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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犃和犌犐犛的动态路径诱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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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立时间依赖的动态交通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ＧＡ）和ＧＩＳ的动态路径诱导

算法。针对动态交通网络的特性，设计了特定个体适应值函数和选择、交叉、变异算子。仿真实验结果验证了

此算法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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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路径诱导是指通过诱导信息来帮助出

行者找到最佳出行路线，从而合理分配整个交通

网络上的交通流，减少整个系统总的交通时

耗［１，２］。传统算法［３５］只能解决静态的路径优化，

对于交通状况不断变化的庞大的动态交通网络无

能为力［６］，且传统算法的效率过低，不能满足实时

性的要求［７，８］。现有的动态最优路径算法［９，１０］，所

使用的交通网络模型都没有考虑交通网络的地理

特征，都是基于抽象的图论建立的网络。交通网

络与通信等网络是有区别的，交通网络上的最佳

路径与交通线路的空间分布有关。

本文从提高算法的效率入手，在建立具有空

间分布特征的动态交通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提出

了基于ＧＡ和ＧＩＳ的动态路径诱导算法。

１　动态交通网络优化模型

１．１　交通网络模型

定义１　设图犌＝｛犞，犈，犠（狋）｝，其中犞 为顶

点集合，犈为边集合，犠（狋）为顶点和边权函数集

合，犠（狋）为时间狋的函数，则称犌为时间依赖网

络（ＴＤＮ）。

将动态交通网络映射成一个连通的时间依赖

带权有向图犌：｛犞×犜，犈×犜，犠（狏，狋），犠（犲，狋）｝，如

图１所示，数字表示道路节点；箭头表示道路的方

向，单箭头表示道路只能单向行驶，双箭头表示道

路可双向行驶；犠０ 表示阻抗函数；（狓，狔）表示坐

标值。其中，犞 表示交通网络上所有节点（道路的

交叉路口或道路的终点抽象而成）的集合，犞＝

｛（１，２，… ，狀）｜狀表示节点编号｝；犈表示网络上

所有边（道路线路抽象而成）的集合，犈∈犞×犞＝

｛犲（犻，犼）｜犻≠犼，犻，犼∈犞｝，犻是犲的起点，犼是犲的终

点；犜是时间闭区间［狋０，狋犿］，狋０是从起点出发的时

刻，狋犿是到达终点的时刻。在交通网络中，为了能

适当地计算每一路段的交通阻抗，需要对时间区

间进行离散化处理，把一天２４ｈ分成不同的区

段［１１］，所以犜可表示为：犜＝｛狋０，狋０＋Δ，狋０＋２Δ，

…，狋０＋（犕－１）Δ，…，狋犿｝，Δ为较小的时间间隔，

一般取５ｍｉｎ，假定在该间隔内路段的交通状况

不发生变化。犞×犜＝｛（犻，狋犽）｜犻∈犞，狋犽∈犜｝，表示

结点的状态空间，有序对（犻，狋犽）表示结点的一个

状态，同样一个结点，在不同的时间段状态也可能

图１　交通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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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如交叉路口在不同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交

通状况。犈×犜＝｛（犲（犻，犼），狋犽）｜犲（犻，犼）∈犈，狋犽∈犜｝，表

示网络边的状态空间，有序对（犲（犻，犼），狋犽）表示网络

边的一个状态，同样一条边，在不同的时间状态也

可能不同，如交通线路在不同时间可能会有不同

的拥挤程度。犠（犻，狋）表示网络节点犻的阻抗函数，

即犻在狋时刻的交通阻抗；犠（犲，狋）表示网络边犲的

阻抗函数，即犲在狋时刻的交通阻抗；犠（犻，狋）和

犠（犲，狋）的值为非负，以时间量纲度量。

１．２　优化模型

定义２　在ＴＤＮ中，设犘犻，犼为顶点犻至顶点犼

所有路径的集合，犘犻，犼（犾）表示其中任一条路径，若

存在路径狆′犻，犼∈犘犻，犼，使

犉（狆′犻，犼）≤犉（犘犻，犼（犾））　犘犻，犼（犾）∈犘犻，犼 （１）

成立，其中犉（·）＝∑犠（狋），则称狆′犻，犼为时间依

赖网络最短路径ＴＤＳＰ。

设从起点犗到终点犇 的路径为（犗＝犻，犲犻犼，犼，

犲犼犽，犽，…，狀＝犇）。路径诱导算法要解决的就是找

到一条从犗到犇 交通阻抗最小的路径，这是个组

合优化问题，可用以下数学模型来描述：

ｍｉｎ ∑
犲（犻，犼）∈犈

犠（犲（犻，犼）
，狋（犻，犼）

）狓犻犼＋∑
犻∈犞

犠（犻，狋犻
）狓犻犼

＋∑
犼∈犞

犠（犼，狋犼
）狓犻犼 （２）

ｓ．ｔ． ∑
犻，犼∈犅

狓犻犼 ≤ 犅 　２≤ 犅 ≤狀－２

犅 ｛１，２，…，狀｝ （３）

狋（犻，犼）＝狋犻＋犠（犻，狋犻
） （４）

狋犼 ＝狋（犻，犼）＋犠（犲（犻，犼）
，狋（犻，犼）

） （５）

狓犻，犼∈０， ｝１ 　犻，犼＝１，２，…，狀，犻≠犼 （６）

　　在模型中，式（２）为目标函数，式（３）～（６）为

约束函数；狓犻，犼、狋（犻，犼）、狋犻、狋犼为决策变量，狓犻，犼表示目

标路径是否经过道路犲（犻，犼），狋（犻，犼）表示从道路犲（犻，犼）

起点开始行驶的时刻，狋犻表示到达节点犻的时刻，

狋犼表示到达节点犼的时刻。目标函数式（１）欲使

目标路径的交通阻抗达到最小；式（３）可以避免目

标路径在不同时间通过同一条路段，其中集合犅

是一条路径中所有节点所组成的集合的子集，

｜犅｜表示集合犅中元素的个数；式（４）和式（５）是到

达节点和到达道路起点的时间约束；式（６）中的决

策变量狓犻，犼＝１表示目标路径在某个时段经过道路

犲（犻，犼），狓犻，犼＝０表示目标路径不经过道路犲（犻，犼）。

２　动态路径诱导遗传算法

２．１　交互式遗传算法

交互式遗传算法［１２１４］把人的评价结果作为进

化个体的适应值参与进化过程，是一种把人的主

观评价作为进化个体适应值的进化优化方法。

不同的出行者在选择出行路径时会有不同的

选择心理，因此不同的人可能对相同的路径有不

同的评价，有人会认为是最佳路径，而对有的人来

说却未必。比如出租车司机会选择行驶距离最短

的道路，因为他们对大街小巷比较熟悉，选择行驶

距离最短的道路可以花费最小。而普通人却倾向

于选择主干道出行，因为他们对大街小巷不太熟，

去找一条偏僻的道路肯定会花费更大。因此，把

交互式遗传算法用于动态路径诱导可以选出适合

不同出行者的最佳出行路径。出行者根据各自的

需要选择对自己来说最佳的出行路径，这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动态诱导中的Ｂｒａｃｅｓｓ现象。

２．２　算法原理

２．２．１　染色体编码规则

染色体编码有二进制编码和实数编码两种形

式。由于动态路径诱导算法中的基因是路网结

点，而这些结点的排列顺序正好就是所要求的路

径，所以采取有序的实数编码方式更为合理［１５］。

假设路网中的结点数为犖，如果染色体的基因数

为犖，对于一对给定的起讫对犗犇，其染色体的第

一个基因即为犗，然后是犽个中间结点（０≤犽≤

犖－２），最后是节点犇，如犽＜犖－２，则还需要在

后面补０，使基因总数为犖，此时染色体的长度为

犖。城市交通网络图中的节点数较大，如果基因

数为犖 将产生巨大的搜索空间，算法的效率将无

法保证。因此，采用不等长可变染色体的实数编

码形式，这种编码形式很适合相同起点和终点之

间的不同连通路径具有不同结点数的情况。

２．２．２　种群的初始化

在交通网络中两点的最佳路径具有一定的方

向性，考虑到遗传算法和动态交通网络的性质，本

文采用启发式算法来得到算法的初始种群：① 以

起点作为染色体的第一个基因，以终点作为染色

体的最后一个基因，连接犗 与犇 成直线段犗犇；

② 计算所有以犗为起点的边与犗犇的夹角，选取

夹角最小的那条边的顶点作为染色体的第二个基

因，并标记该点；③ 以第二个节点为起点按步骤

②的原理求第三个结点（没标记的节点）作为第三

个基因；按此方法一直到终点犇，即求得一个初始

染色体；④ 重复步骤②和步骤③求下一个染色

体，一直求够所要求的种群数量。

２．２．３　选择算子

定义适应值函数为从犗到犇 所经过的路段

和节点的交通阻抗之和，第犽个染色体的适应值

７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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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可表示为：

ｅｖａｌ（犽）＝∑犠（犻，狋）＋∑犠（犲，狋） （７）

　　此时，适应值低的值是好的解。常用的选择

机制有轮盘赌、最佳个体保留、随机竞争等［８］。本

文采用轮盘赌方式进行个体的选择，但对轮盘赌

方式进行了改进，加进了出行者的干预。出行者

根据各自的需要可以设定一限值，比如说出行者

必须在１ｈ之内赶到机场，此时他就可以设定限

值为１ｈ，当某一代有个体的适应值小于这一限

值时即认为求得了满足出行者的最佳路径。而且

出行者可以根据自己对道路情况的了解对道路的

赋权进行修正，使适应值更适合出行者的心理。

２．２．４　交叉算子

本文设计了一种启发式交叉操作，使在交叉

过程中不是随机地，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交叉，其具

体步骤为：① 按一定交叉率犘犮 选出需交叉染色

体，并随机配对；② 扫描双亲，根据各节点的空间

分布，利用ＧＩＳ中的距离计算功能计算出从一双

亲的结点到另一双亲的结点之间的连通距离，找

出距离最短的基因对；③ 在这对基因之间进行交

叉；④ 调整后代交叉位置间的节点，使后代表示

的路径合法。

２．２．５　变异算子

考虑到交通网络图拓扑关系的约束，普通的

单点变异算子的运算在此也会产生非法个体，故

要对变异算子进行改进。本文采取的变异方式分

两步进行：① 以一定概率选择变异的基因位置，

此概率为随机的；② 然后去掉此基因，再随机找

一条连通路径把前后基因位连接起来。

２．２．６　算法步骤

动态路径诱导算法的形式化描述为：① 确定

节点阻抗函数 犠（犻，狋）和网络边阻抗函数 犠（犲，狋）；

② 种群的初始化；③ 确定满足出行者要求的适

应值，计算种群各染色体的适应值ｅｖａｌ（犽），如有

适应值满足出行者的要求，算法终止，否则转步骤

④；④ 进行选择操作；⑤ 进行交叉操作；⑥ 进行

变异操作；⑦ 转步骤③。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动态路径诱导算法，已在

ＧＩＳ软件平台ＡｒｃＧＩＳ９．２的支持下，用开发工具

ＶＢ．ＮＥＴ编程仿真实现。种群大小为５０，交叉概

率狆犮＝０．８５，变异概率狆犿＝０．０２。实验所用的数

据是成都市区道路交通网络，此交通网络共有

５４２７个结点，７９７８条边；共分２６０个时间间隔。

随机选取了１０对犗犇，每对犗犇 选取不同的初始

种群计算了３次，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Ｄ对

起点 终点
收敛值／ｍｉｎ 平均计算时间／ｓ

西南交大 双桥子 ５７．２ ４．８

市职业中专 市邮政局 ７４．３ ６．７

四川彩印厂 年家院子 １０９．７ ８．２

除尘设备厂 红光电子厂 ８１．５ ７．５

火车站 省地矿厅 ４５．７ ３．２

周家院子 锦江铜管厂 １０４．８ ７．９

福星彩砖厂 天府广场 ５７．３ ４．７

张家院子 龙泉花茶厂 １５０．７ ９．３

九里堤 盐市口 ３６．６ ２．４

丽都花园 朝阳公寓 ６３．２ ５．３

　　在实验中，给定不同的初始种群进行计算，计

算结果都能收敛，说明此算法有良好的收敛性。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算法计算到最佳路径的平均

计算时间只有６ｓ，说明算法有很高的效率。

４　结　语

１）在交通网络中，即使同一条道路，在不同

的时间段交通状况也会不同，比如上下高峰期就

比平时拥挤。因此，道路的交通阻抗是随时间变

化的，即时间因子是路阻函数的一个关键自变量。

建立时间依赖的动态交通网络模型比传统的静态

交通网络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普遍意义。

２）交通线路具有空间分布特征，在建立用于

路径诱导的交通网络模型时必须考虑到此特点，

而ＧＩＳ的主要特点就是具有空间分析能力，实验

证明ＧＩＳ应用于车辆行驶路径的诱导是有效的。

３）交通网络的动态性使得传统的理论和算

法不能够满足动态路径诱导的要求。仿真实验证

明了时间依赖动态交通网络模型的正确性，以及

算法良好的收敛性和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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