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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贪心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与遗传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研究了政区图四色着色问题的混合遗传

算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混合遗传算法能有效地解决行政区划图自动

着色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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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四色着色的算法比较多，但切实可行的

较少。递归方法［１］需要设置合适的递归点，否则

会出现堆栈溢出。回溯方法［２］在地图区域数目较

大、邻接关系复杂时，回溯次数会大大增加，严重

影响了运行效率。贪心算法［３］则不存在回溯，但

也会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不能保证一定能

找到最优解。针对这些问题，一些新的方法，如以

大规模非线性和并行分布式处理为主流的神经网

络方法［４６］、擅长于自适应全局优化的遗传算

法［３，７，８］等智能算法被用于地图着色问题中。

１　地图政区着色的混合遗传算法

１．１　染色体编码

假设地图是由犖 个行政区多边形组成，将各

个行政区按顺序编号，用数０，１，…，犖－１表示。

初始编号以０开始是为了方便后面的计算。对于

染色体的编码，用行政区编号的一个随机排列表

示，长度为行政区数量的两倍。政区图着色问题

最终所求的解是为各个行政区着上合适的颜色，

因此，在个体中再设计一种对应于行政区编号随

机序列的颜色值编码。政区图所着颜色总数是

４，可以用数１，２，３，４表示。对应不同的行政区编

号序列，就形成了长度为行政区数量的由１，２，３，

４构成的色值编码（为了方便说明，个体的这两种

编码分别称为编号编码和色值编码，编号编码即

行政区编号的随机序列编码，色值编码即颜色值

编码）。政区图的不同着色方案可从不同的编码

序列中得到。

个体着色编码可以采用类似生成编号序列的

随机生成方法，但是这样产生的着色编码易造成

搜索空间过大，影响算法的收敛速度。本文采用

贪心算法为个体着色编码，其基本实现思想是：按

照个体中编号的编码顺序，对每个行政区，从颜色

值１开始选取。如果与该行政区相邻的行政区所

着颜色值不同，即不存在颜色冲突，则该行政区着

颜色值１；否则取颜色值２，再重新判断是否存在

冲突。当所有色值用完后仍存在冲突，则该行政

区不着色，记着色值为０。在初始产生的种群中，

每个个体的编号编码代表行政区着色的顺序，贪

心算法利用这些信息沿着最优解的方向查找，对

每个行政区尽可能地用最小色值着色，能起到局

部优化的作用。

１．２　适应度函数的设计及其评价

考虑到地图行政区着色的目的是使任何相邻

的行政区着的颜色不发生冲突，也就是用贪心算

法为地图着色时不存在未着色的行政区，即着色

为０的行政区个数为０，因此，可以利用个体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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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中着色为０的总数来评价个体的质量。于是

适应度函数可以设计为：

ｆｉｔｎｅｓｓ（犻）＝１／（１＋Ｓｕｍ）

Ｓｕｍ为第犻个个体色值编码中０的总个数。

由上式可知，相邻行政区着相同颜色的冲突

数越少，适应度越大，个体质量越高，越接近最优

解。适应度最大值为１时取得最优解。

１．３　选择算子设计

遵循自然选择规律，适应度越高的个体被选

择的机会越大。在选择操作中，采用最基本的选

择方法———轮盘赌选择法。个体被选择的概率

ａ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ｅ（犻）设计为：

ａＩｎｄｉｖｄｕａｌＲａｔｅ（犻）＝ｆｉｔｎｅｓｓ（犻）／ｆｉｔｎｅｓｓＳｕｍ

ｆｉｔｎｅｓｓＳｕｍ＝ｆｉｔｎｅｓｓ（０）＋ｆｉｔｎｅｓｓ（１）＋…＋

ｆｉｔｎｅｓｓ（狀－１）（狀为种群的大小）

个体的选择概率反映了个体的适应度占整个

种群的个体适应度总和的比例，适应度越高的个

体选择概率越大。

１．４　交叉算子设计

对于政区图的自动着色，本文采用的个体编

码方式是行政区编号的一个随机序列，长度为行

政区数量的两倍，序列中不允许存在重复的编号，

即存在任一个行政区必须而且只能着色一次的约

束。使用基本遗传算法的交叉操作（单点、多点等

交叉）一般不能满足这一约束条件，如果采用单点

或多点交叉，交叉部分容易发生随机变化，从而影

响个体质量。本文采用部分匹配交叉方法（ｐａｒ

ｔｉａｌ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ＰＭＸ）
［１０］。

１．５　变异算子设计

变异算子是交叉操作的辅助算子，是为了增

加种群的多样性，避免搜索陷入局部最优。文献

［１１］针对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提出了换位、随机

和移位３种变异算子，这３种变异操作都能保证

个体编码中自然数惟一性的约束。对于政区图着

色问题，采用比较简单的换位变异。其基本思想

是，首先利用随机均匀分布的方法在父代染色体

中产生两个变异点，再把变异点上的基因互换。

１．６　算法设计与改进

本文算法的设计如下。

Ｂｅｇｉｎ

参数输入；随机生成第一代犘（０）；调用贪心

算法为种群中的犕 个个作着色编码；计算种群中

个体的适应度ｆｉｔｎｅｓｓ并评价；

Ｗｈｉｌｅ不满足终止条件

　Ｗｈｉｌｅ新一代种群大小犘（犻＋１）．ｌｅｎｇｔｈ＝

犕

　　从种群犘（犻）选择出２个个体组成父代

个体；部分匹配交叉操作；依变异概率对新形成的

两个个体做换位变异操作；新形成的个体放入到

下一代种群犘（犻＋１）中；

　　Ｅｎｄ

　　重新调用贪心算法为新一代种群犘（犻＋

１）着色编码，计算适应度并评价；

　　犻＝犻＋１；

　Ｅｎｄ

　　Ｅｎｄ

其中终止条件包含找到合适的着色方案与达

到参数设置的最大遗传代数。如果算法停止是由

于达到最大遗传代数引起，则需要重新设置种群

的大小、交叉概率、变异概率以及最大遗传代数，

再重新运行算法。在该算法中，需要采用以下两

种提高算法效率的方法：① 选择操作不产生新个

体，遗传操作之后需要重新为个体着色，对未发生

改变的个体重复着色会影响算法运行的速度。在

交叉操作和变异操作形成的新个体上作上标记，

当调用贪心算法为种群中的个体重新着色时，对

有标记的个体则重新着色，否则不着色，直接利用

上一代个体的着色编码。② 避免交叉的父代个

体完全相同。在用轮盘赌选择法对种群作选择操

作时，适应度高的个体可能多次被选到。由于交

叉操作是在选择操作选出的两个个体间按交叉概

率对其作交叉，若两个个体相同，则有悖于交叉操

作的目的，而且当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时，会影响

到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所以在对欲交叉的个体

作交叉操作之前，需要对这两个父代个体进行判

断，判断这两个父代个体是否代表着地图的同一

种行政区编号序列。但这样又会增加算法运行时

间，出于折衷的考虑，本文仅判断当前欲交叉的个

体是否为组成种群的个体数组中同一个索引号对

应的个体，如果是则舍弃其中一个，重新选择另一

个父代个体再进行判断，直到找到个体数组中不

同索引号对应的个体为止。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该算法已用Ｊａｖａ编程，在２５６ＭＢ的Ｐｅｎｔｉ

ｕｍ３计算机上实现。用中国地图和湖北省地图

验证区划图四色着色问题的求解算法。

如图１和图２所示，中国地图中包含３４个省

市自治区，其邻接关系用对称矩阵ａｄｊ［３４］［３４］表

示。混合遗传算法初始参数设置为：种群大小为

３０，最大进化代数为５００，交叉概率为０．７，变异概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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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０．０８。初始颜色值１代表白色，２代表灰白

色（狉∶犵∶犫＝８５∶８５∶８５），３代表深灰色（狉∶犵

∶犫＝１７０∶１７０∶１７０），４代表黑色。图３为湖北

省地图四色着色效果，地图中包含８２个县级单

位，邻接关系用对称矩阵ａｄｊ［８２］［８２］表示。算法

的初始参数设置与中国地图着色相同。

说明一下，此中国地图仅为说明地图着色问

题，南海、沿海、台湾等附近诸岛均未绘出。最优

个体编号编码：２４１６２３９１５２０３３２２１２１４７２７

６２１０１４２８１８５１３３０１１８２３１２５３２２６１０１７

１９ ２９ ３。 最 优 个 体 对 应 的 着 色 编 码：

１１２１２１１３１３１４２２１２３１３１２２４２４２３１１３４２３１。

多次试验显示，在中国地图着色过程中，不需

要调用遗传操作，仅用贪心算法即可搜索到合适

的着色方案。因为贪心算法在着色过程中仅考虑

地图着色方案中的一种，每对一个行政区着色都

使用最合适的色值，而不考虑后面结果。在行政

区数目较少、邻接关系简单时，能快速地搜索到最

优解，这充分体现了贪心算法局部搜索的高效性。

当地图行政区数目增多、邻接关系复杂时，仅用贪

心算法不能保证找到最优解，这时可结合遗传算

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以及稳健性优势，起到两者间

的优势互补作用，在湖北省地图着色试验中体现

了这一点。

图１　行政区编号

Ｆｉｇ．１　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ｐ
　　　

图２　地图着色效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Ｍａｐ
　　　

图３　湖北省地图着色效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１表示算法在改进前与改进后取得最优解

时的遗传代数以及花费的时间对比。改进前由于

存在个体重复着色和相同父个体的交叉，影响了算

法运行效率和收敛速度，改进后得到了较大提高。

表１　算法改进前后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连续试

验次数

改进前 改进后

取得最优

解时的遗

传代数

取得最优

解时的花

费时间／ｍｓ

取得最优

解时的遗

传代数

取得最优

解时的花

费时间／ｍｓ

１ １６ ５５０ ７ ３４１

２ １９５ ５２３７ ２５ ９８２

３ １ １０１ ６ ３６１

４ １２ ４８１ １０ ３９１

５ １５１ ４２０６ ８ ４４０

６ ２１ ７３１ ４３ １４２２

７ ３２８ ９１３４ ２２ ７８１

８ ３６ １１９２ ３３ １０９２

９ １６ ５９０ ２２ ７１１

１０ ５６ １６７３ ２７ ８９１

１１ ６５ ２０５３ ３０ ９８１

１２ ４０ １２４１ ２０ ７７１

１３ ２６ ９６１ １０ ４８０

１４ ４０ １１８１ ５４ １７９２

１５ ２２ ７０１ ２９ １０２１

１６ ３６ １１５１ ２３ ７６１

１７ １８ ５９１ ６１ １８７３

１８ ２０ ６９１ ２７ ９６１

１９ ４１ １２９２ ９ ３９１

２０ ６６ ２０２３ ６ ３２１

２１ １９ ６４１ ６３ １８３２

２２ ４９ １５０２ ２１ ８１２

　　从表１中可以得出，改进前取得最优解时的

平均遗传代数大约为１１６代，平均花费时间大约

为１７２４ｍｓ；而改进后取得最优解时的平均遗传

代数大约为２５代，平均花费时间大约为８８２ｍｓ。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结合贪心算法的混合遗传算法求

解行政区划图四色问题。贪心算法以其运算的高

效性以及选定贪心策略后，不会或很少使后面无

解的情况出现，能为遗传算法提供较优的初始个

体着色编码，从而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反之，遗

传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保证了搜索过程向全局最

优解搜索，避免了贪心算法带来的局部最优解使

算法陷于局部最优的问题。通过３４个省市自治

区的中国地图和８２个县级行政区的湖北省地图

的试验，表明该算法在求解行政区划图自动着色

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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