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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最佳犜狌狀犲犱模板的蜜蜂交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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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蜜蜂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产生最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蜜蜂交配算法，简称 ＨＢＭＴＵ算法。阐述了

该算法与蜜蜂模型主要要素之间的映射关系和算法的具体运行步骤。通过对实际航空影像的实验表明，该算

法能在现有方法提供最佳模板的基础上，使影像分类的质量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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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最佳 Ｔｕｎｅｄ模板的解求，曾用遗传算

法［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方法
［６］讨论过其求解的

问题，所得到的分类结果不断提高。本文介绍产

生最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蜜蜂交配优化算法，该方法

属于优化的群智能方法，其搜索最优解的方法是

受其真实蜜蜂交配过程的启示。一窝蜜蜂中的王

后是这一群蜜蜂中最优秀、最健壮的象征，她的寿

命长达５～６ａ，而一般的工蜂和雄蜂的寿命最多

只有５～６个月，特别是雄蜂，交配后立即死亡。

王后是工蜂从幼蜂中精心培养出来的，给它的食

物是蜂王浆，所以用蜂王浆喂养成长起来的幼蜂

与其他的幼蜂相比特别健壮，成熟以后成为王后

的接班者。蜜蜂群繁衍过程也是王后不断更新的

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类似进化计算中的优化过程。

笔者仿真蜜蜂群交配繁衍培养王后的优化过程解

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优化问题，通过实际航空影像的

分类实验，使分类质量有所提高。

１　蜜蜂模型

在蜜蜂群中有王后、雄蜂、工蜂，它们在蜜蜂

群中都有明确的分工，它们之间通过特有的“舞蹈

语言（ｄａｎｃ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４］，进行相互之间的通

讯，交换信息，完成各自的责任。如王后离开蜂窝

后，以很快的速度飞行（舞蹈），吸引大量雄蜂跟随

其后在空中交配。工蜂以其不同振动频率的飞行

（舞蹈），告知伙伴花蜜所在的地点、方向，甚至花

蜜的质量等信息［１，４］。

在蜂窝中大量的雄蜂与王后、工蜂生活在一

起。当出现交配时，王后选择强壮的雄峰进行飞

行交配，交配后雄蜂立即死亡，而王后可以多次交

配。在飞行交配的开始，王后飞行速度很快，每交

配一次以后，王后的飞行速度有所衰减，到一定的

时候，衰弱的王后由胜任的幼蜂取代，新一代王后

产生，完成一代王后的生命周期。

在王后的生命周期里要注意以下两点：① 王

后与雄蜂飞行交配时，对雄蜂是有选择的，选择比

较“强”的；② 雄蜂为单倍体，它是仅有一组染色

体的单细胞，它与王后结合起到改变蜂群基因，培

养出更优秀幼蜂的作用。

从王后生命周期中可以看到，蜜蜂模型必须具

备以下几个要素：① 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健壮的王

后；② 要有一群雄蜂，选择比较“强壮”的雄蜂与王

后交配，因此要有一个度量雄蜂是否“强壮”的标

准；③ 交配的方式，应有类似遗传算法的交叉操

作；④ 交叉操作一次以后，王后飞行的速度衰减；

⑤ 从幼蜂群中选择可以胜任者取代衰弱的王后。

从以上５个要素的内容可以分析出，新王后

产生是一个优化过程，王后是优化过程中待求的

最优解。因此，可以把寻求新王后最优解的思想

引用到一般的寻求最优解的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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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产生最佳犜狌狀犲犱模板的蜜蜂交配

优化算法

　　新王后的产生是一个寻优过程，笔者把这个

过程命名为蜜蜂交配优化（ｈｏｎｅｙｂｅｅｍａｔｉｎｇ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ＢＭＯ），最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确定也

是一个寻优过程，因此，用 ＨＢＭＯ思想解决最佳

Ｔｕｎｅｄ模板问题是有可能的。为了说明 ＨＢＭＯ

在模板优化中的应用，先要了解一下 ＨＢＭＯ中

一些要素在模板优化中的映射关系。为了方便起

见，把“ＨＢＭＯ”称为“前者”，“模板优化”称为“后

者”。

１）前者首先要有一个王后；后者需要提供一

个较好的模板，称它为王后模板。

２）前者需要一群雄蜂，每一个雄蜂实际上是

蜜蜂搜索空间中的一个解；后者可以随机地产生

一组模板，一个模板表示搜索空间中的一个解。

３）前者使用一个递减函数作为一只雄蜂与

王后交配的概率：

ｐｒｏｂ（犙，犇）＝ｅｘｐ －
Δ（犳犫）

狊（狋［ ］） （１）

　　当概率超过某一阈值时交配成功，否则不予

交配［２］。式中，犙 与犇 表示王后与雄蜂；Δ（犳犫）

表示犙与犇 的适应度之差的绝对值；狊（狋）表示王

后狋时刻的速度；后者也应当有相应的措施，对提

供的一组模板进行选择。

４）前者用“强壮”雄蜂与王后进行交配产生

幼蜂（一个新的解）；后者用经过选择的每一个模

板，与王后模板执行交叉操作，产生一个新模板

（一个新解）。

５）前者经过一次交配后的王后的飞行速度

要衰减，即

狊（狋＋１）＝α（狋）×狊（狋） （２）

式中，α（狋）∈［０，１］。后者的王后模板的能量也应

当有所衰减。

本文所提及的飞行速度狊（狋），并不是蜜蜂真

正的飞行速度，仅仅是仿真中说明问题的需要。

６）前者选择可以胜任的幼蜂为王后；后者选

择可以胜任新模板作为王后模板。

从以上“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映射关系，不

难理解产生最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蜜蜂交配优化算

法，简称ＨＢＭＴＵ，现将该算法具体说明如下。

① 用现有方法（如遗传算法ＧＡ、贝叶斯网络

法ＢＮ）
［５，６］产生的最佳模板作为ＨＢＭＴＵ法起始

的王后模板，简称犙模板，其中有１０个元素是独

立的（因为该模板大小为５像素×５像素，每一行

元素相对于模板中线左右对称，且代数和为零），

组成一个代码串：

｛犪１，犪２，犪３，…，犪９，犪１０｝ （３）

这个代码串表示该算法一个解的表达形式。

② 用在［０，４０］区间内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提

供几个雄蜂模板，简称犇模板（每个模板１０个元

素）。

③ 分别计算犙模板和犇 模板的适应度。适

应度计算引用文献［５］中的公式：

犳犫 ＝
ｍｉｎ｛犱２｝

ｍａｘ｛犱１｝
（４）

式中，犱２ 表示类间分离度量，ｍｉｎ｛犱２｝表示在许多

犱２ 中取其最小值；犱１ 表示类内收敛度量，ｍａｘ

｛犱１｝表示在许多犱１ 中取其最大值。

④ 选择比较优秀的犇 模板，准备与犙 模板

作交叉操作。选择的犇模板必须满足下式：

ｅｘｐ －
Δ（犳犫）

狊（狋［ ］） ＞狉 （５）

式中，Δ（犳犫）表示犙模板与犇 模板适应度之差的

绝对值，即有：

Δ（犳犫）＝狘犳犫（犙）－犳犫（犇）狘 （６）

　　狉为在（０，１）范围中选定的一个数值作为犇

模板选择的阈值。狊（狋）是与犙模板使用次数狋有

关的递减参数：

狊（狋＋１）＝α×狊（狋） （７）

系数α在０≤α≤１的范围内选择。

在这一步计算中涉及狉、狊（狋）和α３个参数。

如何选择，是后面需要讨论的问题。

⑤ 满足式（５）的犇 模板与犙 模板作交叉运

算：

犅犻＝犇犻＋Ｒａｔｉｏ×（犙犻－犇犻），Ｒａｔｉｏ∈ ［０，１］

（８）

式中，犅犻表示子模板的第犻个元素；犙犻和犇犻表示

其相应模板的第犻个元素，Ｒａｔｉｏ为待选定的参

数。

⑥ 对犅犻模板进行变异操作，随机选择犅犻模

板中部分基因（如４～５个）进行变异。假定某一

基因为犪犻，则变异后为犪犻：

犪犻＝犪犻±δ×犪犻，δ∈ ［０，１］ （９）

式中，“＋、－”可用随机选择确定。

⑦ 计算一组子模板的适应度，看看是否有比

当前犙模板更好的适应度。若有则启用新的犙

（王后）模板和新的犇模板（即由这一步余下的子

模板），转入步骤④；否则计算结束，或迭代次数满

足一定次数后结束。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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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ＢＭＴＵ算法的７个步骤中涉及５个参数

狉、狊（狋）、α、Ｒａｔｉｏ和δ，现说明如下。

参数狉和狊（狋）：式（５）中ｅｘｐ －
Δ（犳犫）

狊（狋［ ］） 是负

值的指数函数，［］中数值的绝对值越大，函数值越

小，因此我们选择狊（狋）＝１０，狉＝０．９５，这样的选择

可使我们每一次迭代的犇 模型有半数以上可以

与犙 模板进行交叉运算，不至于太少。

参数α：选择α＝０．８５，使犙模板作交叉一次

以后，式（５）中狊（狋）不要衰减太快。

参数Ｒａｔｉｏ：选用Ｒａｔｉｏ＝０．７。

参数δ：选用δ＝０．７５。

以上参数的设定是从多次实验中得到的。

从ＨＢＭＴＵ算法步骤可见，算法的操作与遗

传算法ＧＡ的操作相似，但是有两点是很不相同

的：① 算法的开始应提供一个质量较好的初始

解，作为王后模板，在ＧＡ中没有这项要求；② 交

叉操作时，在ＧＡ中由群体内任两个模板配对交

叉，产生两个新一代的模板。在 ＨＢＭＴＵ算法中

要求交叉操作必须是所有的雄蜂（犇）模板与同一

个王后（犙）模板作交叉。

ＨＢＭＴＵ算法的这些特点是受蜜蜂繁衍过

程的启示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该算法能在

现有优化算法结果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解。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 ＨＢＭＴＵ算法生成最佳

Ｔｕｎｅｄ模板的正确性，引用参考文献［６］中的３种

方法———贝叶斯网络（ＢＮ）、贝叶斯网络与蚁群优

化组合法（ＢＮ＋ＡＮＴ）、贝叶斯网络与单纯形优

化组合法（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提供的最佳模板作为初

始Ｑ模板，进行 ＨＢＭＴＵ算法的优化实验，采用

５种不同类别的航空影像，其大小均为１００像素

×１００像素，其中灌木５３幅、居民地２３幅、水田

１３幅、山地２０幅和河流３５幅。

为了说明问题，实验包含以下３个方面：

① 验证采用式（５）选择优秀犇 模板作交叉的合

理性；② 选择一组最不理想组合的实验的结果进

行ＨＢＭＴＵ优化实验；③ 选择现有方法对５种

类别影像分类效果最好的模板进行 ＨＢＭＴＵ优

化实验。

１）采用满足式（５）要求的犇 模板与犙 模板

交叉是合理的，符合蜜蜂模型的繁衍规律。蜜蜂

王后并不是与每一只雄蜂交配，而是与比较“健

壮”的雄蜂。在 ＨＢＭＴＵ 算法的第④步中利用

式（５）的约束，是否与蜜蜂自然交配的要求一致

呢？式（５）中，选择狉＝０．９５，对随机生成的３０个

模板进行测试，大于０．９５的模板有２５个，小于

０．９５的有５个，现将这５个模板的有关数据列在

表１中，令ｅｘｐ －
Δ（犳犫）

狊（狋［ ］） ，ｉｍｘ表示模板编号，

犳犫（ｉｍｘ）表示相应模板的适应度。

表１　５个狉值小于０．９５模板的有关数据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犈ａｎｄ犳犫ｗｈｅｎ狉犐狊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９５

ｉｍｘ 犈 犳犫

２ ０．９４６７ ０．１６７１

１３ ０．９４１５ ５．８３×１０－２

１７ ０．９４７０ ０．１７４８

１９ ０．９４９２ ０．２２１８

２７ ０．９４９９ ０．２３５７

５ ０．９９８８ １．２３９６

　　从表１中数据可见，前５行的犈 值均小于

０．９５，其大小与适应度值犳犫 成比例，犳犫 值大小是

对模板质量优劣的度量，所以用不等式（５）可以选

出较好的犇 模板，同时也满足蜜蜂模型中选择

“健壮”雄蜂的要求。表１中最后一行，列出王后

模板相应的数据，犈和犳犫 均为最大。

２）从一组最不理想组合实验的结果可以看

出，在现有最优解的基础上，通过 ＨＢＭＴＵ算法

的优化，可使原有解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选用灌木、河流、水田３种类别实验组的数据，先

求最佳模板，后作分类实验，有关数据如表２和

表３所示。

表２　列出犎犅犕犜犝优化前后模板的适应度值犳犫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犳犫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适应度值犳犫

ＢＮ １．２６３４

ＢＮ＋ＨＢＭＴＵ １．３３３７

ＢＮ＋ＡＮＴ １．１７４０

（ＢＮ＋ＡＮＴ）＋ＨＢＭＴＵ １．３８４９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 １．３２２８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ＨＢＭＴＵ １．４７６４

表３　犎犅犕犜犝优化前后模板分类的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ＨＢＭＴＵ

方法 灌木 河流 水田 方法 灌木 河流 水田

ＢＮ ０．５７ ０．２６ ０．５０ ＢＮ＋＋ＨＢＭＴＵ ０．５８ ０．２８ ０．５６

ＢＮ＋ＡＮＴ ０．５７ ０．２６ ０．５０ ＢＮ＋ＡＮＴ＋ＨＢＭＴＵ ０．５７ ０．２８ ０．５０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 ０．５７ ０．１４ ０．５０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ＨＢＭＴＵ ０．５８ ０．２８ ０．５０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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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的这组数据是实验中最难以分类的一个

组合，列出来的目的不是说明ＨＢＭＴＵ算法分类

精度的高低，而是说明在这种条件下，经 ＨＢＭ

ＴＵ算法的优化所得到的模板的分类精度仍有一

定的提高，特别是对河流的影像（表３中相应数

据）。表２中数据经ＨＢＭＴＵ算法优化后的新模

板的适应度值犳犫 都比初始提供的模板适应度值

高。比较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到，适应度的提高，并

不意味着相应的影像分类精度也有比例地改善，

关于这一点，在文献［５６］中都有过类似的结果。

３）选用现有方法对５种航空影像分类的最

佳模板，作为初始模板，经 ＨＢＭＴＵ算法的优化，

使原有的分类精度仍有提高，王后模板分类的结

果如表４所示。表４左半部分数据是原来３种优

化方法得到的最优模板分类的结果，这个模板用

作ＨＢＭＴＵ算法初始模板，经优化后求得新的最

优模板的分类结果列在表４的右半部分。对照左

右两部分的数据，多数利用 ＨＢＭＴＵ算法得到最

优模板，使分类精度还能有所提高，从这里可以说

明蜜蜂交配优化算法是一个有一定潜力的非梯度

的优化搜索方法。

表４　王后模板分类的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ＱｕｅｅｎＭａｓｋｓ

ＨＢＭＴＵ用的初始模板 经 ＨＢＭＴＵ优化后的王后模板

ＢＮ ＢＮ＋ＡＮＴ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 ＢＮ ＢＮ＋ＡＮＴ ＢＮ＋Ｓｉｍｐｌｅｘ

灌木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８９ ０．７９ ０．８５

河流 ０．８６ ０．８３ ０．８８ ０．９４ ０．８６ ０．８６

水田 ０．７７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８５ ０．７７

山地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５

居民地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表４最后一行数据表明，现有方法已经提供

了很优秀的模板了，即使再用ＨＢＭＴＵ算法优化

对分类结果也不会产生影响。当然，这种情况不

仅是指正确识别率为１．０的情况，也包括其他不

为１．０的情况。

此外，对照表４数据中第一、二、三行中第四、

七列的数据，用ＨＢＭＴＵ算法分类的质量有所下

降，尽管这些数字反映的只是一幅图像未正确识

别的差异，却反映出我们对ＨＢＭＴＵ算法研究仍

有待完善的地方，我们认为该算法如何科学地设

定一些参数，整个算法需迭代几次（我们的实验采

用三次迭代），有待今后更好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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