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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向搜索策略的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以改进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优路径算法为基础，从起

点和终点同时搜索，分别构造正序和逆序最优路径树，计算网络中两点之间的多条参考犓 则最优路径。详细

描述了算法设计思想和运行过程，分析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并通过实际路网验证了算法的效率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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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路径问题是交通工程、计算机科学、运筹

学、地理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犓 则最优

路径旨在寻找起点和终点间所有可达路径中耗费

最小、次小、直至第犽小的路径，得到多个备选优

化路径形成最优路径组，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对

不同路径的选择需求［１］。求解犓 则最优路径问

题最著名的算法是以单源单标准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为

基础的去边算法［２，３］，该算法在求得最优路径后，

依次舍弃该路径中的每条边并重新计算得到次优

路径。目前，应用广泛的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
［４１０］

还包括理论严密的犓 链表标记算法、候选删除边

算法以及有损的“惩罚因子”算法、背离路径算法、

删除连接边算法等。但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或者

时间复杂度高，运行效率低，实现复杂；或者求解

精度低，结果存在较大偏差，可用性有待提高。

１　算法描述

双向搜索是一种经典的限制搜索策略，在

ＧＩＳ网络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广泛
［１１］。

１．１　双向最优路径树构造

以起点为根构造的最优路径树是正序树，以

终点为根构造的最优路径树为逆序树。扩展正序

树时，与节点相邻的节点为其出度节点，而逆序树

中节点的相邻节点为其入度节点。

从最优路径树的生成原则可知，需要同时保

存节点的出度和入度拓扑邻接信息，以保证在交

汇节点拼接后得到的路径是从起点到终点方向的

可达路径。

１．２　算法设计与运行过程

采用双向搜索策略的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流

程如图１所示。其中犛、犇代表起点和终点，犓 是

要求的备选路径数，狋是当前求得的路径数。算

法结束条件为找到犓 条路径或者起终点已经被

永久标记。

构造如图２所示无向图来解释该算法的运行

过程，求解节点３到节点１８之间的前４条最优路

径。其中圈内为节点编号，弧段旁的数值为弧段

耗费值。

按照前述方法，正序树和逆序树中每个节点

按顺序永久标记如下，其中括号中的数字分别表

示节点被永久标记的顺序、父节点和最小费用：

正序树：３（１，－１，０），１（２，３，１０），２（３，３，

１５），５（４，３，１８），４（５，３，２１），６（６，５，２３），７（７，

６，２７），８（８，７，３１），１１（９，４，３２），９（１０，８，３４），

１２（１１，１１，３７），１０（１２，９，３９），１４（１３，９，５４），１３

（１４，１０，６２），１６（１５，１４，６４），１８（１６，１３，７２）；

逆序树：１８（１，－１，０），１３（２，１８，１０），１６（３，

１８，１１），１４（４，１３，２０），１５（５，１６，２１），１７（６，１６，

２１），１０（７，１３，３３），１２（８，１０，３７），９（９，１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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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双向搜索的犓则最优路径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犓
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８（１０，９，４１），１１（１１，１２，４２），７（１２，８，４５），６（１３，

７，４９），４（１４，１１，５３），５（１５，６，５４），３（１６，５，７２）。

图２　犓则最优路径算法示例

Ｆｉｇ．２　Ｔｈｅ犓
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由以上各节点在正序树和逆序树中的永久标

记顺序可以看出：在正序树的第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１４、１５代可以分别以节点９、１２、１０、１４、１３、１６为

中间节点，向两棵最短路径树回溯。剔除２条重

复路径后，最后得到４条备选路径如下：

①３－＞５－＞６－＞７－＞８－＞９－＞１０－

＞１３－＞１８；ｃｏｓｔ＝７２；

②３－＞４－＞１１－＞１２－＞１０－＞１３－＞

１８；ｃｏｓｔ＝７４；

③３－＞５－＞６－＞７－＞８－＞９－＞１４－

＞１３－＞１８；ｃｏｓｔ＝７４；

④３－＞５－＞６－＞７－＞８－＞９－＞１４－

＞１６－＞１８；ｃｏｓｔ＝７５。

２　算法讨论与复杂度分析

在正序和逆序最优路径树构造时采用基于四

叉堆优先级队列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其时间复杂度

为犗（狀ｌｇ（狀））
［１２］。每个节点被扩展时，标记节点

和修改邻接点信息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１）。

判断单个永久标记节点是否在另一棵树中的

同代或者上代永久标记节点列表中的时间复杂度

为犗（１）。因为节点犻是否在另一棵树中的同代

或者上一代中被永久标记，只需要判断ＲｅｖＴｒｅｅ

［犻］是否大于０且小于等于该节点在对应的最短

路径树上生成时的序号。

在回溯生成某条路径时，判断路径是否已经

生成：① 判断中间点与两棵树中的父节点直接相

连的子路径是否在已生成路径中存在过。这个过

程需要两次位运算。② 如果该子路径已经存在，

就要在已生成的这些路径中循环比较总费用是否

相等。③ 若总费用相等，再依次比较各个节点是

否相同。

判断一条路径是否存在回路的时间是犽×犿，

其中犽是目前已生成的路径数，犿 是每条路径的

平均节点数，均可看作常数，因此最坏情况下时间

复杂度为犗（犽×犿）。

所以，本文所提出的双向搜索犓 则最优路径

算法的总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２狀＋２狀＋犽２犿 ＋犽犿

＋狀ｌｇ狀）。由于犿 的上限为狀，所以在最坏情况

下，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犽２狀＋狀ｌｇ狀）。但是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犽通常较小，可以看作一

个常数，而犿＜＜狀，则运行的时间复杂度可降到

犗（狀＋狀ｌｇ狀）。在运行时，双向搜索算法只需要运

行两次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

“去边”犓 则路径算法要循环多次运行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最优路径算法，其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

为犗（ｅ犽－１狀
２），其中犲为路径的平均边数。另一

种理论严密算法犓 链表标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为犗（犽狀＋狀ｌｇ狀），背离路径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犗（犓犿（狀＋犿＋狀ｌｇ狀）），删除边算法时间复杂度为

犗（犿＋犿狀ｌｇ狀）。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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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应用实例

本文采用北京市东城区的道路网络对算法进

行了应用测试。该道路网络包含１７３８条边和

２４１５个节点，如图３所示。

图３　实验道路网络

Ｆｉｇ．３　Ｐｉｌｏｔ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首先按系统采样的方法，在网络中选取了６个

节点，节点ＩＤ号分别为１、３０１、６０１、９０１、１２０１、

１５０１。作为比较，分别采用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严

密的犓标记算法
［４，５］（与去边算法相比，效率较高）

和有损的背离路径算法［６］以及本文提出的双向搜

索算法计算由这６个节点组成１５个节点对的犓

则最优路径（犽＝５）。分别用序号１～１５表示节点

对（１，３０１），（１，６０１），（１，９０１，），（１，１２０１），（１，

１５０１），（３０１，６０１），（３０１，９０１），（３０１，１２０１），（３０１，

１５０１），（６０１，９０１），（６０１，１２０１），（６０１，１５０１），（９０１，

１２０１），（９０１，１５０１），（１２０１，１５０１）。所有算法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６编写，在Ｐ４３．２Ｇ，内存１Ｇ的台式机

上运行。记录算法运行耗费ＣＰＵ 时间，并计算

结果精度。第犻条路径精度计算公式为：

犪＝１－ａｂｓ（犆犻－犚犻）／犚犻 （１）

式中，犆犻是本算法得到的第犻优路径长度；犚犻是理

论上第犻优路径长度。算法的总精度为５条路径

精度的平均值。实验结果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犓 标记算法作为理论

严密的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虽然没有精度损失，

但是运行效率相对较低。在实验中，背离路径算

法的总运行时间是犓 标记算法的２５．８％，而双向

搜索算法的总运行时间仅为 犓 标记算法的１．

０５％，是背离路径算法的４％。而在精度上，背离

路径算法的平均精度为９９．０８％，双向搜索算法

的平均精度为９８．９％。

本文提出的算法已经在所研发的出行路径规

图４　双向搜索犓则最优路径算法精度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犓
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图５　双向搜索犓则最优路径算法效率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犓
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划系统ＳＭＴＤｅｓｋｔｏｐ中实现，图６为采用本文所

提出的双向搜索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求解东直门

地铁站（节点犪）到体育场中学（节点犫）之间的前

５条最优路径结果。

图６　双向搜索犓则最优路径算法应用实例

Ｆｉｇ．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犓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

路径１：途经东直门南大街、工人体育场北路、

新中西街、吉市口八条、工人体育场西路、工人体育

场南路，到达体育场中学，全程路径：２９２１ｍ；

路径２：途经东直门南大街、朝阳门北大街、

吉市口五条、工人体育场南路，到达体育场中学，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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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路径：２９２５ｍ；

路径３：途经东直门南大街、工人体育场北

路、东中街、潘家坡胡同、工人体育场西路、工人体

育场南路，到达体育场中学，全程路径：２９４６ｍ；

路径４：途经东直门外大街、十字坡街、工人

体育场西路、工人体育场南路，到达体育场中学，

全程路径：２９４８ｍ；

路径５：途经东直门南大街、工人体育场北

路、东中街、吉市口五条、工人体育场南路，到达体

育场中学，全程路径：２９５２ｍ。

和传统的理论严密和有损犓 则最优路径算

法相比，本文提出的双向搜索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

易于实现、运行效率高、精度损失低，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在后续工作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

在保证运算结果精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大备

选最优路径之间的差异性，减小重复率，以提高结

果的可用性；同时，需要研究在动态变化的路网环

境下，由于路径耗费的时序特征所带来的静态犓

则最优路径算法如何进行动态改造，以适应用户

的实时性需求。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ｏｆｆｍａｎＷ，ＰａｖｌｅｙＲ．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犖ｔｈＢｅｓｔＰａ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Ｍ，

１９５９（６）：５０６５１４

［２］　ＡｚｅｖｅｄｏＪＡ，ＭａｄｅｉｒａＪＪＥＲＳ，ＭａｒｔｉｎｓＥＱＶ，

ｅｔａｌ．Ａ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ＩＲＯ＇９０，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Ｉｔａｌｙ，Ｉｔａｌｙ，１９９０

［３］　ＭａｒｔｉｎｓＥ．Ｑ．Ｖ，ＳａｎｔｏｓＪ．Ｌ．Ｅ．Ａ Ｎｅｗ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Ｐａｔｈ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ａ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１）：４７６２

［４］　戴树贵，陈文兰．一个求解犓 短路径实用算法［Ｊ］．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５，３６：６３６５

［５］　陈文兰，潘荫荣．一个求解次短和渐次短路径的实

用算法［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０６，２３（１）：９４

９６

［６］　王明中，谢剑英，陈应麟．一种新的犓 则最短路径搜

索算法［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４，３０：４９５０

［７］　袁红涛，朱美正．犓 优路径的一种求解算法和实现

［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４（６）：５１５３

［８］　王峰，游志胜，曼丽春，等．基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的前犖 条

最短路径算法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Ｊ］．计算机

应用研究，２００６（９）：２０３２０８

［９］　ＳａｎｔｏｓＪＬ．犽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Ｒ］．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ｉｍｉｂｒａ，Ｃｏｉｍｉｂｒａ，２００６

［１０］ＭｉｌｌｅｒＨＪ，ＳｈａｗＳＬ．ＧＩＳＴ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陈洁，陆锋．交通网络最短路径标号算法的实现与

效率分析［Ｊ］．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５，１０（９）：１

１３４１１３８

［１２］陆锋．最短路径算法：分类体系与研究进展［Ｊ］．测绘

学报，２００１，３０（３）：２６９２７５

第一作者简介：高松，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ｓ＠ｌｒｅｉｓ．ａｃ．ｃｎ

犃犓狋犺犛犺狅狉狋犲狊狋犘犪狋犺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狑犻狋犺犅犻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犪狉犮犺

犌犃犗犛狅狀犵
１，２
　犔犝犉犲狀犵

１
　犇犝犃犖犢犻狀犵狔犻狀犵

１，２

（１　ＬＲＥ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１１ＡＤａｔｕ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ＡＹｕｑ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ｗ犓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ｅ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ｔｈｅｐａ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ｂｏ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ｔｒｅｅ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ｌｙｓｏｔ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ａｎｄ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ｒ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ｅａ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犓
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ＧＡＯＳｏｎｇ，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Ｓ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ｓ＠ｌｒｅｉｓ．ａｃ．ｃｎ

１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