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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贪心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的软硬件划分
良’，徐成，田峥，李涛

张

（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通信作者电子邮箱ｚｌｌａｎｇｌｉａＩｌｇｉｎ２０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软硬件划分是嵌入式系统设计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已经被证明是一个ＮＰ问题。针对目前算法在进行
大任务集下的软硬件划分时计算复杂度高、不能快速收敛，且找到的全局最优解的质量不佳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贪
心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相融合的软硬件划分方法。首先将软硬件划分问题规约为变异的０—１背包问题，在求解背包
问题的算法基础上用贪心算法构造出初始划分解；然后，对代价函数的解空间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并基于划分的区
间设计新的代价函数，采用改进的模拟退火算法对初始划分进行全局寻优。实验结果表明，与目前已有的类似改进
算法相比，新算法在任务划分质量和算法运行时间两个方面的提升率最大可达到８％和１７％左右，具有高效性和实用
性。
关键词：软硬件划分；启发式算法；Ｏ．１背包问题；模拟退火；代价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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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最优解，但收敛速度很慢，执行时间长。文献［６］提出了一

引言

种改进的模拟退火算法，在代价函数和解空间方面都有所改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由通用微处理器和硬件处理单

进，但模拟退火算法解的初始化比较耗时，对大任务集来说，

元组成的新型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软硬件协同设

收敛速度依旧缓慢。文献［１０］和文献［１１］把贪心算法和模

计已成为嵌入式领域的主流技术。众所周知，硬件的执行速

拟退火算法融合在一起，与本文的思想最接近，对于大任务集

度快，但往往资源有限，且成本较高；而软件的执行速度较慢，

有较好的效果，但文献［１０］中对代价函数中解空间的搜索方

但操作灵活，成本较低。因此，能否合理地把任务划分到软硬

向的区间划分过于粗糙，没能对特殊的解进行特殊处理。文

件执行，将对整个嵌入式系统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献［１１］提出了一种新的接受规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ｌｌｃｅ

软硬件划分是软硬件协同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ｃｒｉｔｅＩｉａ，ＩＡｃ），对解空间的搜索方向进行引导，但新的ＬＡｃ使

该问题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旧Ｊ。关于

用固定的接收概率，舍弃了原有ＩＡｃ的随机性，增大了陷入

软硬件划分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

局部最优勰的可能性。本文在文献［１０］和文献［１１］的系统

中在利用启发式算法寻求近似全局最优解。主流的算法有贪

模型上，借鉴求解ｏ－１背包问题的策略，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

心算法¨Ｊ、遗传算法Ｈ。１和模拟退火算法Ｍ‘９ Ｊ。

于贪心退火算法的软硬件划分方法：采用贪心算法对初始解

使用贪心算法∞１最大的特点是时间复杂度低，但易陷入

进行预划分，然后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寻求最优解，在模拟退火

局部最优解。模拟退火算法具有能够跳出局部最优解，寻求

算法中，本文对代价函数的解空间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并基

近似全局最优解的特点。理论上，模拟退火算法可以找到全

于划分的区间设计新的代价函数。实验表明本文所提算法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０９７３０３０）；湖南省科研条件创新专项（２０１０１．Ｉ’１００２）。
作者简介：张良（１９８７一），男，河南南鼹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嵌入式系统；徐成（１９６２一），男，湖北蕲春人，教授，博士，ｃｃＦ会
员，主要研究方向：嵌入式系统、数字视频处理、机械控制与自动化；
算机视觉、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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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峥（１９８３一），男，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计

李涛（１９８６一），男，湖南郴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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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１］中算法相比，在划分质量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全问题。问题可以描述为：给定一组物品，每种物品都有自己
的重量和价格，在限定的总重量内，如何选择才能使得物品的

软硬件划分模型

１

１８９９

总价格最高。
０—１背包问题是背包问题的一种特例，即每一个物品只

１．１基本假设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嵌入式体系结构，例如单

能被选择或不被选择，问题可描述为：

处理器结构、多处理器结构；不同处理单元之间的通信机制也

ｆ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懵１

有多种方式。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假设系统由一个处理器和
一个可编程逻辑单元组成。处理器代表软件执行模块，可编

Ⅳ艘１。ｕｂｊｅｃｔｔｏ窆叩。≤Ｋ

程逻辑单元代表硬件执行模块。任务在处理器和可编程逻辑

【戈ｉ：｛ｏ，。：２；：，，２，…，几｝

单元上运行所消耗的时间和面积是静态的，可事先计算出来。
软件和硬件之间通过共享内存的方式通信。硬件受软件控

其中：６；和训；分别表示物品ｉ的价格和重量，石。＝１表示物品

制，并且软件和硬件不能同时运行¨“。如果两个任务同时被

ｉ放到背包中，髫。＝０表示物品ｉ没有放到背包中。

映射到硬件（软件），则两个任务之间的通信代价可忽略不

由式（１）一（４）可得：

计；如果一个任务被映射到硬件（软件），另一个任务被映射

ｒ（ｘ）＝∑掣一∑（霉…一中）茗ｉ＋ｃ（ｘ）

到软件（硬件），那么它们之间的通信代价需要考虑。
１．２计算模型

本文中软硬件划分的粒度为粗粒度，所以通信代价

本文采用和文献［３］类似的有向无环图（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ＤＡＧ）来描述一个系统模型，记作Ｇ＝｛ｙ，Ｅ｝，其中ｙ
表示任务节点的集合，”．∈ｙ（１≤ｉ≤几）表示任务ｉ，用一个

三元组”。＝（∥，霉…，Ａ；）来表示，第一个参数ｒ…表示任务ｉ
在软件上执行所需要的时间，第二个参数贮”表示任务ｉ在硬
件上执行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参数Ａ；表示任务ｉ在硬件上

ｃ（ｘ）和软硬件运行时间相比可以忽略。在任务集确定的情

况下，∑ｒ”为固定常数，因此，要使得ｒ（ｘ）最小，只要使得
∑（霉”一贮”）置最大即可。令△Ｉ＝Ｆ一霉”，通过等价变
换，软硬件划分模型可以转换为：

执行所消耗的硬件代价。Ｅ＝｛ｅ。Ｉ ｉ，Ｊ∈Ｎ且ｉ＜Ｊ｝表示边
的集合，ｅｉ表示任务ｉ调用了任务，，权值Ｉ

ｅｉ

ｆ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Ｉ·菇。
＂１

Ｉ表示通信代

Ｐ｛。ｕｂｊｅｃｔｔｏ主＂铎Ａ。

价。
硬件划分问题的实质就是找出一种合理的划分方法Ｐ

【石ｉ：｛ｏ，。ｉ。：：。，２，…，ｎ｝

把任务节点ｙ划分为两个子集，即Ｐ＝｛Ｋ，Ｋ｝，Ｋ表示划分

令△ｔ和Ａ。分别对应着Ｏ—ｌ背包问题中的也和砒，因

到软件执行的任务集，Ｅ表示划分到硬件执行的任务集，其
中Ｋ

ｕ

Ｅ＝ｙ且Ｋ

ｎ

Ｆ＝⑦。如果用戈＝（髫，，戈：，…，戈。）

表示一个划分Ｐ，戈。＝｛０，１

ｆ

ｉ＝１，２，…，凡｝，聋。＝１表示任务

ｉ划分到硬件执行，茁。＝Ｏ表示任务ｉ划分到软件执行，则系

此，可以借用０—１背包问题的经典解决方案来处理软硬件划
分问题。
２

改进的贪心退火算法

统的硬件代价日（ｘ），软件代价ｓ（ｘ）以及通信代价ｃ（ｘ）如
２．１

式（１）～（３）：

贪心算法的预划分
贪心算法是一种简单的启发式算法，是解决０－１背包问

日（ｘ）＝∑霉”·戈。

（１）

Ｊｓ（ｘ）＝∑掣·（１一菇。）

（２）

ｃ（ｘ）＝∑∑ｈ｜｜菇。一鼍Ｉ

（３）

题的常用算法，通常的思路是：先按照价格与重量的比值对物

ｉ＝ｌ

品进行排序，如式（５）所示，然后根据此顺序依次将物品放入
背包，直到达到约束条件的上限为止。

ｉ＝ｌ

６Ｉ／埘１≥６２／埘２≥…≥６。几。

于这样的贪心思路来搜索一维空间获得最优解。但这样的算

系统总的时间开销可以表示为：
ｒ（ｘ）＝日（ｘ）＋．ｓ（Ｘ）＋Ｃ（Ｘ）

（５）

这样的算法计算复杂度低，执行速度快，文献［３］就是基

（４）

在实际的应用中，硬件资源都是有限的，假设可提供的最
大硬件面积为Ａ。，那么划分到硬件上执行的任务的总的硬件

法搜索的解空间有限，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难以找到全局最
优解。
本文提出的算法首先利用文献［３］的贪心策略进行软硬
件预划分，即先按照△ｒ与Ａ。的比值对任务集进行排序，然后

开销满足：

依次把任务放到硬件上去执行，直到超过硬件资源约束值为

∑Ａｉ氇≤＾。
由上可知，软硬件划分问题Ｐ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
模型的形式化描述为：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ｌ

ｒ（Ｘ）
。

尸｛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Ａ。飞≤Ａ。
仁１

Ｉ

ｏ截＝｛０，１｝ｉ＝ｌ，２，…，珏｝
１．３

０—１背包问题规约

背包问题（酗ａｐ阳ｃｋ Ｐｚ．０ｂｌｅｍ）是一种组合优化的ＮＰ完

万方数据

止。算法的形式化描述如下：
Ｉｎｐｕｔ：任务图Ｇ和约束条件Ａ。。
０ｕｔｐｕｔ：预划分结果石。；（算】，石２，…，靠）。
Ａｌｇ耐ｔｈｍ：ＡＪｇ＿Ｇｒｅｅｄｙ。
１）任务全部划分到软件上茹。＝（Ｏ，Ｏ，…，０）。
２）求出每个任务Ｋ的价格重量比ｇ；＝△Ｉ／Ａｉ，并按照降
序对任务集进行排列，建立新任务集Ｑ＝ｙ。
３）ｉ＝１；剩余硬件面积Ａ。。＝Ａ。。
４）找出Ｑ中价格重量比最大的任务％，如果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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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

１９００

则把任务‰放到硬件执行，即‰＝１，把叱从Ｑ中移除，

统时间和硬件消耗面积方面必然会有所不同。把当前的划分

Ａ。＝Ａ。一Ａ‘；否则，执行空操作。

记为Ｐ，新的划分记为Ｐｌ，Ｐｌ的系统时间的增量和硬件面积

５）ｉ＝ｉ＋１，如果ｉ＜ｎ且Ａ。＞０，回到第４）步；否则，
转到第６）步。
６）输出预划分结果算。。＝（戈。，菇：，…，茹。）。
算法Ａｌｇ—ｇｒｅｅｄｙ的时间复杂度主要集中在任务的排序
（第２）步）和任务的划分（第４）步），当任务集的任务数为ｎ
时，这两个操作的计算复杂度分别为０（珏ｌｏｇ孔）和０（玎），所
以，算法灿ｇ ｇｒｅｅｄｙ的时间复杂度为Ｄ（ｎ

的增量分别记为△ｒ和△Ａ，以Ｐ为原点，△ｒ为横轴，△Ａ为纵
轴，建立坐标轴，如图ｌ所示，则Ｐｌ必然会落在四个象限中的

ｌｏｇ

ｎ）＋Ｄ（，１），即

某一个象限，若Ｐｌ处于图１中所示位置，则表示新划分中总
的硬件面积增加，总的系统时间减少。△Ａ和△Ｆ的单位不同，
必须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大多数研究在计算代价函数差△时使用的公式都是厶＝
ⅣＩ—Ｐ‘，其中川表示新划分的系统时间，Ｐ。表示当前划分的

０（ｎ）。因为基于这样的策略进行预划分时没有考虑任务在

系统时间。从图１可以看出，当新划分落在在二三象限时，

软硬件之间的通信代价，所以，产生的解不是一个可行解，需

△＜０，根据Ｍｅ咖ｐｏＨｓ准则，当△＜０时，新的划分以概率１

要对解空间进行优化。

被接受。但是，当新的划分处于接近纵轴的位置时，例如图ｌ

２．２模拟退火算法

中的尸２，该划分对系统时间的改善非常有限，但却占用了大

２．２．１算法描述及分析

量硬件资源，以概率ｌ接受砚显然是不合理的，需要降低它

模拟退火算法最早的思想由Ｍ咖ｐｏｌｉｓ等提出，

的接受概率。当新划分落在第四象限但处于接近纵轴的位置

Ｋｉｒｋｐｇｔｒｉｅｋ等将其应用于组合优化问题中，与贪心算法相比，

时，例如图１中的乃，△＞０，根据Ｍｅ响ｐｏｕｓ准则，新划分以

该算法通过赋予搜索过程一种时变且最终趋于零的概率突跳

一定概率被接受，此时的划分虽然增加了系统时间，但却大大

性，从而可有效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并最终找到近似全局最

节省了硬件资源，为搜索最优解提供了较大的改进空间，应该

优解。在预划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对预划分

增加接受该划分的概率。

的解进行优化，搜索全局最优解。算法的形式化描述如下：
Ｉ印ｕｔ：贪心算法的预划分结果戈。。；任务图Ｇ和约束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传统的解空间搜索方法具有很大的
盲目性，因此，本文从搜索方向上对代价函数进行改进。作一
条平分二、四象限的直线Ｚ，Ｚ把二、四象限分为四个区域，记作

Ａ。。

Ｏｕｔｐｕｔ：最终划分结果并。ｎｄ＝（并１，戈２，…，茗。）。

区域１、区域２、区域３、区域４，如图１所示。

越９０ｒｉｔ｝ｌｍ：灿ｏＡ。

第二象限
‘．
区域１

１）给定当前划分茗。＝并。，当前温度ｔ。＝ｒ（初始

’．．

值），以及连续未接受次数ｍ＝Ｏ。

Ｐ２Ｉ

第一象限

区域２‘·．后＼
Ｐｌ’■１

２、Ｆｏｒｉ＝１ ｔｏ Ｋ

、、０

根据扰动模型产生新划分ｘ一
根据代价函数计算代价函数差△

△ｒ—
一

Ｐ
●，●

第三象限

根据接收准则决定是否接收戈。。

肾，．．区域４
１Ｐ３
’．ｚ

区域３第四象限

如果菇。。没有被接收，则ｍ＝ｍ＋１；

图１节点扰动模型

否则，丹ｌ＝０，工。。＝菇。。
Ｅｎｄ Ｆｏｒ

△Ａ

对于第一、三象限以及区域２，４来说，当新划分落在这些

３）殳。退火。

区域中时，都采用Ｍｅｔｒｏｐｏｕｓ准则来接受。当新的划分落在区

４）如果疋。＞％（瓦。的临界值）且ｍ＜Ⅳ（ｍ的临界

域１，３中时，比较理想的方法（记作ｃ∞ｔｉｎｕ伽８一ｗａｙ）是假设一
个参考函数（Ｒ商ｅｒｅｎｃｅ Ｆ岫ｃｔｉｏｎ，ＲＦ）灭口），８表示薪的划分与

值），则令ｍ＝０，并回到第２步；否则，转到第５）步。
５）输出最终划分结果菇。。。

直线ｚ之间的夹角，令ⅣＩ＝Ⅳｌ·灭ｐ）。在区域ｌ中，口记为ｐ，，

模拟退火算法虽然能够得到近似全局最优解，但其计算

灭９）记为＾（８。），函数＾（秽。）的坐标如图２（ａ）所示，占，表示

复杂度高，收敛速度慢。由上可以看出算法由两层循环构成，

一个大小可调的参数，岛＞１，则１≤Ｚ（一。）≤岛。随着划分越

内层循环的执行次数往往是确定数值Ｋ，因此，大多数的研究

来越接近纵轴正半轴，Ｍ的值越来越大，△＜０的概率也就越来

集中在通过修改算法，进而影响外层循环的次数，加快算法收

越小，则新划分不再以概率１被接受，而是和具体所处的位置

敛速度。大量文献通过改动扰动模型和退火进度，来提高算

有关。在区域３中，９记为以，灭８）记为＾（岛），函数（以）的坐

会导致算法搜索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文献［６］和［１０］研究了

标如图２（６）所示，岛是一个可调的参数，岛＜ｌ，占，≤工（以）≤
１，即随着划分越来越接近纵轴负半轴，Ⅳｌ的值越来越小，△＜Ｏ

这一问题，文献［６］提出了一种新的代价函数计算方法，该方

的概率也就越来越大，划分被接受的概率越来越大。

法收敛速度，但往往对算法在解空间的搜索方向不加限制，这

法对解空间上的搜索方向进行引导，达到了算法快速收敛的

，ｌ（

目的，但该方法计算复杂。文献［１０］简化了文献［６］提出的
计算方法，计算复杂度大大降低，但由于对缌空间的划分过于
粗糙，并不能针对特殊情况作出处理。文献［１１］改进了接受
规则ＩＡｃ。本文基于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新的
代价函数计算方法，对算法的搜索空间进行引导，以求提高算
法收敛速度，提高划分质量。
２．２．２代价函数改进
通过扰动模型产生的新的划分与当前的划分相比，在系

万方数据

图２参考函数坐标轴

Ｃｏｒｎ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ｙ定义了一个连续函数解决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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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等：基于贪心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的软硬件划分
输出代价函数差△＝Ｍ—Ｐ。

从应用数学的角度来看是最理想的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存
在着计算量大的缺点。在进行实际划分时，没有必要用连续
函数对每一个ｐ值都进行赋值。参考微积分领域的相关研究

３测试实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ＴｃＦＦ（７ｋｋ

方法，可以把连续函数量化成离散函数，减少运算量，如图３
所示，该方法记作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ｙ。

Ｇｒａｐｈｓ Ｆｏｒ

Ｆｒｅｅ）工具随机产生

ＤＡＧ大任务图¨３｜。为了证明改进算法的有效性，对５个算法

进行包括算法执行时间（烈耐ｔｌｌｍ
加速比（舢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ｎ撕ｎｇ

Ｔｉｍｅ，ＡＲＴ），算法

Ｒａｔｉｏ，ＡＡＲ）等方面的测试和比

较。其中，加速比表明了采用软硬件划分算法之后系统性能
相对于在纯软件上执行的提升状况，表示为田＝（１一

‰／ｔ。）×ｌｏｏ％，砘表示算法划分后系统的执行时间，ｔ。
表示任务在纯软件上执行的时间。这５个算法分别是文献
＠区域３的改进参考函数

（ａ）区域ｌ的改进参考函数

图３改进参考函数坐标轴

［３］中的一维寻优算法、文献［６］中的改进模拟退火算法、文
献［１０］中的贪心模拟退火算法、文献［１１］中的贪心模拟退火

以区域ｌ为例，一从０。～４５。被划分为ｎ个区间（ｚｏｎｅ），
则＾（巩）满足式子：

算法，以及本文提出的对解空间的引导规则进行改进的贪心
模拟退火算法。在引言部分已经对前四种算法的优缺点进行

１，

热∈ｚｏｎｅ １

１＋１×（占１—１）／ｎ，

口ｌ∈ｚｏｎｅ ２

ｌ＋２

ｐＩ∈ｚｏｎｅ ３

ｘ（ｓＩ一１）／ｎ，

了分析，引入它们是为了与本文算法进行对比。为方便起见，
本文分别把这４个算法叫作ＡＪｇ－１Ｄ、ＡＪｇ—ＥｓＡ、灿ｇ—ＧＳＡｌ、
灿ｇ＿６ＳＡ２和Ａｊｇ－Ｍｉｎｅ。

本文所有的实验测试平台均为：ｃＰｕ奔腾双核３．２
１＋（ｎ一１）ｘ（ｓｌ一１）／ｎ，口ｌ∈ｚｏｎｅ

ｎ

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该方法实际上是在空间和时间之
问做了一个折中，利用查表的方法快速确定每个区间的值，以

２

ＧＨｚ，

ＧＢ内存，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操作系统。开发环境为ＶＳ２０１０，测试代

码用ｃ＋＋实现，本仿真系统需要运用多线程技术和ＧｕＩ界
面，因此选择使用Ｑｔ作为开发库。

达到减小计算量的目的。

图５（ａ）一（ｂ）表示的是在硬件约束比为Ｏ．３，任务数分

量化的区间个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量化的区间过多，

别取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 ５００的情况下，五种算法的算法运

就陷入了计算量复杂的误区；区间个数过少，划分就过于粗

行时间和加速比。而图５（ｃ）～（ｄ）表示的是在任务集为

糙，不能对特殊问题进行处理。为了确定划分的区间个数，本

１０００，硬件约束比分别取０．１，０．３，Ｏ．４，０．６，Ｏ．８的情况下，四

文对不同的区间个数下的算法性能进行了测试，取任务数为

种算法的算法运行时间和加速比。

Ｒｅｓ仃证ｎ

５００，硬件约束比（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Ｒａｔｉｏ，ＨＲＲ）为Ｏ．８，划分

通过对图５的综合对比分析可知：算法ｍｇ－１Ｄ执行时间

区间的个数分别取ｌ～８，通过多次实验得出：划分区间个数

最短，比其他四个算法低３～４个数量级，但该算法的加速比

为４时，划分后的系统时间已接近收敛至最优，如图４所示。
因此，本文最终确定划分的区间为４个。

而使得算法提前结束。在算法ＡＪｇ—ＥｓＡ和本文算法的对比

×１０ｓ

中，不论是在不同任务集下还是在不同的硬件约束比下，本文

网

酞…ｋ、。
‘““固……－…一·……－一…▲

＼

－

ｌ：！垦堕目

、

∞昌奄目ＩＩ＿ｆ

一Ｊ

＼ａ一
ｌ

２

３

的算法都大大优于算法ＡＪｇ—ＥｓＡ，算法执行时间提高率为
５３．１％，加速比提高率为１３．６％。说明本算法用贪心算法作
预划分，并对代价函数进行改进可以提高算法收敛速度，优化
划分解。本文算法与算法ＡＪｇ—ＧｓＡｌ和算法ｍｇ—ＧＳＡ２都采

、
四鹅胛舫筋孔嚣毖虬

最低。这是由于该算法搜索空间小，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从

４

５

６

７

用贪心算法进行预划分，加速了收敛时间，但本文在这两种算
法的基础上，对启发式算法中的解空间的搜索区间进行了科

８

划分区间个数

学合理的划分，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算法搜索的盲目性，提高

图４不同区间个数下的系统划分时间

了搜索到全局最优解的速度；同时，采用Ｍｅｔｒｏｐｏｈｓ准则作为

改进的代价函数的算法描述如下，其中ｐ，［ｉ］表示在区

接受准则，与算法Ａｌｇ＿ＧｓＡ２采用的固定接受概率相比，具有

域１中一对应的区间ｉ的函数值，ｐ３［ｉ］表示在区域３中一对

更大的扰动随机性，提高划分质量。本文算法与ＡＪｇ—ＧｓＡｌ

应的区间ｉ的函数值：

相比，算法执行时间提高率为１７．７％，加速比提高率为

Ｉｎｐｕｔ：扰动产生的新划分戈。。，Ⅳｌ，Ｐ。。

８．２％；与Ａ１９－ＧｓＡ２相比，算法执行时间提高率为５．９％，加

０ｕｔｐｕｔ：代价函数差△。

速比提高率为７．６％。同时，从图５（ｂ）中的线段趋势可以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Ｉｌｍ：ｃｏｓⅡｈ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出，本文算法在任务集越大的情况下，优势越明显。

根据ｚ一的△ｒ和△Ａ判断ｘ。。属于哪个区域
Ⅱｘ…∈区域１ ａｌｌｄ口∈区间ｉ
’１１ｌｅｎⅣ；＝ｐｌ［司·以（Ⅳ≤ｐ１【司≤１）
ＥＩｓｅ

ｉｆ￡。。∈区域３

ａＩｌｄ ８

Ｅ区间ｉ

．１１１ｅｎ｜Ｉ、ｒ。＝ｎ［妇·Ⅳｌ（Ｐ３闻≥１）
Ｅｌｓｅ
７１１１ｅｎⅣｔ＝．Ｉｖｆ
ＥｎｄⅡ

万方数据

４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贪心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的软硬

，

件划分算法。该算法主要有两大特点：１）用贪心算法对解空
间进行预划分，再用模拟退火算法对预划分的结果进行优化，
相比于单纯的模拟退火算法，算法运行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２）对模拟退火算法的代价函数进行改进，合理地引导了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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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搜索方向，提高算法收敛速度，同时，增加了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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