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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receiving message, the message often has the phenomenon of packet loss, and the packet
loss of message will pollute the next message, which will lead to two invalid consecutive message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in this paper, a new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detect the message
content while reading the message conten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pollution of the next message due to the packe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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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接受报文的时候，报文经常有丢包现象，一个报文发生丢包会污染下一个报文，会导致连续两组报文
无效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在读取报文内容的同时也要检测报文内容的算法。通过实验
证明该算法能有效防止因丢包而污染下一个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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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子设备的信息传输方式主要是以报文的方式进行发送与接收。由于工作场景、
报文传输路径等客观原因导致报文在发送、传输、接收的过程中可能发生无码、丢包等现象。

2. 常见的报文处理方案
报文的读取技术主要分为两大块，分别是报文头识别和报文内容的读取这两大块技术。以往处理报
文的常用的方法是，在获取的报文中先是检测是否含有可识别的报文头，一旦检测到可识别的报文头后，
就读取报文头后面的报文内容，一直读到当所读取的报文内容的长度等于所设计的报文长度时候，就停
止本段的报文读取。然后在重新匹配报文头，重复上面的操作[1] [2] 。上面的方法主要缺点是：首先，
上述方法没有检测报文内容的工作，所以不能确定所读取的报文内容否是有丢包现象[3] [4] [5]。其次，
如果上一组报文内容有丢包现象，而没有及时处理，那么就有可能把下一组报文的报文头读取到报文内
容中去，造成下一组报文没有完整的报文头，造成下一组报文的报文头匹配就无法进行，下一组报文内
容就因为没有报文头而无法读取。

3. 改进方案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避免因发生丢包现象而损失两组报文的报文处理
算法，能及时的发现在报文内容中是否有丢包现象。
一般发送的报文采用报文头标志的报文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报文定长，有报文尾；
2) 报文定长，无报文尾；
3) 报文变长，有报文尾；
4) 报文变长，无报文尾[2]。
一种避免因发生丢包现象而造成连续两组报文损失的报文处理方法，对报文格式是报文头和固定长
报文内容的报文或者报文格式是报文头、报文内容(固定长度或非固定长度)和报文尾的报文的处理方法，
而对于报文格式是报文头加上变长的报文内容不作考虑(图 1)。

3.1. 报文格式是定长报文内容和报文头
1) 对于已知报文格式是报文头和固定长度的报文时，假设获取的报文总长度为 A*(m + n)，A 代表
着获取得到的报文个数为 A 个，其中每个报文头长度为 m，每个报文内容长度为 n；
11) 对获取到的报文先进行报文头匹配，令首先匹配得到的可识别报文头尾第 i = 1 个报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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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ast general flow chart for reading fixed-length message
图 1. 以前固定长度报文的读取一般流程图

12) 预读取匹配到的第 i 个报文头后面长度为(n + m − 1)的报文内容，并同时对预读取的报文内容进
行第 i + 1 个报文头检测，若未在预读取的报文内容中检测到完整可识别的第 i + 1 个报文头，则进行步骤
13)；若在预读的报文内中检测到可识别的第 i + 1 个报文头，则进行步骤 14)；
13) 把预读取的报文 n 后面的预读报文和后面获取的报文一起参加新的报文头匹配工作，匹配成功
后令 i =i + 1，重复步骤 12)，直至读取完成总报文的读取工作；
14) 令 i = i + 1，重复步骤 12)，直至读取完成总报文的读取工作(图 2)。

3.2. 报文格式中有报文尾
2) 对获取到的报文格式是是报文头、报文内容(固定长度的报文或非固定长度的报文)和报文尾组成
的报文。
21) 对获取的报文进行报文头匹配，匹配成功后，令首先匹配得到的可识别报文头为第 i = 1 个报文
头；
22) 读取第 i 个报文头后面的报文内容，在读取报文内容的同时检测在该报文中是否含有完整的报文
尾，检测到完整的报文尾则进入步骤 23)，未检查到完整的报文尾就继续读取报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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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low chart for receiving the fixed-length message content
图 2. 固定长度的报文内容的接收流程图

23) 匹配可识别的第 i + 1 个报文头，匹配成功后令 i = i + 1，重复步骤 22)，直至读取完成整个总报
文(图 3)。
进一步说明的，上述报文头匹配是采用 KMP [6] [7]算法，对比普通的暴力字符串匹配算法，KMP
算法是通过已经匹配成功的模式串子，然后移动找出最长的相同的前缀和后缀并使它们重叠，能够减少
不必要的匹配次数，这样就能减少报文头的匹配时间和增加匹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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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low chart for receiving message with packet tail
图 3. 有报文尾的报文接收流程图

4. 实验及分析
某个定位设备，制定如下报文格式：
报文头：$GVPNG，
第一二三字节：时分秒
第五字节到第十二字节是：精度
第十三字节是：E 代表 east，W 代表 west
第十五字节到第二十字节是：纬度
第二十一字节是：N 代表 north，S 代表 south
1) 对于报文是由报文头和固定长度的报文内容组成时，其检测方法如下：
现在假设获取得到报文如下：
$GVPNG,112448,0121.4244422108E,21.24244428N, $GVPNG,054848,0144.21081E,24.544557S, $GV
PNG,093231,0065.35566654E,89.3535 559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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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VPNG，是我们可识别的报文头，其长度为 7 个字节，报文内容长度 n 为 21 个字节，即一个
报文的长度为 28 个字节，接收到的报文一共有 3 个报文。
用以前方法读取到的报文，只能读到 2 个报文内容，其中所读取的报文中第二个是无效报文。也就
是只有 1 个报文是有效的。
用本文中的方法读取到有 3 个报文，其中第二个报文有丢包现象，其他报文都是有效报文。
用以前的处理方案读取报文的分析，第一个是被完全读取成功，第二个报文因发生丢包现象把第三
个报文的报文头中的$G 当成报文内容给读取了，在匹配第三个报文的报文头就无法匹配，所以第三个报
文就因为没有完整的报文头读取。
用本文中的方案读取报文的分析，先匹配报文头，成功的预读取 27 个字节报文，并在预读取报文中
没有发现完整的报文头，把预读报文内容第 21 个开始和后面一起参加下一个报文的报文头匹配，在第二
个报文中当报文内容读取到了 26 字节后就检测到完整的报文头，那么停止预读报文内容，把检测到报文
头后面的内容作为下一个报文的报文内容进行读取，之后向前面一样操作。
本文方法在报文接收的成功率比以前方法高，能够及时发现报文有没有发生丢包现象，及时停止丢
包报文的读取，从而避免对下一组报文的报文头产生污染。
2) 对于报文格式是报文头、报文内容(固定长度报文内容或非固定长度的报文内容)和报文尾组成的
报文。
$GPGSA,A,3,26,29,21,02,08,09,10,06,,,,,1.8,1.0,1.6*35\r\t$GPGSA,A,3,21,02,09,10,,,,,,,,,44.6,8.9,43.7*3
C\r\t$GPGSA,A,3,26,29,21,02,08,09,10,06,,,,,1.8,1.0,1.6*35\r\t
在以前方法中是都是把有报文尾的报文内容固定长度和非固定长度分开读取，但是在本文中是把这
两种报文的读取方法放到一起只要两种状态。接收到报文后就开始匹配报文头，一旦匹配成功，转入下
一个状态读取报文内容，在读取报文的同时检查报文内容中是否含有报文尾，一旦检测到就重新匹配报
文头。这样就可以在软件节简化很多。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避免因丢包而损失连续两组报文的报文处理方法，该方法对于报文格式是报文头和
固定长的报文内容所采用的步骤是在读取报文内容的同时检查在报文内容中是否包含完整报文头，这就
可以检测出报文是否出现丢包现象，当检查到有丢包现象发生时就及时停止读取本段报文，然后将在检
测到完整的报文头处所读取的报文内容作为下一个报文内容。对于报文格式是报文头、报文内容(固定长
报文内容或非固定长报文内容)和报文尾采用的是在读取报文内容的同时检测是否含有报文尾，检测到就
重新匹配报文头[7]。
本文提出的算法简单，在原有的程序上改动不是太大，但能及时的检测出丢包现象，防止对其他报
文的读取产生不利影响。该方法既稳定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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