值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案大大提高了 VEC 服务器的收
益，同时提高了计算资源的利用率。
Zhang 等人[28]考虑到计算任务的要求和车辆的移动性，
在基于云的车载网 MECO 框架下，分析了两种计算卸载方法
的性能。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通过 V2I 方式传输卸载，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的车辆首先将计算任务卸载当前连接的 RSU1，
在任务执行期间车辆可能通过多个 RSU，MEC 服务器通过
无线回程链路将计算结果传输到车辆将要接入的 RSUn ，
RSUn 通过 V2I 通信将计算结果发送到车辆，该方法时间开销
大、传输成本高；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预测模式传输卸载，MEC
服务器接收车辆上传的任务信息，计算任务的传输时间、执
行时间和车辆在道路上花费的时间，再预测任务完成时车辆
到达的某个 RSUn 的通信区域，并将该信息通知给车辆，然
后车辆在到达 RSUn 之前通过 V2V 通信提前将任务发送到
RSUn 配置的 MEC 服务器，该方法无须多跳回程中继，可以
节省传输成本。作者根据任务的延迟要求和计算成本，提出
了最佳组合卸载方案，即根据计算任务 i 的延迟要求 ti,max，
选择在本地车辆终端执行任务（ti,local < ti,max）或者将其卸载
到 MEC 服务器（ti,local > ti,max）。当车辆选择在 MEC 服务器
上远程完成计算任务时，从车辆到 RSU 的传输文件有两种方
法，第一种是直接 V2I 模式，另一种是预测传输模式。对该
问题建模，即在满足时延约束下最小化卸载成本，并用纳什
均衡（NE）进行求解，最终得到最佳卸载方案。实验结果表
明，最佳组合卸载方案大大降低了计算成本，提高了任务传
输效率。
为了解决蜂窝网络中存在的移动数据爆炸问题，Huang
等人[29]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将蜂窝网络中的车辆通信业务
卸载到 VANET 中的 V2V 通信路径中，其中 MEC 架构内部
的软件定义网络（SDN），简称为 SDNi-MEC 服务器，用于
解决 VANET V2V 卸载的复杂问题。在提出的 SDNi-MEC 架
构中，每个车辆将其上下文信息（包括相邻车辆的位置、速
度、方向和 ID 等）报告给 SDNi-MEC 服务器的数据库，部
署在 SDNi-MEC 服务器内部的 SDN 控制器使用所提出的一
种基于生命周期的网络状态路由（LT-NSR）算法和一种基于
生命周期的路径恢复（LT-PR）算法，画出车辆关系图表，
并根据该图表为正在进行蜂窝通信的车辆选择最合适的
VANET V2V 卸载路径。
2.1.2 资源分配
基于云的车辆控制系统易受到网络拥塞和数据包丢失的
影响，因此，以超低延迟处理车辆数据的 MEC 技术受到了
智能交通系统的关注。然而与云服务器相比，MEC 服务器的
计算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在 MEC 服务器和云服务器
之间动态协调和分配资源。Sasaki 等人[30]提出了基于基础设
施的车辆控制系统，可以共享边缘与云服务器之间的内部状
态，为车辆动态的分配计算资源，并根据网络状况切换提供
控制服务的服务器，实现安全驾驶。作者在微型汽车原型系
统上评估了基于基础设施的车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结果表
明所提出的控制系统减轻了延迟波动导致的云控制的不稳定
性。
考虑到 MEC 服务器的计算资源有限，Zhang 等人[31]提
出了一种基于云的分层车载边缘计算卸载框架，引入了放置
在道路旁边的备份计算服务器弥补 MEC 服务器计算能力有
限的缺陷，并以一定价格出售计算资源。基于此框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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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tackelberg 博弈理论（一种模拟多级卸载系统的有效方
法[32]）设计卸载方案，包括 VEC 服务器的选择和资源（通
信和计算）的分配，并将该问题建模为在任务时延约束下分
别最大化车辆的效用和计算服务器的收益问题。为了获得最
优解，作者设计了一种分布式迭代算法证明目标函数的收敛
性，并求得最优卸载策略。仿真和数值结果证明了该方案的
有效性。
Dai 等人[33]同样考虑到了 MEC 服务器资源有限的问题，
如果所有车辆选择同一个 VEC 服务器卸载任务，会降低卸载
的效率和增加计算延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
种可以平衡 VEC 服务器负载的卸载策略，并将车辆的移动性
考虑在内。由于任务处理时间是衡量车辆通信质量的关键指
标，作者定义了一种基于 QoS 的效用函数，将 VEC 卸载问
题建模为在时延、服务器计算能力约束下最大化系统效用的
最优化问题，并设计了一种低复杂度的分布式算法求得最优
卸载策略，包括计算任务是否卸载、选择卸载的 VEC 服务器
和为该任务分配的计算资源。数值结果显示，由于该方案联
合优化了卸载和资源分配，得到的系统效用要优于其他单独
优化的方案。
2.1.3 交通服务和安全应用
为基于蜂窝的车载网络减少延迟和提供灵活的服务，Li
等人[9]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车载网 MEC 架构，建议在无线接入
网部署 MEC 服务器，并与道路旁的一组基站连接。介绍了
MEC 辅助网络切片的构想，即具有明确部署策略的 MEC 服
务器托管一组车辆定制的网络功能（network function，NF）
和应用（application, APP），并且在地理上靠近车辆提供各种
实时服务。为了使 MEC 更好地支持网络切片和促进网络定
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数据流量调度方法用于提高服务交付
的灵活性。然后，作为基于 MEC 定制网络服务的实例，设
计了一种可以预测切换时间的车辆小区间切换机制，利用采
集到的道路信息和 MEC 服务器的计算能力，使切换过程更
加精确和顺畅，满足车载网切换技术对移动性和可靠性的要
求。
Huang 等人[34]关注车辆的信誉管理，以确保服务的安全
性，并提高 VEC 的网络效率。提出了一种分布式信誉管理系
统（DREAMS），其中 VEC 服务器执行车辆的本地信誉管理
任务，采用多重加权主观逻辑来更新 DREAMS 中的车辆信
誉。在计算卸载场景中，作者设计了资源分配算法，并利用
车辆信誉辅助优化，即服务提供商根据从 DREAMS 中获取
车辆的信誉，为具有较高信誉值的车辆优先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响应。
由于传统的消息认证方案效率低，无法识别无效消息，
Cui 等人[35]设计了一种基于 MEC 的 VANET 消息认证方案，
RSU 作为车辆云，选择部分车辆作为边缘计算节点帮助 RSU
进行消息认证，并将计算结果发送到 RSU。RSU 对车辆发送
过来的消息认证结果验证筛选，并最终通过布谷鸟过滤器向
车辆广播合法的消息。因此，车辆仅需要查询过滤器确定消
息是否有效，不需要单独地验证所接收的消息，从而避免了
冗余认证，提高了 VANET 消息认证的效率。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案能满足 VANET 的安全要求，在无攻击者的环境中性
能良好，在 VANET 受到攻击时也能够快速识别有效和无效
的消息。
2.1.4 信息分发
Kumar 等 人 [36] 提 出 了 一 种 使 用 车 载 延 迟 容 忍 网 络
(vehicular delay tolerant network，VDTN)移动边缘计算向智能
电网(smart grid，SG)环境中的设备传播数据的方案。作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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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集成 MEC 和 SG 环境的架构，其中地理上大范围部
署的充电站的充/放电决策大多数是由位于网络边缘的车辆
等移动设备计算得出的。实验评估了车辆作为终端用户时该
方案的性能，结果表明与传统的使用集中式云计算的方案相
比 ， 作 者 提 出 的 MEC 辅 助 的 数 据 方 案 的 吞 吐 量 提 高 了
10-15%，响应时间缩短了 20%，延迟降低了 10%。
传统的消息发布中心部署在云中心，很难实现实时消息
的快速传播、开销大且资源利用率低。为了在车载网中实现
实时消息有效、快速的传播，Hou 等人[37]在车载网中提出了
一个 MEC 协助的发布/订阅消息传播的设计（DPSMD），包
括提供消息交换服务的消息代理、挖掘消息潜在价值的消息
处理程序和桥接系统各个部分的消息中心。MEC 服务器部署
在网络边缘，通过光纤链路连接到多个 RSU，节省了骨干网
络延迟，配置在 MEC 服务器上的边缘信息中心（EMH）能
够为车辆用户提供快速响应的服务。部署在云服务器中的中
央消息中心（CMH），在多个 EMH 之间传播消息，确保广泛
的信息传播范围。
5G-VANET 中许多应用程序的启用依赖于车辆之间的内
容共享，但是车载网络拓扑变化快，且车流量分布不均衡，
因 此很 难 进 行车 载 内 容 的有 效 共享 。 Luo 等人 [38] 研 究了
5G-VANET 中的内容预取和分发，设计了一个基于边缘计算
的分布式 VANET 架构，网络节点具有不同的通信模式、存
储能力和计算资源，因此节点之间应该协作地共享大量车载
数据。基于该架构，提出了一种多点多因素内容预取方案，
考虑到车辆社交网络的中心性和移动节点的路由，将内容预
取到固定的基础设施和移动节点中，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拓扑
和流量的不均衡，减轻网络负担。此外，作者采用基于图论
的方法来制定内容分发策略，基于车辆邻居信息图将内容分
发转换为最大加权独立集问题，最后使用贪婪传输策略评估
所提出的方案以证明其效率。
2.2 基于 SDN 的车载网 MEC 研究进展
在车载网络中应用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可以提高灵活性、
可靠性和可扩展性。MEC 技术将 IT 服务环境与云计算技术
在网络边缘相结合，提高边缘网络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减少
网络操作和服务交付时延。集成 SDN 和 MEC 的车载网，支
持不同接入技术，提供低延迟和高可靠的通信，提升用户服
务质量体验。本节综述集成 SDN 和 MEC 的车载网络的一些
初期研究工作。
目前，IEEE 802.11p 和不断发展的 5G 是车载行业的主
流无线接入技术，但它们不能满足车辆通信的所有要求。为
了提供低延迟和高可靠性的通信，Liu 等人[39]提出了一种支
持 SDN 的可扩展的异构车载网络架构，并根据具体应用需求
提供可靠的通信服务。此外，为了减少整体延迟和减轻骨干
网络的流量负载，MEC 技术被引入到所提出的架构中。作者
以城市交通管理中的可靠通信为例，验证了该体系结构的可
扩展性、响应性、可靠性和敏捷性，并讨论了一些关键技术
问题，包括日期同步、无缝切换和可靠通信。
Huang 等人[40]通过观察大量车辆数据，发现根据车辆与
邻居车辆 V2V 通信连接持续时间组成的车辆邻居组（VNG）
可以丰富和增强 5G 车载网服务，由此提出了 5G 支持的软件
定义车载网络（5G-SDVN）架构。SDN 负责动态管理 5G 和
车载环境中的 VNG，并利用 MEC 加强对 5G-SDVN 的网络
控制。通过将软件定义网络与移动边缘计算相结合，为
5G-SDVN 引入了可编程、灵活且可控的网络架构，简化了
网络管理，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实现了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He 等人[41] 设计了一个集成 SDN 和 IC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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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c network，信息中心网络）技术车载网框架，并由 MEC
协助管理资源，可以实现网络、缓存和计算资源的动态编排。
作者基于此框架将资源分配方案建模成一个联合优化网络、
缓存和计算收益的问题，并提出一种深度强化学习算法解决
这个复杂的最优化问题。在不同场景下的仿真结果表明，该
方案改善了车载网的性能。
Wang 等人[42]关注边缘计算节点之间的协作，提出了一
种协作车载网边缘计算架构（CVEC），基于 SDN 的 CVEC
中央控制器在逻辑上以集中的方式编程、操作和配置异构网
络，灵活地管理分布广泛的边缘基础设施，以满足多样化的
车辆需求。CVEC 支持 MEC 服务器控制域内与域之间的协
作以及边缘计算与云计算之间的协作，充分利用车载网中的
计算资源，提供实时车载服务和带宽分配服务。此外，作者
还介绍了 CVEC 关键技术，包括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 NFV ）， 智 能 协 作 网 络 （ smart
cooperative network，SCN）和区块链，最后讨论了实现 CVEC
系统的主要挑战和未来研究方向。
2.3 车载网 MEC 应用实例
针对车载网移动边缘计算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阶
段。本节将简要介绍几类典型应用。
2.3.1 车辆避免碰撞
传统情况下，驾驶员通过自身判断前后行车距离采取刹
车、减速、转向灯措施以避免车辆间的碰撞。但实际中，由
于行车环境多变或车速过快，往往出现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反
映时间采取安全措施，从而导致车辆事故。先进的车辆碰撞
预警系统或碰撞避免系统能够运用雷达、激光、摄像头及其
他传感器设备，采集车辆行驶数据和行车环境数据，不断对
周围车间安全距离进行评估，对碰撞事件进行预判。一旦检
测到碰撞可能，系统会给驾驶员提供警报信息，甚至自动采
取安全措施，以避免碰撞或减轻碰撞程度[43]。运用车载网技
术在车辆之间、车辆与路边设施之间共享传感器数据，且运
用云计算、MEC 和人工智能技术（如神经网络）对海量车辆
和环境数据进行高效融合与分析处理，不仅能够实现车辆对
驾驶环境的精确感知与理解，也能够针对变化的驾驶环境完
成对车辆的最优主动控制，达到更高的安全性能 [44]。
2.3.2 驾驶行为分析
交通环境中的事故成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驾驶员不能准确
判断危险情况而作出不适当的驾驶行为。若能够对驾驶员行
为进行准确分析，对其意图进行提前判断，进而提供适当的
辅助或警告，提高驾驶员对交通环境的警觉性，车辆安全驾
驶系统将能够在减少事故、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和效率方面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对驾驶行为进行精确建模是一项极为复杂
的任务，首先要快速收集车辆行驶的速度、加速度和方向等
[45]
；其次要了解驾驶员信息如年龄、驾龄和反映时间，还要
与路边设施交互获取行驶环境信息，如周边交通、道路和行
车状况，以及与十字路口或斑马线的距离等。MEC 服务器之
间协作工作，允许及时的大范围、长时间跨度采集各种相关
数据[46]，并将其上传到云中心对高维数据进行深度处理和知
识挖掘。由于数据上传到云端要消耗大量带宽和时延，MEC
服务将流行的上下文信息存储在本地，提供及时响应服务，
MEC 也可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对车辆请求快速
作出反映，使更科学、可靠、真实的驾驶行为分析成为可能。
2.3.3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是当今智能交通领域最前沿、最具挑战性的研
究课题之一。利用自动驾驶技术代替人类驾驶员，达到零失
误零事故行车，是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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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例如，谷歌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在 2012 年完成了 50
万公里的无事故行驶，百度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也于 2015
年在北京实现市内路况行驶。通过车载网技术在 V2X 之间实
现实时传感器数据共享和联合协作感知，从而提高单一自动
驾驶汽车对行驶环境的理解能力[47]，进而进行决策并控制汽
车驾驶状态，实现自动驾驶。现有自动驾驶技术面临以下挑
战：如何对海量传感数据进行合理选择，以适合在多变的车
载网无线信道中完成低时延高可靠性传输；如何将来自多源、
多种类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高效融合，快速挖掘出支持自动驾
驶应用的核心信息。将 IT 服务环境和云计算能力迁移到网络
边缘的 MEC 技术与云计算之间的协作有潜力解决以上挑战。

3

问题和挑战

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 MEC 服务器能够显著降低移动设
备的能耗和延迟，近年来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但是
在车载网中大规模应用 MEC 之前，还需要考虑车辆移动性、
快速变化的网络拓扑结构、车载设备数量的不断增长、资源
分配以及 MEC 的标准化和安全隐私等问题。
3.1 移动性问题
车辆的高移动性是车辆与边缘网络之间频繁断开连接的
原因之一。当车辆处于高速移动状态时，V2X 通信链路的参
数（如延迟、带宽、噪声等）会发生变化，导致应用的服务
质量下降。因此，MEC 的一个重要挑战是采用移动性管理技
术，车辆可以使用该技术访问边缘应用程序，而不会发生连
接中断的情况，进而为各种网络服务的应用提供保证。另外，
移动性管理技术应该兼顾车辆的横向和纵向移动性。
5G 核心网络使用移动性管理策略表征和优化用户设备
的移动性，为了设计 5G 系统的移动性管理策略，人们引入
了移动模式的概念。具体地，移动模式可以由 5G 核心网中
用户设备的订阅、移动性统计、辅助信息和网络本地策略来
确定，监视和更新[48]。因此，集成 5G 网络中充分利用移动
模式的高级移动性管理策略来帮助 MEC 系统开发有效的无
线接口。
3.2 命名和标准化
在车载网 MEC 中，各种车载和传感设备会产生大量数
据，为了便于处理和使用这些数据，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和分
类。在边缘节点的顶部，有许多应用程序在运行，每个应用
程序都有自己提供服务的特殊结构。在智能交通系统中，边
缘计算的命名方案对于编程、寻址、事物识别和数据通信非
常重要。然而车载网 MEC 中的有效命名机制和标准化的开
放环境尚未建立。MEC 研究人员通常需要学习各种通信和网
络协议，以便在异构车载网络中实现各种设备之间灵活的通
信，允许跨 MEC 平台无缝、熟练地集成传统和新兴应用程
序。MEC 的命名方案和标准化需要考虑用户设备的移动性、
动态的网络拓扑、安全和隐私保护等。
为了保证互操作性和促进 MEC 部署，文献[49]介绍了应
用 MEC 的技术要求，包括通用要求、服务要求、运行管理
要求、安全要求、法规要求和收费要求等。另外，ETSI 和各
大厂商也都在致力于 MEC 的标准制定，相信经过科研人员
的不懈努力，MEC 的命名和标准将会不断完善和落实。
3.3 计算卸载和资源管理
由于移动设备的计算资源和电池容量有限，人们提出了
将计算密集的任务卸载到 MEC 服务器执行计算，然后服务
器将计算结果发送给移动用户，从而节省移动设备的能耗和
计算时延。卸载策略基本上决定了任务在本地、远程或在两
个位置协作计算，目前大多数研究卸载决策的文献[50~52]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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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终端用户的能耗，但是，为了支持绿色网络的创建，
在制定卸载决策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到 MEC 服务器的能源消
耗。而且这些文献都假设移动设备在卸载之前和卸载期间是
静态的，但是车辆移动速度快，在卸载过程中可能发生连接
中断，导致任务卸载失败，因此这些策略不适用于车载设备
高速移动的情景。另外，由于卸载任务的不同，需要的带宽
和计算资源也不同，所以应该为每个任务分配合适的计算、
存储、带宽等资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设计出更适
用于车载网的卸载策略。
3.4 安全和隐私
随着汽车数量的爆炸性增长，数据和信息的相互作用也
在显著增加。虽然 MEC 支持新型服务，但其独特的功能也
带来了新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为了确保车载网 MEC 中的通
信安全和信息隐私，应该采取更高级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首先，当前云计算中应用的安全和认证机制可能达不到
MEC 的安全标准，将边缘设备和用户信息置于不安全的位置。
不同层次的网关等网络实体的认证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安全
问题，因此，MEC 系统必须解决认证、鉴权等安全性问题。
当前一些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基于对称密码学、基于公开密钥
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基于身份签名、
基于无证书签名(certificateless signature，CLS)等解决方案
[53~56]
。一方面，MEC 的安全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从 MEC 设计
的架构上来考虑；另一方面，可以将各种安全性解决方案与
MEC 进行有机结合，以模块化的形式为系统提供不同程度的
安全防护。
其次，在基于 MEC 的计算协作和内容共享中以及在一
些私有网络场景下，必须考虑用户的隐私保护问题，因此，
有必要在 MEC 网络中加入隐私保护实体，如受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TPM）。另外，由于隐私保护问题
是偏向于定制型的业务，不同的用户和业务对于隐私保护的
需求程度不同，所以可借鉴加入受信平台模块的思路，模块
与 平 台 之 间 只 需 遵 循 相 应 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规范即可。

4

结束语

融合 MEC 的车载网络有望为资源受限的车载设备提供
低延迟、高带宽、高可靠性的服务，提升智能交通水平。本
文对 MEC 背景做了基本介绍，探讨了 MEC 在车载网中的应
用研究，并对车载网 MEC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做了简要的归
纳。针对车载网大数据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创新的
数据传输、存储、分析处理技术和新型的应用仍有待探索，
以充分挖掘其巨大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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