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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一种结合贪心算法的混合遗传算法及其各种交叉算子，应用于平面图的四色着色问题。通过实

验分析对比了该混合遗传算法的４种可行的交叉算子对该算法的影响，结果显示，边重组交叉算子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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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着色问题起源于地图设计中的着色问题，

是从地图问题中引申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图论问

题。由于图着色问题是 ＮＰ难问题，传统的递归

方法、回溯方法、贪心方法都不能取得很好的结

果［１］，因此，对图着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启发

式算法上［２］。神经网络、遗传算法、蚂蚁算法等成

为研究的热点，且在求解图着色问题上，取得了不

俗的效果［１６］。文献［１］提出了一种结合贪心算法

的混合遗传算法，并通过实验证明了其高效性和

稳健性。但在文献［１］中对遗传算法交叉算子的

多种形式并未进行探讨，而交叉算子是遗传算法

中的重要算子，对遗传算法的进化有着重要的作

用。本文在文献［１］基础上，综合分析几种可行的

交叉算子，并用实验对比各交叉算子对该混合遗

传算法的影响。

１　平面图着色的遗传算法

在文献［１］的混合遗传算法中，因为个体编码

方式是区域编号的一个随机序列，序列中不允许

存在重复的编号，即存在任一区域必须而且只能

着色一次的约束，使得基本遗传算法的交叉操作

（单点、多点等交叉）不能满足这一约束条件。文

献［１］中 采 用 部 分 匹 配 交 叉 方 法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ａｔｃｈ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ＰＭＸ）
［７］。ＰＭＸ操作保留了

部分区域的绝对着色顺序，但是它更多地产生了

父代序列中所没有的部分新序列，所以这种操作

方法的性状遗传特征不太好。对于具有这种约束

编码的情况，可行的交叉算子还有顺序交叉（ｏｒ

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ＯＸ）、循环交叉（ｃｙｃｌ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ＣＸ）和边重组交叉（ｅｄｇ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

ｏｖｅｒ，ＥＸ）
［７］。本文将分析这４种可行的交叉算

子，并通过实验对比各交叉算子对应用于四色问

题的混合遗传算法的影响。

２　混合遗传算法

２．１　染色体编码

假设有犖 个区域要进行着色，将各个区域按

顺序编号，用１，２，…，犖 表示。在混合遗传算法

中，染色体的编码用区域编号的一个随机排列表

示，长度设为区域个数的２倍，其中后犖 个长度

存放该区域着色的颜色编号。区域着色的颜色编

号，可以用１、２、３、４来表示，对应于４种不同的颜

色。这样，用区域编号序列和着色编号序列所组

成的染色体个体就组成了问题的解（区域编号序

列简称为编号编码，着色编号序列简称为颜色编

码）。对于颜色编号的产生方法，文献［１］采用见

好就要的贪心算法［８］。

２．２　适应度函数的设计

沿用文献［１］中的适应度函数设计，也就是用

贪心算法为颜色编码时不存在重复的颜色或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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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颜色最少，即０号编码为０或者最少。这样

可以利用颜色编码中０的总数来评价个体的质

量，简化了个体质量评价的计算量。适应度函数

可以设计为ｆｉｔ（犻）＝／（１＋ｓｕｍ），ｓｕｍ为颜色编码

中０的总数。

２．３　选择算子的设计

按照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机制，适应度高的个

体被选择的概率大，适应度低的个体被选择的概

率小。在选择操作中，采用比例选择方法，即个体

被选择的可能性大小与适应度函数的大小成正

比［７］。个 体 被 选 择 的 概 率 狆犻 为 狆犻 ＝ｆｉｔ

（犻）／∑
犿

犼＝２
ｆｉｔ（犼），犿为种群的大小。

２．４　交叉算子的设计

交叉算子设计的要求是：对于任意区域的编

号序列进行交叉操作后，都能得到另外两个新的

有意义的区域的编号序列。对于混合遗传算法的

染色体编码方式及其约束关系，基本遗传算法的

交叉操作不能满足这一约束条件。

文献［１］中采用ＰＭＸ，其主要思想为：整个交

叉操作过程由两步来完成，首先对个体编码串进

行常规的双点交叉操作，然后根据交叉区域内各

个基因值之间的映射关系来修改交叉区域之外的

各个基因座的基因值［７］。ＯＸ的主要思想为：先

进行常规的双点交叉，然后进行个体巡回路线的

有效顺序修改，修改时，要尽量地维持各区域原有

的相对着色顺序。ＣＸ的基本思想为：任意两条

巡回路线都可能组成一些互不相交的循环回路，

相互交换其中一个循环回路的基因就可能产生出

新的巡回路线。

以上交叉算子都是能够处理具有排序特点的

符号编码串的通用交叉算子，但并未考虑具有邻

接关系问题所具有的特点，所以不能将巡回路线

上的优良性状很好地遗传到下一代群体中。ＥＸ

就充分考虑了该问题的性状遗传特点，这种交叉

操作的主要思想是重点强调了对父代巡回路线上

的边之间的邻接关系的遗传［７］。

　　 本文将该混合遗传算法应用于同一个地图，

采用以上４种交叉算子分别进行实验。

２．５　变异算子的设计

变异算子模拟了生物进化过程中偶然的基因

突变现象，主要是为了增加种群的多样性，避免搜

索陷入局部最优。变异算子可以采用倒位变异、

交换变异方法［７］。倒位变异是将个体编码中随机

选取的两个基因座之间的基因逆序排列，从而产

生新的个体。倒位变异有可能使新的个体与父代

个体相差太大，如随机选取的两个基因座一个位

于个体编码的第一个，另一个位于个体编码的最

后一个，则中间的基因座所作的逆序排列产生的

新个体可能与父代体相差太大。故本文采用交换

变异方法，就是相互交换个体编码中两个随机选

择的基因座中的基因值。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采用 ＶＢ６．０＋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ＭＯ）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环境下实现，ＭＯ用来加载区域数

据并计算各区域邻接关系。用某地区８５个区域

图进行多次实验，实验效果见图１。

图１　某８５个区域的地图着色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ＳｏｍｅＡｒｅａ

对具有８５个区域的图，采用３０个种群、０．６

选择概率、０．２变异概率，应用不同交叉算子进行

实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采用４种交叉算子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交叉算子 结果
次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ＰＭＸ
演化代数 ９０ ７９ ６１ １１５ ２２ ４４ ５９ １３６ ３７ ５４

花费时间／ｓ ２．２０ ２．０３ １．５４ ２．８９ ０．５８ １．１７ １．５５ ３．４２ １．０２ １．３２

ＯＸ
演化代数 ４６２ ２５３ ３５１ ２００ ３８６ ５０６ ６１２ ３０６ ２９８ ９１

花费时间／ｓ １．５４ ３．１５ ３．０３ ０．６６ １．２７ １．６６ ２．０２ １．０１ ０．４６ ０．３０

ＣＸ
演化代数 ５３５ ９５４ ７２６ ６７２ １２９７ ９４３ ５４４ ６３３ １６１０ １４０６

花费时间／ｓ １．１７ ２．０５ １．５６ １．４５ ２．４１ ２．０２ １．６７ １．４４ ３．４６ ３．０１

ＥＸ
演化代数 ７ ３ ５３ ９６ ８ １３ ３６ １８ ４３ ９３

花费时间／ｓ ０．１８ ０．０８ １．３４ ２．４３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９１ ０．４５ １．０９ ２．４３

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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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实验结果可得，从遗传算法的演化代数

来看，采用ＥＸ时平均进化最快，采用ＰＭＸ的次

之，采用ＯＸ的第三，采用ＣＸ的最慢。从算法运

行时间来看，相同的演化代数，ＣＸ＜ＯＸ＜ＰＭＸ＜

ＥＸ。当然算法运行的时间与编程的水平和技巧

等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种交叉算子的

复杂程度。循环交叉只要记住两个交叉个体的第

一个基因值，其他基因座按顺序复制，计算最简

单。边重组交叉，对每一个基因座的值都要读取

其相对应的邻接关系才作决定，计算最复杂。但

从总体来看，对于具有排序特点、且基因值之间具

有邻接关系的染色体编码串，采用边重组交叉算

子的效果最好。

４　结　语

本文在文献［１］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分析对比

了４种可行的交叉算子对结合贪心算法的遗传算

法的影响。对于具有排序特点、且基因值之间具

有邻接关系的染色体编码串，因为染色体中不允

许存在重复编号的约束，所以不能采用基本遗传

算法中的单点、双点交叉算子。ＰＭＸ、ＯＸ、ＣＸ、

ＥＸ是解决这类问题可行的４种交叉算子，实验

证明，ＥＸ遗传性状最好。未来的工作一是继续

寻找该类问题可行的交叉算子，二是改变染色体

的编码策略，从而摆脱不允许重复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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