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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群算法求解三维表面路径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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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不规则三维表面路径寻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将连续三维表面进行格网离散化的基于蚁群行为

的解决方法，对基本蚁群算法的信息素更新策略进行了改进，并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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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表面路径寻优是指在三维表面搜索最短

路径。由于蚁群算法［１３］具有自适应、分布式并行

化等特征，并且不需要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等优

点，因而在路径搜索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本文

针对三维表面路径寻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蚁

群仿真行为来求解不规则三维表面最优路径的算

法，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

１　基于蚁群行为的不规则三维表面

路径的生成

　　三维表面路径寻优是沿着地形表面从起始位

置到目标位置找到一条距离最短的路径。将起始

点犃与终止点犅 之间 的距离犃犅 进行狀等分，过

每个等分点作垂直剖面，这样，每个剖面与三维表

面相交得到狀条剖面曲线，然后将每条剖面曲线

按水平距离等分得到犿个等分点，这样通过格网

化将连续三维表面路径搜索的问题转化成一个离

散优化的问题（图１）。

１．１　有效路径的生成

蚁群从起始点犃开始，先到达等分三维表面

的第一条剖面曲线上的某点犆１犻１，犻１∈｛１，２，…，

犿｝，接着从犆１犻１ 点到达第二条剖面线上的某点

犆２犻２，犻２∈｛１，２，…，犿｝，然后依次到达其他剖面曲

线上，最后到达第狀－１条剖面线上的犆狀犻狀 点，犻狀

∈｛１，２，…，犿｝，连接到终止点犅，形成一条三维

表面上的路径（图２）。对于犿 只蚂蚁，一次遍历

图１　三维表面离散化后蚁群寻优路径的水平投影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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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狀－２条剖面线就得到了式（１）的一个犿×（狀

－１）的矩阵。犿个矩阵的行向量之和就是蚁群一

次得到的犿条路径：

犱（１，１） … 犱（１，狀－１）

 

犱（犿，１） … 犱（犿，狀－１

熿

燀

燄

燅）

（１）

图２　三维表面路径寻优的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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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三维表面上障碍区域的处理用如下的方

式解决。对剖面曲线犆犽（犽∈１，２，…，狀－１）上的

点犘犽犻（犻∈｛１，２，…，犿｝），引入一个允许列表ａｌ

ｌｏｗｅｄ犻，ａｌｌｏｗｅｄ犻为剖面曲线犆
犽＋１上的点集，通过

计算剖面曲线犆犽＋１中的每一点与点犘犽犻 的连接线

段是否与任何障碍物区域相交，来判断是否将该

点加入ａｌｌｏｗｅｄ犻，依此计算出犘
犽
犻 所有允许连接的

点构成ａｌｌｏｗｅｄ犻。

１．２　信息素列表

对于剖面曲线犆犽（犽∈｛１，２，…，狀－１｝）上的

任意点犘犽（犻）（犻∈｛１，２，…，犿｝），有对应的信息素

列表τ
犽（犻，犼）（犼位于剖面曲线犆

犽＋１上，且犼∈｛１，

２，…，犿｝），τ
犽（犻，犼）表示点犘

犽（犻）与点犘犽＋１（犼）之

间的信息素的连接强度。

１．３　选择概率

对于在三维剖面曲线犆犽（犽∈｛１，２，…，狀－

１｝）上的任意点犘犽（犻）的蚂蚁，选择剖面曲线犆犽＋１

上的点犘犽＋１（犼）（犼∈｛１，２，…，犿｝）的概率为：

犘＝
［τ
犽（犻，犼）］α

∑
犘
犽＋１（犼）∈ａｌｌｏｗｅｄ犻

［τ
犽（犻，犼）］α

（２）

式中，α为信息素的重要程度。

１．４　信息素的更新

对于到达终止点犅的蚂蚁，蚂蚁经过的路径

上的信息素按式（３）更新：

τ
犽（犻，犼）＝ （１－ρ）τ

犽（犻，犼）＋Δτ
犽（犻，犼），

ρ∈ ［０，１］ （３）

Δτ
犽（犻，犼）＝犙／犔

式中，ρ表示信息素的蒸发程度；犙 为常数；犔为

蚂蚁经过的路径。

２　算法描述

蚁群优化算法是一种基于解空间的参数化概

率分布模型的搜索算法框架。通常基于模型的搜

索算法，用以下两个步骤来解决优化问题：① 可

行解通过在解空间参数化概率分布模型上的搜索

产生；② 利用搜索得到的解更新参数化概率模

型，使得在新模型上的搜索能集中在质量高的解

搜索空间上。具体算法描述如下。

１）数据预处理。读入研究区域的三维高程

数据，导入起始点和终止点的平面坐标与高程值；

根据结果的精度要求预设研究区域格网划分的初

始值犿、狀；根据数据源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内插方

法，得到每个格网点的高程数据；对数据阵列中前

狀－２条剖面曲线上的点计算其允许列表。

２）初始化参数。确定α、β、ρ，在起点犃放置

犿 只蚂蚁，初始化每条剖面线上所有点的信息素

列表，在代表从节点犻到节点犼的路径（犻，犼）上设

置相同的初始信息素τ犻犼（０），犻∈｛１，２，…，犿｝；犼∈

｛１，２，…，狀－１｝。

３）在节点犻处按式（２）计算出的转移概率选

择下一路径（犻，犼）。

４）对蚂蚁犻，检查其是否到过终止点犅，如果

没到过，检查其所在点的允许列表ａｌｌｏｗｅｄ犻。如

果允许列表不为空，按式（２）选择下一条剖面曲线

上的点；否则，删除该蚂蚁。

５）对于能够到达终止点犅的蚂蚁，对蚂蚁每

一条访问的边上留下的信息素按式（３）进行全局

更新。

６）计算本次迭代的最好解，如果优于当前最

好解，用其替代当前最好解。

７）判断是否满足结束条件，若满足，则输出最

优解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束；若不满足，转步骤３）。

３　信息素更新策略的改进与实验

３．１　对信息素更新策略的改进

蚁群算法通过正反馈机制来强化较好的解，

但容易出现停滞，陷入局部最优解［４６］。针对此

问题，本实验通过对信息素更新策略的改进来实

现路径上信息的动态调整。

１）利用空间特征对下一相邻格网的信息素

根据蚂蚁所处的空间位置进行加权修正。与其他

优化问题不同，在三维曲面上，蚂蚁在每个位置选

择的移动方向都是固定的下一个相邻的剖面线，

因而蚂蚁的期望值是下一条剖面线与其距离较近

的点。在算法中，根据蚂蚁所处的格网点位置，在

对下一条剖面线上的格网点进行选择时，通过对

信息素含量乘以一个加权因子λ犽犱，按式（４）确定

选择概率，与其空间距离较近的点赋以较大的因

子。这样，利用空间特征能迅速排除明显处于搜

索区域边缘较差的解，从而使算法在开始阶段能

避开较差的解。

犘＝
λ犽犱［τ

犽（犻，犼）］α

∑
犘
犽＋１（犼）∈ａｌｌｏｗｅｄ犼

λ犽犱［τ
犽（犻，犼）］α

（４）

λ犽犱 ＝１／ 犱犻槡 犼

　　２）最优解保留策略。通过使用最优蚂蚁，可

以提高解的质量，在每次迭代完成后，全局最优解

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即用式（５）代替式（３）的信

息素的更新方式：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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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犽（犻，犼）＝ （１－ρ）τ

犽（犻，犼）＋Δτ
犽（犻，犼）＋

Δτ
犽（犻，犼），ρ∈ ［０，１］ （５）

Δτ
犽（犻，犼）＝δ·犙／犔犵

犫

式中，Δτ
犽为最优蚂蚁在边（犻，犼）上增加的信息素

量；δ为最优蚂蚁数（全局最优解个数）；犔犵
犫为全局

最优解。

３）缩小最好和最差路径上的信息量的差异，

适当加大随机选择的概率，以利于对解空间进行更

完全的搜索。为了避免算法过早收敛于非全局最

优解，在实验中，除最外缘格网点外，其他格网点的

信息素浓度限制在［τｍｉｎ，τｍａｘ］。在初始时刻，选较

小的挥发系数时，由于随机概率的加大可以克服

有效路径上的信息素迅速减少，导致算法在局部

最优点收敛；然后选择较大的挥发系数，使较优的

路径得到更多的激励，以避免算法长时间不能收

敛。

图３为未进行信息素的动态调整和进行信息

素调整后，蚁群在区域格网中选择剖面线上的格

网点偏离最优路径的格网点分布图。对比图３（ａ）

和图３（ｂ）可以看出，通过信息素调整，蚁群在开

始时有较大的解搜索空间，提高了搜索较好解的

能力；同时又通过挥发系数的调整，解决了基本蚁

群算法由于挥发系数导致的收敛过快或过慢的问

题。

图３　蚁群在区域格网中选择格网点

偏离最优路径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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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选择某区域的

三维地形数据，用 ＶＣ＋＋语言实现上述算法，采

用 Ｍａｔｌａｂ三维图形功能显示运算结果。实验参

数选择如下：α＝２．０；迭代初期ρ＝０．７，然后取ρ

＝０．５；犿＝１００；狀＝５０；犙为初始随机选择概率求

解的路径长度平均值的０．１５～０．２倍。实验通过

平均 迭 代 ６００ 次 后，得 出 最 优 路 径 长 度 为

１２９７．３ｍ（优于起始点与终止点间直线上格网点

的计算结果１３６２．２ｍ）。

　　图４（ａ）为该区域的三维地形图，图４（ｂ）为叠

加了三维表面路径选择运算结果的效果图（为了

显示效果，对高程加上了一个正值）。通过与实际

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实验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路径在的区域中，两处平距小的地方都选择了非

直线跨越，而在平距大的其他区域选择了直线跨

越，这不仅证明了基于蚁群算法的三维表面路径

算法的有效性，而且也显示出算法选择路径的灵

活性。

图４　实验区域及叠加路径寻优结果区域的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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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于蚁群行为的路径搜索算法参数的确

定以及如何和其他算法相结合，以改进空间路径

搜索的启发信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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