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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骨架是指一个 NP- 难解问题实例的所有全局最优解的相同部分, 因其在启发式算法设计中的重要作用而成为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 本文对目前骨架及相关概念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综述, 将骨架本身的研究工作归纳为三个层面: 理论基础层面
主要考虑骨架与计算复杂性的关系问题; 应用基础层面主要考虑如何高效地获取骨架; 应用层面主要考虑如何利用骨架进行
高效启发式算法设计. 在此基础上, 本文详细讨论了骨架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 并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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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hared common parts of all global optimal solutions to an NP- hard problem instance, the backbone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line due to its essential impacts on the heuristic algorithm design. In this paper,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backbone and related conceptions were thoroughly survey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backbone consists of
three areas, includ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kbone 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how to efficiently approximate the backbone, and the applications
on how to employ the backbone within the heuristic algorithm design. Furthermore, w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is topic, and provided some guidelines on how to tackl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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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难解问题普遍存在于道路交通、物流管理
和物联网等众多领域中. 鉴于获取该类问题精确解
的算法在最坏情况下所需时间为指数级[1−2] , 许多研
究者探索如何在合理时间 (多项式级别) 内获取近似
最优解, 并因此提出了大量的启发式算法 (Heuristic
algorithm) (包括蚁群算法[3−4] 、遗传算法[5] 、模拟
退火[6] 、人工免疫[7] 等). 针对应用领域中出现的
NP- 难解问题的规模的迅速扩张, 现有的启发式算
法的性能难以进一步提升, 限制了本领域的发展.
研究者逐渐意识到: 解决这类组合爆炸问题的根本
出路在于深入理解所求解问题的本身特征. 骨架
(Backbone) 作为描述 NP- 难解问题内在特征的新
途径, 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启发式算法设计, 形成了本
领域的研究热点.
给定一个 NP- 难解问题的实例, 骨架是指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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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全局最优解的共同部分. 研究骨架对于启发式
算法的意义包括: 1) 基于骨架的启发式算法容易实
现: 骨架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框架, 其十分容易与现
有启发式算法相互结合, 从而给出新的启发式算法;
2) 基于骨架的启发式算法性能提升显著: 基于骨架
的算法可以对实例的搜索空间进行显著收缩, 从而
明显提高搜索的效率, 例如: 基于骨架可以将旅行
商问题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1 的实
例转化成规模为原实例 30 % ∼ 40 % 的新实例, 所
获得的多级归约算法比原最好算法 ILK (Iterative
Lin-Kernighan) 在求解质量 (即解与全局最优解的
差别) 上提升了 30 % ∼ 60 %[8] .
自从 Parkes[9] 在研究相变 (Phase transition)
的时候最早地提出了骨架概念以后, 众多研究者对
骨架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本文
全面地综述了目前骨架及相关概念的研究现况, 并
对骨架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 本文首先
将骨架本身的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面: 1) 理论基
础研究层面主要考虑骨架与计算复杂性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的关系问题, 具体包括骨架与
相变、后门 (Backdoor) 的相关性以及获取骨架的
1
TSP 问题是指给定若干个顶点和它们之间的边, 寻求从某个顶点出
发, 经过所有顶点一次且仅经过一次的最短环路. 根据顶点间往返的边
长是否对称, 可以分为对称旅行商问题 (Symmetric TSP, STSP) 和非
对称旅行商问题 (Asymmetric TSP, ATSP). 一般在没有特别指明的
情况下, TSP 问题是指 S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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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复杂性等; 2) 应用基础研究层面主要考虑如何
高效地获取骨架, 包括局部最优解近似法和限界交
叉 (Limit-crossing) 方法; 3) 应用研究层面主要考
虑如何利用骨架进行高效启发式算法设计. 在此基
础上, 本文重点归纳了骨架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获取骨架的多尺度计算复杂性问题、骨架的高
效逼近问题、面向小规模骨架实例的启发式算法设
计问题、骨架与适应度地貌分析 (Fitness landscape
analysis) 等. 针对主要问题, 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方向.

1 骨架的理论基础研究
本节主要分析骨架与计算复杂性的关系问题,
包括骨架与相变、后门的相关性,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等. 此外, 本节简要介绍一些与骨架相关的概念和研
究现状.

1.1 骨架与相变的相关性
相变的概念源自于统计物理学, 它是指当复杂
系统的控制参数在某个特定点 (相变点) 附近微小变
化时, 系统的物理性质产生急剧变化的现象. 比如,
当温度 (控制参数) 低于零度 (相变点) 时, 水由液态
凝结为固态 (冰). 有趣的是, 研究人员发现 NP- 难
解问题的求解难度也普遍存在极为相似的相变现象,
并且与骨架关系密切.
由 于 可 满 足 性 问 题 (Satisfiability problem,
SAT)2 是最著名的 NP- 难解问题之一, 很多研究
人员纷纷针对 SAT 问题及其变种开展了有关相变
与骨架关系的研究. Monasson 等[10] 研究了 (2 + p)SAT 问题的相变与骨架规模的关系. 他们发现, 当子
句数/变元数比值低于相变点 (4.0 ∼ 4.2 左右) 时几
乎 100 % 的 (2 + p)-SAT 实例均可解, 而子句数/变
元数比值超过相变点时又几乎均不可解, 在相变点
附近时实例是最难求解的. 而在相变点附近, 骨架规
模恰好是实例规模的 50 % 左右, 在远离相变点的两
端, 骨架规模分别趋近 0 和实例规模. Dimitriou[11]
在加权 Max k-SAT 问题上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通过
一种实例难度可控的实例生成器, Dimitriou 发现该
问题的求解难度表现出明显的相变现象, 并且相变
区恰好是骨架规模急剧变化的区间. Zhang[12] 则研
究了 Max 3-SAT 问题的骨架自身的相变现象, 发现
随着子句数/变元数比值增长, 骨架规模从几乎为 0
突然增加并迅速逼近实例规模, 并且 Max 3-SAT 的
2
SAT 问题是指给定一组布尔变元以及一组子句 (由若干布尔变元和
它们的非构成的 “或” 运算), 寻找一种对布尔变元的赋值方式, 使所有
的子句均为真. 2-SAT、3-SAT 是指子句长度分别固定为 2 和 3. (2 +
p)-SAT 是 2-SAT 和 3-SAT 的混合形式, 其中长度为 3 的子句比例为
p, 而长度为 2 的子句比例为 (1 − p). Max k-SAT 是指子句长度固定
为 k, 而寻求一种赋值方式使得最多的子句能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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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相变与 3-SAT 问题的 (可满足性) 相变几乎线
性相关.
除 SAT 问 题 及 其 变 种 外, 其 他 NP- 难 解 问
题 的 相 变 与 骨 架 关 系 也 引 起 了 研 究 人 员 的 关 注.
Zhang[13−14] 发现 ATSP 问题的求解难度也表现
出显著的相变现象, 在相变点附近恰好是骨架规模
为实例规模的 50 % 左右. Boettcher 等[15] 研究
了随机图上的 3 - 着色 (3-coloring) 问题, 发现该问
题的求解难度表现出了相变现象, 图上顶点的平均
度数 (即每个顶点平均与多少边相关联) 为 4.7 左
右为相变点, 而骨架的规模在相变点 4.7 附近也恰
好表现出了相变现象. Slaney 等[16] 发现图着色问
题 (Graph coloring problem, GCP) 的难度与骨架
规模正相关, 而模块世界规划 (Blocks world planning, BWP) 问题和 TSP 问题的难度与骨架规模负
相关. Watson 等[17] 研究车间调度问题 (Job-shop
scheduling problem, JSP) 时发现, 随机 JSP 实例
的全局最优解个数与骨架规模相关, 而局部最优解
与全局最优解之间的差别则和骨架规模无明显关联.
一些研究人员还探索了骨架规模与启发式算法
搜索代价之间的关系. Singer 等[18] 发现随机 3-SAT
问题处于相变区附近时, 若骨架规模较小, 则全局最
优解的个数对于启发式算法的搜索代价有直接影响,
全局最优解越多搜索代价越小; 而当骨架规模较大
时, 全局最优解的个数对于启发式算法的搜索代价
无显著影响. Singer 等[19] 还研究了 (2 + p)-SAT 问
题上骨架对于子句的依赖性, 他们发现 p 值越大, 实
例的骨架越受到删除子句的影响. 而骨架对于删除
子句的敏感性越高, 启发式算法求解所需的搜索代
价就越高.

1.2 骨架与后门的相关性
后门是 Williams 等[20−21] 最早在 SAT 问题的
研究中提出的. 虽然随机 SAT 实例很难求解, 但是
高效求解工具已经可以求解包含上百万个变元和几
百万个子句的 (来自于实际应用中的) 实例. 因此,
Williams 等认为现实世界中遇到的 SAT 实例实际
上是包含了某种特殊的结构 (后门), 它由一组变元
构成, 并存在一种赋值方式, 使得原 SAT 实例可以
被启发式算法在多项式时间内判定是否可满足. 对
于一个 SAT 实例而言, 它的骨架是唯一的, 而后门
可能有很多. Williams 等从理论上分析了后门规模
对于 SAT 启发式算法运行时间的影响, 后门规模越
大则 SAT 实例求解时间越长. Williams 等通过实
验发现: 实际应用中的大规模 SAT 实例容易求解的
原因是包含了很小规模的后门. Kilby 等[22] 专门针
对 SAT 问题研究了骨架与后门的关系. 他们提出了
一系列算法用于获取 SAT 问题的后门. 利用这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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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Kilby 等发现 SAT 问题的骨架与后门存在弱相
关性.

1.3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分析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分析主要是从理论上判断:
是否存在多项式时间的精确算法可以获得 NP- 难解
问题的骨架？若存在这种多项式时间的精确算法, 则
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利用骨架本身来进行启发式算法
设计. 否则, 则应该考虑如何有效地获取近似骨架,
用于启发式算法设计.
在骨架计算复杂性分析中,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
了由 3 个步骤构成的证明方法.
首先, 构造 NP- 难解问题任意实例的偏移实例.
向 NP- 难解问题实例的约束条件中加入数值很小的
微偏移量, 使之满足: 1) 在添加微偏移量前后, 原实
例任意两个解的目标函数值大小关系在新实例上保
持不变; 2) 新实例任意两个解的目标函数值均不相
同. 这种新实例即是偏移实例.
其次, 分析偏移实例与原实例关系. 验证偏移实
例是否满足: 只有唯一的全局最优解, 且该解亦是原
实例的一个全局最优解.
最后, 分析完整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若构造偏
移实例成功, 则可以推断获取该 NP- 难解问题的完
整骨架是 NP- 难解的, 原因在于: 反之, 则存在多项
式时间算法可以获得偏移实例 (偏移实例也属于原
NP- 难解问题的一个实例) 的完整骨架, 由此也就得
到原实例的全局最优解 (偏移实例的完整骨架就是
它本身的唯一全局最优解, 也是原实例的全局最优
解), 该结果与 NP- 难解问题的定义相矛盾.
按照上述思路, Kilby 等[23] 证明了获取 TSP 问
题的完整骨架和部分 (固定比例或者固定规模) 骨架
是 NP- 难解的. 同时他们还给出了一种更强的计算
复杂性结果, 即使是获取纯度大于 50 % 的近似骨架
也是 NP- 难解的. 在 SAT 问题上, Kilby 等[22] 也
给出了类似的结果. Jiang 等[24] 则证明了获取图的
二划分 (Graph bi-partitioning problem, GBP) 的
完整骨架和部分 (固定比例或者固定规模) 骨架是
NP- 难解的. 采用类似的技巧, 他们[25] 还证明了获
取二次分配问题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blem,
QAP) 的骨架是 NP- 难解的.

1.4 骨架的相关概念研究
与 骨 架 相 对 应, 还 存 在 着 脂 肪 (Fat) 和 肌 肉
(Muscle) 的概念. 脂肪指一个 NP- 难解问题的实
例中不在任何全局最优解出现的成分, 其研究重点
在于如何剔除实例中的脂肪, 以缩小实例的搜索空
间. 肌肉则定义为一个 NP- 难解问题的实例中所有
全局最优解的并集, 其研究重点在于如何获取近似
肌肉, 并在近似肌肉中进行高效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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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脂肪
Climer 等[26] 在 TSP 问题研究中最早明确地提
出了脂肪的概念, 并给出了获取脂肪的精确算法. 在
TSP 问题的实例中, 那些不在任何最短环路中出现
的边就属于脂肪. 根据脂肪的定义, 从待求解的实例
中将脂肪剔除后不影响实例的求解, 且剔除后的搜
索空间将更加紧致, 因此对空间的搜索将更加高效.
Climer 给出了获取 TSP 问题脂肪的精确算法 — 限
界交叉方法. 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 若将某条边固
定后, TSP 实例的全局最优解会变差, 则说明该条
边属于脂肪. 由于限界交叉方法的时间复杂度相对
较高 (判定一条边属于脂肪的时间复杂度为 O(n4 )),
其主要用于 TSP 问题的精确求解. 以 ATSP 实例
为例, 采用限界交叉方法后, 规模超过 500 个顶点的
实例所需求解时间不到传统方法的 1/3[26] . 另一方
面, 随着实例规模的增加, 限界交叉所能获得的脂肪
比例有所下降, 因此其不适合用于启发式算法设计.
江贺等[27] 根据边在局部最优解中出现的频率
与脂肪关系, 给出了 TSP 问题的动态候选集搜索算
法. TSP 问题的局部搜索算法为了提高运行效率,
通常将与顶点关联的 (可能包含在合法环路上的) 边
限制为有限的若干条, 这些边的集合称为顶点候选
集. 江贺等通过实验发现: 随着边在局部最优解中
出现频率的增加, 属于脂肪的边比例迅速降低. 根
据上述现象, 他们设计了动态候选集算法. 该算法包
括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在初始候选集上, 利用现有
的局部搜索算子求得 TSP 实例的多个局部最优解;
后一阶段将那些在局部最优解中频繁出现的边调整
到候选集的前部, 然后在新候选集上继续调用局部
搜索算子求解. 他们利用新算法对目前 TSP 最好的
算法之一的 LKH (Lin-Kernighan Helsgaun) 进行
了改进, 并在旅行商问题库 (TSP library, TSPLIB)
的多组不同规模的典型实例上进行实验比较. 实验
结果表明, 改进后的算法在全局最优解数量, 解的
平均质量等方面较原 LKH 算法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该算法的不足在于, 其有效性依赖于具体实例的结
构特征, 难以从理论上保证始终能获得高质量的解.
Gutin 等[28] 则研究了如何剔除推广的旅行商
问题 (Generalized TSP, GTSP) 的脂肪, 以实现对
实例的归约. 给定一些顶点集合, 不同集合中的顶点
间存在加权边, GTSP 问题的目标是如何从每个集
合挑选一个顶点, 使得由这些顶点形成的环路最短.
Gutin 等分别考虑了如何删除不属于任何全局最优
解的顶点和边 (这些顶点和边即是脂肪). 以判定顶
点为例, 给定顶点集合 X 的一个顶点 x, 若对于任
意分属于其他顶点集合 Y, Z 的两个顶点 y, z, 若总
能找到 X 中的另一顶点 x0 , 使得 x0 到 y, z 的距离
之和小于 x 到 y, z 的距离之和, 则可以判定 x 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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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而可以从实例中删除. 大量的测试结果表明, 利
用该方法可以将实例规模平均缩小 15 % ∼ 20 %.
2) 肌肉
Jiang 等[29] 在 3 次分配问题 (3-index assignment problem, AP3) 研究中引入了肌肉的概念. 江
贺等分析了该问题上肌肉的计算复杂性, 并给出了
基于近似肌肉的全局搜索算法. 该算法的基本做法
是利用现有的启发式算法求得 AP3 实例的多个局
部最优解, 将这些局部最优解合并作为近似肌肉, 然
后在其中实施全局优化. 为了提高全局优化的效率,
使用了多种剪枝加速策略. 实验结果表明, 新的算法
在困难实例上比已有的最好结果[30−31] 有显著改进.
实际上, 有些研究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肌肉的
概念, 但也采用了类似的算法设计技巧来求解很多
NP- 难解问题.
在 TSP 问题的求解中, Applegate 等[32] 提出
了环路合并方法: 首先重复调用 ILK 算法[33] 求得
多个高质量环路 (局部最优解), 然后由这些环路构
成一个更加稀疏的图, 最后在这个稀疏图上使用精
确算法[34] 求解. 他们将环路合并方法用于求解大规
模 TSP 实例 (实验中最大实例包含 85 900 个顶点),
发现其在平均解质量和获得全局最优解的次数上,
比 ILK 算法有明显优势. 以 pcb3038 为例, 新算法
在 10 次运行中能获得 8 次全局最优解, 平均解的长
度仅比全局最优解超出 0.001 %. 而对比算法 ILK
在 10 次运行中未能获得全局最优解, 平均解长度比
全局最优解超出 0.19 %. Cook 等[35] 提出了一种新
的环路合并算法, 主要改进是采用性能更高的 LKH
算法[36] 替换 ILK 算法. 新的环路合并算法是目前
求解中等规模和大规模 TSP 实例最好的算法之一.
在 p - 中心 (p -median) 问题的求解中, Rosing
等[37−39] 提 出 了 一 种 启 发 式 浓 缩 策 略 (Heuristic
concentration). 该策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调用
Teitz 等[40] 提出的启发式算法获得若干个局部最
优解, 然后从这些解中选出一部分构成一个规模更
小的 p -median 实例, 最后使用一个数学规划工具
CPLEX[41] 精确求解. 作为对比, Rosing 等在 21 个
典型 p -median 实例上测试了启发式浓缩策略和之
前最好算法之一的禁忌搜索算法[42] , 发现新算法可
以获得其中 17 个实例的全局最优解或者已知最优
解, 而禁忌搜索算法仅能获得两个 2 个实例的全局
最优解或已知最优解. 而在运行时间方面, 启发式浓
缩策略在某些实例上时间长于禁忌搜索算法, 在另
外一些实例上又优于禁忌搜索算法.
在集合覆盖问题 (Set covering problem, SCP)
的求解中, Finger 等[43] 采用了与 Rosing 等[37−39]
类似的技巧. 所不同的是在最后一个阶段采用了一
种模拟退火方法[44] 来求解转化后的实例. 改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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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方法原因在于, 转化后的实例的搜索空间依然
非常巨大, 若采用精确算法则时间开销过大.

2 骨架的应用基础研究
在运用骨架进行启发式算法设计前必须有效获
取骨架, 现有的方法包括局部最优解近似法和限界
交叉两种.

2.1 局部最优解近似法
当前很多学者采取局部最优解近似法来获得近
似骨架, 也就是提取多个局部最优解中的共同部分
作为近似骨架. 该方法的依据是所谓的 “大坑” (Big
valley) 猜想, 即许多 NP- 难解问题的局部最优解的
结构与全局最优解有很高的相似性. 形象地描述, 形
成了以全局最优解为底而周围遍布局部最优解的一
个 “大坑”. 该现象最早是由 Boese[45] 在 TSP 问题
上发现的, 他通过实验证实很多 TSP 实例的局部最
优解与全局最优解有 80 % 左右的边是相同的. 后
来, Merz 等[46] 、Reeves[47] 和 Zhang[48] 也在其他问
题 (如 GBP 问题、SAT 和 Max-SAT 问题) 上分别
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针对一个具体的 NP- 难解问题, 局部最优解近
似法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通过小实例进行采样分析,
判断是否存在 “大坑”, 其次再设法获取近似骨架.
具体步骤包括: 首先构造或者寻找该问题的若干个
小实例, 并在其上重复运行某现有启发式算法来获
得多个局部最优解, 再采用穷尽搜索或分支限界等
方法来求出小实例的全局最优解, 然后通过比较判
断全局最优解和局部最优解是否相似 (即是否有 “大
坑”), 若有 “大坑” 现象, 则可以提取多个局部最优
解的共同部分来充当近似骨架.
局部最优解近似法的优点是实现简单、时间复
杂度小且获得骨架规模较大, 现有的各种启发式算
法均可以用于获得局部最优解. 该方法的缺陷是所
获取的骨架为近似骨架, 并且纯度变化很大 (比如
TSP 问题的近似骨架纯度在 85 % 以上[8] , 而 QAP
问题的近似骨架纯度仅有 50 % ∼ 60 %[25, 49] ). 针对
局部最优解近似法的缺陷, Zhang 等[50] 提出: 为了
保证近似骨架有较高的纯度, 用于获取近似骨架的
局部最优解应具备良好的无偏性和多样性, 这就要
求初始解的选取应该尽量随机化.

2.2 限界交叉方法
限界交叉方法是 Climer 等[26] 提出的一种确定
性方法. 它的基本原理是依次删除 NP- 难解问题的
实例中的一部分结构 (比如 TSP 问题的某些边), 然
后判定新实例的全局最优解的目标函数值是否变差,
若是则说明被删除部分属于骨架 (该判定规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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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骨架定义推导出来). 由于直接求解原实例和新实
例均很困难, 所以实际应用中采用松弛技巧: 以最小
化问题为例, 用新实例的解下界与原实例的解上界
进行比较, 若新实例的解下界超过原实例的解上界,
则判定被删除部分属于骨架. 一种计算下界的方法
是利用拉格朗日松弛等手段求解 NP- 难解问题对应
的整数规划形式. 上界可以使用原实例上局部最优
解的目标函数值, 而现有的启发式算法均可以用于
获取局部最优解.
限界交叉方法的优点是能从理论上保证所能判
定的部分必定属于骨架; 缺点是存在漏判现象: 下界
和上界并非足够紧致 (Tight), 导致很多本属于骨架
的部分不能被发现. 另外, 该方法的计算代价很高.
在 TSP 问题中, 判定一条边是否属于骨架的时间复
杂度高达 O(n4 ).

3 骨架的应用研究
骨架应用层面的任务是如何设计基于骨架的高
效启发式算法. 根据骨架使用方式的不同, 这类算法
可以分为确定型和概率型两种.

3.1 确定型骨架算法
确定型骨架算法的特征是通过固定 (近似) 骨架
实现实例的归约或者搜索空间的限制. 根据骨架的
作用, 确定型骨架算法可以进一步分为空间受限型
和实例归约型.
1) 实例归约型骨架算法
实例归约型骨架算法通过固定 (近似) 骨架, 把
NP- 难解问题的实例转变成规模更小的新实例, 以
便进行高效求解. 实例归约型算法由三个阶段构成:
第一阶段是归约, 固定 (近似) 骨架来归约 NP- 难解
实例, 获得更小规模的新实例, 而这个新实例可以类

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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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归约, 直到得到新实例的规模足够小为止; 第二阶
段是求解, 运用现有某高效算法求解最终的小实例;
第三阶段是反向优化, 其可以视为第一阶段的逆向
过程, 从最小规模实例开始, 逐渐把 (近似) 骨架插
入恢复到规模更大的实例中, 并进一步优化, 如此迭
代直至恢复到原实例.
图 1 给出了 TSP 问题的实例归约的例子. 其
中, 图 1 (a), 1 (b) 和 1 (c) 代表了归约阶段, 虚线表
示近似骨架, 它们将在实例中被删除 (近似骨架的两
个端点将用长度为 0 的边连接起来), 以获得规模更
小的实例; 图 1 (d) 代表求解阶段, 调用某种启发式
算法求解经过多次归约后的最小实例; 图 1 (e), 1 (f)
和 1 (g) 代表了反向优化阶段, 从最小实例开始, 反
向将近似骨架加入到实例中以得到更大规模实例,
并将最小实例的解和近似骨架拼接成更大规模实例
的初始解, 然后调用现有算法来进一步优化此解, 如
此操作, 直至恢复到原始实例.
按照实例归约的思路, 很多研究人员给出了针
对 TSP 问题的新启发式算法. 邹鹏等[8] 给出了求
解 TSP 问题的多级归约算法, 通过采用多次运行
LK 算法求得若干局部最优解, 再提取局部最优解的
共同部分当作近似骨架, 最后通过固定近似骨架来
对实例进行多级归约及反向优化. 实验表明, 在典型
小规模 TSP 实例上, 多级归约算法比 ILK 算法[33]
更加容易获得全局最优解. 对于大规模实例, 多级归
约算法所获得解质量比 ILK 算法也有较明显提高.
Schneider[51−52] 运用类似想法, 使用并行化策略来
提取近似骨架, 由此给出了用于 TSP 问题求解的并
行多级归约算法. 并行多级归约算法的求解质量与
邹鹏等的多级归约算法类似. 由于其中获取局部最
优解步骤容易并行化, 该并行多级归约算法可以提
供接近线形的加速比, 这为将来各种基于骨架的算法

实例归约的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instanc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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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速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 戚玉涛等[53] 从理
论的角度分析了决定 TSP 问题多级算法[8] 性能的
原因, 据此提出了面向 TSP 问题的自适应归约免疫
算法框架, 该框架通过近似骨架的进化, 使其规模自
适应地增加, 同时不断提高近似骨架的纯度, 以达到
提高归约后算法找到全局最优解的概率值. 在 6 个
典型 TSP 实例上的结果表明, 自适应归约免疫算法
运行时间比邹鹏等的归约算法稍长, 但解的质量有
较明显地提高. Fischer 等[54] 提出了４种获取 TSP
问题近似骨架的方法, 并根据实例归约的思路设计
了新启发式算法, 实验结果表明, 该算法在大规模
TSP 实例上的性能 (在解的质量、运行时间指标上)
超过目前最好算法中的 Memetic 算法[55−56] .
Dong 等[57] 主要针对来自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VLSI) 领域的 TSP 实
例, 设计了实例归约算法, 该算法的特点是在实例归
约中采用了不同版本的 LKH 算法: 首先利用 LKH
的低版本软件工具 LKH-1.3 获得多个局部最优解,
然后利用这些解获取近似骨架来归约实例, 最后则
采用 LKH 的最新版本 LKH-2.0 来求解这个规模更
小的归约后实例. 利用这种归约算法, Dong 等刷新
了 VLSI 领域中 6 个大规模 TSP 实例的最好解记
录.
除了 TSP 问题之外, 一些学者也将骨架的概念
运用到了聚类分析中. 宗瑜等[58] 设计了一种基于近
似骨架的聚类算法. 他们利用现有的启发式聚类算
法得到同一聚类实例的多个局部最优解, 通过对局
部最优解求交得到近似骨架, 将近似骨架固定得到
规模更小的聚类实例, 然后在新实例上求解. 在 26
个仿真数据集和 3 个实际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骨架理论对提高聚类质量、降低初始解影响及加快
算法收敛速度等方面均十分有效. 与宗瑜等的工作
类似, 李雪[59] 将近似骨架运用到不确定数据的聚类
中, 通过提取多个聚类结果的共同部分, 实现了对于
聚类实例的归约. 在大量不确定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表明, 该方法比现有算法在聚类准确度上有较显
著提高.
2) 空间受限型骨架算法
空间受限型骨架算法是指通过固定 (近似) 骨
架, 使得启发式算法在搜索时仅考虑搜索空间的一
个子集. 与实例归约型骨架算法不同的是, 空间受限
型骨架算法一直是在同一个实例上进行求解, 而不
是多个规模不同实例. 以包含 3 个布尔变元 (X, Y ,
Z) 和 3 个子句 (X ∨ Y ∨ Z, X ∨ ¬Y ∨ Z, ¬X ∨ Y ∨
¬Z) 的 3-SAT 实例为例, 若近似骨架是变元 X 为
真, 则对于解 (X 为真, Y 为假, Z 为真) 进行局部
搜索时, 仅考虑改变 Y 或 Z 的赋值, 而不改变 X 的
赋值. 因此, 通过固定骨架, 解空间仅有 4 个需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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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解, 而原始解空间有 8 个解.
在 3-SAT 问题上, Dubois 等[60] 将近似骨架运
用于求解困难实例 (即子句数/变元数在 4.25 左右
相变区的随机 3-SAT 实例). 通过利用近似骨架对
DPLL (Davis-Putnam-Logemann-Loveland) 类的
启发式算法的搜索树剪枝, 在 200 ∼ 600 个变元的
局部随机 3-SAT 实例上比此前的最好算法 (比如
satz214[61] ) 快 1.2 ∼ 3 倍, 同时解决了包含多达 700
个变元的随机 3-SAT 实例.
在 QAP 问题上, 邹鹏等[49] 利用近似骨架对搜
索空间进行收缩, 提出了近似骨架导向的蚁群算法.
该算法首先通过局部最优解近似法获取近似骨架,
然后将这一部分固定, 最后利用蚁群在受限制的搜
索空间上进一步求解. 在 17 个典型 QAP 实例上
的结果表明, 近似骨架导向的蚁群算法在运行时间
相近的情况下, 有 15 个实例均取得比传统的蚁群
算法更好的结果. Jiang 等[25] 改进了邹鹏等的工作,
通过变换 QAP 实例, 提高了实例的骨架规模, 给
出了基于偏移实例的近似骨架导向的蚁群算法. 实
验结果表明, 对于二次分配问题库 (QAP library,
QAPLIB) 中的典型实例, 该算法在解的质量上较近
似骨架导向的蚁群算法、随机重启蚁群算法等有较
为显著的提高.
Zou 等[62] 归纳了利用近似骨架对搜索空间进
行约束的技巧, 给出了基于交叉的扩放算法 (Intersection based scaling, IBS), 并在 TSP 及图划
分问题 (Graph partitioning problem, GPP) 上进
行了测试. IBS 算法在 TSP 问题上的效果与多级
归约算法[8] 类似, 而在 GPP 问题上比原有的 KL
(Kernighan-Lin) 算法[63] 在解的质量上有所提高.

3.2 概率型骨架算法
概率型骨架算法是根据当前解中基本单元 (比
如 TSP 问题中的边) 在近似骨架中出现的概率, 来
引导启发式算法的求解过程. 概率型骨架算法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局部最优解求解阶段,
采用现有的启发式算法获得若干个局部最优解; 第
二阶段是近似骨架概率计算阶段, 计算解中各个基
本单元在这些局部最优解中出现的频率, 并将其作
为近似骨架概率; 第三阶段是概率导向求解阶段, 将
近似骨架概率用于初始解的生成、实例变换或局部
搜索中邻域的确定等.
图 2 以 TSP 问题为例, 给出了概率型骨架算法
的执行示意图. 首先, 通过现有的启发式算法 (比如
LKH) 获得的 2 个局部最优解 (图 2 (a), 2 (b)). 其
次, 计算出该实例中各条边在这些局部最优解中出
现的频率, 并将此频率作为近似骨架概率 (图 2 (c)).
比如, 边 (2, 4) 在 1 个局部最优解中出现, 则它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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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型骨架算法的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probabilistic backbone based algorithm

似骨架概率 p(2, 4) = 1/2; 而边 (1, 8) 在 2 个局部最
优解中均出现, 故它的近似骨架概率 p(1, 8) = 2/2
= 1. 最后, 利用近似骨架概率来引导后续的求解过
程. 在本例子中, 近似骨架概率被用来重新调整各边
的权值, 以生成新的实例. 给定边 (i, j) 及其权值 w,
一种新的权值计算公式[50] 是 w0 = w(1 − p(i, j)).
图 2 (d) 给出了 4 条边的原始权值和调整后权值. 以
边 (2, 4) 为例, 原始的权值为 2.6, 而根据近似骨架
概率用现有启发式算法在新实例上求解. 根据权值
计算公式可以发现, 那些频繁在局部最优解中出现
的边权值被缩小, 从而在后续的求解中更加容易出
现在环路中.
根据概率型骨架算法的思路, 很多研究者针对
TSP 问题设计了多种新算法. Zhang 等[50] 给出
了一种骨架导向的 LK 算法. 该算法利用局部最
优解来逼近骨架, 并根据边在近似骨架中出现概率
来选择初始解中的边; 在搜索过程中根据边在近
似骨架中出现的概率来决定是否替换它, 并在搜索
过程中根据概率不断调整优化方向. Richter 等[64]
利用 Zhang 等[50] 提供的近似骨架作为候选集来
引导搜索过程, 改进了目前 TSP 问题的最好算法
之一的 LKH 算法[36] . 2009 年, LKH 算法的作者
Helsgaun[65] 将 Zhang 等[50] 的算法设计思想吸收
到 LKH 软件包的升级中, 所获得的新版本 LKH 2.0
在求解大规模 TSP 实例 (104 ∼ 107 个顶点) 上取
得了目前启发式算法最好的结果.
在 SAT 问题研究中, Zhang[48] 通过实验发现
SAT 问题和 Max-SAT 问题存在 “大坑” 结构 (局部
最优解与全局最优解相似), 基于这一发现, Zhang
利用变元和子句在近似骨架出现的频率对 WalkSat 中的 5 个算子 (包括初始解生成、子句选择等)
进行了修改, 实验结果表明这种骨架导向的 WalkSat 算法与原算法相比: 更容易获得 SAT 问题的解,
而在 Max-SAT 问题上解的质量平均提高了 20 %.
Yoon[66] 对于 Zhang 提出的骨架导向的 WalkSat
算法进行了分析, 发现算法有效的关键在于近似
骨架的纯度足够高, 而在很多困难的 SAT 实例上,

近似骨架纯度都能达到 70 % 以上, 故此骨架导向
的 WalkSat 算法性能优于原 WalkSat 算法. Hsu
等[67−68] 针对 SAT 问题, 分析了多种概率消息传递
机制 (概况传播 (Survey propagation, SP)、信念传
播 (Belief propagation, BP)) 等对于近似骨架的影
响, 并将近似骨架与 SAT 求解工具 MiniSat 相结合,
显著提高了算法在某些困难的随机实例上的搜索效
率. Valnir[69] 等讨论了骨架对于 SAT 问题的典型动
态局部搜索算法 — 纯附加权重机制 (Pure additive
weighting scheme, PAWS) 及其变种[70−72] 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近似骨架可以加快大规模 SAT 实例
的求解, 而小规模实例则不明显.
在 SAT 的变种研究中, Telelis 等[73] 针对 MaxSAT 问题给出了基于骨架采样的启发式算法. 该算
法首先随机生成多个解保存在一个集合中, 然后对
解集进行多次迭代, 并输出解集中最好解. 在每次迭
代中, 根据解集中变元的赋值与解质量的关系, 计
算出变元属于近似骨架的概率. 根据这一概率再生
成大量解, 并从中挑选出一批解进行局部搜索得到
局部最优解, 最后从这些局部最优解中挑选出最好
的一个将解集中最差的一个替换掉. Menai[74] 给出
了求解部分最大可满足性问题 (Partial Max-SAT,
PMSAT) 的基于骨架的两段式启发式算法. PMSAT 问题是 Max-SAT 问题的变种, 它由两组子句
构成, 要求在完全满足第一组子句的前提下, 满足近
量多的第二组子句. Menai 的新算法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首先将两组子句合并在一起作为一般
的 Max-SAT 问题, 并调用 Zhang 等[48] 的基于骨架
的算法来求解; 在第二阶段, 则选出前一阶段中最好
的解作为初始解, 然后再次调用 Zhang 等[48] 的算法
来确保第一组子句可以完全被满足. Menai[75] 还利
用文献 [74] 的算法高效地求解了另一个著名的 NP难解问题 — Steiner 树问题 (Steiner tree problem,
STP) 问题, 其基本做法是首先将 STP 问题转化为
PMSAT 问题, 然后利用基于骨架的两段式启发式
算法进行求解, 最后再将解转化为原始 STP 问题的
解. 这种做法所获得的解比以前的启发式算法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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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显著地提高. Jiang 等[76] 针对加权 Max-SAT 给
出了基于近似骨架概率的随机游走算法. 该算法首
先利用随机游走算子获取一系列解, 然后根据这些
解计算出近似骨架概率, 再利用 Zhang 等[48] 的算
法在近似骨架概率的引导下进行求解. 在 44 个典型
Max-SAT 实例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近似骨架概
率的随机游走算法的运行时间明显小于此前最好算
法之一的 GRASP (Greedy randomized adaptive
search procedure) 算法[77] , 并且解的质量有普遍提
高. 在全部实例中, GRASP 算法仅能获得 4 个实例
的全局最优解, 而基于近似骨架概率的随机游走算
法能获得 19 个实例的全局最优解.

4 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虽然骨架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令人振奋的成果,
但围绕着骨架在启发式算法研究中的不同层面还存
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

4.1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问题
当前, 骨架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是考虑优化类
问题 (包括最小化问题和最大化问题), 而缺少组合
类问题的成果 (仅有的成果是 SAT 问题的骨架分
析[22] ). 对于大量存在的组合类问题, 骨架理论分析
包括两个尺度:
1) 获取完整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是否存在多项式时间的算法可以获得完整骨
架？如何来分析获取完整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这还
有待更深入研究.
2) 获取部分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相对于获取完整骨架, 一个更强化的问题是获
取部分 (固定比例或者固定规模)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如何?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若能得到固定比例
或固定规模的骨架, 也可以利用它对 NP- 难解问题
的实例进行归约或者搜索空间的收缩, 从而提高求
解效率.

4.2 骨架的高效逼近问题
事先获取骨架是利用它来指导启发式算法设计
的前提. 目前, 获取骨架的两种手段均存在较大的缺
陷: 限界交叉方法[26] 的计算代价太高且实现复杂,
很难运用于启发式算法设计中; 局部最优解近似法
虽然实现简单, 却存在纯度偏低的局限性. 因此, 如
何高效逼近骨架是当前提高基于骨架的启发式算法
性能的关键. 新的骨架逼近方法应该满足: 速度快、
实现简单、纯度高等要求. 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入手.
1) 将局部最优解与下界近似手段相结合, 利用
共同部分作为近似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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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发式算法类似, 用于估计 NP- 难解问题的
全局最优解下界 (最小优化问题为下界, 最大优化问
题则为上界) 方法本身也是一种对于全局最优解的
逼近. 因此, 下界近似手段得到的解 (或者部分解)
同样包含了骨架的一些信息. 基于这种考虑, 采用下
界近似手段和局部最优解相结合的办法有望克服传
统局部最优解近似法缺乏无偏性和多样性的不足.
2) 不同启发式算法获得局部最优解, 利用它们
的共同部分作为近似骨架
针对传统的局部最优解近似法存在纯度偏低的
局限性, Zhang 等[50] 提出利用初始解的随机性来加
以改善. 然而, 采用同一种启发式算法来获取多个局
部最优解的做法本身就缺乏足够的无偏性和多样性.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是用多种不同的启发
式算法来获得局部最优解, 然后用这些局部最优解
的共同部分来模拟骨架.

4.3 面向小规模骨架实例的启发式算法设计问题
目前各种基于骨架的算法存在共同的缺陷: 一
个具体实例的骨架规模可能非常小 (比如多数典型
QAP 实例的骨架规模不到解规模的 10 %[25, 49] ), 此
时基于骨架的算法难以体现其优势. 一种极端的情
况是, 当骨架规模为 0 时, 利用骨架进行算法设计就
没有意义了.
目前存在的困难有: 1) 具体实例的骨架规模
很难事先预知, 而判定一个实例的骨架规模本身可
能就是 NP- 难解的. Beacham[78] 证明了判定 SAT
问题和 Hamiltonian path 问题的骨架是否为空是
NP- 难解的; 2) 即使骨架规模可知, 基于骨架的启
发式算法对于小规模骨架的实例也难以发挥骨架的
优势. 因此, 如何提高待求解实例的骨架规模, 对于
基于骨架的启发式算法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献
[79] 中, 江贺等实现了 GPP 问题的骨架规模提升,
并给出了基于偏移实例的近似骨架导向的归约算法.
在该文工作中, 他们通过扰动待求解实例得到偏移
实例, 而偏移实例可以证明仅包含一个全局最优解
(即骨架), 从而有效提升了骨架规模. 这种技巧, 对
于其他的 NP- 难解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4 骨架与适应度地貌分析
骨架和适应度地貌均是刻画 NP- 难解问题特征
的方式. 骨架是从单个解的构成来刻画 NP- 难解问
题, 而适应度地貌则是从解空间的整体来刻画 NP难解问题. 适应度地貌分析的一些成果有力地推动
了骨架的研究工作.
适应度地貌 (Fitness landscape) 的概念来源于
理论生物学中[80] . 随后, 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组合
优化[1] 、复杂系统[81−82] 等领域中. 对于 NP- 难解
问题 (如 TSP 问题) 的实例 I, 其适应度地貌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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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成一个三元组 L = (S, f, d), 其中 S 为实例 I 的
解空间, f : S → R 为适应度函数 (常取为目标函
数), d : S × S → R 为满足以下条件的距离函数:
1) d(s, t) ≥ 0; 2) d(s, t) = 0 ⇔ s = t; 3) d(s, t) ≤
d(s, u) + d(u, t), 其中 ∀ s, t, u ∈ S. 对于给定问题
的一个实例而言, 适应度地貌是与具体的距离函数
相关联的. 最简单且常见的距离函数可以定义为: 对
求解该问题的某种启发式算法, 定义距离函数 d : S
× S → R, 使得 d(s, t) 为在该算法下从 s 搜索到 t
的最少步数.
适应度地貌存在多种特征, 近似骨架所依据的
“大坑” 结构仅是其中一种特征 (适应度距离相关性)
的研究成果. 适应度距离相关系数 (Fitness distance
correlation, FDC) 是 Jones 等[83] 最早提出的概念.
通过 FDC 的图形化表示, 可以直观分析局部最优解
到最近的全局最优解的距离和其适应度之间的统计
关系. FDC 图是通过大量运行启发式算法来获取局
部最优解, 对于每一个局部最优解 loc 在图上用点表
示 (d(loc, opt), f (loc)). 对 TSP 问题, 典型实例上
的 FDC 图如图 3[8] 所示, 从中可以看到: 对不同的
实例, d(loc, opt) ≈ 0.2n, 其中 n 为实例规模 (顶点
数). 这就是所谓的 “大坑”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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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Weinberger[84] 为了衡量适应度地貌的平滑性而
提出的. 相关性长度越大, 适应度地貌越光滑, 局
部搜索就越容易获得全局最优解. 近年来, Angel
等[85−88] 采用概率统计的方法给出了 QAP 和 GBP
等问题自相关性等参数的解析公式, 并由此分析
了适应度地貌与启发式算法性能的关系. 适应度
地貌的分形性是 Sorkin[89] 提出的. 对于适应度地
貌上的任意两顶点对 hx, yi, 若它们的适应度方差
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正相关, 则称该地貌为分形的.
Weinberger[90] 和 Reeves 等[91] 对地貌的分形类型
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于适应度地貌的自相关性和分形性与骨架的
关系还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 存在大量的有待研究
课题, 包括: 适应度地貌的光滑性与骨架规模是否存
在关联; 适应度地貌的分形特征对于获取骨架是否
有帮助; 特别是分析适应度地貌所采用的解析方法,
对于获取骨架是否有参考意义等. 这些课题都有待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5 肌肉和脂肪的进一步研究
脂肪和肌肉是与骨架相对应的概念, 目前启发
式算法设计中有关脂肪和肌肉的研究成果还不丰富.
有关脂肪的研究仅包含了获取脂肪的限界交叉方法
和基于脂肪的候选集搜索算法. 而肌肉的研究主要
还是利用它来进行全局优化. 由于脂肪和肌肉的概
念与骨架相似, 因此有关骨架研究的很多热点也适
用于脂肪和肌肉, 包括脂肪和肌肉的计算复杂性分
析方法、近似逼近方法及各类启发式算法设计等.

4.6 讨论
根据以上小节的分析, 给定一个 NP- 难解问题,
其骨架研究可以按照图 4 的路线展开. 首先分析其
骨架的计算复杂性, 若获取骨架不是 NP- 难解的, 则
存在多项式时间算法可以获取精确骨架, 然后就可
根据骨架进行确定型骨架算法设计 (包括所求解实
例进行归约或者对搜索空间进行限制). 反之, 若获
取骨架是 NP- 难解的, 则进行骨架的规模提升, 再通
过适应度地貌分析来获得高效逼近骨架的手段, 最
后利用近似骨架进行启发式算法设计.

5 结论
图3

TSPLIB 中的典型实例 pr2392 和 att532 的
FDC 分析图
Fig. 3 FDC analysis figures of typical samples,
pr2392 and att532, in TSPLIB

除了 FDC 外, 适应度地貌存在自相关性、分
形性等特征. 自相关性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骨架是近年来启发式算法设计中的重要工具.
本文对于骨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 将现有的骨
架研究按照理论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分为三个层
次, 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 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骨架
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在理论基础上缺乏骨架的
多尺度计算复杂性分析; 在应用基础上缺乏骨架的
高效逼近手段; 在骨架应用上难以应对小规模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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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等. 针对这些问题, 给出了下一步工作的思路.
这些重要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望显著提高基于骨架的
启发式算法的性能, 拓展计算复杂性理论的研究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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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骨架的主要研究路线

Main research steps of the bac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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