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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元胞自动机和遗传算法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生成算法，该方法通过遗传算法的全局最优搜索特

性寻求潜力点，在此基础上利用元胞自动机的规则扩散衍变及并行特征生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有效克服了传统方

法的诸多缺点，可以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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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Ｖ图）是一种重要的剖分结构和

思维框架，由于其具备鲜明特征且普适性较强，被

广泛应用于空间分析、计算机辅助设计、城市规划

等领域［１，２］。Ｖ图的生成算法可分为矢量算法和

栅格算法。矢量算法需要计算点间连线和垂直平

分线的交点，且要保存和判断的因素过多，实现起

来较为困难［３］，更无法推广到犽阶Ｖ图。栅格算

法具有占用内存少、程序简洁、便于拓展的特点，

然而随着点对象的增多和欧氏空间的扩大，算法

效率与速度受到广泛关注［４，５］。鉴于实际问题的

需要及栅格算法的优劣点，基于栅格思考模式的

Ｖ图算法的实现越发受到重视。正是基于以上考

虑，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栅格算法———基于元胞

自动机和遗传算法的Ｖ图生成算法。

１　基本算法

遗传算法（ＧＡ）起源于对生物系统所进行的

计算机模拟研究。ＧＡ从某一随机产生的或是特

定的初始群体出发，按照一定的操作规则，不断地

迭代计算，并根据每一个个体的适应度值，保留优

良品种，淘汰次品，引导搜索过程向最优逼

近［６１０］。ＧＡ使用的基本遗传算子包括选择算子、

交叉算子、变异算子。

元胞自动机（ＣＡ）是定义在一个由具有离散、

有限状态的元胞组成的元胞空间上，并按照一定

局部规则，在离散的时间维上演化的动力学系统。

其最基本的组成包括元胞、元胞空间、邻居及规则

４个部分。ＣＡ独特的“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通

过局部简单规则的制定，更好地模拟了具有时空

特征的复杂自然现象［１１１２］。

１．１　基于犌犃的潜力点生成

Ｖ图边界点满足到最邻近两点的距离相等条

件，根据此性质利用ＧＡ求取边界潜力点，在栅格

空间内，线由点阵组成，而ＧＡ的全局搜索无法求

取全部解，潜力点的生成是获取全局全部解并完

成Ｖ图的关键。

１．１．１　编码

基于ＧＡ的潜力点生成，是用编码来表示解

空间的个体的过程。采用实数编码，随机生成若

干实数对，取整后作为ＧＡ的输入，由此产生满足

条件的最优解。

１．１．２　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是ＧＡ的关键。适应度函

数是区分种群个体优良程度的标准。个体适应度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应个体“存活”概率的大小。

适应度函数必须考虑函数本身的特性，要求表达

合理，具有较强的通用性。本文采取以目标函数

为适应度函数的策略。

设犛＝｛犘１，犘２，……，犘犿｝为二维欧氏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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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对象，犡＝｛犡１，犡２，……，犡狀｝为平面上生成

的随机点，则适应度函数表示如下：

犇１狓 ＝ｍｉｎ ∪
犿

犻＝１∑
狀

犼＝１

犱犻｛ ｝犼 ＝ｍｉｎ ∪
犿

犻＝１∑
狀

犼＝１

狓犻－狆｛ ｝犼

犇２狓 ＝ｍｉｎ ∪
犿

犻＝１∑
狀

犼＝１

犱犻｛ ｝犼 ∪
犿

犻＝１∑
狀

犼＝１

狓犻－狆｛ ｝犼 －犇１｛ ｝狓

犉犻狋 ＝ 犇１狓－犇２狓

式中，犇１狓为随机点到点对象的最近距离；犇２狓为随

机点到点对象的次近距离；‖…‖为两点之间的

欧氏距离；犉犻狋越小，适应度越大。

１．１．３　基本算子和参数的选定

选择算子是将适应度高的个体选中并遗传到

下一群体当中。本文采取“最优保存”方案。交叉

算子是一种自我更新的过程，通过亲代染色体的

配对以及基因的重组，形成具有遗传特性的新子

代个体，对寻找最优解意义重大。本文选定两点

交叉策略。变异算子是增强全部搜索功能的重要

步骤，本文选取基本位变异算子。

ＧＡ的迭代次数对求取最优解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对于算法而言，适应度很快达到０值左

右，解平均值亦有类似效果，这对提高算法效率有

很大帮助。随机点的数量影响潜力点的获取，然

而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如图１所示，随着

随机点的增多，潜力点上升趋势逐渐变缓，与此同

时，算法耗用时间却呈指数增长，如图２所示。因

此，需要在潜力点个数与算法耗时之间选择平衡。

图１　随机点与潜力点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ｐｈ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ｉｎｔｓ

１．２　基于犆犃的犞图生成

由ＧＡ获取的潜力点不具备全局连通性，以

此划分区域也并不完备，却给ＣＡ提供了全局扩

散的起点，即起点元。从潜力点出发，按照指定规

则衍变，从而获得Ｖ图。基于潜力点和ＣＡ的Ｖ

图定义如下。

定理１　存在一个二维栅格空间犔（犿×犿），

有犿×犿 的元胞，每一个元胞具备３个状态

（ｓｔａｔｅ）：·为潜力点，为已发展的元胞，为未发

图２　随机点与算法时间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ｐｈ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Ｔｉｍｅ

展的元胞，其中给定犘个潜力点，ε为一无限小数。

设犙＝｛·，，｝，｜犙｜＝３，在狋时刻元胞狓和它的

邻居（采用 ｍｏｏｒ邻居）狌（狓）的状态分别记为狓狋、

狌（狓）狋，则邻居状态表达为犕（狌（狓）狋）＝｛犺∈犙 狔

∈狌（狓），狔
狋＝犺｝，犐（狓）狋＝犕（狌（狓）狋）∩｛·，，｝。

则元胞不同时刻的状态转换存在如下关系：

狓狋＋１ ＝

·（狓狋＝－）∩犐（狓）
狋
 ｛·｝∩

　 犇１狓犇２狓 ＜ε

（狓
狋
＝·）∩犐（狓）

狋
≠ ｛｝∪ （狓

狋
＝ ）

－（狓
狋
＝）∩犐（狓）

狋
 ｛

烅

烄

烆 ｝

转换规则如下：

　转换（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符合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犐（狓）狋≠｛｝

　→·　　　犐（狓）
狋
｛·｝∩ 犇１狓－犇２狓 ＜ε

潜力点的多少直接与ＣＡ步数和耗用时间息

息相关，图３展现了潜力点为１时ＣＡ步数分别

为２０、４０、７０、１００的衍变格局图；图４展现了潜力

点为１０时，ＣＡ步数为１、３、６、１０的衍变格局图。

通过比较发现，从ＣＡ运算步数出发，潜力点的数

量与步数成反比，较多的潜力点只要少许的元胞

变换步数可以形成Ｖ图。

进一步探析两者的算法时间，如图５所示，潜

力点的增多并不能持续降低ＣＡ运算耗时，尤其

当潜力点数目到达２００以后，相反生成如此众多

的潜力点需要大量ＧＡ计算，而且此过程是整体

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比重达８０％以上。反

观ＣＡ算法，绝对时间保持稳定，时间比例却在急

速下降。这是由于ＧＡ的依次迭代和ＣＡ的并行

特性所决定的，因此，适度降低潜力点数目对提高

运算效率至关重要。

２　算法讨论

传统栅格方法很难在算法效率和时间上得到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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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Ａ演变过程图，潜力点为１

Ｆｉｇ．３　Ｃ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ｒａｐｈｗｉｔｈＯ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ｉｎｔ

图４　ＣＡ演变过程图，潜力点为１０

Ｆｉｇ．４　Ｃ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ｒａｐｈｗｉｔｈ１０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ｉｎｔｓ

图５　ＧＡ与ＣＡ运算时间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ｏｆＧＡａｎｄＣＡ

满足，基于ＧＡ和ＣＡ的改进方法取得了较大的

改善。表１为在不同情形下两种方法的时间对比

表。

表１　不同方法的时间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Ｌｉｓ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对象

栅格１００×１００ 栅格２００×２００ 栅格３００×３００

遍历

算法

改进

算法

遍历

算法

改进

算法

遍历

算法

改进

算法

３ ０．３５ ０．５３ １．２１ ０．５１ ２．７ １．２

５ ０．４５ ０．６７ １．８３ ０．６９ ４．０９ １．３

１０ ０．８６ ０．７４ ３．４３ ０．７６ ７．８８ １．３３

　　可以发现，欧氏空间相同的前提下，点对象的

增加对改进算法的效率影响并不大，而传统栅格

方法的时间却成倍增长。当空间较小时，改进算

法的优势不明显，但随着空间的逐步增大，其算法

时间得到有效控制。以３对象为例，传统方法所

耗时间在栅格３００×３００时是１００×１００的９倍，

而改进方法仅仅为２倍。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规

律并没有随着对象数目的改变而变化。

３　结　语

Ｖ图在众多应用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其理论

及生成方法也不断拓展和创新。矢量方法难以实

现和提升，传统栅格方法的运算效率受制于对象

和欧氏空间范围。基于ＧＡ和ＣＡ的方法，通过

ＧＡ的全局最优搜索特性寻求潜力点，在此基础

上利用ＣＡ的规则扩散衍变及并行特征生成 Ｖ

图，有效克服了以上方法的诸多缺点。如何制定

ＣＡ规则及精度，如何选择 ＧＡ的随机数及潜力

点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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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犪狀犱犆犲犾犾狌犾犪狉犃狌狋狅犿犪狋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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