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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规模物流配送，提出了一种集成模拟退火机制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优化的启发式算法。模拟

退火机制控制局部搜索过程，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发现解中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引导局部搜索过程，从而优化路径质

量。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的搜索性能良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给出高质量的车辆路径安排方案。

关键词：物流；车辆路径问题；模拟退火；局部搜索；Ｖｏｒｏｎｏｉ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基于ＧＩＳ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广泛用于物

流中的运输路线规划、车辆监控和仓库选址［１２］。

路线规划是物流系统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

建模为车辆路径问题（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

ＶＲＰ）。ＶＲＰ是一个典型的 ＮＰ难问题，随着客

户点规模的增加，解题的规模呈指数增长［３４］。分

枝定界、动态规划等准确性算法无法求解超过

１５０个客户点的车辆路径问题
［３］。启发式算法是

求解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的重要途径。客户点分

区策略［５６］利用空间聚集性，将空间邻近的客户划

分至同一区域，然后进行区域内路径安排，简化了

问题的求解，解的质量一般较差。现代启发式算

法［７１０］在构造性算法的基础上，利用局部搜索改

善当前路径，并提供跳出局部最优的机制，改善车

辆路径方案的质量。

针对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

集成模拟退火和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优化的启发式

算法，在较短时间内提供高质量、大规模的车辆路

径方案，减少了运输时间，改善了物流效率。

１　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启发式算法

１．１　算法设计

本文算法在改进节约算法［４］创建初始解的基

础上，迭代优化车辆路线方案。优化过程在节点

的犽邻域内进行局部搜索，减少搜索范围，加快搜

索速度；利用模拟退火机制接受局部搜索过程中

的较差解，跳出局部最优限制；利用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

发现路径中的长边，调整不合理的局部结构，引导

局部搜索的改善进程。

１．２　局部搜索

局部搜索从相邻访问节点的空间邻近性出

发，将局部搜索算子的搜索区域限定在节点邻域

内，减少搜索过程的盲目性，改善当前车辆路径。

局部搜索算子在节点邻域内进行插入或交换节点

的操作，提高解的质量。

本文采用的局部搜索算子有单点移动、双点

移动和２Ｏｐｔ
［９］。它们均有两个参数：犫和犼。局

部搜索首先固定节点犫，然后在其空间邻域内寻

找最佳节点犼，即路径长度增加值Δ犛最小。单点

移动、双点移动在路径内部或路径之间均可进行，

２Ｏｐｔ只在路径之间进行。

１．３　模拟退火机制

局部搜索操作若干次后会落入局部最优，无

法改善当前解。模拟退火机制受固体物理退火过

程的启发，依概率接受局部搜索中的较差解，从而

跳出局部最优，实现深度搜索和多样化搜索的平

衡［７］。该机制采用模拟退火准则判断是否执行局

部搜索操作。在温度狋下，犛为当前解，局部搜索

首先在单点移动、双点移动、２Ｏｐｔ中随机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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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算子，然后随机产生节点犫，在其邻域内搜索最

佳解犛′∈犖（犛），利用模拟退火准则判断是否接

受操作。准则如下：如果犛′改善当前解犛，即Δ犛

＝犛′－犛＜０，则直接接受犛′；否则，依概率接受较

差解，生成随机数γ∈ ０，（ ］１ ，如果ｅｘｐ
－Δ犛／狋

＞γ，则

接受犛′。本文采用线性梯度下降方法逐渐降低

温度，从而收敛于一个高质量的解。当达到最大

迭代次数犐ｍａｘ时，模拟退火结束，输出找到的最优

解犛ｂｅｓｔ。

１．４　犞狅狉狅狀狅犻长边引导优化

由于装载量犙和长度犔，局部搜索必须放弃

一些超出该限制的操作。初始解中某些较长的边

无法改善，存在着不合理的局部结构。引导优化

认为较优解中不包含较长的边，利用该特性引导

局部搜索的方向，从而提高搜索质量［１０］，通常采

用欧氏距离判定长边。然而，客户节点的空间分

布并不均衡，欧氏距离难以适应真实问题中的空

间分布差异。

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蕴含了几何邻近性和拓扑邻近

性，适合不同密度的空间分布。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

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为点对狏犻、狏犼 之间的跨越最少的边

界，记为狏犱（狏犻，狏犼）
［１１］。网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计算

如文献［１２］所述。本文利用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和角度

阈值发现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长边ＬＥ定义如下：

ＬＥ＝ ｛犲狏′
犼
，狏′
犼＋１
狘狏犱（狏′犼，狏′犼＋１）＞狏犱ｍａｘ，

ｓｉｎ（α（狏０，狏′犼，狏′犼＋１））＞ｓｉｎ（αｍａｘ），犻，犼∈犐狀｝ （１）

式中，狏犱（狏′犼，狏′犼＋１）为犲狏′犼，狏′犼＋１中节点狏′犼、狏′犼＋１间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α（狏０，狏′犼，狏′犼＋１）为配送中心狏０ 和节

点狏′犼、狏′犼＋１形成的角度；狏犱ｍａｘ为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域阶数

阈值；αｍａｘ为角度阈值。图１为长边的几何示意

图，节点狏２ 和狏４ 间的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为３。

图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ＬｏｎｇＥｄｇｅ

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局部优化抽取长边犲狏′
犼
，狏′
犼＋１

邻域中的节点，将其重新插入到新的位置，从而调

整不合理的结构，实现车辆路线的局部优化。抽

取节点包括：① 边犲狏′
犼
，狏′
犼＋１
穿过的节点；② 以穿过

节点为种子，扩展２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居。将所有抽

取节点放入集合 ＥｊｅｃｔＳｅｔ中。以 ＥｊｅｃｔＳｅｔ为种

子，扩展１阶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居，将其放入插入候选节

点集ＩｎｓｅｒｔＳｅｔ。

插入操作在保持邻近性的前提下顾及插入耗

费和插入节点位置的影响，进行插入试探。每次

从ＥｊｅｃｔＳｅｔ取出节点犻，从ＩｎｓｅｒｔＳｅｔ中取出节点

犼，尝试将节点犻插入到节点犼后面，依式（２）计算

插入费用。选择费用最小的抽取插入节点对（犻，

犼）进行操作，完成后，将节点犻从ＥｊｅｃｔＳｅｔ移动到

ＩｎｓｅｒｔＳｅｔ。反复进行插入试探，直至抽取节点集

ＥｊｅｃｔＳｅｔ为空，所有抽取节点转入插入位置节点

集ＩｎｓｅｒｔＳｅｔ中。

ｍｉｎ犳＝犱犼，犻＋犱犻，犼′－犱犼，犼′－β·犱０，犻 （２）

式中，犻∈ＥｊｅｃｔＳｅｔ；犼，犼′∈ＩｎｓｅｒｔＳｅｔ，犼′为犼的后继

访问节点；β·犱０，犻为附加项，优先插入离配送中心

较远的节点，其中，β为附加参数，依照经验取值

为０．８。抽取插入操作完毕后，按式（３）判定是

否接受该次引导优化：

（犛′－犛０）／犛０ ＜η （３）

其中，犛０ 为引导局部优化开始时的路径长度和；

犛′为引导优化后的路径长度和；η为一正值常数，

控制接受较差解的程度，经验取值为２％。

１．５　算法步骤

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的启发式算法（ｈｅｕｒｉｓ

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ＨＡＬＳ）包含初始化

和优化两个阶段。

１．５．１　初始化阶段

１）初始化问题参数，包括局部搜索邻域犽，模

拟退火初始温度犜０，温度下降速率犮，最大迭代次

数犐ｍａｘ，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优化迭代间隔次数犐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邻域阶数阈值狏犱ｍａｘ，角度阈值αｍａｘ。

２）计算客户节点的网络犽邻近，建立节点的

犽邻近列表，创建客户节点的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建

立节点的高阶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居列表。

３）利用节约方法
［４］创建初始解。

１．５．２　优化阶段

１）设定参数：狋←犜０，犻←１，犛←犛０，犛ｂｅｓｔ←犛０。

２）如果犻≤犐ｍａｘ，转向步骤３）；否则，输出最

优解犛ｂｅｓｔ，算法终止。

３）局部搜索。随机执行局部搜索操作３犖

（犖 为客户节点数量）次，利用模拟退火准则判断

是否执行操作，更新犛ｂｅｓｔ。

４）如果犻％犐１＝０，进行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优

化，更新犛ｂｅｓｔ。

５）更新参数：狋←狋犮，犻←犻＋１，转向步骤２）。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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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利用导航电子地图中的

道路网络和兴趣点（ＰＯＩ）生成模拟的大规模车辆

问题集，进行算法验证。其中包括兴趣点２７０７３

个，道路网络共有２６４０５条边、１９３１７个节点。

随机抽样选择兴趣点，生成空间位置真实的客户

点，并匹配到对应的道路段，客户需求狇犻为１～１００

间的随机整数，配送中心选择在武汉市内的大型市

场中，车辆最大容量犙为２５００，路径最大长度犔

为５００ｋｍ，从而模拟零售配送业务中的大规模车

辆路径问题。共产生４个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实

例ｖｒｐ０、ｖｒｐ１、ｖｒｐ２、ｖｒｐ３，其客户数量 犖 分别为

１１２５个、２４６５个、３２５４个、６８６８个，总需求量犇

分别为５５９８８、１２５２２８、１６４１２１、３４８５６５。

利用Ｃ＋＋语言编制程序 ＨＡＬＳ实现本文算

法。程序运行于３２位Ｗｉｎｄｏｗ７系统、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

（ＴＭ）ＣＰＵ ＠３．１０ＧＨｚ、３．１０ＧＨｚ（运行中，程

序只使用单个ＣＰＵ）、４．００ＧＢ内存的ＰＣ上。

２．２　犎犃犔犛实验结果

ＨＡＬＳ算法参数通过穷举法经过多次实验，

选取最佳参数进行求解。针对该问题集，参数设

定为犽＝３０，犜０＝５００，犮＝０．９９６，犐ｍａｘ＝２０００，犐１

＝２００，狏犱ｍａｘ＝２，αｍａｘ＝３０。程序执行５次，记录

最好解。

图２以ｖｒｐ１为例，给出了 ＨＡＬＳ优化后的

车辆路线，共５８条。图２（ｂ）以路径６为例，绘制

了具体路线及其服务的客户点。表１为武汉市大

规模车辆路径问题集的 ＨＡＬＳ的结果明细。可

见，在路径长度上，ＨＡＬＳ优化解平均为初始解

的６２．９４％。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优化进一步提高了解

的质量，而 ＨＡＬＳ的路径长度平均为初始解的

６２．３２％。同时，相对于 ＨＡＬＳ，ＨＡＬＳ的计算

时间平均增加１１．３％。在最大规模实例ｖｒｐ３

上，初始解的质量较差，ＨＡＬＳ仍能克服该缺点，

优化后，路径长度只有创建解的１３．２２％，显著提

高了解的质量。优化后，４个实例均压缩了路径

数量，数量之和从３２９减至２８０，ｖｒｐ３的路径数量

减少３８条，使用车辆的数量大量减少。

图２　车辆路线安排方案（ｖｒｐ１）

Ｆｉｇ．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ｆｏｒｖｒｐ１

表１　犎犃犔犛算法结果明细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Ｌ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实例

初始解 ＨＡＬＳ ＨＡＬＳ

路径数量

ＲＮ

路径长度

犉／ｋｍ

路径数量

ＲＮ

路径长度

犉／ｋｍ

Ｒａｔｉｏ

／％

计算时间

犜／ｍｉｎ

路径数量

ＲＮ

路径长度

犉／ｋｍ

Ｒａｔｉｏ

／％

计算时间

犜／ｍｉｎ

ｖｒｐ０ ２６ １５７４．８２５ ２３ １３１２．１０３ ８１．７１ ２．５ ２３ １２８６．７１２ ８１．７１ ２．７

ｖｒｐ１ ５８ ３０４６．１５６ ５１ ２３４１．３０１ ７６．８６ ６．３ ５１ ２３３７．３６８ ７６．７３ ６．５

ｖｒｐ２ ６７ ３１８１．３７１ ６６ ２４９２．４６０ ７８．３５ ９．０ ６６ ２４６８．８４１ ７７．６０ ９．９

ｖｒｐ３ １７８ ３９７５４．９６７ １４０ ５２６３．５６７ １３．２４ ４２．５ １４０ ５２５６．２０７ １３．２２ ４８．１

路径数量和 ３２９ ２８０ ２８０

长度平均偏差 ６２．９４ ６２．３２

平均计算时间 １５．１ １６．８

　注：ＨＡＬＳ不执行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优化引导；ＨＡＬＳ执行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优化；Ｒａｔｉｏ值为优化后的路径长度相对于初始解的百分比。

２．３　不同算法结果比较

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ｔ中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模块、文献［９］中的Ｒｅ

ｃｏｒｄＴｏＲｅｃｏｒｄ（ＲＴＲ）算法求解§２．１中的问题

实例，并与ＨＡＬＳ进行比较。所有算法均运行于

同一ＰＣ上。每个算例中均运行５次，记录最好

解，每个实例的最长计算时间为８ｈ。

本文从解的质量和计算时间两个方面对三种

算法进行了比较。解的质量采用路径长度相对最

好解的偏差百分比ｇａｐ进行比较：

ｇａｐ＝ （犉－Ｂｅｓｔ）１００／Ｂｅｓｔ （４）

其中，犉为算法ＡｒｃＧＩＳ、ＲＴＲ、ＨＡＬＳ的路径长

度；Ｂｅｓｔ＝ｍｉｎ（ＡｒｃＧＩＳ，ＲＴＲ，ＨＡＬＳ）。ｇａｐ值

越大，表明偏离最佳解越多，解的质量越差。

表２为三种算法的计算结果。由于问题规模

太大，ＡｒｃＧＩＳ在８ｈ内未能输出ｖｒｐ２、ｖｒｐ３的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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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实例ｖｒｐ０、ｖｒｐ１中，ＡｒｃＧＩＳ解的质量较

差，路线长度高于最优解１３．８１％，路线数量则与

ＲＴＲ、ＨＡＬＳ相同。ＲＴＲ算法相对Ｂｅｓｔ的平均

偏差为４．２３％，路线数量总数为２８２条，ｖｒｐ２、

ｖｒｐ３中的路线条数高于 ＨＡＬＳ。ＨＡＬＳ算法在

所有实例中均获得最佳解，解的质量最高，且路径

数量最少。在计算时间上，ＡｒｃＧＩＳ的计算时间最

长，ＲＴＲ次之，ＨＡＬＳ最短。ＲＴＲ的计算时间随

着问题规模的增加急剧上升，ＨＡＬＳ的上升平

缓。ＨＡＬＳ的计算时间远少于ＲＴＲ，在最大的问

题实例ｖｒｐ３中尤为明显。ＨＡＬＳ能够在１ｈ内

求解近７０００个客户点的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

表２　不同算法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ＲＰ

实例

ＡｒｃＧＩＳ ＲＴＲ ＨＡＬＳ

路径数

量ＲＮ

路径长

度犉／ｋｍ

ｇａｐ

／％

计算时

间／ｍｉｎ

路径数

量ＲＮ

路径长

度犉／ｋｍ

ｇａｐ

／％

计算时

间／ｍｉｎ

路径数

量ＲＮ

路径长

度犉／ｋｍ

ｇａｐ

／％

计算时

间／ｍｉｎ

Ｂｅｓｔ

ｖｒｐ０ ２３ １４３２．２８０ １１．３１ １１．３ ２３ １３３７．３０７ ３．９３ ９．６ ２３ １２８６．７１２ ０．００ ２．７ １２８６．７１２

ｖｒｐ１ ５１ ２７１８．２９ １６．３０ ６３．９ ５１ ２３９８．７７８ ２．６３ ４５．１ ５１ ２３３７．３６８ ０．００ ６．５ ２３３７．３６８

ｖｒｐ２     ６７ ２５１７．６５２ ２．４３ ８９．２ ６６ ２４６８．８４１ ０．００ ９．９ ２４５７．８３６

ｖｒｐ３     １４１ ５６７２．０９５ ７．９１ ４３０．４ １４０ ５２５６．２０７ ０．００ ４８．１ ５２５６．２０７

路径数量和 ７４ ２８２ ２８０

长度平均偏差 １３．８１ ４．２３ ０．００

　　综上所述，本文的 ＨＡＬＳ具有良好的搜索性

能，能在较短时间内提供高质量的车辆路径安排。

３　结　语

车辆路径问题是一个 ＮＰ难问题，求解难度

随规模的增大急剧增加。针对大规模车辆路径问

题，本 文 提 出 了 一 种 集 成 模 拟 退 火 机 制 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长边引导优化的启发式算法。利用武汉

市的大规模车辆路径问题集的验证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在较短时间内能提供高质量的车辆路径方

案，减少运输时间，提高物流效率，适用于大规模

物流服务。下一步将考虑多种因素，研究车辆路

径问题扩展形式的启发式算法，如时间窗、周期性

配送、动态交通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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