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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的蚁群算法求解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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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考虑价格折扣的带时间窗的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用准时到达率和准时到达量表示客户服务质量，

建立了以成本最低、服务质量最大和碳排放最少为目标的数学模型。并设计了一种改进的蚁群算法，即在启发因子

中加入需求量和时间窗跨度因素，将目标权重加入到信息素的更新策略中，在完成一次迭代后再进行信息素的更新，

加快了求解速度、提高了目标准确度，防止了最优解的局部优化。测试算例的结果表明：求解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

辆路径问题时，与基本蚁群算法相比，改进的蚁群算法具有收敛速度快、目标准确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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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for the Vehicle Route of Multi-objective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ImprovedAnt Colony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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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ime window considering price discount,
we use the punctual arrival rate and punctual arrival volume to represent the customer service quality,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with the lowest cost, the maximum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minimum carbon emission, and design an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that is, the requirement and time window span factors were added into the heuristic factor,
the target weight was added into the pheromone update strategy, and the pheromone update was carried ou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n iteration, which accelerated the solution speed, improved the target accuracy, and prevented the local
optimization of the optimal solutio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basic ant colony algorithm, the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has the advantages of fast convergence speed and high target accuracy when solving the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of multi-objective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vehicle route

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于生鲜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加大，其相应的物流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生鲜农产品由于易腐败的性质造成其在调拨分配和运输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高效率的调配不仅有

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应效率，而且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客户满意率[1]，此外，由于国家

政策的强制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碳排放纳入发展的目标之中[2]，因此本文

以生鲜农产品物流多目标为背景，研究该背景下的带时间窗的车辆路径问题(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Time Windows, VRPTW)[3]，这是在车辆路径问题(Vehicle Routing Problem, VRP)的基础上加入了

客户的时间窗要求，属于 NP难问题，当问题规模较大时，先验法难以求出其最优解[4]，因此众多的

学者利用帕累托主导方法来求得满意解，常见的求解 VRPTW的算法有蚁群算法[5,6]、遗传算法[7,8]、

粒子群算法[9,10]、人工神经网络算法[11]、模拟退火算法[12]等，然而这些智能算法大多被用于求解单目

标 VRPTW问题，很少用于多目标问题，因此研究多目标 VRPTW问题尤为重要。

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Multi-Objective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Time Windows,
MOVRPTW)是指：在中国“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这样的生鲜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给定

若干具有一定装载容量的车辆和需求量已知的零售商，车辆从批发商出发为所有客户服务完毕后回

到批发商处的过程，且同时尽可能地达到运营成本最低、服务质量最高和碳排放最少的多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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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目标车辆路径问题相比，多目标的车辆路径问题更加贴近实际，此外，在决策者进行目标舍取

与权重占比的设定上更加易于操作。本文在研究多目标生鲜农产品问题时加入了考虑生鲜农产品腐

败率的送达量和软时间窗下的准时送达率表示的客户满意度，并用价格折扣来代替惩罚成本，因此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考虑价格折扣的带时间窗的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
蚁群算法是 20世纪 90年代意大利学者M.Dorigo[13]提出来的，它是一种寻找优化路径的机率型

算法，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一定数量人工蚂蚁的群体协作来寻找最短路径的过程：即每只蚂蚁都遵循

觅食规则、移动规则、避障规则、播撒信息素规则的指导，从初始状态的某一点运动到下一点，逐

步完成它们的搜索过程，形成可行解，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找到最短路径。这种算法被应用解决 TSP
问题[14]、Job-shop调度问题[15]、背包问题[16]和二次指派问题[17]等问题上，但是在多目标车辆路径问

题中的研究比较少。

目前对于多目标问题的求解方法一般为加权法或确定优先因子，实质是求解单目标问题[18]，本

文从多个角度出发，考虑生鲜农产品物流的运营成本、服务质量和碳排放等多个因素，将多个目标

视为同等重要，应用蚁群算法同时优化多个目标。并在蚁群算法的启发因子中加入了零售商的需求

量，与时间窗一同指导信息素的更新，并将目标权重加入到信息素更新策略中，提高了目标准确度，

加快了收敛效率，通过算例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及改进算法的有效性。

1 价格折扣的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

1.1 问题描述与假设条件

本文所研究的是考虑价格折扣的两级供应链的生鲜农产品调拨策略与 VRPTW 的多目标优化问

题，在车辆数和车辆容量均受限的条件下完成配送任务，并且达到总成本最低，客户满意率最高和

碳排放最少的目标。本文的假设条件如下：

（1）服务：一辆车可以向多家零售商提供服务，每个零售商均能被服务且只能被服务一次；

（2）装载：车型固定，且零售商的需求量不能超过车辆的最大载重量；

（3）碳排放：仅受运距和负载量的影响；

（4）软时间窗：[em,lm]为零售商 m的时间窗安排，若到达时间早于时间 em，则必须等到 em时
才可交货，若晚于 lm，则需给予零售商相应的价格折扣作为惩罚。

1.2 参数及变量

对考虑价格折扣的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进行参数、变量的设定。

一家批发商(V0)有 K辆车，为多家零售商(Vm,m=0,1,2,…,R)提供服务，零售商 Vm的需求量为 dm；
车辆载重为 lk，车辆的最大载重量为 lck；车辆 k从批发商 V0出发的时间为 t ʹ

k；零售商 Vm到零售商

Vn的距离为 cmn，运输时间为 tmn，到达零售商 Vm的时间为 am，在零售商 Vm服务的时间为 fm；cf是
车辆固定费用，tc是单位运输成本；零售商 Vm的时间窗为[em,lm]，晚于最晚到达时间 lm的价格折扣

为 um(am)，价格折扣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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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的构建

2.1 满意度

本文假设每个零售商的时间窗安排不同，且均为软时间窗约束，假定[em,lm]为零售商 m的时间

窗安排，若车辆到达时间早于时间 em，则必须等到 em时才可交货，若晚于 lm，会降低零售商的满意

度，整个运输会产生附加的成本[19]，在本文中需给予零售商相应的价格折扣作为惩罚，折扣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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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m)，折扣系数越小满意度越高，满意度函数如图 1所示。

图 1 零售商满意度函数
Fig.1 Retailers satisfaction function

记客户 m的满意度函数为 S(am)，表示在货物送达时间为 am的服务质量，具体形式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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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排放

估算碳排放的方法有许多，有的模型考虑的因素非常全面，对参数要求也很高，但通过文献[20]
和文献[21]对模型的对比可知，车辆碳排放与众多因素有关，包括与车辆相关的固定参数和其他变动

因素，其中，油耗和燃油排放因子是影响碳排放最重要且最容易测量的两个因素，因此，下面的模

型估算碳排放量应用比较广泛，计算结果也更加接近实际，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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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R为车辆油耗量率，cmn是从节点 m到节点 n的距离，cr是燃油排放因子，ζ是转换系数，

P是总牵引功率。

2.3 MO-VRPTW 模型

本文综合考虑企业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将车辆固定费用

和运输成本综合为运营成本，客户满意度为服务质量，考虑载重和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将三个目标

相结合求其帕累托最优解。总成本为 F，服务质量为 S，碳排放为 C，MO-VRPTW模型的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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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若 x0mk=1，m=1,…,R，k=1,…,K，则 am=t ʹ
k+tom (7)

若 xmnk=1,…,m，n=1,…R，mn，k=1,…,K，则 an=max{am,em}+fm+tmn (8)
∑n∑kxmnk=1，m=1,…,R (9)
∑m∑kxmnk=1，n=1,…,R (10)
∑n∑kxmnk=1，m=1,…,R (11)
∑m∑kxmnk=1，n=1,…,R (12)

∑mxmok=∑nxonk≤1，k=1,…,K (13)
∑mnQm·xmnk≤ck，k=1,…,K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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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0，m=1,…,R (16)
tk≥0，k=1,…,K (17)

xomk{0,1}，m=1,…,R，k=1,…,K (18)
xmnk{0,1}，m,n=1,…,R，k=1,…,K (19)

lk≤lc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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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m≤lm (21)
模型中，式（4）是成本目标函数，在考虑产品腐败的情况下车辆固定成本、运输成本和惩罚成

本；式（5）是顾客平均服务质量目标函数，考虑产品数量到达率和准时到达率；式（6）为碳排放

目标函数，考虑运输距离和载重；式（7）（8）是车辆到达零售商时间的相关约束；式（9）~（12）
表示每个零售商只能由一辆车服务一次；式（13）表示车辆从批发商处开始配送，配送完成后回到

批发商处；式（14）表示载重不超过车辆的最大载重；式（15）表示在相应的时间范围内车辆 k送
达的有效产品数量；式（16）（17）表示变量非负限制；式（18）（19）为决策变量约束；式（20）
为容量约束;式（21）为变量非负限制和时间窗约束。

3 改进的蚁群算法

基本蚁群算法包括启发因子的构建、状态转移规则和信息素的更新等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

基本蚁群算法收敛时间长、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缺点，做出了如下改进：在启发因子中加入了需求量

因素，状态转移规则采用伪随机比例搜索和确定型搜索相结合的方法，信息素更新策略采用目标权

重影响规则，既加快了算法求解速度，又提高了目标准确度。

3.1 启发因子构建策略

本文设计的蚁群算法是基于生鲜农产品的车辆路径问题，为避免错过时间窗而受到的价格折扣

惩罚，在启发因子中加入需求量 Qm变量，设计了以近距离、开始时间早、小时间窗为择优性原则的

蚁群算法，当进行路径的下一步选择时，时间窗跨度小的要比时间窗跨度大的零售商的服务更具有

优先性[22]，并加入了大需求量的择优性原则，即当 am>lm时，惩罚成本与需求量成正比，因此，为

了规避因错过时间窗而受到的折扣惩罚，当在进行路径选择时，需求量大的零售商比需求量小的零

售商更具有配送优先性，启发因子构建如下：mn=Qm/mn·wm (22)
其中，mn为零售商 m到零售商 n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mn是启发因子、能见度，零售商 m的

时间窗跨度 wm，wm=lm-em。

3.2 状态转移规则构建

状态转移概率 p k
mn(t)表示蚂蚁 k从零售商 m到 n进行第 t次选择的概率，采用轮盘赌法，状态转

移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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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是在区间[0,1]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r0（0≤r0≤1）是用来控制状态转移规则的参数，α、
β分别为信息素和启发因子的权重，分别表示其相对重要度，tabuk为蚂蚁 k已经走过的城市列表，即

禁忌列表。

为克服随机转移搜索速度慢的缺陷，在状态转移过程中引入确定型搜索模型，即当 r0≥r时，蚂

蚁 k从零售商 m到 n的选择规则如式：n=argmax{[((m,x))α·((m,x))β]}，r0≥r (24)
令蚂蚁 k从批发商出发，按照上述规则依次选择零售商，在达到约束限制时返回批发商处，即

完成一次搜索。

3.3 信息素更新策略

本文的信息素更新吸收了蚁周系统模型的核心思想，即在所有蚂蚁都形成路径完成一次迭代后

再更新所有路径上的信息素，这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当完成一次迭代后，将当前可行路径 R与当前

最优路径��进行比较：（1）若 R的总成本、服务质量和碳排放劣于��，即 R受��支配，则将 R路径

上的信息素进行蒸发，即mn(N+1)=(1-ρ)mn(N)）（25），其中�为挥发系数，0<ρ≤1；（2）若 R的总成

本、服务质量和碳排放三个目标均优于��，R 不受��支配，则对 R 路径上的信息素进行沉淀，

mn(N+1)=mn(N)+mn(N)（26），其中
min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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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其大小取决于三个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Fmax，Fmin，Smax，Smin，Cmax，Cmin分别为当前迭代

次数下相应目标的最大最小值。

3.4 算法流程

本文的算法流程如下：For N = 1 to Nmax：#迭代 Nmax次，达到一定次数重新初始化信息素矩阵。

For k只蚂蚁：K=1，lk=lck，R=100，tabuk=0，t ʹ
k=0，xomk=0，#初始化参数。

While 存在未遍历节点：If超出返回仓库的时间限制：K=1，lk=lck，R=100，tabuk=0，t ʹ
k=0，xomk=0

Continue #放弃当前解，寻找新解

求候选节点集

End if
If存在可行节点：

蚂蚁 k根据公式（23）（24）进行节点选择

If节点 m的时间窗未开始：

t ʹ
k=em#蚂蚁 k需等待到时间窗开始

End if
lk=lk-dm，t ʹ

k=t ʹ
k+tom+fm，更新 tabuk

Else: #蚂蚁 k返回批发商 V0处
lk=lck，t ʹ

k=tm+tm0，求候选节点集

If存在可行节点：#不换车

蚂蚁 k根据公式（23）（24）进行节点选择

If节点 n的时间窗未开始：

t ʹ
k=em#蚂蚁 k需等待到时间窗开始

End if
lk=lk-dn，tn=t ʹ

k+tmn+fn，更新 tabuk
Else：#回仓库换车

t ʹ
k=0，K=k+1
If k>kmax：#车辆超过限制参数则放弃当前解

K=1，lk=lck，tabuk=0，t ʹ
k=0，x0mk=0

Continue
End if
If节点 m的时间窗未开始：

t ʹ
k=em #蚂蚁 k需等待到时间窗开始

lk=lk-dm，tm=t ʹ
k+t0m+fm，更新 tabuk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while
当完成一次迭代后，蚂蚁 k返回批发商 V0处，形成局部最优解

if帕累托() == 1: #若为帕累托最优解

加入局部最优解

End if
按照公式（25）（26）更新信息素，更新最优解集

End for
E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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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分析

4.1 算例求解

目前研究 VRPTW问题一般采用 Solomon算例来进行验证，由于本文研究是生鲜农产品 VRPTW
的多目标优化问题，没有现成的算例可以使用，所以仍采用 Solomon算例来进行数据分析。实验表

明，蚁群算法的收敛性达到最好时，蚂蚁数是节点数的 0.6到 0.8倍[23]，所以设置蚂蚁数 m=80，迭

代次数 Nmax=200，α=1，β=3，ρ=0.8，r0=0.8。本文假设柴油货车以 60 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只考

虑运输距离和载重量，将车辆碳排放模型转化为：
1167408

095930980137081825 .)..( 
 mn

mn
CM

E (27)

M为车辆总重量（包括空车总重量 em和车辆载重货物∑mQm）

本文算法用 Python3.6进行编程，实验环境为 windows 10系统 core i5处理器。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改进的模型和算法的实验下的实验结果均以 Solomon R201为例，最优解进

化曲线图（以成本为例）如图 2所示，本文的帕累托最优解分布如图 3所示，在该组帕累托最优解

集中随机取一个解的车辆路径分布图如图 4所示。

图 2 最优解进化曲线 图 3 帕累托最优解分布 图 4 车辆路径分布图
Fig.2 Optimal solution evolution curve Fig.3 Pareto optimal solution distribution Fig.4 Vehicle path map

4.2 算法对比

为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将本文的计算结果与 Solomon数据中的目前最优计算结果和文献

[18]中计算结果相比较，由于篇幅限制，仅列出部分数据在本文数学模型下目前所得最优结果与在本

文模型与改进的算法下的计算结果比较，以 Solomon数据中的 R201为例，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Solomon最优解、文献[18]最优解与本文运算结果的比较

Table1 Comparison of Solomon optimal solution, reference [18] optimal solution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方法
Method

成本
Cost

服务质量
Service quality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R201最优解 1253.23 0.56 1391.11
推荐 Pareto最优解中文献[18]成本最低 2052.64 0.88 2278.47

本文改进的蚁群算法成本最低 1952.86 0.98 1661.22
推荐 Pareto最优解文献[18]服务质量最高 2199.46 0.98 1391.11

本文改进的蚁群算法服务质量最高 2472.61 0.99 1661.63
推荐 Pareto最优解文献[18]碳排放最低 2052.64 0.88 2278.47

本文改进的蚁群算法碳排放最低 1952.86 0.98 1661.22
通过实验，将本文的计算结果与文献[18]、已知最优解进行比较，由表 1可知，在 Pareto 最优

解集中比较，成本最低的解中，本文的计算结果在成本、服务质量和碳排放上均优于文献[18]，由于

在完成一次迭代后再进行信息素的更新，防止了最优解的局部优化，能够得到全局最优解，虽然成

本和碳排放分别高于已知最优解 55.83%和 19.42%，但是本文的服务质量优于已知最优解 75%，平

均成本每升高 1%，服务质量提升 1.34%，碳排放每多 1%，服务质量提升 3.86%，这是由于改进的

蚁群算法在启发因子中加入了需求量和时间窗限制，使得计算结果在服务质量上更优；在服务质量

最高的解中，虽然成本和碳排放比已知最优解和文献[18]中的解高，但是服务质量也比其高，这是由

于改进的蚁群算法中加入了时间窗跨度和需求量限制，所以在服务质量上的收敛效率更高；在碳排

放最低的解中，本文的计算结果在成本、碳排放和服务质量上均优于文献[18]，虽然成本和碳排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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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知最优解，但是成本和服务质量每升高 1%，服务质量分别提升 1.34%和 3.86%，这是由于在状

态转移的过程中受到加入了需求量和时间窗跨度的启发因子的影响，若要使得三个目标达到完全平

衡，可以根据需要调试权重，通过多个目标的灵敏度分析，达到决策者的理想状态。

5 结 论

本文用软时间窗下的准时送达率和考虑产品腐败率的准时送达量来表示服务质量，考虑了成本

和碳排放量，构建了考虑价格折扣的多目标生鲜农产品车辆路径问题模型，结合本文模型中惩罚成

本与与价格折扣相关联的特点，设计了改进的蚁群算法，用 Solomon算例证明了本文模型和算法的

有效性。本文的模型和改进的算法可以为生鲜企业在配送活动中提供技术支持，极具参考价值。不

同目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即目标间的灵敏度分析是本文的后续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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