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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

知任务的激励方法。该方法中，群智感知平台和

用户之间体现为一个反向拍卖过程。群智感知平

台首先发布一个任务集合，其中每个任务都包含

一个最少感知时长和一个兴趣区域。用户向群智

感知平台提交一个含有该用户最大感知时长、位

置和报价的标书。群智感知平台根据每个用户的

有效覆盖成本从用户中选出一批优胜者，并计算

每个用户的报酬。使得选出的优胜者能够在任务

要求的兴趣区域内完成所有的任务，并且感知时

间不少于最少感知时间。本发明所提的激励方法

对优胜者有报酬激励，从而刺激用户参与群智感

知，并满足计算有效性、个人理性、真实性，具有

近似比，可广泛用于大规模群智感知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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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群智感知平台向用户集合U＝{1,2,...,n}发布一个任务集合Γ＝{τ1,...,τm}，Γ

中各任务τj，j＝1，2，...，m有对应的兴趣区域aj和最少感知时长tj；仅当用户处于兴趣区域

aj内才能感知任务τj，多个任务的兴趣区域在空间上可能重合，处于重合区域的用户可以同

时为多个任务感知；

(2)U中每个用户提交一个标书(ti,li,bi)，i＝1，2，...，n，其中ti为用户i的最大感知时

长，li为用户i的感知位置，bi为用户i的报价；

(3)群智感知平台计算优胜者集合S，使得在Γ中所有任务的感知时长都不少于最少感

知时长的条件下，所有优胜者的成本总和最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

(4)群智感知平台通知各优胜者在各自标书中的感知位置处感知任务，并计算和支付

各优胜者的报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包括：

初始化优胜者集合 令Γ中各任务τj，j＝1，2，...，m的剩余感知时长t'j等于tj；

重复执行步骤(31)至步骤(32)，直到所有任务的剩余感知时长的总和 为0，得到最

终的优胜者集合S，结束；

(31)从用户集合U与优胜者集合S的差集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记为

用户m；有效覆盖成本值通过下式计算：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任务集

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32)将用户m并入优胜者集合S：S＝S∪{m}；更新Γm中的所有任务 的剩余感知时长

t'j＝t'j-min{tm,t'j}。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各优胜者报酬的计算方式相同，且计算S中任一优胜者w的报酬pw包括：

令U中所有用户的报酬pi为0，i＝1，2，...，n；将U中除优胜者w外的用户的集合记为U'，

即U'＝U\{i}；令比价者集合S'为 令Γ中各任务τj，j＝1，2，...，m的剩余分配时长t'j等

于tj；重复执行步骤(41)至步骤(43)，直到Γ中各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都为0；

(41)从集合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记为用户ih；成本值通过下式计

算：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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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42)将用户ih并入比价者集合S'：S'＝S'∪{ih}；通过下式计算优胜者w的报酬pw：

(43)更新 中各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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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数据、物联网和博弈论的交叉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面向时空大数据

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最近几年中，智能手机市场激增并继续扩大。根据全球市场情报机构的(IDC)的

研究信息，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达到14.2亿部，从长期来看，2022年智能手机出

货量预计将达到15.7亿部。随着4G/5G网络和嵌入式传感器(如加速度计，数字罗盘，陀螺

仪，GPS和摄像头)的出现，智能手机逐渐成为功能强大的可编程的移动数据接口。这些传感

器可以协同地感知各种人类活动和周围环境。移动群智感知将需要感知的数据外包给一群

用户，这些用户通常携带功能越来越强大的移动设备，例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

等和大量的车载传感器。移动群智感知已成为满足大规模感知应用需求的有效方法，例如

共享单车路径选择系统，实时交通管理系统和用于监测城市空气污染的智慧单车系统。

[0003] 激励机制对群智感知来说至关重要，已经有很多工作集中在研究激励机制来吸引

用户参与群智感知。一般来说，在机制设计中群智感知任务的时间和位置需求对任务分配

有很大的影响。已经存在一些激励机制将任务的位置属性考虑了进去，在这些激励机制中，

群智感知任务是位置依赖的，而时间依赖的群智感知任务则将任务的时间属性考虑了进

去，每一个任务需要持续时间的感知数据。

[0004] 在许多群智感知场景中(如环境监测，交通监控)，用户会被要求去指定的位置并

获得足够时长的感知数据。以上场景中的任务可以归纳到一般时空任务的范畴中，即任务

需要用户从指定的兴趣区域获取到足够时长的感知数据。在一些场景中，平台需要指定时

间窗口的感知数据。时空任务既有空间相关性，也有时间相关性。例如，不同任务的兴趣区

域和时间窗口都可能是相互重叠的。

[0005] 时空任务的移动群智感知场景非常普遍。以交通监控为例，移动群智感知平台需

要所有道路上用户提交的交通视频。出于数据集成、分析或预测的目的，用户报告的交通视

频应该足够。因此，每条道路的交通视频的时长需要满足特定的时长要求。道路上的用户可

以沿着道路移动并在道路的任何位置拍摄交通视频。请注意，处于十字路口的用户提交的

视频可以同时用于通过十字路口的每条道路。在这种交通监控场景中，道路可以被视为在

十字路口重叠的兴趣区域。因此，每条道路交通视频的收集是时空任务。

[0006] 但是，大部分已经存在的研究并没有将群智感知系统中时空任务的兴趣区域是可

以相互重叠的考虑进去，也没有将每个感知任务的感知时长需要满足特定的感知时长的要

求考虑进去。在本发明中，我们的目标是为移动群智感知中的时空任务设计真实的激励方

法。群智感知平台公布一组感知任务，其中每个任务包括一个兴趣区域和最小感知时长，并

且每个任务的兴趣区域是可以相互重叠的。用户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区域中移动。激励

方法的目标是最小化社会成本，并且使得每个任务的感知时长不小于任务要求的最小感知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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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发明目的：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

任务的激励方法。

[0008] 技术方案：本发明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群智感知平台向用户集合U＝{1 ,2 ,...,n}发布一个任务集合Γ＝{τ1 ,...,

τm}，Γ中各任务τj，j＝1，2，...，m有对应的兴趣区域aj和最少感知时长tj；仅当用户处于兴

趣区域aj内才能感知任务τj，多个任务的兴趣区域在空间上可能重合，处于重合区域的用户

可以同时为多个任务感知；

[0010] (2)U中每个用户提交一个标书(ti,li,bi)，i＝1，2，...，n，其中ti为用户i的最大

感知时长，li为用户i的感知位置，bi为用户i的报价；

[0011] (3)群智感知平台计算优胜者集合S，使得在Γ中所有任务的感知时长都不少于最

少感知时长的条件下，所有优胜者的成本总和最低。

[0012] 进一步地，上述的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还包括：

[0013] (4)群智感知平台通知各优胜者在各自标书中的感知位置处感知任务，并计算和

支付各优胜者的报酬。

[0014] 进一步地，步骤(3)包括：初始化优胜者集合 令Γ中各任务τj，j＝1，

2，...，m的剩余感知时长t'j等于tj；重复执行步骤(31)至步骤(32)，直到所有任务的剩余感

知时长的总和 为0，得到最终的优胜者集合S，结束；

[0015] (31)从用户集合U与优胜者集合S的差集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

记为用户m；有效覆盖成本值通过下式计算：

[0016]

[0017]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任

务集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0018] (32)将用户m并入优胜者集合S：S＝S∪{m}；更新Γm中的所有任务 的剩余感知

时长t'j＝t'j-min{tm,t'j}。

[0019] 进一步地，步骤(4)中，各优胜者报酬的计算方式相同，且计算S中任一优胜者w的

报酬pw包括：令U中所有用户的报酬pi为0，i＝1，2，...，n；将U中除优胜者w外的用户的集合

记为U'，即U'＝U\{i}；令比价者集合S'为 令Γ中各任务τj，j＝1，2，...，m的剩余分配时

长t'j等于tj；重复执行步骤(41)至步骤(43)，直到Γ中各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都为0；

[0020] (41)从集合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记为用户ih；成本值通过下

式计算：

[0021]

[0022]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

任务集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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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42)将用户ih并入比价者集合S'：S'＝S'∪{ih}；通过下式计算优胜者w的报酬pw：

[0024]

[0025] (43)更新 中的所有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

[0026] 有益效果：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优点为：

[0027] 1、这是首次在移动群智感知系统中面向时空任务的激励方法设计工作，可用于兴

趣区域可能有重叠，每项任务的感知时间需要满足特定的时长的群智感知系统；

[0028] 2、本发明所提激励方法能够保证完成所有感知任务；

[0029] 3、本发明所提激励方法满足计算效率，个体理性，真实性和保证的近似比。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的流程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中群智感知平台计算优胜者集合的流程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中群智感知平台计算优胜者报酬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是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4] 本发明中群智感知平台根据用户的有效覆盖成本选择优胜者和计算每个优胜者

的报酬。

[0035] 名词说明：

[0036] 群智感知平台：一种将任务发布于互联网上，并从互联网上选择参与者完成任务

的系统。

[0037] 优胜者：由群智感知平台通过激励方法选择出来的用户，是群智感知任务的执行

者。

[0038] 本发明的面向时空大数据群智感知任务的激励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步骤一、群智感知平台向用户集合U＝{1 ,2 ,...,n}发布一个任务集合Γ＝

{τ1,...,τm}，Γ中各任务τj，j＝1，2，...，m有对应的兴趣区域aj和最少感知时长tj；仅当用

户处于兴趣区域aj内才能感知任务τj，多个任务的兴趣区域在空间上可能重合区域，处于重

合区域的用户可以同时为多个任务感知。

[0040] 步骤二、U中每个用户提交一个标书(ti,li,bi)，i＝1，2，...，n，其中ti为用户i的

最大感知时长，li为用户i的感知位置，bi为用户i的报价。

[0041] 步骤三、群智感知平台计算优胜者集合S，使得在Γ中所有任务的感知时长都不少

于最少感知时长的条件下，所有优胜者的成本总和最低。

[0042] 具体而言，需要先初始化优胜者集合 令Γ中各任务τj，j＝1，2，...，m的剩

余感知时长t'j等于tj。然后，重复执行步骤(31)至步骤(32)，直到所有任务的剩余感知时长

的总和 为0，得到最终的优胜者集合S，结束该步骤三。步骤(31)至步骤(32)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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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0043] (31)从用户集合U与优胜者集合S的差集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

记为用户m；有效覆盖成本值通过下式计算：

[0044]

[0045]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任

务集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0046] (32)将用户m并入优胜者集合S：S＝S∪{i}；更新Γm中的所有任务 的剩余感知

时长t'j＝t'j-min{tm,t'j}。

[0047] 步骤四、群智感知平台通知各优胜者在各自标书中的感知位置处感知任务，并计

算和支付各优胜者的报酬。

[0048] 在该步骤中，各优胜者报酬的计算方式相同。具体说来，计算S中任一优胜者w的报

酬pw包括：令U中所有用户的报酬pi为0，i＝1，2，...，n；将U中除优胜者w外的用户的集合记

为U'，即U'＝U\{i}；令比价者集合S'为 令Γ中各任务τj，j＝1，2，...，m的剩余分配时长

t'j等于tj。然后，重复执行步骤(41)至步骤(43)，直到Γ中各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都为0，得

到优胜者w的报酬pw。其中，步骤(41)至步骤(43)如下所示：

[0049] (41)从集合U'\S'中寻找有效覆盖成本值最小的用户，记为用户ih；成本值通过下

式计算：

[0050]

[0051] 其中，下标h表示U'\S'中用户的编号，Γh表示用户h在其感知位置lh处能够感知的

任务集合； 表示Γh中的第j个任务；

[0052] (42)将用户ih并入比价者集合S'：S'＝S'∪{ih}；通过下式计算优胜者w的报酬pw：

[0053]

[0054] (43)更新 中的所有任务的剩余分配时长

[0055] 最后，再按照优胜者w的报酬计算方式计算S中其他优胜者的报酬，结束步骤四。

[0056]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

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还

应该理解的是，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与现有技术的上下文中

的意义一致的意义，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定义，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57]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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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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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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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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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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