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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以交通规划网络方案作为上层规划，而在给定路网结构下的交通平衡分配作为下层规划的离散

交通网络设计双层规划模型，设计了基于模拟退火算法和路径搜索算法的ＳＡＧＰ求解算法。相对传统基于

路段搜索的平衡配流算法，采用路径的搜索算法抓住了 Ｗａｒｄｒｏｐ平衡的本质特征，采用逐步增加路径的方

式，取得了较好的运算效率。最后使用算例对算法和模型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的结果表明，模型和算法都是

有效的，上下层算法均具有良好的收敛速度和求解效率，能够很好地解决大规模的路网规划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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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网络设计问题是指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交

通网络，用定量方法确定添加新路段，和对已有路

段进行改进以提高其通行能力的问题。按照问题

的性质，交通网络设计问题可以分为离散性网络

设计 问 题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ＮＤＰ）和连续性网络设计问题（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ｅｔ

ｗｏｒｋ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ＮＤＰ）两类。其中ＤＮＤＰ

是在现有的交通网络中确定需要新建设的道路，

而ＣＮＤＰ是在现有的交通网络中，确定已有的部

分道路应提高通行能力的幅度。

对于ＤＮＤＰ求解算法问题，ＬｅＢｌａｎｃ对其进

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最先使用分枝定界法对有固

定投资限制的 ＤＮＤＰ 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１］。

Ｐｏｏｒｚａｈｅｄｙ和Ｔｕｒｎｑｕｉｓｔ提出了一种典型的近似

算法用于解ＤＮＤＰ的整数规划模型，Ｂｏｙｃｅ、Ｊａｎ

ｓｏｎ、Ｃｈｅｎ和Ａｌｆａ也对ＤＮＤＰ的各种变量和模型

进行了研究，Ｗｉｌｌｉａｍ等提出了具有弹性需求的

以随机性用户平衡（ＳＵＥ）分配为基础的ＮＤＰ解

析算法，其方法或模型精度以及有效性如果扩展

到多用户类、多目标函数的整合方式，以及模型对

真实数据的合理性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２８］。

１　变量定义及假设

假设犃１为网络中已有的路段的集合；犃２为网

络中待添加的路段的集合，且｜犃２｜＝犿；犚为路网

中的出行起点集合，狉∈犚；犛为路网中的出行终点

集合，狊∈犛；犃为网络中路段的集合，包括已有路

段和待添加的备选路段，即犃＝犃１∪犃２；狓犪为路

段犪上的总的交通流量，其相应的列向量为狓＝

｛狓１，…，狓犪，…｝；狋犪为路段犪的走行时间，显然路

段犪的走行时间是其上流量的函数，即应有狋犪＝

狋犪（狓犪）；犓狉狊为ＯＤ对（狉，狊）之间的路径集合；犳
狉狊
犽为

点对（狉，狊）间的第犽条路径的交通流量；犫犪为路段

犪上（预计）投资额；犅为路网预算总投资额上限；

狇狉狊为点对（狉，狊）间的出行交通量；同时，定义决策

变量如下：

狌犪为路段犪上投资决策变量，且

狌犪 ＝
１，修建路段犪

０，｛ 其他

　　δ
狉狊
犪，犽为路段犗 路径相关变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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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狉狊
犪，犽 ＝

１，若路段犪在ＯＤ对（狉，狊）之间的

　 第犽条路径上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２　优化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管理者为领导者、用户为跟随者的

双层数学规划模型来描述问题，即以交通规划网

络方案作为上层规划、交通分配作为下层规划的

双层规划模型。

按照用户对出行路径、路段信息等的掌握情

况，交通分配问题可以分为用户完全掌握出行信

息的确定型交通分配，以及用户具有个人偏好和

感知误差的随机型交通分配问题。在交通规划层

面，一般采用确定型交通分配模型即可。这里也

选用确定型交通分配作为本文中优化模型的下层

模型表述形式。

由此，离散型的交通网络设计问题可以用下

面的双层规划模型表示：

　　上层模型（犝）

ｍｉｎ犆＝∑
犪∈犃１

狓犪狋犪（狓犪）＋∑
犪∈犃２

狓犪狋犪（狓犪） （１）

　　　ｓ．ｔ． ∑
犪∈犃１

狌犪犫犪 ≤犅 （２）

狌犪 ∈ ｛０，１｝，犪∈犃２ （３）

下层的确定型交通分配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下层模型（犔）

ｍｉｎ犜＝∑
犪∈犃∫

狓犪

０
狋犪（狓犪）ｄ狓　　　 （４）

　ｓ．ｔ． ∑
犽∈犓狉狊

犳
狉狊
犽 ＝狇狉狊，狊∈犛，狉∈犚 （５）

犳
狉狊
犽 ≥０，狊∈犛，狉∈犚，犽∈犓狉狊 （６）

狓犪 ＝∑
狉∈犚
∑
狊∈犛
∑
犽∈犓狉狊

犳
狉狊
犽δ

狉狊
犪，犽，犪∈犃 （７）

狓犪 ≤犕狌犪，犪∈犃 （８）

３　求解算法

３．１　上层网络优化模型的犛犃算法的参数设置

ＳＡ算法（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包括解的邻域

构造、温度参数的下降规则、同一温度下平稳状态

下的迭代步长、算法终止原则等，其选取的合理性

是算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最优解的保证。

１）ＳＡ算法的邻域构造，具体有变换方法和

互换方法两种生成方法。邻域生成的变换操作，

是选择集合犃２中的任意一条路段，将其当前状态

（是否修建）进行转换。互换操作则是随机地选择

集合犃２中的两条路段，但是要求这两条线路的当

前状态（是否修建）不一样，然后将这两条线路的

当前状态进行互换。

２）温度参数是ＳＡ算法中的一个关键参数，

主要包括初始温度选取及温度下降函数的确定。

３）考虑ＤＴＮＤＰ的具体特性，ＳＡ算法在同

一温度的迭代次数采用迭代次数下限、上限和接

受频率来综合控制。下限初值为网络结点数的５

倍，上限初值为网络结点数的１０倍，接受频率初

值为０．６；随着温度的逐步降低，迭代次数的上下

限和接受频率适当提高。

３．２　下层交通分配优化模型的求解算法

求解确定性用户平衡的交通分配，Ｆｒａｎｋ

Ｗｏｌｆｅ算法没有储存路径信息，传统的路径算法

均不适应大规模路网。同时，为了能够研究大规

模的交通网络优化设计问题，本文采用效率较高

的基于路径的梯度射影算法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ＧＰ）。

３．２．１　交通分配问题的ＧＰ算法

交通流分配问题的算法可以分为基于路段的

搜索算法和基于路径的搜索算法两类。路段搜索

算法的最大好处是用路段流量作为决策变量，而

不必关心交通流量的路径选择具体信息。相对于

路段配流算法，路径配流算法需要在计算时耗费

更多的存储空间，但能够提供更多的交通流信息，

同时求解效率很高。随着近年来计算机计算和存

储能力的飞速提高，路径的存储问题不再受到这

一因素的困扰［９１２］。

非聚集式单纯型分解算法（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ｉｍ

ｐｌ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ＳＤ）和ＧＰ是两种最典型

的路径配流算法。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ＧＰ算

法的求解效率和解的质量一般要优于ＤＳＤ。

ＧＰ算法的框架包括初始化、列生成、平衡流

量、终止条件几个步骤。当每一次平衡配流后，都

要进行终止条件的检查。终止条件通常是最大的

非最短路径阻抗的导数不大于某一个事先设定的

容许值ε，这个终止准则直接反映了 Ｗａｒｄｒｏｐ平

衡状态的精确程度。

将下层优化模型犔１ 的路段流量用路径流量

表示，目标函数可以改写为：

ｍｉｎ犜＝∑
犪∈犃∫

∑
狉∈犚
∑
狊∈犛

∑
犽∈犓狉狊

犳
狉狊
犽δ
狉狊
犪，犽

０
狋犪（狓犪）ｄ狓＝犜（犳）

（９）

　　对每一ＯＤ对（狉，狊），将当前最短路径添加入

路径集合犓狉狊，并对最短路径流量犳
狉狊
珔犽狉狊
和非最短路

径流量犳
狉狊
犽狉狊
通过下式表达路径流量约束：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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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
狉狊
珔犽狉狊
＝狇狉狊－∑

犽∈犓
犽≠珔犽狉狊

犳
狉狊

犽狉狊
，狉∈犚，狊∈犛 （１０）

　　增加约束条件式（１１）到目标函数（犔１），获得

了一个目标函数是关于非最短路径流量的，仅仅

包括路径流量非负约束的新的模型犔２：

ｍｉｎ犜＝ 珦犜（珟犳） （１１）

犳
狉狊
犽 ≥０，狊∈犛，狉∈犚，犽∈犓狉狊，犽≠珔犽狉狊

（１２）

　　目标函数 珦犜（珟犳）是关于所有ＯＤ对的非最短

路径流量珟犳的表达式，转化形式只有路径流量的

非负约束。根据路径费用在路径之间转移流量，

ＧＰ算法直接使用列生成得到的最短路径结果作

为参照路径定义搜索方向。在每一步的迭代时，

根据下式进行路径流量的迭代更新：

犳
狉狊
犽（狀＋１）＝

　 犳
狉狊
犽（狀）－

α（狀）

狊狉狊犽（狀）
犱狉狊犽（狀）－犱

狉狊
犽狉狊
（狀）（狀（ ）［ ］）

＋

，

　狊∈犛，狉∈犚，犽∈犓狉狊，犽≠珔犽狉狊 　（１３）

犳
狉狊
珔犽狉狊
（狀）
（狀＋１）＝狇狉狊－ ∑

犽∈犓狉狊
（狀）

犽≠珔犽狉狊
（狀）

犳
狉狊
犽（狀＋１），

　狊∈犛，狉∈犚 （１４）

式中，狀表示迭代步数；α（狀）表示步长；犱
狉狊
犽（狀）和

犱狉狊珔犽狉狊（狀）（狀）分别是目标函数犣关于路径流量的一阶

导数（即路径阻抗），狊狉狊犽（狀）是目标函数的二阶导数

海赛矩阵的非负对角元素。式（１３）和式（１４）将非

最短路径上的流量转化到最短路径上去。但由于

步长α（狀）的选取可能使流量出现负值，故式（１３）

中使用［　］
＋代表法线的正的正交方向。在算法

中，通过列生成的方法，不断地把路径添加入路径

集。为提高效率，在每一步的迭代过程中，通过采

用“列清除”策略将很少使用的路径（即路径流量

接近０）从路径集中剔除。

３．２．２　求解下层规划的ＧＰ算法

ＧＰ算法的计算步骤简述如下。

１）初始化。对每一客流ＯＤ对，生成初始路

径。

２）列生成。生成ＯＤ对间的最短路经，如果

该路径不在路径集中，则将其加入。

３）平衡配流。在路径集内求解基于路径的

交通分配问题。

４）收敛判断，满足收敛条件时结束算法，否

则转步骤２），列生成。

在后文中为了方便叙述，将上述上层优化模

型的ＳＡ求解算法和下层优化模型的ＧＰ求解算

法统称为ＳＡＧＰ算法。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交通网络设计实例

为考察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以文献［１３］算

例为例进行说明。具体的网络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中的实线表示实际已经存在的公路线路，实线

上标注的是该线路的通过能力，而虚线则表示目

前需要决策是否修建的线路，共有４条待选建的

路段，其中（６，７）表示对路段进行拓宽。除改进后

的路段（６，７）外，所有路段（包括待建路段）上的旅

行时间计算均采用ＢＰＲ公式：

狋犻犼（狓犻犼）＝狋
０
犻犼＋０．００８（狓犻犼）

４ （１５）

图１中路段上方所示数字即为已有路段的狋０犻犼值，

待建路段的狋０犻犼及该路段建设费用犫犪的值如表１

所示。

图１　算例网络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表１　路段相关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犻，犼） （１，６） （９，１１） （４，７） （７，９） （６，７）

狋０犻犼 １９ ２５ １９ ３０ １３

犫犪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０００

　　改进后的路段（６，７）的旅行时间计算公式为：

狋犻犼（狓犻犼）＝１３＋０．０１（狓犻犼）
４ （１６）

　　网络中共有４个 ＯＤ，其具体的起始点以及

相应流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犗犇对数据

Ｔａｂ．２　ＯＤＤａｔａ

ＯＤ对 （１，１２） （４，９） （９，４） （１２，１）

出行量 ５ ８ ６ １０

４．２　交通网络设计结果分析

ＳＡＧＰ算法使用ＶｉｓｕａｌＣ＃２００５编程实现。

将投资约束设置为１０种不同的值进行求解。在

不同的投资约束下，本文求得的最优解以及目标

函数值，与参考文献［１３］提出的两段式方法（下称

两段算法）的比较如表３所示。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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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资金约束
两段算法 ＳＡＧＰ

目标值 最优网络结构 上层目标值 下层目标值 最优网络结构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７．６８ ３３０．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 ２８３．１４ ２８６．５４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 （１，０，１，０，１） ２５１．２２ ２４９．９１ （１，０，１，０，１）

２５０００ － （１，０，１，０，１） ２５１．２２ ２４９．９１ （１，０，１，０，１）

３００００ － （１，０，１，１，１） ２３３．０９ ２３０．７７ （１，０，１，１，１）

３５０００ － （１，０，１，１，１） ２３３．０９ ２３０．７７ （１，０，１，１，１）

４００００ － （１，１，１，１，１） ２１８．６７ ２１７．８２ （１，１，１，１，１）

４５０００ － （１，１，１，１，１） ２１８．６７ ２１７．８２ （１，１，１，１，１）

５００００ － （１，１，１，１，１） ２１８．６７ ２１７．８２ （１，１，１，１，１）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本算法的计算结果与文

献［１］的计算方案完全一致，说明算法是有效的。

同时相对其提出的两段式算法，本文所提出的

ＳＡＧＰ算法简单、直观且易于实现。

另外，从表３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交

通网络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在投资初

期尤为明显。这时因为新建路段对较繁忙路段起

到了较好的分流作用，使交通网络的运行状况得

到了较大的改善。

４．３　算法收敛性与效率分析

使用ＶｉｓｕａｌＣ＃２００５实现的上述ＳＡＧＰ算

法，在ＰⅣ２．４Ｇ，５１２Ｍ的ＰＣ机上运行上述算例，

计算速度快捷，效率较高，一般只需要３～４ｓ左

右。随机给定初始解，ＳＡＧＰ算法所求的最优网

络结构都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初始解对算法的影

响是可以忽略的，算法也是收敛的，具有较强的鲁

棒性。

上层的ＳＡ算法在实际计算中的收敛是非常

迅速的，图２为资金约束为３０时，上层目标函数

值的变化与ＳＡ算法迭代次数的关系。算法在迭

代了约１０００次的时候就已经搜索到了最优解，

算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这也

证实了前面所设计的ＳＡ算法的有效性。

图２　资金约束为３０时ＳＡ迭次计算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Ａ

而对于下层的ＧＰ算法，以某次迭代为例，它

的收敛性和效率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ＧＰ算

法求得的配流目标函数随着迭代次数迅速下降，

并在迭代６～７次以后，目标函数逐步收敛。由此

可见，本文下层优化算法所采用的ＧＰ算法效率

和收敛性也都较令人满意。

图３　资金约束为３０时ＧＰ算法迭代效果

Ｆｉｇ．３　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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