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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资源置信度的跨企业项目
鲁棒性调度算法
徐汉川 1

徐晓飞 1

摘 要 资源不确定性高和调度鲁棒性要求高是跨企业项目调度问题的
重要特征, 本文采用资源置信度度量资源的不确定性, 建立了考虑资源置
信度约束的跨企业项目鲁棒性优化调度模型, 设计了路径重连求解算法.
算法以路径重连机制搜索解空间, 以嵌入的启发式时间缓冲插入算法快
速生成鲁棒性调度, 并可通过局部增强搜索算法进一步优化调度的鲁棒
性. 本文应用项目调度标准问题库 PSPLIB 中大量问题实例进行了仿
真实验, 同两个当前具有代表性的鲁棒性项目调度算法进行了比较, 实验
结果表明了文中算法的有效性与优势.
关键词

跨企业项目, 项目鲁棒性调度, 资源置信度, 路径重连算法

引用格式 徐汉川, 徐晓飞. 考虑资源置信度的跨企业项目鲁棒性调度
算法. 自动化学报, 2013, 39(12): 2176−2185

DOI

10.3724/SP.J.1004.2013.02176

Resource-confidence-considered Robust
Project Scheduling Algorithm for
Cross-enterprise Project
XU Han-Chuan1

XU Xiao-Fei1

Abstract Higher resources uncertainty and requirement of
schedule robustness ar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enterprise
project scheduling. For this problem, some conceptions of resource confidence are defined to measure the resource uncertainty, and a robustness optimization model for cross-enterprise
project scheduling is developed which considers the special constraint of resource confidence. A path relinking based project
scheduling approach is presented. Firstly, the approach searches
the solution space employing path relinking technique. Then,
it embeds a heuristic time buffer insertion algorithm to quickly
generate robust project schedule. If needed, a local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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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动态联盟、
敏捷虚拟企业和网络化制造等为组织形式的跨企业项目管
理模式已经成为了项目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跨企业项目的
调度问题, 除了具有典型资源受限项目调度问题 (Resource
constrained project scheduling problem, RCPSP)[1] 的特征
外, 在资源约束和优化目标方面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主要体
现在: 1) 资源的不确定性高. 在单企业项目中, 项目使用的
资源隶属于项目承担企业, 企业对资源信息掌握准确, 资源
的可控性强、不确定性低. 而跨企业项目所用资源分属于不
同的企业, 协作企业具有高度自治性, 有自己的生产运作方
式和决策机制, 同时也会承担多个项目, 其自身资源的阶段
性紧张, 经常会出现无法按时按量提供资源的情况, 导致跨
企业项目所用资源不确定性高, 资源的不确定性是跨企业项
目计划和调度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2) 调度的鲁棒性要求
高. 跨企业项目计划是各协作企业制定各自生产和采购计划
的基准, 执行过程中一旦发生变动, 会带来巨大的变更和协
调成本, 甚至导致项目的拖期. 不同于传统的工期最短、成本
最低或资源均衡利用等目标, 跨企业项目调度的重要目标是
在保证项目交货期前提下, 使项目调度的鲁棒性最大, 即提
高跨企业项目调度的稳定性和抵抗不确定因素干扰的能力.
因此, 研究考虑资源不确定性的跨企业项目鲁棒性调度方法
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有针对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鲁棒性项目调度问题的研
究, 主要关注项目鲁棒性的度量、时间缓冲量的计算、时间
缓冲插入的位置, 以及相应的优化算法等方面[2] . 在鲁棒性
度量方面, Al-Fawzan 等[3] 采用正、反向调度结合的方法计
算资源约束下各活动的松弛时间之和, 以此度量调度的鲁棒
性, 提出了工期最短和鲁棒性最大的双目标禁忌搜索算法.
Kobylański 等[4] 采用各活动自由时差与活动工期的比率来
度量调度的鲁棒性, 并改进了文献 [3] 中的算法. Lambrechts
等[5] 综合考虑了活动自由时差和活动执行偏差成本, 提出
一种基于时间缓冲效用函数的鲁棒性度量模型, 部分解决了
基于活动开始时间偏差的各类模型只能通过仿真实验寻优
的问题. Herroelen 等[2] 则综合了各类度量方法, 将项目调
度的鲁棒性分为质量鲁棒性 (Quality robust) 和解鲁棒性
(Solution robust), 前者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后者确保各活动
按计划开始时间执行. 在时间缓冲的计算和插入位置的研
究方面, Tavares 等[6] 为各活动设置统一的浮动因子来计算
插入时间缓冲的大小. Herroelen 等[7−8] 将各活动浮动因子
的设置同活动的执行偏差成本相关联, 设计了启发式的缓冲
区插入设置方法 (Adapted float factor, ADFF), 并对缓冲
区应该加到项目后部, 还是应该分散插入到各活动间进行了
深入讨论. 在其基础上, Vonder 等[9] 通过引入资源流网络
的方法 (Resource flow-dependent float factor, RFDFF) 解
决了 ADFF 方法在插入时间缓冲后可能引起的资源冲突问
题. 刘士新等[10−11] 则讨论了关键链方法中插入缓冲的机制
和算法. Vonder 等[12] 对比了当前几种较好的鲁棒性项目调
度算法, 提出了插入时间缓冲的启发式算法 (Starting time
criticality, STC), 同时提出了改进的深度搜索策略和禁忌搜
索算法. 现有相关方法中, 考虑的多为活动工期不确定性,
Lambrechts 等[13] 所提的项目调度算法是少数考虑了资源不
确定性的研究, 但其并不适合跨企业项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相关研究侧重于解鲁棒性
或质量鲁棒性其中之一, 缺乏二者的综合考虑, 缺乏对资源
不确定性的研究, 所提各类方法并不适合跨企业项目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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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本文提出一种考虑资源置信度的跨企业项目调度算法,
首先给出资源置信度的概念来度量资源的不确定性, 然后建
立了考虑资源置信的鲁棒性项目调度模型. 进而给出了基于
路径重连的求解算法, 对路径重连过程中嵌入的启发式算法
和增强搜索算法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给出了实例和对比分
析.

1

问题定义

本节首先介绍资源置信度的概念, 然后讨论了调度鲁棒
性的度量, 进而给出了问题模型.
1.1

资源置信度的定义

为度量跨企业项目中资源的不确定性, 本文采用资源置
信度的概念来度量资源在一段时间内可按承诺量提供的可靠
程度, 令 ak [t1 , t2 ] 为资源 k 在时间段 [t1 , t2 ] 伙伴企业承诺的
可用量, rk [t1 , t2 ] 为资源 k 在时间段 [t1 , t2 ] 实际提供量, 资
源置信度可定义如下:
定义 1. 在跨企业项目中, 对事件 rk [t1 , t2 ] ≥ ak [t1 , t2 ]
发生的可靠程度的度量, 称为资源 k 在时间段 [t1 , t2 ] 内的置
信度, 记为 rck [t1 , t2 ], rck [t1 , t2 ] ∈ [0, 1].
从项目活动执行的角度看, 活动在执行过程中所用各资
源的置信度体现了活动执行受资源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性,
也体现了活动按计划成功执行的可能性. 为反映活动所用资
源的置信度对活动工期可靠程度的影响, 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2. 项目活动 i 在时间段 [t1 , t2 ] 执行时, 基于其
所使用/依赖资源的置信度得出的活动工期的可靠程度, 称
为活动执行的资源依赖置信度, 简称活动执行置信度, 记为
rci [t1 , t2 ], rci [t1 , t2 ] ∈ [0, 1].
活动的执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中的活动执行置
信度特指活动执行所依赖资源的置信度对活动执行的影响.
活动执行时需要多种关键资源和非关键资源, 每种资源
在活动执行区间内置信度不同, 资源对活动执行的重要程度
也不同, 其中具有最高重要度的资源的置信度反映了活动执
行置信度.
规则 1. 活动执行置信度确定规则: 活动执行置信度采
用所用资源中具有最高重要度的资源的置信度度量, 当存在
多个重要度相同的资源时, 则取决于其中资源置信度的最小
值.
活动执行置信度计算公式为
rci [t1 , t2 ] = min{rck [t1 , t2 ]|k ∈ Ri , ωki = max{ωji }
j∈Ri

(1)

其中, Ri 为活动 i 所需资源的集合, ωki 为资源 k 对于活动 i
P
的重要度, k∈Ri ωki = 1.
1.2

调度鲁棒性的度量

项目调度的鲁棒性是指当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
素时, 项目调度仍然可行, 即调度具有抵抗不确定性因素影
响的能力. 项目调度鲁棒性可分为保护工期的质量鲁棒性和
保护活动开始时间的解鲁棒性[2] . 按期完工是项目的基本目
标, 同时, 跨企业项目由多自主企业协作执行的特点, 决定了
基准计划的变动会带来巨大的协调和变更成本, 因此在跨企
业项目中, 解的鲁棒性同质量鲁棒性一样重要.
项目调度的鲁棒性是通过设置活动的松弛时间来实现
的, 令 ESi 和 LSi 分别代表活动 i 在满足资源约束情况下的
最早和最晚可行开始时间, 则活动 i 的松弛时间 F Si = LSi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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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 . 令 si 为活动 i 的计划开始时间, 为保证调度的鲁
棒性, 设定活动不会提前开始执行, 则有 ESi = si , F Si =
LSi − si . 活动具有的松弛时间是对其后续活动执行的一种
保护, 活动具有的松弛时间越大, 则其后续活动受到该活动
异常执行的干扰可能性就越小. 考虑到松弛时间的保护效果
并不是随着松弛时间的增加而线性递增, 采用收益递减的效
用函数进行表示[5] , 对于活动 (i), 其松弛时间的保护效果为
PLSi −si −j
e . 另外, 活动的重要程度不同, 活动松弛时间起
j=1
到的保护效果也不同, 定义 wi 为活动 i 的执行偏差成本, 代
表由活动的实际开始时间同计划开始时间偏差带来的计划变
更和协调成本. 某活动后续相关活动的偏差成本越大, 则该
活动每单位松弛时间起到的保护效果越大. 在保护后续活动
开始时间的同时, 也要尽量保护当前活动本身的执行, 即应
该使当前活动处于所用资源的置信度高的时间窗口内. 基于
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所示的项目调度鲁棒性度量公式:
(
)
LSi −si
n
X
X −j
RM =
rci [si , si + di ] · CWi ·
e
(2)
i=1

j=1

其中, CWi 为活动 i 及其紧后活动执行时间偏差成本之
P
和[5, 13] , CWi = wi + j∈succi wj , 目标函数 RM 最大化时,
PLSi −si −j
CWi · j=1
e 最大化活动 i 松弛时间对后续活动的保
i
护效果, rc [si , si + di ] 作为系数使活动的执行时间窗口处于
资源置信度高的区间内. 实际应用中, 可为项目的结束活动
n 设置较大的 wn , 以保护项目工期, 提高调度的质量鲁棒性,
关于此点将在第 3 节中详细讨论.
1.3

问题模型

跨企业项目调度可归结为 P Sm, σ, ρ|prec|RM 调度问
题[1] , 其含义是项目具有 m 类可用资源, 每类可用资源具有
σ 个处理单元, 项目的每个活动至多需要这些资源的 ρ 个处
理单元, 各活动之间具有时序约束关系. 要求在满足时序和
资源约束的前提下, 确定项目各活动在各类资源上的处理时
间安排, 使得鲁棒性最优.
跨企业项目可分解为 n 个活动, 整个项目的结构可表示
为一个有向无环 (Activity-on-the-node, AON) 网络图 G =
(N, A), 其中 N = 1, · · · , n 为活动的集合, A ⊆ N × N 为边
的集合, 表明了活动间时序关系. 活动 1 和 n 称为虚活动 (不
消耗资源且执行时间为 0), 分别代表项目的开始和结束. 项
目执行过程中共需要 K 种可更新资源, 每种资源在不同时段
具有各自的资源置信度. 活动 i 的完成需要第 k (k = 1, · · · ,
K) 种资源数量为 rik , 活动工期为 di , 项目的交货期为 D.
项目调度的目标是确定各活动的开始时间 S = (s1 , · · · , sn ),
以保证在满足资源数量、活动时序关系、交货期和资源置信
度等约束下, 产生的调度具有最大的鲁棒性.
本文的跨企业项目调度问题, 设定如下: 资源均为可更
新资源; 活动为单执行模式; 活动执行不可被抢占中断; 活动
不允许提前开始执行; 同类资源由同一企业提供.
考虑资源置信度的项目鲁棒性调度问题模型 RCRPSPM 可描述为
max RM

(3)

s.t.

(4)

si + di ≤ sj , ∀ j ∈ succi
X
rik ≤ ak , ∀ t, k = 1, · · · , K
i:i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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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n ≤ D

(7)

si ≥ 0, si 是整数, i = 1, · · · , n

(8)

其中, succi 为活动 i 的紧后活动集合, ak 为资源 k 的可用
量, ηi 为活动 i 的执行置信度阈值, At 为时段 t 内正在进行
的活动集合.
在该模型中, si (i = 1, · · · , n) 为决策变量, 目标函数
(3) 表示调度的目标为最大化鲁棒性, 约束 (4) ∼ (7) 分别为
活动时序关系约束、资源数量约束、资源置信度约束和项目
工期约束.

2

路径重连算法 TLPR

2.1

算法思想

本文问题的求解涉及三个关键子问题:
子问题 1. 如何确定最优活动调度顺序和资源分配顺序;
子问题 2. 如何确定活动的计划时间, 使活动所用资源
的置信度尽可能高, 以规避资源不确定性对活动执行的影响;
子问题 3. 采用何种策略将有限的松弛时间在各活动间
分配, 以使项目调度的鲁棒性最大化.
如果不考虑资源置信度约束, 本文问题退化为以项目
鲁棒性最大化为调度目标的单模式资源约束项目调度问
题, 为 NP-hard 问题[14] , 因此本文问题亦为 NP-hard 问题.
针对本文问题优化目标和约束的特点, 设计了以路径重连
算法 (Path relinking) 为搜索框架, 同时嵌入启发式时间
缓冲插入算法 (Heuristic time buffer insertion algorithm,
HTBIA) 和局部增强搜索算法 (Local enhanced search algorithm, LESA) 的求解算法 (HTBIA and LESA-based path
relinking, TLPR).
针对子问题 1, 通过路径重连技术搜索解空间, 寻找最优
的活动调度顺序, 对每个活动优先调度列表, 采用改进的串行
项目调度方案进行解码, 生成以项目工期最短为目标的初始
调度 S 0 . 针对子问题 2 和子问题 3, 依据资源置信度和各活
动的执行偏差成本, 通过算法 HTBIA 在调度 S 0 中插入时间
缓冲, 调节各活动的松弛时间, 生成鲁棒性调度 S B . HTBIA
算法可以快速地生成鲁棒性调度, 但不能够保证调度鲁棒性
的最优化, 因此采用算法 LESA 对调度 S B 进行鲁棒性优化,
得到针对当前活动列表的优化调度 S R . 如果尚未达到中止
条件, 则继续进行路径重连过程. 算法 TLPR 的总体思想如
图 1 所示.
2.2
2.2.1

算法 TLPR 详细过程
算法整体步骤

路径重连算法是一种新兴的演化算法, 其采用基于种群
的全局搜索策略, 运用 “分散 – 收敛 – 集聚” 的智能迭代机制,
在参考集中形成高质量和多样性的解, 并通过子集合并和参
考集更新方法, 求取问题的全局最优解或满意解[15] . 由于其
参考集的记忆能力, 使其可以动态跟踪当前的搜索情况, 以
调整搜索策略, 减少了搜索过程的随机性, 目前在各类组合
优化问题的求解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算法 TLPR 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其步骤如下:
输入. RCRPSPM 模型的各参数和约束.
输出. 模型的优化解 S R .
1) 初始化: 定义种群容量 Np , 参考集容量 Nr , 最大迭
代次数 maxN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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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TLPR 算法总体思想

Main idea of the TLPR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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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用 InitP opGen 算子产生初始种群 InitP ;
3) 调用 Ref SetGen(InitP ) 算子从 InitP 中生成参考
解集 Ref Set;
4) 调用解码算法、HTBIA 算法和 LESA 算法, 得到
Ref Set 中的最好解, 存入 S ∗ 中;
5) for N um = 1 to maxN um do;
6) N extP = φ;
7) 利用子集构建策略从 Ref Set 中生成有序解对集合
P airSet;
8) for 每个解对 (S 0 , S 00 ) ∈ P airSet do;
9)
调 用 路 径 重 连 算 子 生 成 新 解 集 N ewSet =
ReLinking(S 0 , S 00 );
10)
N extP = N extP ∪ N ewSet;
11) end for;
12) 调用解码算法、HTBIA 算法和 LESA 算法, 计算
N extP 中所有解的目标函数值;
13) if f (S ∗ ) > max{f (S)|S ∈ N extP }, then
14)
N extP = N extP ∪ S ∗ ;
15) else
16)
S ∗ = S max , 其中 f (S max ) = max{f (S)|S ∈
N extP };
17) end if;
18) 保留 N extP 中前 Np 个最好解, 删除其余解, 更
新参考集;
19) end for;
20) S R ← S ∗ , 输出解 S R .
2.2.2

解的表达与评价

本文采用活动时序列表 AL 作为解编码方式, 在 AL 中
没有活动会排列在其前导活动之前. 通过串行调度方案可将
AL 解码为一个可行调度, 解码时按照活动在 AL 中出现的
先后顺序依据活动尽早开始的原则进行调度, 调度需要同时
满足资源数量、时序关系和资源置信度的约束, 通过串行调
度方案产生的调度结果均为积极调度计划 (Active schedule),
得到的是各活动的最早开始时间.
对于调度结果 S, 用 f (S) 代表利用式 (2) 计算得到的目
标值, 用来评价解的优劣. 为计算 f (S), 需要确定各活动的
松弛时间, 活动最晚完成时间 LFi 应使在 [ESi , LFi ] 内资源
约束始终满足, 则活动 i 在 LFi 之前完成则不会影响到紧后
活动的执行. 由于存在资源约束, LFi 不一定等于 i 所有紧
后活动最早开始时间的最小值. 本文采用倒排算法, 按照各
活动最早完成时间降序依次计算各活动资源约束下的松弛时
间, 详细算法略.
2.2.3 初始种群产生与参考集构建

图2

Fig. 2

路径重连算法的基本流程

Flow chart of the path relinking algorithm

初始种群的产生算子定义为 InitP opGen, 为保证初始
种群的多样性, 通过随机生成的方法产生 Np 个解构成初始
种群, 确保每个解的 AL 满足活动时序关系约束.
参 考 集 构 建 算 子 定 义 为 Ref SetGen(P op), 参 考 集
Ref Set 由当前多样性解集中选取的 Nr 个相互间有一定
距离的精英解构成, 精英解保证了解的质量, 解之间的距离
保证了解的多样性. 解之间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活动调度顺序
差异度上, 对于解 Su 和 Sv , 其对应活动列表 ALu 和 ALv
中第 q 个位置的差异度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
1, 若 ALu (q) 6= ALv (q)
duv (q) =
(9)
0, 若 ALu (q) = ALv (q)

自

2180

动

化

学

解 Su 和 Sv 间的距离 D(Su , Sv ) 计算方法如式 (10) 所
示.
D(Su , Sv ) =

n
X

duv (q)

子集构建策略

子 集 P airSet 的 构 建 采 用 两 两 有 序 组 合 的 方 法 从
Ref Set 中创建, 同时确保任意两个有序解间至少存在一个
不同解, P airSet = {(S 0 , S 00 )|S 0 , S 00 ∈ Ref Set, D(S 0 , S 00 ) >
2}.
路径重连算子

路径重连算子定义为 ReLinking(S 0 , S 00 ), 其中 S 0 称为
初始解, S 00 称为向导解. 路径重连的过程是新解产生的过程,
新解从初始解和向导解继承优秀属性, 每步转换生成一个新
解, 越早生成的解与初始解越相似, 越晚生成的解与向导解
越相似, 所有新解构成一条从初始解到向导解的路径, 在路
径上往往能够找到比初始解和向导解更好的解.
重连算子 ReLinking(S 0 , S 00 ) 算法步骤如下:
1) 设置新解集合 N ewSet = φ;
2) 如果 S 0 和 S 00 中活动时序相同, 则转 8), 否则找到 S 0
00
和 S 第一个不同活动的位置 p;
3) 找到 ALS 00 (p) 在 S 0 中的位置 q, 交换 ALS 0 (p) 与
ALS 0 (q), 产生新解 N ewS, 如果 N ewS 满足时序约束, 转
7);
4) while N ewS 不满足时序约束;
5) 找到 ALN ewS 中第一个违反时序约束的活动 i, 找
到 i 所在位置之后的紧前活动 j, 交换活动 i 和 j 的位置;
6) end while;
7) N ewSet = N ewSet ∪ N ewS, S 0 = N ewS, 转 2);
8) 输出 N ewSet.
2.3

X

1

启发式时间缓冲插入算法 HTBIA

串行解码算法生成的调度 S 0 是以活动尽早开始为原则,
以项目工期最短为目标的调度, 并没有考虑调度的鲁棒性.
为生成鲁棒性调度, 以 S 0 为初始调度, 在活动开始时间与其
紧前活动最晚完成时间之间插入时间缓冲, 通过时间缓冲来
吸收掉前序活动执行异常的影响. 由于交货期的限制, 能够
插入的时间缓冲有限, 因此应将缓冲分配给最应该受到保护
的活动. 对于活动 i (i = 1, · · · , n), 在判断其应受保护的重
要程度时, 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
1) 活动 i 的紧前活动所用资源的置信度. 紧前活动所使
用资源的置信度越低, 其执行受到资源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
性越大, 则影响到活动 i 执行的可能性越大.
2) 紧前活动已有松弛时间的多少. 紧前活动已有松弛时
间越多, 其执行异常影响到活动 i 的可能性越小, 则对活动 i
的保护越大, 反之亦然.
3) 活动的执行偏差成本. 偏差成本越大, 则活动越应受
到保护.
基于以上考虑, 活动 i 应受的保护程度 (简称为活动应受
保护度) 定义为 rcid(i), 其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11)

F Sj

rcj [sj , sj

+ dj ] ·

P

e−k

k=1

(10)

解 S 与参考集 Ref Set 间的距离定义为 S 与 Ref Set
中所有解的最小距离 D(S, Ref Set), 有 D (S, Ref Set) =
min{D(S, r)|r ∈ Ref Set}. 为保证参考集中解的多样性, 定
义距离阈值 minD, 种群中的解只有与 Ref Set 中的解距离
大于 minD 时才会被加入到 Ref Set 中.

2.2.5

rcid(i) =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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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ed(i)

q=1

2.2.4

报

以 “活动应受保护度越大越优先” 为启发式规则, 设计了
启发式时间缓冲插入算法 HTBIA.
算法 HTBIA 步骤如下:
输入. 初始调度 S 0 , RCRPSPM 模型的各参数和约束.
B
输出. 鲁棒性调度 S B = (sB
1 , · · · , sn ).
B
0
∗
B
1) 初始: S ← S , f = f (S );
2) 计算各活动的 rcid(i);
3) 生成活动队列 Q = N \{1}, 对 Q 中活动按 rcid 值降
序排列;
B
4) sB
Q(1) = sQ(1) + 1;
5) 更新 Q(1) 活动所有后序相关活动, 在满足资源约束
下开始时间后移, 形成新解 S 0 ;
6) if s0n ≤ D and f (S 0 ) > f ∗ then
7) S B ← S 0 , f ∗ = f (S 0 ), 转 2);
8) else
B
9) sB
Q(1) = sQ(1) − 1, Q = Q\{Q(1)};
10) if Q = φ then
11)
退出;
12) else
13)
转到 7);
14) end if;
15) end if.
步骤 3) ∼ (5) 按照 rcid 降序排列生成活动列表 Q, 为
最应受保护的活动增加时间缓冲 1, 并更新调度; 在步骤 6)
∼ 15) 中, 如果新调度 S 0 满足工期约束且使目标函数值增加,
则进行下次迭代; 否则还原调度, 处理 Q 中下个活动. 如所有
活动均处理结束, 说明不能再增加调度的鲁棒性, 算法结束.
2.4

局部增强搜索算法 LESA

算法 HTBIA 依据启发式规则快速生成鲁棒性调度, 但
启发式算法并不能保证获得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 因此本节
提出局部增强搜索算法 LESA 来进一步优化调度鲁棒性.
算法 LESA 以算法 HTBIA 的结果 S B 为起点, 首先按
各活动在调度 S B 中开始时间的降序排列, 生成队列 L, 然
后逐一对 L 中各活动进行局部增强搜索. 对于当前处理的
活动 L(i), 在满足资源约束和不影响其他活动开始时间的前
提下, 找到活动 L(i) 的可行开始时间窗口 [ESL(i) , LSL(i) ],
[ESL(i) , LSL(i) ] 中的各开始时间构成了局部的邻域解集, 计
算邻域中的最优解作为新调度中 L(i) 的开始时间. 依次处理
L 中所有活动, 当所有活动处理完后, 如果解没有改进则算
法结束, 否则重新进行下次迭代. 该算法并没有逐一遍历所
有活动的可行开始时间, 只是对当前活动进行了局部增强搜
索, 然后以更新后的调度为起点进行下步操作. 这种快速下
降机制降低了计算的复杂性, 提高了算法的效率.
算法 LESA 步骤如下:
B
输入. 鲁棒调度 S B = (sB
1 , · · · , sn ), RCRPSPM 模型
的各参数和约束.
R
输出. 优化解 S R = (sR
1 , · · · , sn ).
R
B
R
1) 初始化: S ← S , s1 = 0, sR
n = D;
2) repeat
3) 按调度 S R 中各活动完成时间降序生成活动队列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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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r i = 1 to n − 1 do
5)
单步右移, 确定活动最晚开始时间 LSL(i) ;
6)
单步左移, 确定活动最早开始时间 ESL(i) ;
7)
在 [ESL(i) , LSL(i) ] 内通过循环枚举找到使 RM
最大的时间 t0 (多个时取最大值);
0
8)
更新调度, 令 sR
L(i) = t , 保持其余活动开始时间
不变;
9) end for;
10) until 目标函数无改进;
11) 输出调度 S R , 算法结束.
2.5

AV GNr =

AV GminD =

3.1

(12)

¶
P µ
1 X Objp∗ − Objp,minD
× 100
P p=1
Objp∗

(13)

算法复杂度分析

Fig. 3

图 3 参考解数量对解质量的影响
Influence on solution quality of number of

reference solutions

算法实验与比较
实验环境

测试问题集采用项目调度标准问题库 PSPLIB[16] 中的
四组单执行模式项目调度问题测试集, 即 J30、J60、J90 和
J120, 每组中均包含 480 个问题实例, 需要 4 种可更新资源.
对 PSPLIB 中各问题实例做如下修改: 采用 β 分布模拟资源
各时段的资源置信度, 考虑到项目构建时会对伙伴资源置信
度进行评估, 因此设置较高的资源置信度; 采用服从离散均
匀分布 U ∼ [1, 6] 的随机数生成所有非虚活动的执行偏差成
本.
3.2

¶
P µ
1 X Objp∗ − Objp,Nr
× 100
P p=1
Objp∗

图 3 和图 4 分别给出了参考解数量和距离阈值同解质量
间的关系.

算法 TLPR 的计算过程主要包括新解的产生、邻域搜索
和候选解评估.
由解的编码方案可知, 每个解包含 n 个活动, 在两个解
路径重连的路径中, 产生新解数目的上限为 n, 对于具有 Nr
个精英解的参考集, 算法 TLPR 的每次迭代都会产生 Nr2 −
Nr 个解对, 总迭代次数记为 M , 则需要评估的候选解上限为
M n(Nr2 − Nr ).
候选解的评估过程包括串行解码、活动松弛时间计算、
HTBIA 和 LESA 四个算法, 各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如下:
1) 串行解码和活动松弛时间计算的复杂度均为 O(n2 K), K
为资源数目; 2) 算法 HTBIA 的每次迭代过程中, 所有活动
按照 rcid 值降序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为 O(n log n), 插入时间
缓冲的操作最多执行 n 次, 算法迭代次数上限为项目工期 D,
算法 HTBIA 的时间复杂度为 O(Dn log n); 3) 算法 LESA
的每次迭代过程中, 对调度 S R 中各活动排序的复杂度为
O(n log n), 计算各活动当前的最早和最晚开始时间的复杂度
均为 O(nKD), 算法迭代次数上限为 n, 算法 LESA 的时间
复杂度为 O(n2 max(log n, KD)). 综上, 算法 TLPR 评估候
选解的时间复杂度为 O(n2 max(log n, K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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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重连参数设置

种群规模、参考解数量和距离阈值三个参数的选择是影
响路径重连算法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 本文通过对 J30 问题
应用多组参数的不同组合实验结果来确定参数的最优配置.
经实验观察, 种群规模设置为 28.
参考解数量和距离阈值的设置采用同最好解平均偏差百
分比来进行度量, 这里的最好解是指在各种参数组合下求得
的最好解. 令 AV GNr 为 P 个测试问题在参考解数量为 Nr
时目标值偏离最好解的平均百分比, AV GminD 为 P 个测试
问题在距离阈值为 minD 时目标值偏离最好解的平均百分
比, 本文 P = 480. 计算公式为

图4

Fig. 4

距离阈值对解质量的影响

Influence on solution quality of distance threshold

从图 3 可见, 参考解数量较少会导致产生新解数量偏少,
限制了搜索范围; 数量过高时, 解质量无明显提升, 而由于需
要进行路径重连的解对组合数量大幅度增加, 计算量显著增
大, 降低了算法性能. 故参考解数量选择寻优能力较为稳定
的区间, 取 16 ∼ 20 最为合适. 从图 4 可见, 距离阈值较小时,
产生新解数量少, 缩小了寻优范围, 丢失优秀解的概率增大;
当距离阈值过大时, 许多优秀解由于距离阈值太大而无法被
选入参考集, 进而丧失产生优秀解的机会. 实验结果表明距
离阈值介于最大阈值 (即项目活动数) 的 70 % ∼ 90 % 之间
能取得比较理想的优化效果.
3.3

算法实例

采 用 PSPLIB 问 题 库 中 的 J30 21 测 试 问 题 来 给 出
TLPR 的算法实例. 图 5 给出了以工期最短为目标, 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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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缓冲的调度结果甘特图, 而采用 TLPR 算法, 鲁棒性调度
结果甘特图如图 6 所示, 其中黑色矩形表示插入的时间缓冲.

图5

Fig. 5

以工期最短为目标的调度结果甘特图

Gantt chart of the scheduling result for minimizing
project duration

图6

Fig. 6

以鲁棒性为目标的调度结果甘特图

Gantt chart of the scheduling result for maximizing
project robustness

3.4
3.4.1

与相关方法的比较
对比方法的实现

据笔者所知, 目前相关研究中还没有与本文在优化目标
和约束条件方面完全一致的模型, 考虑到本文方法的主要特
点是在考虑资源置信度基础上, 通过插入时间缓冲来实现项
目调度的鲁棒性, 为定量说明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优势,
选取了以插入时间缓冲方式实现调度鲁棒性的两个主要的项
目调度方法 — 关键链方法 (Critical chain project management, CCPM) 和 RFDFF 方法, 同本文所提方法进行比较.
其中, CCPM 作为调度质量鲁棒性的代表, RFDFF 则作为
调度解鲁棒性的代表, 同时为分析局部增强搜索 LESA 算法
对鲁棒性的优化效果, 将不采用 LESA 算法的路径重连算法
命名为 TLPR-NL.
CCPM 通过项目缓冲、输送缓冲和资源缓冲机制来消除
不确定因素, 保证确定环境下的编制的项目计划在动态环境
下的顺利执行. CCPM 在关键链的确定和各种缓冲的设置
方面还有很多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目前尚无公认的最优算法,
本文采用目前较优的文献 [10−11] 提出的关键链和缓冲区设
置方法作为 CCPM 的主要实现算法. RFDFF[9] 是典型的考
虑确定性活动执行时间, 通过将时间缓冲分散的插入到各活
动之前来实现调度解鲁棒性的方法, 被众多研究作为度量调
度解鲁棒性的标准评价方法.
3.4.2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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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项目交货期的设定方面, 以 CCPM 中关键链长度和
RFDFF 中最短工期的最大者作为项目最短工期, 记为 Cmax .
为测试交货期对调度鲁棒性的影响, 指定的交货期 D 分别
设置为 b1.3 × Cmax c、b1.5 × Cmax c 和 b1.8 × Cmax c, 下文
分别简记为 1.3 C、1.5 C 和 1.8 C. 对于 CCPM 方法, 延长的
30 %、50 % 和 80 % 工期, 作为项目缓冲放置在项目执行的
末尾.
资 源 不 确 定 性 的 模 拟 方 面, 分 别 按 照 低 (5 %)、中
(10 %)、高 (15 %) 三种比例在项目交货期范围 [1, D] 内选取
时段, 资源置信度越低的时段被选中的概率越大. 在这些时
段内从四种资源中选取一种资源设置为不可用, 本文假定同
一时段只允许一种资源不可用, 并采用服从离散均匀分布 U
∼ [1, 3] 的随机数模拟不可用持续的时段数. 低、中、高三
种资源中断的程度分别简记为 L-RU、M-RU 和 H-RU. 对于
由资源不可用导致的活动执行中断, 仿真实验时只考虑资源
恢复后活动重新执行的情况, 如果出现调度不再可行的情况,
则采用 “右移” (Right-shifted) 的再调度策略.
对于项目调度的质量鲁棒性, 采用项目在指定工期内
完工概率 (Timely project completion probability, TPCP)
进 行 度 量; 对 于 解 鲁 棒 性, 由 于 CCPM 和 RFDFF 方 法
中均没有考虑资源置信度, 比较时无法使用式 (3) 中的目
标函数, 为公平比较, 实验中采用文献 [17] 中提出的公式
Pn
∗
∗
i=1 wi |si − si | 来度量解鲁棒性, 其中 si 和 si 分别为实
际执行开始时间和计划开始时间, 即项目的总执行偏差成本
(Total activity deviation cost, TADC).
活动的执行偏差成本是 RFDFF、TLPR-NL 和 TLPR
三种方法设置时间缓冲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项目结束活
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决定了设置在项目执行末端的时间缓
冲量, 意味着对项目交货期的保护程度. 定义 CWP 为活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与其他所有活动执行偏差成本平均值的比
例. 图 7 给出了针对 TLPR 算法, J30 测试集、资源中断程
度取 M-RU、不同的工期松弛度下 CWP 取值对 TPCP 值
的影响. 图 8 给出了 J30 测试集、1.5 C 的工期松弛、不同资
源中断程度下 CWP 取值对 TADC 值的影响. 从图 7 中可
见, 随着 CWP 值的增加, 三种工期松弛度下的 TPCP 值均
有显著增加, 要让 TPCP 值达到 95 % 以上, 1.8 C、1.5 C 和
1.3 C 三种情况下 CWP 分别至少要达到 4、8 和 11.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 资源中断程度越高项目的总执行偏差成本越大,

模拟执行的设定

由于约束条件同本文方法考虑上的不同, 在进行仿真实
验时适当修改了 CCPM 和 RFDFF 中的部分参数和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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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TLPR 算法中 CWP 取值对 TPCP 的影响

Influence on TPCP value of different CWP values in
TLPR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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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 8

TLPR 算法中 CWP 取值对 TADC 的影响

Influence on TADC value of different CWP values in
TLPR algorithm

在 CWP 开始逐步增加的时候, 项目的 TADC 值逐步增大,
这是因为 TLPR 算法将越来越多的缓冲置于项目执行末端
保护工期, 其余活动插入的时间缓冲变小, 造成 TADC 增大,
而由于 CWP 还不够大, 项目不能按时完工的概率仍然很高,
活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大部分情况下仍会加入到 TADC 中.
当 CWP 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虽然对其余活动的保护继续减
少, 但是项目的完工概率迅速增大, 活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
不会加入到 TADC 中, 项目的 TADC 反而会呈现缓慢下降
趋势; 但当 CWP 达到一定程度后, TPCP 值已经趋于上限,
再增加 CWP 值不会对 TPCP 值产生太大的效果, 但由于分
派给其余活动缓冲量的减少, TADC 值会迅速增加.
因此, 在综合衡量 CWP 值对 TPCP 和 TADC 的影响
情况下, 本文仿真实验中取 CWP = 8, 这样既能保证较高的
TPCP 值 (> 95 %), 同时 TADC 值也处于较低水平.
3.4.3

质量鲁棒性的分析与比较

表 1 中给出了四种方法在不同工期松弛程度和资源中断
程度下, 在四种问题规模的测试集下的 TPCP 值.
从资源不确定性的角度看, 随着资源中断程度的增强, 项
目执行受到的干扰增大, 四种方法的 TPCP 值均会下降. 当
表1

Table 1

资源不确定性较低时 (L-RU), TLPR 和 TLPR-NL 要高于
RFDFF 的值, 但差距并不明显, 说明 RFDFF 与本文方法
的时间缓冲机制均可以吸收大部分活动工期的微小增加. 但
当资源不确定性较高时 (M-RU 和 H-RU), TLPR 和 TLPRNL 相对于 RFDFF 的优势则较为明显, 而与 CCPM 方法的
差距也迅速缩小, 当工期为 1.3 C 和资源不确定度为 H-RU
时, TLPR 和 TLPR-NL 的 TPCP 值基本接近了 CCPM 方
法, 这主要得益于本文算法在插入时间缓冲时对资源置信度
因素的特殊考虑.
从工期松弛的影响来看, CCPM 方法对工期松弛程度
要求较低, 30 % 工期的延长即可达到较高的 TPCP 值, 而
TLPR 和 TLPR-NL 算法在工期松弛 50 % 的情况下会取得
比较好的 TPCP 值, RFDFF 则需要更长的工期松弛才能达
到较好的保护程度.
从项目活动数的影响来看, CCPM 方法当活动数增大时
(J90、J120 测试集), 在 1.5 C 和 1.8 C 的情况下, TPCP 值非
常高, 这可能是随着活动数增加, 关键链也随之加长, 进而设
置的项目缓冲值也在增加, 使 TPCP 值增加明显, 但这有可
能会导致对工期的过度保护. RFDFF、TLPR 和 TLPR-NL
三种方法的 TPCP 对活动数并不敏感,
四种测试集中在相
同的工期松弛情况下, TPCP 变化不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这
三种方法的时间缓冲插入策略是分散插入在各活动之前的缘
故.
TLPR 和 TLPR-NL 间的对比上, 在调度的质量鲁棒性
方面, TLPR 要略优于 TLPR-NR, 但是差距并不大, 这主要
是因为 TLPR 是在 TLPR-NL 基础上对各活动的时间缓冲
设置进行了局部增强搜索后的再调整, 并没有针对结束活动
n 进行特殊处理.
总体上, CCPM 方法在质量鲁棒性方面是四种算法中较
优的, 其次为本文提出的两种方法. CCPM 方法得益于采用
了项目缓冲对工期的特殊保护机制, 将大部分缓冲设置在了
项目执行后部, 而其余三种方法对项目工期的保护是根据结
束活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大小来启发式设置缓冲保护. 要特
殊说明的是, 表 1 中的对比数据是在 CWP = 8 的情况下进

四种算法在各种参数组合下 TPCP 值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PCP value among the four algorithms with various parameters

CCPM
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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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DFF

TLPR-NL

TLPR

项目工期

L-RU

M-RU

H-RU

L-RU

M-RU

H-RU

L-RU

M-RU

H-RU

L-RU

M-RU

H-RU

J30

1.3 C

93

88.15

83.54

91.52

81.87

76.23

91.86

85.57

81.71

92.13

86.42

82.92

J30

1.5 C

98.23

96.02

92.08

97.31

90.02

86.14

97.42

94.98

89.69

97.56

95.28

90.16

J30

1.8 C

99.96

99.79

98.13

99.13

96.13

89.98

99.24

98.44

95.93

99.13

98.36

96.25

J60

1.3 C

94.04

89.06

82.79

92.3

82.05

79.54

92.17

87.26

82.61

93.65

87.71

83.14

J60

1.5 C

98.31

97.15

92.58

95.9

92.79

84.71

96.81

95.63

91.26

97.33

96.14

91.47

J60

1.8 C

100

99.96

98.94

98.96

94.25

90.59

99.52

97.86

96.32

99.83

98.63

97.12

J90

1.3 C

95.06

92.6

86.44

93.26

82.56

78.57

93.14

87.9

85.27

93.38

88.59

85.97

J90

1.5 C

99.98

98.23

95.63

97.05

92.38

85.05

97.98

96.14

92.75

98.48

95.42

93.46

J90

1.8 C

100

100

99.92

98.78

95.39

91.62

99.14

98.78

97.04

99.77

99.12

97.56

J120

1.3 C

97

95.83

86.25

93.12

81.32

79.85

92.46

85.87

83.42

92.85

86.26

85.13

J120

1.5 C

100

99.19

97.44

97.63

89.71

85.26

98.52

95.33

92.41

98.63

96.98

92.28

J120

1.8 C

100

100

99.96

99.12

93.41

90.73

99.37

97.65

95.42

99.56

98.96

97.75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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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经过实验, 当 CWP 值进一步提高时, RFDFF、TLPR
和 TLPR-NL 的 TPCP 值均会进一步提高. 针对 J30 测试
集, 当 CWP = 11 时, TLPR 和 TLPR-NL 基本上可获得同
CCPM 方法相当的完工概率, 这是因为当为活动 n 设置较大
执行偏差成本时, TLPR 和 TLPR-NL 会更加关注对项目工
期的保护, 但是从图 7 和图 8 可以看出, 过大的 CWP 会导
致执行偏差成本增加, 因此项目管理者选择策略时需要在二
者之间做出均衡考虑. 在现实情况中, 绝大部分项目所用资
源应具有较高的置信度, 即资源中断的概率应该处于 L-RU
或 M-RU 情况下居多, 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在 L-RU、M-RU
和 50 % 工期松弛的情况下基本都可以达到 95 % 以上的按期
完工率. 在 H-RU 和较为松弛的工期约束下也可以达到 90 %
的按期完工率, 且可以通过提高 CWP 值进一步提高按期完
工率.
3.4.4

解鲁棒性的分析与比较

采用 J30 和 J120 分别作为小规模和大规模问题的示例,
表 2 和表 3 分别给出了 CWP = 8 时四种算法在 J30 和 J120
测试集中各种参数下的总执行偏差成本 TADC 值. 其中的最
好值 (Best)、最差值 (Worst) 和平均值 (Avg) 为各测试集中
480 个实例分别运行 10 次后取到的总平均值.
从资源不确定性的影响看, 本文方法在相同的工期松弛
程度情况下, 解鲁棒性方面都明显优于 CCPM 和 RFDFF
方法. 从 TADC 的平均值对比看, TLPR-NL 为 CCPM 的
40 % ∼ 50 %, 为 RFDFF 方法的 70 % ∼ 80 %, 而 TLPR 则
表2

Table 2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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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 这主要还是因为 TLPR-NL、TLPR 和 RFDFF 三
种方法的时间缓冲策略是采用分散在各活动中, 对各活动的
缓冲时间均有一定的保护, 而 CCPM 则是将大量的时间缓
冲放置在了项目的最后来保护工期, 对非关键链上的项目开
始时间保护不够. 另外, 本文方法相对于 RFDFF 方法而言,
资源不确定性越高的情况下 (H-RU) 性能优势越明显, 这主
要是因为本文两种算法考虑到了资源置信度的约束, 在插入
时间缓冲时有针对资源置信度的特殊处理.
从工期的松弛程度分析, 四种方法的 TADC 值都随着工
期松弛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这是因为对于以插入时间缓冲方
式来提高调度鲁棒性的算法而言, 工期松弛程度越大, 则可
以插入的时间缓冲越多, 对活动的保护越好.
从活动数量的影响看, 对比表 2 和表 3 中的数据, 可以
看出 CCPM 在活动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解鲁棒性性能下
降的较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活动数越大, 关键链越长, 项目
缓冲设置的也越大, 相对来说分配给各活动的缓冲增加并不
多, 而其余三种方法对活动数的增加并不敏感,TADC 的增加
基本上同活动数的增加成比例.
对比文本的两种方法, TLPR 在解鲁棒性方面要优于
TLPR-NL, TADC 值约有 20 % 左右的下降. 而且工期松弛
程度越高, 优势越明显, 这是因为项目工期松弛时间越大, 则
局部增强搜索的进一步优化鲁棒性的余地越大.
总之, 在解鲁棒性方面, 本文提出的 TLPR、TLPR-NL
方法要优于 RFDFF 和 CCPM, 特别是在高资源中断程度的
情况下, 优势更为明显.

J30 测试集下四种方法 TADC 比较

Comparison of TADC value between the four algorithms with the J30 instance set
CCPM

RFDFF

TLPR-NL

TLPR

资源不确定性

项目工期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L-RU

1.3 C

87

35

59

77

30

47

66

25

36

44

18

31

L-RU

1.5 C

70

26

41

61

23

31

49

20

27

32

13

19

L-RU

1.8 C

52

21

24

33

15

19

30

12

17

22

8

13

M-RU

1.3 C

105

50

71

95

39

60

82

31

51

58

24

38

M-RU

1.5 C

90

37

55

79

27

46

66

24

34

48

18

28

M-RU

1.8 C

75

24

40

66

21

34

53

15

27

37

12

19

H-RU

1.3 C

122

64

87

111

53

76

90

38

59

68

32

47

H-RU

1.5 C

111

45

74

96

35

62

77

27

47

56

23

39

H-RU

1.8 C

92

31

57

84

25

47

60

18

31

47

14

25

表3

Table 3

J120 测试集下四种方法 TADC 比较

Comparison of TADC value between the four algorithms with the J120 instance set
CCPM

RFDFF

TLPR-NL

TLPR

资源不确定性

项目工期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Worst

Best

Avg

L-RU

1.3 C

330

145

247

262

111

175

206

87

124

147

64

90

L-RU

1.5 C

262

111

172

206

86

121

150

72

96

112

47

67

L-RU

1.8 C

189

88

107

106

60

79

91

46

64

80

32

49

M-RU

1.3 C

399

203

292

326

143

223

258

105

172

192

82

104

M-RU

1.5 C

341

152

229

270

103

172

205

83

116

160

65

88

M-RU

1.8 C

280

102

171

222

79

130

164

56

93

125

44

69

H-RU

1.3 C

470

262

359

381

191

279

283

127

196

223

107

155

H-RU

1.5 C

422

183

308

329

129

229

242

93

158

184

79

115

H-RU

1.8 C

350

131

240

285

95

177

187

66

108

159

5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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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比较总结

从以上各节的分析可以看出, 得益于考虑资源置信度的
时间缓冲插入机制, 本文所提方法 TLPR 和 TLPR-NL 在调
度的解鲁棒性方面比相关方法 RFDFF 方法和 CCPM 方法
有比较大的优势, 特别是在资源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优势
更加明显. 在质量鲁棒性方面, 本文所提方法同 CCPM 方法
在按期完工率方面接近, 均强于 RFDFF 方法. 但是在相同
的按期完工率下, 总执行偏差成本要远低于 CCPM 方法, 同
时在保持较低的总执行偏差成本前提下, 本文方法仍能达到
较高的按期完工率 (> 95 %), 并且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调
整活动 n 的执行偏差成本来进一步提高按期完工率. 采用局
部增强搜索的 TLPR 方法在优化效果上要好于 TLPR-NL
方法, 但需要更多的计算时间, 项目管理者可以根据对计算
速度和优化性能的均衡考虑进行选择. 综合来看, 本文所提
方法考虑了项目资源的置信度, 兼顾了解鲁棒性和质量鲁棒
性, 同时提供灵活的参数设置让项目管理者根据实际应用中
的侧重进行相应配置, 有较好的性能和适用性.

4

结论

资源不确定性高和调度鲁棒性要求高是跨企业项目调度
问题同传统项目调度问题的主要区别, 本文建立的考虑资源
置信度的跨企业项目鲁棒性调度优化模型, 考虑了资源不确
定性这一重要因素, 优化目标上兼顾了调度的解鲁棒性和质
量鲁棒性. 以路径重连方法为求解框架, 嵌入的启发式时间
缓冲插入算法能够依据活动的执行偏差成本、现有缓冲状态
等特征, 合理、快速地生成鲁棒性调度, 进而可通过局部增强
搜索算法对调度鲁棒性进行深入优化. 通过与 RFDFF 方法
和关键链方法的比较, 本文方法在资源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
解鲁棒性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在保持较低的执行偏差成本情
况下, 质量鲁棒性同 CCPM 相近, 优于 RFDFF 方法, 并可
通过调整结束活动的执行偏差成本来进一步提高质量鲁棒
性.
今后的研究工作将放在资源不确定性较高的调度环境中
的再调度方法和策略方面, 将再调度方法同鲁棒性调度相结
合, 提出更好的跨企业项目计划与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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