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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模糊数学的权值确定算法，并借助于模糊理论工具将影响权值的模糊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得到的计算结果综合了多方面因素影响。通过与静态权值的路径分析算法比较，发现该算法的计算结果能更

好地满足驾驶者实际需求，且并没有因考虑因素增多而影响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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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网的权值是进行路径分析的重要依据。

权值的确定有多种方式，如将道路长度作为权值，

由于道路的长度是常量，这种方式也称为静态权

值。而实际的道路会因道路拥挤堵塞、红绿灯等

待造成时间损耗，可见，权值需考虑多种动态变化

因素。如何综合考虑多因素影响下道路网权值的

综合评判，是目前ＧＩＳ路径分析中急需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希望找到有效函数，计算出合理的

权值。道路网权值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归纳主

要的几项为：距离、交通流、路面状况、红灯等待状

况、车辆易发生事故状况和路段收费状况等。由

于各影响因素有的是定量数值，如道路的长度，有

的是按照等级衡量的隶属度，其度量单位无法一

致，一些因素之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难以找到统一的函数公式来计算。模糊理论中模

糊综合评判方法可处理客观事物中存在概念外延

不分明情况［５］，因此，本文在考虑多个权值因素的

影响下，提出基于模糊数学的权值确定算法来解

决道路网中的权值确定问题。

１　基于模糊数学的权值确定算法

１．１　算法模型

分析影响权值的因素可知，除了距离可以采

用确定的数值外，其他路况等因素都需要采用模

糊隶属度来表示。因此，权值可看作由距离因素

和其他路况等因素两部分组成：

犠（狓１，狓２，…，狓６）＝犪Ｄｉｓｔ（狓１）＋

犫Ｆｕｚｚ（狓２，…，狓６） （１）

式中，Ｄｉｓｔ（狓１）表示距离函数，Ｆｕｚｚ（狓２，…，狓６）表

示交通流、路面状况、红灯等待状况、车辆易发生

事故状况、路段收费状况几个因素的模糊综合函

数，犪、犫为系数常量，由实际情况调整。

假设在交通流、路面状况非常好，没有红灯等

待以及车辆易发生事故状况，路段也不需收费的

理想情况下，可以认为式（１）中Ｆｕｚｚ（狓２，…，狓６）

函数为０，这时权值完全由路段距离来决定。假

设理想状态所用的时间为狋０，车辆行驶的速度为

狏，则有：

狋０ ＝Ｄｉｓｔ（犡１）／狏 （２）

　　在交通流很差、路面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所花

费的时间比理想状况下花费的时间狋０要长。设此

时实际花费时间为狋，因路况等因素造成的等待

时间为狋′，则有：

狋＝狋０＋狋′ （３）

　　如果将实际花费时间狋看作是在理想状态

下，车速狏时行驶Ｄｉｓｔ（狓′）距离所花费的理想时

间，则式（３）可以表示为：

Ｄｉｓｔ（犡′）＝Ｄｉｓｔ（狓１）＋狏×狋′ （４）

　　可见，由于路况因素等造成的等待可以看作

是理想状态下将道路距离Ｄｉｓｔ（狓１）延长了。路况

等因素延长的这段距离狏×狋′就决定了模糊综合

函数Ｆｕｚｚ（狓２，…，狓６）。目前，没有统一的公式能

将这种反映动态信息的函数表达出来，但Ｆｕｚ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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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２，…，狓６）函数可以看作是被延长的一段道路距

离，需要它与路段距离具有可比性，其加减运算才

有意义。假设对路况等因素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得到的评价结果是［０，１］之间的

一个实数，而Ｆｕｚｚ（狓２，…，狓６）函数与路段距离

Ｄｉｓｔ（狓１）之比值与这个实数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随着路段路况的不同可能会存在一定差

异，为使问题简化，这里暂且考虑是线性关系，则

可表示为：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Ｄｉｓｔ（狓１）＝犿×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 （５）

将式（５）代入式（１）可得：

犠（狓１，狓２，…，狓６）＝犪Ｄｉｓｔ（狓１）＋犫犿×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Ｄｉｓｔ（狓１） （６）

采用λ、β表示系数常量，得到多种因素情况下道

路网的权值确定公式：

犠（狓１，狓２，…，狓６）＝Ｄｉｓｔ（狓１）×（λ＋

βｆｕｚｚ（狓２，…，狓６）） （７）

　　由式（７）可知，道路网的权值与距离和路况等

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函数ｆｕｚｚ（狓２，…，狓６）密切相

关。其中距离函数Ｄｉｓｔ（狓１）由欧式距离公式计算

得到，模糊综合评价函数通过模糊数学方式获得。

公式中系数λ、β反映了距离函数Ｄｉｓｔ（狓１）和模糊

综合评价函数ｆｕｚｚ（狓２，…，狓６）对权值影响的大小

程度。λ越大，距离函数对权值的影响越大；β越

大，模糊综合评价函数对权值的贡献越大。设最

简单的情况λ＝β＝１，则可得式（８），权值可看作

在道路距离基础上延长了距离与模糊综合评价函

数值的乘积部分：

犠（狓１，狓２，…，狓６）＝Ｄｉｓｔ（狓１）×

（１＋ｆｕｚｚ（狓２，…，狓６）） （８）

１．２　算法的模糊综合评价

计算路况等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函数ｆｕｚｚ

（狓２，…，狓６）需要构建多因素模糊综合评判的数学

模型。对于模糊综合评判问题，根据模糊数学原

理具有三个要素。

１）因素集。在权值确定问题上需要考虑的

评价因素包括交通流、路面状况、红灯等待状况、

车辆易发生事故状况、路段收费状况五个因素。

因素集犝 可以定义如下：

犝＝｛交通流，路面状况，红灯等待，车辆易发

生事故状况，路段收费状况｝

表示为：

犝 ＝ ｛狌１，狌２，狌３，狌４，狌５｝

　　２）评价集。对事物好坏评价的集合，可根据

实际需要确定，这里将评价集定义为：

犞＝｛很好，较好，一般，不好｝

表示为：

犞 ＝狏１，狏２，狏３，狏４｝

　　３）单因素的评判矩阵
槇
犚。

槇
犚＝

狉１１ 狉１２ 狉１３ 狉１４

狉２１ 狉２２ 狉２３ 狉２４

…

狉５１ 狉５２ 狉５３ 狉

烄

烆

烌

烎５４

（９）

设因素集犝 上的因素模糊子集
槇
犃简记为模糊向量

槇
犃＝（犪１，犪２，…，犪５），其中犪犻表示单因素狌犻在总体

评价因素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度量，０≤犪犻≤１。

评价集中的等级模糊子集
槇
犅也常记为模糊向

量
槇
犅＝（犫１，犫２，犫３，犫４），其中犫犼 为等级狏犼 对

槇
犅的隶

属度，它是综合评判的结果。

对于犝 上的模糊子集
槇
犃（权重分配集），可得

综合评判关系为［１］：

槇
犃

槇
犚＝

槇
犅 （１０）

将综合评判记为犕（×，＋），
槇
犅中的各元素通过

广义模糊运算可得式（１１）。在所得到的犫犼（犼＝１，

２，３，４）寻找最大值犫作为评价结果：

犫犼 ＝ （犪１×狉１犼）＋（犪２×狉２犼）＋…＋

（犪５×狉５犼），犼＝１，２，３，４ （１１）

　　最后需将评价结果犫
转换为［０，１］之间的实

数犫。由于犫代表着权值确定函数中的ｆｕｚｚ（狓２，

…，狓６）计算结果，因此当犫
＝犫１ 或犫２ 时，随着

犫的增大，表明接近“好”的程度越高，其对应的

权值应较小；当犫＝犫３ 或犫４ 时，随着犫
的增大，

表明接近“不好”的程度越高，其对应的权值应较

大：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犫＝
δ×（１－犫），犫 ＝犫１‖犫２

δ×犫
，犫 ＝犫３‖犫

烅
烄

烆 ４

（１２）

其中δ是［０，１］之间系数常量，随着犫的取值而

变化，接近“好”的程度越高，取值越小，反之取值

增大。例如可取如下值：

δ＝

０，犫 ＝犫１

０．３３，犫 ＝犫２

０．６６，犫 ＝犫３

１，犫 ＝犫

烅

烄

烆 ４

２　应用实例分析

这里以一条路段的权值计算为例，来分析基

于模糊数学的权值确定算法的具体步骤。设该路

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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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长度为２００ｍ。

１）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的三个要素。因素集

为：

犝＝｛交通流，路面状况，红灯等待，车辆易发

生事故状况，路段收费状况｝

评价集为：

狏＝｛很好，较好，一般，不好｝

可采用交通部门已有的统计数据或人群调查

等方法进行隶属度的评价，例如对于交通流因素，

对１００个人进行调查，１０％的人认为很好，３５％的

人认为较好，４５％的人认为一般，１０％的人认为不

好，这一评判结果为狉１＝（０．１，０．３５，０．４５，０．１）。

对其他因素进行评价可得到单因素评判矩

阵：

槇
犚＝

０．１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１

０．６ ０．２ ０．２ ０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６ ０．３ ０

熿

燀

燄

燅　

　　２）确定因素集的权重分配情况。不同驾驶

员有各自的偏好，往往对各因素重视的程度有所

不同，因而得到的评判结果也不尽相同。

例１　驾驶员考虑收费最低的路径，则对路

段收费状况最为侧重，于是提出权值分配如下：

槇
犃＝ （０．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５）

对其进行综合评判得：

槇
犅＝

槇
犃

槇
犚＝ （０．１６，０．４６，０．３４，０．０４）

此时的最大值０．４６，说明对该路段收费状况等信

息的综合评价是“较好”。

３）确定路段权值。权值是根据因素集权值

分配情况计算的综合评价结果，由式（７）和式（１２）

来确定的。

在驾驶员考虑收费最低的情况下，所得综合

评价结果为：

槇
犅＝ （０．１６，０．４６，０．３４，０．０４）

此时的最大值０．４６，说明对该路段综合评价是

“较好”。根据式（１２）可得到［０，１］之间的实数：

ｆｕｚｚ（狓２，…，狓６）＝０．３３×（１－犫
）＝

０．３３×（１－０．４６）＝０．１８

　　由式（８）可得权值犠（狓１，狓２，…，狓６）＝２３６。

该算法的关键问题是式（７）中λ、β系数常量

的确定，以及式（９）中单因素模糊评判矩阵的判定

和式（１２）中δ系数常量的确定。式（７）中λ、β根

据实际情况和经验值来确定。评价矩阵可采用人

群调查的方法进行，也可以采用专家知识库的方

式确定。常量δ反映了模糊综合评价接近“好”的

程度，实例中采用等分方式确定。

采用北京市道路网数据进行静态权值和多因

素权值的最优路径分析算法比较，数据量为５７６８

ＫＢ，道路对象个数为９２１４个。静态权值采用路

段长度；多因素权值除了考虑路段长度外，还考虑

交通流、红灯等待状况等动态变化因素。驾驶员

以行车时间最短为目标，进行权值分配，得
槇
犃＝

（０．４，０．１，０．３，０．１）。多因素权值算法中，λ、β系

数取值按式（７）所示，δ系数取值如式（１２）所示。

评判矩阵在不影响计算结果的情况下，采用模拟

仿真数据构建专家知识库获得。两种算法的最优

路径分析都采用最常见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选取相

同起、终点的８组数据，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静态权值算法构建网络拓扑的

表１　 路径分析结果比较／ｍｓ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静态权

值算法

构建拓扑时间 １０００ ９６９ １０３１ １０６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４ １０４７ １０００

路径分析时间 ７９７ 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７８ ９６９ ９０６ １１８８ １１２５

多因素 权值构建拓扑时间 １１９４ １１７８ １１７８ １１１０ １１９４ １２１０ １２２５ １１９４

权值 路径分析时间 ８４４ ８７５ ９８４ １０７８ ９６９ ９６９ １１１０ １０７８

平均时间为１０２５．３７５ｍｓ，多因素权值算法构建

拓扑的平均时间增加了１７２．５ｍｓ，即增加了

１６．８２％的时间量，增加的时间主要用于多个影响

因素的权值模糊计算。而两种算法在网络拓扑构

建完成后，用于路径分析的平均时间仅相差４．５

ｍｓ，时间无太大变化。可见，多因素道路网权值

确定算法效率是比较高的，其中第５组实验的实

验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分析可知，静态权值

算法是以距离进行计算，并没有考虑交通流等多

方面因素，因而计算得到的最优路径会出现一些

狭窄的小路；多因素权值算法考虑了交通流、路面

状况等多方面动态因素，最优路径基本上处于北

京环线的主干道上，相比小路而言交通更加通畅，

满足驾驶员要求行车时间最短的目标。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基于模糊数学的权值确定算法，借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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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静态权值和多因素权值最优路径分析算法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Ｗｅｉｇｈｔ

助模糊数学工具将影响道路权值的模糊因素进行

综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具有定量值的距离因素

进行一定的融合，从而计算得到的权值综合了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避免了传统静态权值确定算法

考虑因素单一、算法合理性差等问题，有效解决了

多因素影响下道路网权值的计算问题。

通过与静态权值方法比较，本文提出的多因

素的权值确定算法不仅计算的最优路径更能满足

驾驶者实际需求，而且并没有因考虑因素增多而

影响算法效率。在构建网络拓扑时用时增加了约

０．２ｓ，最优路径分析时间几乎没有变化，可见算

法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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