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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是一个 NP- 难问题, 在光缆通信、智能控制等领域有其重要的应用价
值. 警示传播 (warning propagation, WP) 算法是一种基于因子图的消息传递算法, 可用于求解组合优
化问题. 借助于 Boltzmann 机模型使一个无向图转换为因子图, 将求解无向图上的双目标最小生成树
问题映射为求解因子图上的对应问题, 进而设计一种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的警示传播算法. 选
取由随机数种子产生的若干随机数构造邻接矩阵, 生成对应的无向图实例, 数值实验结果表明, 该算
法优于同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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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小生成树 (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 描述为加权随机图求最小代价生成树, 其在光缆通
信、组合优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 目前, 针对单个目标的 MST 问题,
已有许多经典算法可对其进行快速、有效地求解, 如 Kruskal 算法、Prim 算法等 [1] . 但当 MST 的目
标数量增加至两个及以上时, 该问题演化为多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 (multi-criteria MST, mc-MST), 属
于多目标优化问题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 MOP), 同时也是 NP- 难问题 [2] , 在实际应
用中, mc-MST 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
近年来, 学者们对 mc-MST 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其中, Zhou 和 Gen [2] 提
出一种计数算法, 可找出部分非劣最优解. Chen 等 [3] 对 Zhou 和 Gen 的算法做出了改进, 使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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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找出几乎所有非劣最优解. Guo 等 [4] 提出一种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 随着问题规模的扩大, 该算
法能获得较为优良的 Pareto 前沿面. mc-MST 的多个目标间往往存在求解冲突, 现有算法多为求解
mc-MST 的近似解. 总体来说,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 mc-MST 的求解准确度, 并未考虑如
何提升求解速度等问题. 注意到, mc-MST 一点多值的特性, 与特殊结构的约束可满足问题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SP) 有诸多相似. 因此, 可借助 CSP 问题研究 mc-MST 的求解机制.
CSP 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研究领域, 同时也是一个 NP 完全问题

[5, 6]

. CSP 问题由 N 个变量和

M 个约束组成, 每个变量从其定义域 D 中取值, 每个约束包含从变量集合中随机挑选 k 个不同的变

量, 并有一个相应的不协调集来限制这些变量的某些赋值为不可满足赋值. SAT 问题是典型的 CSP 问
题, SAT 问题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问题, 也是计算机科学家和数理逻辑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SAT 问
题即给定任意合取范式 (conjunctive normal form, CNF) F , 判断是否存在一组指派使 F 的值为真. 子
句长度为 k 的 SAT 问题称为 kSAT 问题, 当 k > 3 时, kSAT 问题是著名的 NP- 完全问题. 其中研究
较为成熟的是随机 3-SAT 问题. 为研究随机 3-SAT 问题, 需引入随机 3-SAT 实例产生模型 G (n, k, p),
其中, n 为变元个数, k 为子句大小, p 为每个子句出现在公式中的概率 [7] . 实验研究表明, 上述模型
中子句数 m 与变元数 n 的比值 α = m/n 是一个重要参数, 它不仅对公式的可满足性产生影响, 还对
公式可满足判定的难易程度产生影响. 当 α < αd 时, 随机 3-SAT 实例高概率可满足; 当 α > αd 时,
随机 3-SAT 实例高概率不可满足. 尽管人们不知道 αd 的确切值, 但现有研究表明 αd 至少为 3.52 [8] ,
至多为 4.506 [9] , 利用统计物理学的腔域方法 [10, 11] 给出了可满足相变点的近似解 αd ≈ 4.267. 现有研
究表明, 3-SAT 问题还存在第二相变点 αc ≈ 3.912, 当 α < αc 时, 随机 3-SAT 实例处于易解区域, 当
αc < α < αd 时, 随机 3-SAT 实例处于难解区域 [12, 13] . 基于腔域的方法所设计的信息传播算法, 求
解接近相变点的随机 3-SAT 实例时体现出惊人效果 [14, 15] . 信息传播算法是目前求解随机 3-SAT 问
题最为有效的方法, 如信念传播 (belief propagation, BP) 算法可有效求解 α < 3.95 的随机 3-SAT 实
例, 调查传播 (survey propagation, SP) 算法能够求解 α < 4.26 的随机 3-SAT 实例 [16, 17] . 警示传播
(warning propagation, WP) 算法是最基础的信息传播算法, 近年来, 人们对 WP 算法收敛性做了深入
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18∼23] . Feige 等 [17] 分析了 WP 的收敛性, 但主要受限于植入指派的随机
可满足实例产生模型 Pplant
n,p , 即给定一个指派, 以概率 p 随机选取满足指派的子句之集构成实例. 具体
模型中取概率充分大
, 其本质是最多只有一个赋值高概率满足该实例. 文献 [7] 虽证明
地讲, 在 Pplant
n,p
了 WP 在 CNF 公式上的收敛性, 但只证明了 p 取值很小的那一部分实例.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 本文主要利用改进的 WP 算法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 提高了求解速度
并缩小了求解范围. 具体来说, 利用随机无向图的 Markov 性, 结合受限 Boltzmann 机和二部图的特
性, 将任意无向图映射为因子图, 在因子图上利用改进的信息迭代方程执行迭代操作, 通过调整参数 α
的值, 改变迭代次数等方法, 使 WP 算法收敛, 并取收敛的点作为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点. 实验证
明, 此方法有效.

2
2.1

基本知识
双目标最小生成树

∑
无向带权图 G = {V, E, W1 , W2 }, 其中 V 表示图中节点数目, E 表示图中边的数目, Wi = ie
e∈E ωe
表示图中所有边 ωe 的权重之和. 若树 T 包含了图 G 的所有顶点, 则称树 T 为图 G 的一棵生成树, 图
G 的所有生成树中, 权值最小的生成树称为图 G 的最小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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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因子图实例
Figure 1

An instance of factor graph

设有一个无向连通图 G = {V, E}, 其中 V = {v1 , v2 , . . . , vn } 是一个有限集合, 代表图 G 的顶点
集. E = {e1,2 , e1,3 , . . . , ei,j }, 其中

1, vi , vi ∈ E,
ei,j =
0, otherwise
k
k
代表图 G 的边集. 无向图的每条边上存在 m 个彼此互异的权重, 可用 wi,j
表示, 实际问题中 wi,j
可
表示距离、代价等可度量目标.

令
x = (x1,2 , x2,3 , . . . , xi,j , . . . , xn−1,n )xi,j


1, ei,j choosed,
=
0, otherwise

表示图 G 的一棵生成树. X 为所有 x 的集合.

k


minfk (x) = ωi,j
xi,j ,


mc-MST : F (x) = (f1 (x) , f2 (x) , . . . , fk (x)),



 s.t. x ∈ X,

(1)

其中 fi (x) 为第 i 个需要优化的目标.
上述对 mc-MST 的描述及 (1) 式表明, 多个目标的最优解之间彼此互斥, 甚至互不相容. 因此找
不到一个解在所有待优化目标上均取得最优值, 故我们只能求得 mc-MST 的一些近似最优解, 即所求
解是某个或某些目标的近似最优值, 这些近似最优解形成的曲面被称作 Pareto 前沿面.
特别地, 有两个待优化目标的多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称双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
2.2

因子图
设 F 是一个 CNF 公式, 公式中含有 n 个变元 x = {x1 , x2 , . . . , xn }, 和 m 个子句 C = {C1 , C2 , . . . ,

Cm }. 公式 F 可表示为一个二部图 G = (C ∪ X, E), 图 G 的点分为两类, 一类是变元节点, 一类是子

句节点. X 表示变元节点构成的集合, C 表示子句节点构成的集合. 图 G 的边亦可分为两类, 实边与
虚边. 实边: (Ci , j) ∈ E ⇔, 子句 Ci 含正文字 xj . 虚边: (Ci , j) ∈ E ⇔, 子句 Ci 含负文字 ¬xj .
CNF 公式 F = (x1 ∨ ¬x3 ∨ ¬x4 ) ∧ (x2 ∨ ¬x3 ∨ x5 ) ∧ (x3 ∨ x4 ∨ ¬x5 ) 的因子图如图 1 所示. 因子图

本质是一个二部图, 具体参数及含义可如下定义.
V (a): 子句 a 中出现的所有变元集合, 可分为两类: V (a) = V+ (a) ∪ V− (a). 其中 V+ (a) 表示子句
a 中正文字对应的变元集合. V− (a) 表示子句 a 中负文字对应的变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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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限制 Boltzmann 机模型转换示意
Figure 2

A model transformation instance of RBM

V (j): 含变元 j 的子句集合, 同样可分为两类: V (j) = V+ (j) ∪ V− (j). 其中 V+ (j) 表示变元 j 正

出现的子句集合. V− (j) 表示变元 j 负出现的子句集合.

3
3.1

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警示传播算法
基于无向图的限制 Boltzmann 机
Markov 链的 Markov 性表明: 事件未来状态的概率分布仅依赖于现在状态, 而与到达现在状态的

具体过程及过去状态无关. 基于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特征及无向图中节点有限可列, 选取离散时间的
Markov 链的一种变体模型, 限制 Boltzmann 机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RBM) 对任意无向图建
模, 得二部图, 研究无向图中各节点间的依赖关系. RBM 的三元组表示 θ = {W, A, B}, W 表示权重矩
阵, A 表示可视层偏置, B 表示隐层偏置, 可视层偏置与隐层偏置的概率分布均符合伯努利 (Bernoulli)
分布. RBM 结构上是一种对称耦合的二值机器. RBM 中的点分为两层, 一层是可视层, 另一层是隐
藏层, 同层节点之间没有连接, 不同层节点之间相互连接彼此耦合. 基于此特点, 利用 RBM 对无向图
建模, 将无向图映射为二部图, 映射方法如图 2 所示. 映射过程选取随机生成的无向图, 利用 RBM 的
双层结构特点, 将无向图中所有节点映射为 RBM 的可视层节点, 将无向图每条边的两个目标值均映
射为 RBM 的隐层节点, 每条边的标记位单独设立全局变量, 也将其映射为 RBM 的隐层节点. 利用
RBM 节点间显隐互连的特性, 两个隐藏层节点可连接至相同可视层节点, 即 RBM 可描述无向图中同
一节点所属的两组不同目标值. 通过上述方法, 便将无向图构建为分离面, 形成二部图.
3.2

因子图转换技术
RBM 映射后得到的二部图, 可视层节点映射为因子图的子句节点, 两个隐层节点依次映射为因

子图子句节点对应的变元节点, 二部图的每条边增加辅助标识位 γ, 也将其映射为因子图的变元节点.
该标识位取值范围为集合 {0, 1}, 表示该边依概率收敛方向上的节点是否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
点集. 若标识位取 1, 则将该边依概率收敛方向上的节点纳入到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点集中, 若标识
位取 0, 则不将该边依概率收敛方向上的节点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点集中, 即

1, v ∈ MST,
γ=
0, v ∈
/ MST.
因子图转化如算法 1 所示, 转换过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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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转化原理示意图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nsformation principle

Algorithm 1 Factor graph transformation algorithm
Input: Random bigraph instance G;
Output: Factor graph F ;
1: A random bigraph instance is selected;
2: Select the initial point randomly v ∈ V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3: while v 6 V do
4:
5:
6:
7:
8:
9:
10:

if v is not the isolated point then
The bigraph edge e ∈ E is mapped to a clause node of the factor graph;
Two sets of weights on the edge of a bigraph are mapped to two nodes of a factor graph;
else
Draw auxiliary edges to connect outliers;
v = v + 1;
end if

11: end while
12: Add a binary tag bit to each edge and map it to the third argument node;

特别地, 对含若干连通分量的随机无向图转化为相应因子图时的处理方式, 将随机选取每个连通
分量的一个节点, 并以这些节点为行列建立一个邻接矩阵 CC, 并将这些随机选取的节点视为孤立点,
随机将 CC 中两个孤立点的交叉位置设置为 1, 从而将含若干连通分量的问题转换为单个连通分量的
问题进行处理.
二部图转换为因子图时需对二部图中的两类特殊点做不同处理, 以确保 WP 在任意因子图上沿
权重较小的方向高概率收敛, 获取较为精准的双目标最小生成树中的节点. 这两类节点分别是孤立点
和叶子节点, 孤立点是与图中的所有边均无关联的节点, 即度为 0 的节点. 孤立点的出现缘于无向图
邻接矩阵的随机生成机制, 即邻接矩阵可能随机生成数值全为 0 的行. 若选取孤立点为 WP 算法的初
始迭代节点, 需对其做如下处理, 处理过程如图 4 所示.
(1) 随机选择原二部连通图中的任意节点, 在邻接矩阵中表示此节点的行与孤立点的列的交叉位
置设为 1, 并对此边上两个目标按随机种子赋随机值.
(2) 将此边作为一个子句节点, 随机生成的两个权值映射为两个变元节点, 添加一个标识位作为第
3 个变元节点, 并与其他节点同步生成因子图.
(3) 二部图映射为因子图.
3.3

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警示传播算法
采用 WP 的信息迭代方程式对因子图中的节点进行收敛性分析, 在由 RBM 转换后得到的因子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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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孤立点处理示意图
Figure 4

A schematic of handling isolated points

图的每一条边上, 定义 WP 算法的警示信息 µa→i 用来描述双目标最小生成树中的边对其原生无向图
边上每组权值的依附概率, 即对于每一条边, 都有对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值之间的概率评价. 若对两
组权值评判所得的概率越高, 则这两组权值对应边所关联的节点被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中的概率越
大. 若某条边上第 t − 1 次得到的警示信息值 ηa→i (t − 1), 与 ηa→i (t) 一致或二者差值小于精度 ϵ, 则
将该节点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节点集.
定义 Jia 是一个标识参数, 若子句节点代表的边和其关联的节点被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中, 则
Jia = −1; 若子句节点代表的边和其关联的节点未纳入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点集中, 则 Jia = 1. 针
对多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的特性, 需沿目标值较小的边方向收敛, 定制警示传播算法的信息迭代方程
如下:

ηa→i (t) =

(
(∑
))
θ −Jja
wj Jjb ηb→i (t − 1) ,

j
∏

(2)

j∈V (j)/a

其中 t 表示迭代次数,

1, x > 0,
θ (x) =
0, x 6 0

表示截尾函数.
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 WP 算法可根据信息因子传递方向的不同定义两类消息, 一类是目标
值传递给边的消息 xi → Cj , 一类是边传递给目标值的消息 Ci → xj . 两类消息所表示的含义分别是
xi → Cj 表示在没有 Cj 的作用下, 其他边对 xi 的取舍倾向, Ci → xj 表示 Ci 的可满足性对目标值 xj
的收纳概率.
若子句 a 中仅包含变元 xi , 则可置 ηa→i = 1. 求解过程如算法 2 所示.
基于此, 双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使用上述定制的信息迭代方程, 利用信息因子在因子图不同类型
节点间相互传递特性, 当改进后的信息迭代方程在因子图上产生的警示信息 ηa→i (t − 1), 与 ηa→i (t)
一致或二者差值小于精度 ϵ 时, 便可依概率固定部分变元的赋值, 即得到部分指派 Ψ, 产生因子图实
例所对应的随机无向图中属于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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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6 组不同节点数目随机无向图参数
Parameters of 6 groups of random undirected graphs with diﬀerent numbers of nodes

n
100
150
200
300
350
400

m
4950
11175
19900
44850
61075
79800

α
49.5
74.5
99.5
149.5
174.5
199.5

d
3.475
3.475
3.475
3.475
3.475
3.475

Algorithm 2 Warning propagation algorithm for solving double objective minimum spanning tree
Input: Factor graph F ; Maximum number of iterations tmax ; a requested precision ε;
∗
Output: The number of nodes in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ηa→i
;

1: Get the factor graph by Algorithm 1;
2: A node is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initial iteration node ni ∈ V ;
3: At time t ← 0, for every edge of the factor graph init the warning messages Wa→i ∈ {0, 1};
4: Let us do a random permutation of the edges in G;
5: Using 2 to update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until the algorithm converges;
6: while t 6 tmax do
7:

Sweep the set of edges in the factor graph and update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8:

if |ηa→i (t) − ηa→i (t − 1)| < ε then

9:
10:
11:

Takes the convergent nodes to form the nodes of the double-objective minimum spanning tree;
else
Continue;

12:

end if

13:

Break;

14: end while
15: The sum of the weights of two variable nodes representing weights in the factor graph is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16: Get part of the assignment;

4

数值实验及分析

实验随机图节点数 n = {100, 150, 200, 300, 350, 400}, 参数 tmax = 103 , ε = 1000, α = m/n, d =
3.475, 可参见表 1. m 表示双目标值及标识位数值, d 表示约束紧度. 本实验运行的软、硬件环境为
Inter- Core i5-7th Gen CPU, 内存 4 GB, 主频 3.60 GHz, 操作系统 WIN10, 编译环境 code blocks, 使用
C 语言和 matlab 工具编程.
实验数据收敛性如图 5 和 6 所示, 收敛区间明显变窄. 因此, 改进后的 WP 算法在 100 < n < 400
的随机无向图上体现出较优良的收敛性, 收敛概率较 n < 100 的随机图实例有较明显提升. 由此说明,
WP 算法在节点规模较大时可提高双目标问题的求解性能.
分析 WP 算法在因子图上的收敛速度, 选取 WP 算法收敛区间较窄的实例, 即 10 至 45 的随机
无向图实例进行收敛性分析. 每个节点数目的随机图选取 100 个不同的实例进行运行时间测试, 运行
时间取其平均值. 实验结果参见图 7, 横轴代表随机图节点数, 纵轴代表 WP 执行时间, 每个数据点取
100 个实例的平均值. 随着节点规模的不断增长, 算法的运行时间与节点数目大致呈正比增加, 且增长
速度趋于稳定, 求解时间稳定在常数阶.
在图 8 中, 横轴代表目标 1 的值, 纵轴代表目标 2 的值. 取相同实例分别在两种算法上运行, 每个
数据点代表一个因子图实例, 分析实验结果, 在目标 1 的 n > 4 之后, 本文提出的算法实验结果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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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覆盖范围较为宽泛. 从图 8 实验数据分析可知, 目标 1 数值 n < 5 时, 本文提出的算法较 DPSO
算法所获取的两个目标值的数值总和较小. 同样地, 目标 2 也符合以上描述.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算
法在求解精度与范围方面均优于 DPSO.
探讨求解多目标最小生成树的 WP 算法的求解速度, WP 算法与 MACS 算法运行时间的对比数
据如表 2 所示. 数据表明, WP 算法求解多目标最小生成树问题比 MACS 和枚举法在求解速度上有
显著提升, 求解时间有常数阶缩小.

5

结语
提出一种求解双目标最小生成树的警示传播算法, 利用限制 Boltzmann 机, 将任意无向图映射为

因子图, 两组数值互异的目标值和一个标识位联合映射为三个变元节点, 无向图的边映射为子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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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对比 MACS 算法与 WP 算法运行时间 (s)
Comparison of the running time of MACS algorithm and WP algorithm (s)

The number of node
20
30
40
50

Enumeration
3360
8700
20580
45900

MACS
552. 6
681
847. 2
1095. 6

WP
20. 423
30. 697
40. 537
51. 018

利用改进信息迭代方程的 WP 算法, 通过调整算法参数及迭代次数在因子图上进行收敛性分析, 取使
得 WP 收敛的节点为双目标最小生成树中的节点, 实验结果表明, 此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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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ard M, Parisi G. The cavity method at zero temperature. J Stat Phys, 2003, 111: 1–3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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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rning propagation algorithm to solve the double-objective
minimum spanning tree
Xin WANG1 , Xiaofeng WANG1,2* , Daoyun XU2 & Deren YANG3
1.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3. Faculty of Science,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fwang@nun.edu.cn
Abstract The double-objective minimum spanning tree problem is an NP-hard problem with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s in numerous fields such as optical cable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An undirected graph
is transformed into a factor graph using the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and the double-objective minimum
spanning tree problem in the undirected graph is mapped into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 in the factor graph.
To construct the adjacency matrix, several random numbers generated from random number seeds are selected.
Moreover, a corresponding undirected graph example is generated. Numerical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better than other similar algorithms.
Keywords double-objective optimization,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warning propagation algorithm, minimum spanning tree, factor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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