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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地理信息系统与车辆运输导航、物流配送的结合并形成空间决策的过程，提出了一种基于城市

道路距离的两次空间聚类的实现框架和算法思想，并以烟草企业的物流配送为例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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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物流作为供应

链管理的组成部分，成为电子商务最为重要的环

节。在电子商务中，企业需要向客户提供销售、配

送或服务网点的空间分布等空间信息。同时，企

业还配备了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方便对客户、销

售点、配送中心、服务网点等信息的管理，并可以

实现最近配送点搜索、路径规划、配送车辆监控等

功能，这些不仅需要为车辆提供监控等传统的地

理信息服务，还要具有路径搜索、车辆调度的线路

优化等决策功能，形成一个决策支持的体系。近

年来出现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Ｔ）与物流配

送的结合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已成为国内

外的研究热点。

与车辆运输相关的 ＧＩＳＴ应用主要分为车

辆监控调度问题和物流配送优化空间决策问题两

类。其中第一类大多情况下主要分为车载台和监

控中心两个部分，由车载台中的ＧＰＳ用户设备和

控制系统接收并处理坐标信息，通过ＧＳＭ 通信

模块发送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也可以发送指令

控制车载台的行为，车载台自身也可以提供基于

ＧＩＳ电子地图的导航功能。车辆的调度优化与空

间信息技术的结合实现空间决策属于第二类。这

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① 采用简单人

工划分或者聚类算法将配送区域按照车载能力划

分成若干区域，然后配合使用最小生成树、中国邮

递员等图论经典算法形成配送线路；② 直接尝试

采用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人工智能算法一次性

形成配送区域和路线［１７］。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第一种在区域形成方面不易科学地动

态划分，而且图论经典算法的计算量往往比较大；

第二种则很难一次性形成合适的线路，往往需要

辅助很多人工干预和调整，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空间聚类的算法引入物流

线路优化计算并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用以解决物

流配送决策的需要，并以烟草企业的物流配送工

作为例开展研究。

１　基于空间聚类和智能算法的物流

配送框架

１．１　结合犌犐犛犜的物流配送过程

长期以来，烟草企业传统的卷烟配送采用访

销的方式。具体的操作流程是首先由访销部门审

定订单，然后按照访销线路进行配送。在访销方

式下，配送线路和配送车辆相对固定，对市场的变

化无法灵活应对。随着数字烟草的发展，这种传

统的配送模式将无法满足对卷烟配送更高服务的

需求，有必要进行优化调整。

卷烟物流配送的优化调整有两个层次：① 整

个地区范围内实现集中配送，即所谓大物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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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配送采用二级配送的方法，首先由地区公司

向各个县市经营部和营销部卷烟配送部门配送，

然后由各个县市卷烟部门负责本地的配送。这种

方法机械地按照行政区域划分，配送路线不合理，

配送效率低下。实行大集中配送可以打破行政界

线，提高物流的效率。② 各个县市内部调整配送

工作流程。主要是优化配送线路，改变原有的固

定线路配送的做法，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使用ＧＰＳ车辆定位技术的地理信息决策，烟

草行业可以优化卷烟配送线路。在新的配送流程

中，首先由物流中心的呼叫中心和访销部门共同

产生订单，然后在零售网点布局的地理信息和优

化决策的作用下，生成优化后的送货线路清单。

新的流程改变了原来按访销配送的缺陷，在操作

流程上真正实现访送分离，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车

辆和人力，从而提高卷烟送货效率，降低成本。除

此之外，在车辆面临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时，也可

以得到后援支持。此外，卷烟配送地理信息决策还

包括卷烟销售网点的分析和规划、配送点的选址、

结合路程、路况和地形变化核算配送成本等，这些

服务可以为卷烟配送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１．２　基于犌犐犛和空间数据挖掘的物流配送决策

框架

在烟草商业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笔者提

出了基于ＧＩＳ和空间聚类、智能算法的烟草辅助

决策的体系结构。系统建设在商业空间数据库体

系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聚类和人工智能算法手段，

实现配送中心选址决策、配送线路优化决策和空

间型客户关系３大主要空间辅助决策功能。其具

体体系框架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ＧＩＳ和空间聚类的卷烟配送空间决策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Ｄ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Ｉ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

在这个框架中，配送中心的选址是一个重要

内容。考虑在某一指定或不定的配送区域内，各

需求点已给定的条件下，选择配送设施的数量和

最佳位置，使配送设施的总成本（包括建设成本、

运营成本等）降到最低。选址决策涉及到的影响

因素很多，其中运输成本和效率是配送设施选址

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使用空间聚类的

算法进行计算和优化。

卷烟配送路径优化问题属于车辆运输中纯卸

问题，同时也是对点服务、非满载、多车型、多车

场、车辆路线安排等问题。算法的整体思路是首

先进行区域划分，使每个区域的配送任务量大体

均衡，然后在区域内部形成线路。其中区域划分

过程和配送中心选址类似，也可以采用聚类的算

法进行优化。

２　基于空间聚类和智能算法的物流

配送优化

２．１　空间聚类用于配送算法分析

空间聚类方法通常可以分为划分法、层次法、

基于密度的方法和基于网格的方法，此外还有基

于数学形态学 ＭＭＣ算法、基于模型的算法等。

其中，划分法聚类是将数据对象分成犓 个簇，使

同一个簇中的对象是相似的，而不同簇中的对象

是相异的，算法最终使得每个对象对于簇中心或

簇分布的偏离总和最小。常用的有ＰＡＭ（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算法、ＣＬＡＲＡ 算法和

ＣＬＡＲＡＮＳ算法等，其缺点在于作为基于对象间

距离进行聚类的方法，大多数的划分方法只能发

现球状的簇。而基于密度的方法将簇视为数据空

间中被低密度区域分割开的高密度对象区域，这

样就可以过滤掉噪声并且发现任意形状的簇，其

代表有 ＤＢ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

ｒｉｎｇ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等。

当前多数文献中的空间聚类算法没有考虑障

碍物的影响，不符合城市中的实际情况；而且采用

的距离都是欧氏距离；另外，聚类算法本身的假设

前提是所有样本点等权，所以不适合直接用于城

市物流配送。较早的障碍物约束下的空间聚类算

法是 ＣＯＤＣＬＥＡＲＥＮＳ，其思想为：在考虑障碍

物约束的情况下，计算任意两样本之间的最近距

离，将采样技术和ＰＡＭ结合起来，使用迭代的方

法实现聚类。此外，还有基于密度的ＤＢＳＣＡＮ的

ＤＢＣＬＵＯ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ｂｓｔａ

ｃ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算法也是针对障碍物约束进行了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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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但是这些算法仍然没有解决城市内距离量

算和样本权重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工作要求继

续加以改进。

２．２　基于道路距离的二次空间聚类算法

基于卷烟配送的需求，设计配送区域空间聚

类的算法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１）总体而言，卷烟配送的零售户到样本数量

不太大，并且需要比较准确地计算出配送区域，所

以不适合使用基于采样的空间聚类方法。同时，

配送区域一般形状也不符合近似圆形，所以比较

适合采用基于密度的算法。

２）国外的物流配送系统大多是基于地址编码

实现的，计算量较少。由于我国地址编码工作的相

对滞后，只能采用基于空间数据库的计算方法，计

算量非常大。与国外烟草销售相比，由于我国烟草

销售体系的特殊性，零售户特别是城区零售户分布

较为密集，经常有多家零售户相邻的现象，这样给

空间定位、区域划分包括后续的区域内路径设计的

计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需要加以处理。

根据这些要求，笔者提出了二次聚类算法，具

体的步骤如图２所示。

图２　配送区域划分的二次聚类算法简图

Ｆｉｇ．２　Ｔｗｉｃ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１）根据配送总的运货量和车辆情况，确定配

送路线区域的数量。在地图上确定需要配送的零

售户空间位置。

２）进行第一次聚类，使用基于划分的聚类方

法，消除合并地理位置过于接近的零售户。由于范

围较小，可采用例如上述的ＰＡＭ算法，设定聚类

距离要求为某一最小值，将配送区域内的距离过近

的零售户合并，新的配送位置为这些零售户的空间

中心点邻近的交通线路，新的配送量为聚类用户的

总和。在配送零售户计算中用此点代替聚类前的

点，考虑到配送点内工作量，根据聚类范围的大小

和内部交通路网长度总和，为这个新的配送点增加

一定的权重，以区别没有聚类点的工作量。

３）第二次聚类，对第一次聚类后形成的新的

配送点进行区域划分，这里由于区域较大，而且可

能区域形状为任意形，故使用以基于密度的ＤＢ

ＳＣＡＮ算法为基础进行。

① 根据道路网图，将配送点的空间位置与道

路网对应起来，对于不在路旁的配送点则按照最

短距离归算到最近的道路上。

② 根据车辆状况设置聚类后区域的配送用

户数量阈值和配送区域内总路径长度阈值作为聚

类终止的条件。

③ 根据当日总的配送货物量和配送车辆的

运货能力确定需要的配送区域数目犆，在地图上

按照配送点的分布大致均匀，确定犆个点作为聚

类初始中心，同时确定初始距离阈值犱０。

④ 从这些初始聚类中心出发，开始聚类，其

中配送点之间的距离计算采用最短路径算法得到

的距离。

⑤ 当在指定距离阈值内聚类完成但仍然不

满足聚类结束条件，则增加距离，继续聚类，直到

所有聚类区域都终止为止。

如果聚类终止后仍然有部分客户点没有聚

类，则放宽聚类的条件重新计算；如果其数量较少

则可以进行人工干预调整。

２．３　线路形成算法

配送线路形成也就是车辆优化调度问题，是

一个有约束的组合优化问题，属于ＮＰ难题（ｎ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求解的方法

可以分为精确算法、启发算法和智能算法。精确

算法主要有分支界定法等；启发式算法主要有构

造算法、两阶段法等；智能算法分为神经网络方

法、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微粒群算

法等。精确算法不适合于求解大规模的车辆优化

调度问题，随着问题输入规模的扩大，求解时间呈

几何级数上升，所以实际应用中常常采用启发式

算法和智能算法。

这些智能算法各有特色，相对而言遗传算法

的优点较为明显，但是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

要结合这些算法的优势，构建混合型的算法。笔

者采用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相结合的方法，实践

证明，两者的结合能够发挥遗传算法的全局搜索

能力和模拟退火的局部搜索能力，实现物流线路

的优化选取。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１）给定群体规模 ｍａｘｐｏｐ和其他参数值，包

括初始温度、退温参数；交叉和变异操作参数和终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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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参数；

２）在群体中每一个染色体的邻域中随机选

取一个状态，按模拟退火中的接受概率接受或者

拒绝。这一阶段共需要ｍａｘｐｏｐ次迭代选出新的

群体ｎｅｗｐｏｐ１（犓＋１）；

３）在ｎｅｗｐｏｐ１（犓＋１）中计算适应函数，由

适应函数决定的概率分布从ｎｅｗｐｏｐ１（犓＋１）中

随机选取 ｍａｘｐｏｐ个染色体形成种群ｎｅｗｐｏｐ２

（犓＋１）；

４）交叉得到ｃｒｏｓｓｐｏｐ（犓＋１），变异得到

ｍｕｔｐｏｐ（犓＋１）；

５）进行退温操作，计算出新一代群体的目标

函数值，如果函数值小于步骤３）的值，则返回步

骤２）；

６）当连续代都没有产生变化时，认为算法收

敛，停止计算。

３　应用效果和结论

笔者对上述车载ＧＰＳ车辆监控、基于空间聚

类和智能算法的物流配送决策的理论框架和算法

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图３（ａ）为项目组在长春一

汽红旗轿车基于ＧＰＳＧＩＳＧＳＭ的车载导航系统

的成果，图３（ｂ）为红河烟草物流配送电子地图效

果图。

图３　车载导航系统和配送电子地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ｏｒｎ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

在原型系统试验中，首先进行试验区道路网

的网络拓扑计算，物流线路规划的基础工作之一

就是建立交通路网拓扑结构：首先将弧段自动断

开，使整幅图形没有相交或自相交的弧段，然后结

点匹配建立点和弧段的关系；其次是聚类过程，试

验区内总共有近万余家零售户，经过第一次聚类

还有９００多个配送点，接下来结合配送需求数据，

对这些配送点进行第二次聚类形成若干配送区

域；最后，利用最近点归纳算法将配送点归入相近

的道路上，并结合配送区域和配送中心的位置，选

择某种人工智能算法形成配送线路。

图４为本文算法的原型系统效果。图４（ａ）

为上述双重聚类算法的实现，图４（ｂ）为配送路线

形成和配送模拟效果图。这些实践证明了本文框

架和算法的有效性。

图４　两次空间聚类和线路形成效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ｉｃ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Ｒｏｕｔｅ

地理信息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

作为ＧＩＳ的分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在物流配送

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必将在包括烟草企业在内的

物流信息化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

ＧＩＳ自身也在从以往的传统概念的信息系统向信

息服务方向发展，即从“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到“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本文的这些研究工作对于地理信息走向

面向服务的应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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