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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克隆选择算法的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研究

梁勤欧１

（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应用克隆选择算法（ｃｌｏｎ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ＬＯＮＡＬＧ），结合其他模型算法，提出了一套解决障碍

布局分配问题的简化流程，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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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免疫系统的各种生物学特性，国内外学

者设计了许多种理论模型，并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如机器学习、控制、计算机病毒预防、故障诊断、免

疫规划、函数寻优等［１，２］。人工免疫系统为 ＧＩＳ

空间分析以及遥感影像分析、处理等的研究与开

发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但由于它是新近

出现的智能计算方法，所以在ＧＩＳ、遥感等方面的

应用与推广是有限的［２４］。

布局分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问题是ＧＩＳ空

间网络分析的重要组成，ＧＩＳ空间网络分析所涉

及的问题一般都计算较为复杂。目前，有关ＧＩＳ

空间网络分析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且许多方法都

几乎达到理论上的时间复杂度极限，而提高算法

的运行效率等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Ｃａｓｔｒｏ等依据克隆选择理论基本原理，提出了

克隆选择算法［１］，并对提出的克隆选择算法用数字

符号的识别、多目标优化和ＴＳＰ等问题进行了验

证，取得较好的结果。笔者也用该算法进行了一般

布局分配问题的实验［５］。障碍布局分配（ｏｂｓｔａ

ｃ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问题是更复杂的一种布局

分配问题，本文尝试应用克隆选择算法并结合其

他算法提出了一种更加简单而快速的方法。

１　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研究

１．１　障碍布局分配问题概述

障碍布局分配（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问题模型描述见文献［６］。障碍布局分配模型是

一种三级混合整数规划问题，目标函数和约束非

常复杂，有些甚至不能以数学方式直接描述。目

标函数梯度信息也难以获得，而且有许多局域最

优解。传统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遗传

算法等进化方法由于能进行全局最优搜索，因而

有许多学者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尝试研究。克隆

选择算法有类似于遗传算法的优点，所以笔者尝

试应用克隆选择算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要

结合其他算法来共同实现。

１．２　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的克隆选择算法求解

解决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的简化流程如图１所

示。

假设有狀个位置已知的顾客和犿 个设施，设

施除对所有顾客提供某种服务外还存在狆个代

表禁止区域的障碍。

１．２．１　设施布局排除在障碍物之外

由于存在狆个障碍物，犿 个设施不能布局在

障碍物内，所以初始化产生的随机点存在障碍物

外和障碍物内两种情况。必须判断初始化坐标的

可行性。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① 把不可行的

坐标丢弃，这种方法会降低运行效率；② 对不可

行坐标加以惩罚，在机器人路径规划中，有许多学

者进行了应用神经网络结合碰撞罚函数的研

究［７］；③ 根据问题的特点修复不可行的坐标。

１．２．２　布局线路不能穿过障碍物

布局线路不能穿过障碍物相当于机器人路径

规划。移动机器人在工作时，往往要求根据某一

准则（如路线长度最短、能量消耗最小等）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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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种基于克隆选择算法解决障碍

布局分配问题的简化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ＯＮＡＬＧ

化的空间中沿一条最优（或次优）的路径行走。为

寻求这条行走路径，人们提出了路径规划的可视

图法［８，９］、人工势场法［１０］、可视最短路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１１］、神经网络能量函数方法［１２］等。但是，可视

图法搜索路径的算法复杂，效率不高，而人工势场

法有可能产生极小路径点。也有人利用遗传算法

来规划机器人路径［１３］，但无效路径太多，计算效

率太低。

本文结合文献［１４］提出的方法，采用链接图

法来进行布局线路避免穿越障碍物的方案。

在障碍布局规划中，一般进行的研究符合链

接图法构造规划空间时使用的３个假设条件，设

施与用户的布局可以定义在平面环境中，假设布

局规划区域及障碍物可以用凸多边形描述，设施

按“点”考虑。

根据链接图法，使用下述算法来对布局分配

规划空间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可以得到链接图：

① 用直线（链接线）划分自由空间为凸多边形区

域；② 取各链接线的中间点为可能路径点；③ 连

接各凸多边形区域内的所有可能路径点；④ 增加

障碍物排除后随机点，并将它们链接到所在凸多

边形区域的各可能路径点上。

１．２．３　最短布局线路的计算

经过以上处理后，设施和障碍物顶点、链接图

中间点形成了无向图。然后在设施能力约束基础

上，求设施和用户之间的最短路径。这属于求每

对顶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可以采用Ｆｌｏｙｄ算法。

根据Ｆｌｏｙｄ算法求出最短路径后，判断设施

坐标点和用户组成的线段是否和障碍物相交，如

果不相交，则直接链接它们。

１．２．４　设施能力约束

设施能力约束要求每个设施只能为有限的用

户服务，这样的问题可以利用许多算法模型解决，

如拉格朗日松弛法等；也可以应用惩罚方法或解

码法。方法的选择与初始种群编码方法有关，也

与设施用户数量有关。

笔者提出，如果设施比较少，可以采用修复调

整的方法。即首先按距离最近的原则分配用户，

判断用户分配是否符合设施的能力。如果符合，

则继续下面的流程；否则，进行修复调整。

修复调整主要考虑超负荷和未达到负荷以及

设施负荷能力相当等几种情形。当几个设施负荷

能力或分配负荷相同时，可以近似采取随机排列

次序的方法。首先判断最大负荷设施是否超载，

如果超载，则保留能力范围内最优分配用户，其余

用户则分配到其他的最近设施，继续判断第二大

用户分配是否超出设施的能力，如果超过，则修复

调整，直到满足条件为止。如果最大负荷设施未

达到能力要求，短缺负荷将由离其最近的其他用

户补充，接着再判断第二大设施负荷，依次类推。

其余情形出现，则把该解丢弃。

根据约束条件，求出犿个设施到分别分配到

的狀个用户中的若干个距离，求和即可得到最后

的计算结果。

清楚了上面几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

克隆选择算法，按图１的流程就可以相对简化地

求出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的布局分配方案。这套方

法比其他方法在方程个数和运行时间上要少得

多。

２　实验研究

实例问题为处理油田电站的布局问题［６］。假

设有１４座油井，它们的位置坐标和对电的需求见

表１。有４个障碍物：两个小镇、１个大湖泊和１

个大的工厂（表２）。需要寻找３个电站的位置，

其中两个电站可以分别为４座油井提供电力，１

个电站可以为６个油井提供电力（表３）。电站不

能建在障碍物上，出于安全和工程可行性考虑，电

线不能通过障碍物。按图１提出的简化流程来解

决这个问题。

克隆选择算法参数具体设置如下：编码采用

二进制，为了研究效果，精确度为６位小数，所以，

每一个２２位二进制代表一个横坐标或纵坐标。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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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油井坐标和需求

Ｔａｂ．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ｉｌＷｅｌｌｓ

狓犼 狔犼 狇犼 狓犼 狔犼 狇犼

１ －２．０ ０．０ １．０ ８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０

２ ２．０ ４．０ １．０ ９ ２６．０ ３０．０ １．０

３ ８．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０ ３８．０ １．０

４ ５．０ １２．０ １．０ １１ １０．０ ３６．０ １．０

５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０ １２ ６．０ ４０．０ １．０

６ ２４．０ １６．０ １．０ １３ ２．０ ３６．０ １．０

７ ３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４ －４．０ １２．０ １．０

表２　障碍物顶点坐标

Ｔａｂ．２　Ｖｅｒｔｅｘ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障碍１ 障碍２ 障碍３ 障碍４

顶点数 ５ ３ ４ ５

障碍

顶点

坐标

（２．０，１．０） （８．０，６．０） （０．０，８．０） （７．０，１５．０）

（６．０，１．０） （１０．０，３．０） （３．０，７．０） （１６．０，１８．０）

（８．０，４．０） （９．０，１２．０） （５．０，１４．０）（１４．０，３２．０）

（４．０，６．０） （０．５，１６） （１２．０，３４．０）

（１．０，３．０） （５．０，２３．０）

表３　电站供电能力

Ｔａｂ．３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电站犻 能力犫犻

１ ４．０

２ ６．０

３ ４．０

当然，编码也可以采用符号编码的方式，这时的能

力约束等要作相应的变化。初始个体为２０。亲

和力评估函数为设施在能力限制条件下到各自服

务用户的最短路径和犱。由于是求最小值，为操

作方便，也把评估函数转换成求犳＝－犱的最大

值。克隆扩张系数犮犵＝０．１，对每个个体作等权

克隆处理。变异率取狆犿＝０．０２。为了保持抗体

的多样性，随机插入一些新个体替换普通抗体，替

换率狆犲狉＝０．０３，最大代数狆犱＝８０。

电站排除在障碍物之外用前面提出的修复策

略解决，布局线路不能穿过障碍物采用链接图法，

如图２所示。

图２　油井、障碍物规划空间链接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ＫＬＩＮＫＧｒａｐｈｏｆＯｉｌＷｅｌｌｓａｎｄ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根据Ｆｌｏｙｄ算法求出电站和油井之间的最短

路径后，判断电站坐标点和油井组成的线段是否

和障碍物相交，如果不相交，则直接链接它们。

用户分配与电站供电能力约束，由于设施较

少，编码采用二进制，所以采用距离最近原则先行

分配用户，然后进行能力约束判断。电站供电能

力约束要求其中的２个电站分别只能为４个油井

供电，其余１个电站只能为６个油井供电，采用前

面提出的修复调整策略进行约束。

根据约束条件，求出３个电站到１４个油井的

距离，求和就是最后的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处理方法和算法流程，对于油田电

站布局分配问题的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图３是

实验中油井、障碍物和几种算法求得的电站布局

简图。

图３　油井、障碍物和几种算法求得的电站布局简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ＯｉｌＷｅｌｌｓ，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３和表４中，ＨＥＭ 是混合进化方法的计

算结果，启发式是用启发式获得的解。ＨＥＭ方法

对这个问题采用了６个连续决策变量描述３个电

站的坐标位置，并用４２个０～１决策变量描述油

井对电站的分配。启发式是应用可视图法避免障

碍物，然后用 Ｄｉｊｉ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算法解可视图，

求得最后的结果。

表４　计算结果及对比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方法 距离和 设施布局 顾客分配

（３．５１９５，６．７６８７） １，２，３，４，５，１４

克隆选择算法９７．９４５５（２３．８１４０，１７．６２５０）６，７，８，９

（８．５７７６，３８．２３９０）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８．９５０９，３６．９７６１）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ＨＥＭ ９７．４３５ （３．１６１１，６．３５２８） １，２，３，４，５，１４

（２３．９５３６，１７．３５４１）６，７，８，９

（９．５，３７．５）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启发式 １０７．０８５８（１．０，４．５９） １，２，３，１４．

（１９．８３３３，１６．６６６７）４，５，６，７，８，９

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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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３和表４中的计算结果来看，ＨＥＭ 方

法的距离和已经接近本实验的最优解，本文提出

的克隆选择算法结合其他模型也得到了接近最优

解的结果。但从两者的算法流程和计算复杂程度

相比较看（如最大代数等），ＨＥＭ 方法的复杂性

明显多于后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决策变量数量较

多，而克隆选择算法结合修复方法、链接图法等大

大简化了计算的复杂性，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严

格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启发式方法

进行可视图法避免障碍物的计算量也是很大的，

而且多种方法结合，其计算结果离最优解的差距

比较大。所以，综合来看，应用本文提出的基于克

隆选择算法解决障碍布局分配问题的简化流程，

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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