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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态车辆路径规划是智能交通和商业物流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其最大的优点是就是综合考

虑了各种实时信息，及时优化更新配送车辆的行驶路径，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

时相关动态车辆路径规划模型。该模型将时变的交通信息和动态客户订单考虑在内，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动态

更新效率和优化结果，为此类动态车辆路径规划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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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种动态信息的

获取成为可能，如智能交通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Ｓ）、ＧＰＳ和ＧＩＳ。ＩＴＳ、

ＧＰＳ和ＧＩＳ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车辆管理系

统中车辆货物运送的全程实时监控得以实现。已

有众多的学者对实时动态车辆的路径规划问题进

行了研究［１５］。对于动态车辆路径的规划而言，动

态性的描述不仅在于客户需求的变化，其一个重

要的动态特点就是时间依赖性（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ＲＰ）。它可描述为如下情况：一个车队在指派

车辆服务的所有节点中，以全部行驶时间最短为

最优化条件。但车辆在节点之间行驶的时间不是

常量，而是依赖于每天不同的时间交通状况发生

变化，即交通网络中弧段犔（犻，犼）的代价随时间不

同而发生变化。

目前，对时间依赖路径规划（ＴＤＴＳＰ）问题的

处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两节点间的旅行

时间依赖于一天中所处的具体时段，即把一天分

为几个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时段，任意两节点间

的旅行时间不同，这种方式的计算相对简单［６］；另

一类将弧（犻，犼）的旅行时间依赖于节点犻在哈密

顿圈中所处的位置。对这类问题，任意两个节点

间的旅行时间为一时段，因此，在旅行过程中，不

会涉及跨时段的问题［７１０］。本文在文献［１１］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时相关动态路径

规划模型。

１　问题描述

本文考虑的是一个交通网络犌＝（犖∪｛０｝，

犃），犖＝｛１，２，…，狀｝是一组客户位置点，０是所

有车辆的出发点，犃 是网络边的集合。对于所有

的边犻→犼∈犃，狋犻犼代表从节点犻到犼的行驶时间，

它是随着时间和实际路况动态变化的。每一个从

节点犻到节点犼的客户的运货量为犱犻犼，如果从犻

到犼没有货物信息，则犱犻犼＝０。对于所有的犖，客

户的货运情况可由矩阵犇＝｛犱犻犼｝表达，矩阵行表

示取货节点，列表示收货节点，则∑
狀

犼＝１
犱犻犼就表示所

有从犻节点取的货物量，∑
狀

犻＝１
犱犻犼表示所有运送到犼

节点的货物量。为简单起见，这里假设所有的节

点都是简单的一个用户的取货节点和收货节点

＜狆，狉＞犻。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在同一个节点，既

是取货点，又是收货点的复杂节点，则可将节点人

为地拆分为两个简单节点。

在上述前提下，本文所提问题的解决目标是：

① 任何时候，车辆装载不超过犓 的货物量；② 取

货节点必须在收货节点之前；③ 所有车辆必须在

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货物的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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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法模型

动态路径规划算法可以被划分为初始路径规

划和动态更新两个阶段。初始路径构造阶段，将

预知的客户需求信息通过遗传算法全局寻优和路

径内寻优后生成初始路径；动态更新阶段，首先执

行初始路径，当有新的客户需求到达时，将新的客

户需求动态插入已有路径中，同时通知车辆执行

新的路径，循环等待新的客户需求到达，直至所有

的客户需求都运送完成。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动态路径规划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

２．１　初始路径规划

２．１．１　遗传算法全局寻优

已有事实证明，利用遗传算法求解 ＶＲＰ问

题是比较成功的解决方案。本文所解决的问题涉

及多车辆、车辆载货量以及时变的道路交通信息、

路径节点顺序必须满足取货节点在收货节点之前

等限制条件，因此，利用遗传算法的全局优化必须

要经过特殊的染色体编码处理。模型的矩阵染色

体编码模式为：

犇＝

０ 犱１２ ０

０ ０



犱犻犼 



犱狀１

烄

烆

烌

烎０



犇犮 ＝

０ １ ０

０ ０



犓 



烄

烆

烌

烎２ ０

　　矩阵犇 是货运情况，矩阵的行表示取货节

点，列表示收货节点，犱犻犼为货运量。犇 中每一个

犱犻犼！＝０的位置就是染色体的基因，其值由运送

货物的车辆ＩＤ代替，每个基因用三元组形式表示

为＜犖犻，犖犼，犓＞，犖犻、犖犼为取货节点和收货节点

编号，犓 为车辆编号。在犇犮 矩阵中，犱１２由车辆１

运送，犱犻犼由车辆犓 运送。每一组犇犮 就表示了一

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样的编码只能表达

车辆经过了哪些节点，并不能表达某一车辆通过

节点的次序关系，因此，在路径内采用与一般

ＴＳＰ问题一致的编码，从左向右的节点序号表达

一种可能的规划路径。

基因的交叉（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运算操作采用随机选

择的方式。首先，从选择池犔条染色体中随机地

选取一对矩阵染色体，为染色体中每个基因加编

序号（假设有狀个基因）。然后随机产生一个常数

犺＜（狀＋１）／２，以犺和狀－犺位置分别为交换操作

点，为了加速迭代的收敛，必须保证所选择的犺对

基因有两对以上的值不同。基因的突变（ｍｕｔａ

ｔｉｏｎ）是为了防止在寻优过程中陷入局部最优而

将基因值转变为值域范围内的其他值。对每一个

染色体中的基因犻＝１，２，…，狇，给定一个突变概

率值狌［０，１］，随机地选取一个矩阵染色体的基因

犻，计算一个概率，若值在０～狌内，则将其车辆编

号变化为其他车辆，即由其他车辆来运送。也就

是说，每个基因突变的概率是狌狇。交叉和突变运

算后，产生了一对新的染色体，计算新染色体的适

应度函数，如果新染色体的适应度函数小于（优

于）父染色体，则用新染色体取代旧染色体；反之，

保留旧染色体。

矩阵染色体的适应度函数可以表示为每条经

过内部寻优后的路径所花费的行驶时间之和，即

犳＝∑
犽

犻＝１
犆犻ｍｉｎ。通过对每一代染色体进行交叉、突变

以及路径内寻优操作后，模型将更新记录每一代

中的适应度函数最优的一组解决方案。迭代过程

将在进行一个给定的计算次数后停止。

２．１．２　ＴＤＴＳＰ路径内局部寻优

通过遗传算法的交叉和变异操作，可以确定

路径数和每条路径所包含的节点数。在单条路径

内，确定节点的次序问题就是 ＴＳＰ，由于道路交

通流量是变化的，因此，路径内局部优化就是

ＴＤＴＳＰ问题。为便于分析计算，Ｍａｌａｎｄｒａｋｉ等

提出的时间分段策略一直是现有大多数研究所采

用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将一天划分为不同的时间

段，而每一条弧段在同一时间段内的代价为一个

固定的常数，从而将问题转化为相对静态的问题。

本文在这一分段策略的前提下，将一天划分

为三个时段，同时为了便于更新计算，不考虑道路

６７８



　第３３卷第８期 唐　健等：基于遗传算法的时相关动态车辆路径规划模型

交通信息跨时段的变化。由于本文所解决的问题

包含有取货和收货节点区分的问题，因此，采用改

进的启发式随机最邻近搜索（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进行寻优。具体算法描述如下：① 在给

定的时间从出发点出发；② 将当前最后一个节点

到所有未访问节点的边按照权值大小升序排列。

从这一组边列表中，按照给定的概率分布随机选

择一条边添加入路径中。由于节点有取货节点和

卸货节点的区分，随机选取节点也需考虑取货节

点优先的原则；③ 重复步骤②，直到所有的节点

被访问到或达到时间限制和载货量限制条件，返

回出发节点；④ 重复步骤①～③犔次，选择一条

最佳的路径。

２．２　动态更新过程

若有新的客户需求到达时，原有路径就需要

被有效地重新优化。假设新数据在狋时刻到达，

为了重新优化路径，下面的基本信息是必须获取

的：① 每辆车在狋时刻的位置和车辆未完成的节

点；②狋时刻车辆的载货量情况。

若在时刻狋有一个新的订单到达，运货量为

犱，系统首先为这个订单生成一个取货节点和一

个卸货节点，用三元组表示为＜犻，犼，犱＞。由于

ＲＦＩＤ和ＧＰＳ技术的使用，模型系统根据实时获

取当前车辆的载货量信息和实时位置信息，在初

始路径规划结果的基础上，将新节点对插入原始路

径。在动态更新过程中，首先考虑将新的节点插入

已存在的路径，检查所有车辆的当前位置，新的节

点必须插入车辆位置之后。检查每一种可能的插

入情况，计算插入后对原路径的影响犐＝犆犻－犆狅，犆犻

为插入新节点后的路径行驶时间，犆狅 为原始路径

行驶时间，取犐最小的路径插入新节点。若所有的

新路径都无法插入，则要创建一条新路径。

３　试验及分析

３．１　路径初始化实例

为测试上述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利用生成的

一组随机点数据分别进行了初始路径规划和动态

更新的测试。其中，节点产生的范围是在单位１

的方形区域内，节点数设为狀＝５０，车辆载货量为

犓＝１０，行驶速度设为单位１，因而车辆行驶时间

可由几何距离表示。取货节点和卸货节点由试验

系统随机配对，运货量犱在１～１０之间随机生成。

一天的送货总时间限制λ设为４。同时将λ分为

３个均等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内的车辆行驶时

间由０～１随机产生，以表达变化的道路交通信

息。在这些参数设置下，测试了多组数据，当遗传

迭代终止代数设置为１０００时，进行的路径规划

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四组试验初始路径规划结果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ＦｏｕｒＰｌａ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ｏｕ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图２中，犃、犅、犆、犇 四条曲线分别表示路径

初始化算法在上述相同条件设置下重复４次寻优

的过程曲线，横轴为寻优迭代次数，纵轴为寻优结

果。从图中可以看出，４次优化过程在迭代约５００

次之前下降迅速，之后则趋于平稳，递减过程的单

调性比较一致，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在４次寻优结果中，最优结果为１５．００１６６８个单

位，它比最坏的初始结果（２５．０１７１７４个单位）降

低了约４０％，均值初始结果约降低了３５％。在相

同条件下，经过多次重复测试，寻优后的最终结果

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３％，这表明初始路径寻优的

解的质量是比较高的。表１记录了在其他参数设

置相同、节点规模变化的情况下，道路交通信息分

段与不分段时经多次计算后所找到的均值最优解

的对比。

表１　时间分段路径规划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Ｒｏｕ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

节点规模
交通信息时间分段

的均值最优解

交通信息未分时间段

的均值最优解

提高

率／％

５０ １５．０１２３ １７．９２４１ １６．２５

１００ ３７．８９０４ ４２．６４１１ １１．１４

２００ ９４．６９７６ １０１．１８２３ ６．４０

２５０ １４５．４２５１ １５０．４５６９ ３．３５

　　从表１可知，交通时间分段后，所找到的均值

最优解要比不分段时的解有一定程度的优化提

高。特别是当节点规模小于１００时，提高率超过

１０％。显然，已分段形式考虑了交通车流量的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更好地体现真实的动态交通

信息对道路优化结果的影响，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３．２　动态更新实例

假设犐为一次测试实例，令犣（犐）为静态路径

的规划结果，犣（犐′）为动态更新后的结果，犣（犐）

为直接用静态方法规划计算的加入更新节点后的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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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模型采用公式犚＝（犣（犐′）－犣（犐））／犣（犐）

１００％来表达模型更新的有效性。犚值越小，则

更新的有效性越高。如当狀＝５０、犓＝１０时，初始

路径规划的最优结果为犣（犐）＝１４．７８６；动态插入

两对节点后，规划结果变为犣（犐′）＝１６．１７８４５；将

插入的两对节点加入原始结果进行初始优化，规划

结果为犣（犐）＝１５．４６８５，则犚＝４．５８％。

表２是在节点数狀＝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和犓＝１０、

２０、３０，更新节点犖犐分别为２对、４对、６对时的一

组犚值。

表２　动态更新结果分析表

Ｔａｂ．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狀 犓
犚／％

犖犐＝２ 犖犐＝４ 犖犐＝６

５０ １０ ４．５８ ７．４０ ９．５７

５０ ２０ ７．０８ ９．２０ １１．２４

５０ ３０ ８．９０ １０．８０ １２．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５．２５ ６．１５ ８．２８

１００ ２０ ９．００ ９．２０ １１．８７

１００ ３０ ３．９９ ４．６９ ５．６５

２００ １０ １．５５ １．３６ ３．６０

２００ ２０ ０．５３ ２．６０ １．０１

２００ ３０ ６．４５ ４．４９ ０．５７

　　从表２结果可以看出，当节点数小于等于

１００时，绝大部分的有效性（犚值）都小于１０％，同

时，犚值随节点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当节点数

狀和车辆载货量犓 相同时，随着动态插入节点数

的增加，更新结果的犚 值又有所增加，表明模型

在更新的节点数相对原始节点较少时，有效性比

较高。上述规律也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动态更

新只是局部更新，并非全局优化。当动态插入的

节点数增多时，对原先全局优化的路径冲击就会

变大，有效性也会相应降低。但总体上来说，本文

所提出的动态更新机制在小规模的节点插入更新

时，是具有较高的更新效率和有效性的。

４　结　语

动态车辆路径规划是智能交通和商业物流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综

合考虑了各种实时信息，及时优化更新配送车辆

的行驶路径，从而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本文提

出的遗传算法的初始优化和局部动态更新的方法

同时解决了客户需求变化和交通信息变化两种动

态因素同时影响下的路径规划问题。试验结果表

明，初始优化的稳定性和解的质量和动态更新的

有效性均都有很大的改进。该方法适合于现代通

信技术和ＩＴＳ交通信息支持下的动态车辆管理。

同时，该方法也还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当动态插入

的节点数比较多时，节点更新的有效性会下降，不

适合问题规模比较小的情况。对该问题的优化将

是今后继续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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