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中国岩石圈结构数据库资助项目（!"""&"&"&$&"）；同济大学理科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华根（&’()$），男，浙江嵊州人，讲师，工学博士*+,-./0：12.345$6145!7/5.*68-

模拟退火算法机理研究

陈华根，吴健生，王家林，陈 冰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

摘要：从机理上分析了采用94:;8<80/7概率接受准则的重要性，认为按照该准则可以使模型跳出局部极小值，避免

了落入局部极小点的可能，然后在退火计划的控制下模拟退火算法，最终可以找到最优解；深入分析了算法的退火

计划和模型扰动，以及两者之间的配合的技巧，认为算法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改进；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为下一

步的具体改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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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退火算法（7/-20.:4N.554.0/53，L?）作为局

部搜索算法的扩展，在每一次修改模型的过程中，随

机产生一个新的状态模型，然后以一定的概率选择

邻域中能量值大的状态*这种接受新模型的方式使

其成为一种全局最优算法，并得到理论证明和实际

应用的验证*
L?虽然在寻优能力上不容置疑，但它是以严密

的退火计划为保证的，具体地讲，就是足够高的初始

温度、缓慢的退火速度、大量的迭代次数及同一温度

下足够的扰动次数*因此，L?的效率问题一直是算

法真正走向实用的主要障碍*R53F4;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了非常快速模拟退火计划及相应的算法（K4;D
G.7:7/-20.:4N.554.0/53，STL?）［&］，使得算法效率有

所提高，并且已应用在一些实际研究中*但是，在实

际应用中效率还是偏低，并且与约束条件的个数和

模型的扰动范围密切相关，因此仍然阻碍着算法在

更多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点有#
个：" 尽可能多地获得与算法有关的已知信息以增

加约束条件的个数；# 减小模型的扰动范围；$ 进

一步改进算法，提高效率*从这#个要点看，"和#
都是客观的，均与已知条件相关，如要进一步获得更

多信息需要大量的投入或者查阅多方面资料；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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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可以在原有的条件、在保证算法全局最优

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为此，本文主要对"#$%进行了机理上的深入

探索和详细分析，发现在其核心技术———退火方式

及模型扰动上可进行更合理的配合!文章最后提出

了进一步改进的具体思路，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的另一篇论文《改进的非常快

速模拟退火算法（&"#$%）》将详细地、有针对性地

提出新的改进算法，并通过对不同的模型及参数试

验比较、分析后，认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

统$%（包括"#$%）计算效率低的缺点，使算法进一

步走向实际应用!

! !"#$概述

模拟退火的概念是根据熔融金属中粒子的统计

力学与复杂的组合最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的相似性

而提出来的［’］!统计力学的研究表明，在温度!、粒

子停留在状态"满足波兹曼（()*+,-.//）概率分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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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状态的能量；(4!5，为()*+,-.//
常数；!为绝对温度，量纲为0；&（!）为概率分布的

标准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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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度!时，根据金属内部粒子的状态选择规

律，&1+6)3)*78等提出了以下准则：设初始状态+为

当前状态，该状态的能量为$+，然后对该状态作一

随机微扰，得到0个新状态,，新状态的能量为$,!
如果$,$$+，,就为重要状态；如果$,!$+，考虑到

热运动的影响，,是否为重要状态要根据固体处于

该状态的概率来判断!固体处于状态+和,的概率

的比值等于相应()*+,-.//因子的比值，即

"%123［（$+’$,）／(4!］，"$0 （9）

用随机数据发生器产生一个［5，0］区间的随机

数!，若"!!，则新状态,为重要状态，就以,取代

+成为当前状态，否则仍以+为当前状态，再重复以

上新状态的产生过程!在大量固体状态变换后，系统

趋于能量较低平衡状态，固体状态的概率分布趋于

()*+,-.//概率分布!
以上接受新状态的准则称为 &1+6)3)*78准则，

相应的算法则称为&1+6)3)*78算法!
$%中采用了上述准则，故成为全局寻优算法!

&1+6)3)*78准则及算法的优点是：中间解以一定的接

受概率跳出局部极小，避免落入局部极小点的可能，

然后在退火温度的控制下最终找到最优解!如没有

&1+6)3)*78准则，就谈不上全局寻优，算法最多只是一

种局部算法的搜索，不能找到真正的最优解!
限于篇幅，这里直接给出传统的$%流程图（图

0），具体原理已有多部文献［0，’］给出!

图% 传统#$流程图

"&’(% ")*+,-./0*10/.2&0&*3.)#$
从图0可见，算法中包含0个内循环和0个外

循环!内循环就是在同一温度下的多次扰动产生不

同模型状态，并按照&1+6)3)*78准则接受新模型，因

此是以模型扰动次数作控制的；外循环包括了温度

下降的模拟退火算法的迭代次数的递增和算法停止

的条件，因此基本是以迭代次数作控制的!
$%虽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全局最优算法，但在实

际使用时为了提高算法效率常采用改进的算法，以

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文献［9":］提到了几种

实际使用的$%，其中"#$%最为常用!它使得模拟

退火理论真正走向了实际，具备了一定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后来有许多研究［;，<］都使用了该算法!
"#$%的流程与$%一样，只是为了保证计算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主要在模型扰动、接受概率及其退火

计划上加以特别的处理!下面分别讨论!
!"! 模型扰动

$%中新模型的产生是对当前模型进行扰动得

到的，常规用的是高斯分布法，而"#$%采用依赖

于温度的似=.>?@A分布法，即

-.+%-+/0+（1+’2+） （B）

0+%!8C/（3’54:）［（0/0／!）5’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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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当前模型中第"个变量；#为［!，"］内均

匀分布的随机数；［$"，%"］为!"的取值范围；!"为

扰动后的模型中第"个变量，且!&"!［$"，%"］’
#$%&’(分布产生新模型的优点是：在高温情况

下搜索范围大，在低温时搜索仅在当前模型附近)而
且，由于其有一平坦的“尾巴”，使其易于迅速跳出局

部极值)这一改进加快了*+的收敛速度)
!"# 接受概率

由广义,-./01$%%234556分布，可给出新的接收

概率计算公式

()［"*（"*+）!,／-］"／（"*+） （7）

式中：!,8,（!）9,（!!）；+为实数)当+""时

():;<（*!,／-） （=）

这是常规*+的接受概率公式，为式（7）的特例)
!"$ 退火计划

-（.）)-!:;<（*/."
／0） （>）

式中：-! 为初始温度；.为迭代次数；/为给定常

数；0为待反演参数的个数)式（>）还可写为

-（.）)-!!.
"／0

（?）

式中，!为温度衰减率，通常选择!)=#!#")!)在实际

应用中，可采用!)@或")!代替式（?）中的"／0)
在AB*+中，最终用式（C），（@）对当前模型进

行扰动产生新模型，新模型按式（7）接收，并按式（?）

缓慢降温)

# !"#$机理分析

由于AB*+的优越性，许多研究中均引用此项

技术)因此，分析AB*+无非是尝试在其基础上看

是否有进一步改进的可能性)*+之所以被认为是一

种全局搜索优化算法，很大程度上是退火计划、模型

扰动方式等因素密切配合的结果)AB*+也不例外)
要使AB*+真正称得上“快速”算法，其退火计

划必须也要以较快的速度降温)从式（>），（?）可以看

出，温度-与迭代次数.有关，当.增大时，温度以

较快的速度下降，图D绘出了温度-与迭代次数.
的关系曲线)图D$表示式（?）中0（待反演参数的个

数）的变化（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图D5表示式（?）中

!（温度衰减率）的变化（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无论

从哪种情况分析，AB*+的降温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模拟退火的优点在于当温度较高时，可以接受

能量值较大的状态，跳出局部极值，从而使当前状态

落入包含最优解的最优空间中；而当温度较低时，接

受的可能性迅速减小)由于受到较低的退火温度控

制，至一定阶段，算法只接受比当前能量值小的状

态)因此，被接受状态的能量值在低温下基本上是递

减的，直到出现最小能量状态———最优解)在温度为

零时则根本没有接受，只有接受较小能量状态的可

能，算法因此退化为局部搜索)在AB*+较快的退

火计划下，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模拟退火，在温度

较高状态下要求扰动状态基本遍历整个解空间，以

便寻及到包含最小能量值最优解空间)因此，温度较

高时的模型扰动的分布状况在算法中显得尤其重

要，所谓模拟退火能跳出局部极值主要也发生在高

温下)

图% !"#$的温度衰减曲线

"&’(% )*+,*-./0-*.//*10./&2130-4*25!"#$

下面举一实例)取D个状态，分别记为1，2，其

定义域为［9E，E］，取其在高温下的模型状态（以!

表示）"@次)为便于比较，用随机数发生器在同一定

义域也随机发生"@个状态（以$表示）)从图E可

见，高温状态下，“!”并没有遍历整个定义空间，而

是缩小在图中左下的一个不大的区间内，反而是随

机数发生器的"@个“$”分布比较均匀，基本遍历所

定义的区间)（注意，图中D个方式的初始状态相同）

可从理论上去分析上述现象)由式（C），（@），可以

看出AB*+的模型扰动方式从本质上讲是局部性的

（高温下范围较大，低温下变小），新模型的!&"是在

当前模型的!"周围扰动后产生的；式中的2"相当于

"个系数，其大小决定了模型扰动的范围)显然，2"是

一个特殊的随机数，与退火温度-及迭代次数.密

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扰动与!"的位置有关，这种扰动

模型决定了在高温状态下有限次的扰动并没有使状

态遍历整个定义区间)因此，高温下AB*+的空间遍

历能力稍逊于随机数发生器，在这种情况下，AB*+
的计算效率可能会相对降低)但问题是很难在计算前

确定温度究竟取多大才能算高温)过高或者过低都可

能影响算法的收敛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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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温下"#$%模型状态分布图

#&’(! )*+,-./0/,.+&./1&23/&*4&45&’5/,67,10/31,
下面分析在低温状态下，!"#$扰动方式的特

征及其对寻找最优解精度的影响%由于模型扰动是

根据式（&）进行的，因此扰动特征与式中的系数!"
密切相关，而!"又与#"，$ 及%密切相关%为了分

析这种关系，图&以实例的形式给出了%与!"的关

系曲线，同时给出了递增时温度的模拟退火曲线，二

者可参考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的!" 特

征在整个模拟退火过程中并没有大变化，只是到温

度很低时，!" 似乎才有振荡幅度减小的趋势（偶尔

也伴有较大振荡）%表明低温下扰动后的模型并非都

在当前模型周围，实际上与当前模型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是低温下模型扰动的特征%这种特征对寻找最

优解有一定的影响，表明低温下模型扰动的空间过

大，扰动后模型被接受的几率必然降低，势必影响寻

优效率，从而影响最终解的精度%

图8 "#$%中!与"#的关系

#&’(8 !$"#1,-0/&*4.5&7&4"#$%

! 结论与改进设想

根据上述对!"#$的机理探索分析，可以得到

该算法的’个基本特点：! 在高温阶段，由于其特

殊的模型扰动方式，遍历解空间的能力稍逊于随机

发生器，也就是说扰动幅度不仅与诸多因子有关，而

且总体上偏小；" 在低温状态下，扰动后的模型并

非都在当前模型周围，即扰动幅度过大%这’个特点

决定了!"#$的计算效率可能会偏低，解的精度因

此可能减小%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探索分析同时给予

了改进的基本思路：在高温下，以模型的全局扰动方

式代替目前的扰动方式；在低温下，只要对式（&）中

的!"进行某种约束%
改进的具体的做法是将!"#$分为’个过程%

过程一，采用较高的初始温度和!"#$的退火计

划，模型作全局随机扰动，以搜索并锁定最优解区

间；过程二，采用较低的初始温度和新的退火计划，

模型作局部随机扰动（在当前模型周围），以在锁定

最优解空间后，由于搜索空间变小，能提高模型接受

效率%新的退火计划将作适当的回火升温，这样如果

当前模型没有跳出局部极小值区间，适当的升温可

以使之再一次跳出，使最终解更可靠%退火温度与模

型扰动方式的改进，二者密切相关%由于改进是基

于!"#$的，故称之为改进的!"#$，简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改进是对退火及模型扰

动方式的改变，而#$的广义)*+,-./00#12334分布

接受概率及(5,6*7*+24准则并没有改变%#$之所以

为全局搜索算法，其接受概率方式及 (5,6*7*+24准

则是其精髓，(!"#$并没有影响其精髓，而是使得

该二者更具效率，寻优精度更高，算法更接近实际应

用%笔者目前已经对一些诸如应用(!"#$最短路

径分析、地球物理中的反演问题等用#$作一些具

体的研究，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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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8第F期 陈华根，等：模拟退火算法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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