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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流可满足性（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Ｓ）（≠）判定给定授权和互斥约束下的资源分配是否存在，是

工作流访问控制中的基本问题．目前可以通过寻找一个具体的解来完成该判定，相应问题称为 ＷＳ（≠）决策，现有

的最低时间复杂度为犗（２｜犛｜（｜犆｜＋｜犝｜２））（犛，犆，犝 分别为步骤集、约束集、用户集）．然而，仅 ＷＳ（≠）有解时，工

作流授权规划未必合理，对资源异常可能缺乏鲁棒性．若能统计所有解的个数，不仅可判定 ＷＳ（≠）有解与否，还能

为授权规划提供重要的参考，相应的问题称为 ＷＳ（≠）计数．该文提出 ＷＳ（≠）计数问题，并根据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关于集合

划分权重和的结果证明其时间复杂度为犗（２｜犛｜｜犝｜），即其以｜犛｜为固定参数，关于｜犝｜线性时间可解，由此降低了

当前的 ＷＳ（≠）判定时间复杂度．进而，该文提出了一种快速的动态规划递推式，并全面优化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方法的空间

利用方式，使该文算法的实际性能随之提高，而犗时间复杂度不变．随机合成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该文最终的计

数算法相对前述决策算法，执行时间平均降低了９３％，峰值空间平均降低了８７％，而求解规模提高了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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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工作流管理是企业过程再造的核心技术［１］，也

是网格、云服务等计算体系结构的关键组成．它关注

业务过程规划组织、执行控制和分析验证的自动化，

由此高效调动人员、应用和数据，实现充分的商业价

值．在工作流管理系统中，业务过程被划分为一组有

序的步骤（任务），并统一调度执行．为了保障业务安

全，防止非法访问与职权滥用，必须建立适当的访问

控制机制．

工作流访问控制贯穿业务过程的规划与执行，

分为授权、约束和资源分配３个部分．在业务规划阶

段，将每个步骤的执行权限分配给一组候选用户，称

为授权．授权可以采取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２］、基于

任务的授权控制［３］等方式，最终将建立步骤与用户

的二元关系．用户（或应用、Ｗｅｂ服务等执行资源）

必须具备其授权步骤的执行能力，但尚不能在工作

流的任何案例中执行这些步骤．在业务执行阶段，为

每个步骤指派唯一的用户，负责该步骤在当前案例

中的执行，称为资源分配［１］．资源分配使用户在特定

案例中切实获得步骤的执行权限．如果步骤之间存

在冲突或敏感关系，那么在同一案例中，它们的执行

用户之间也必须满足一定的关系，称为约束．根据步

骤关系的不同及其对用户关系的要求，可以定义多

种类型的约束．例如职责分离
［４］禁止某些利益冲突

的步骤由同一用户执行，以免出现借机欺诈．若职

责分离特指其二元情形，则也称为互斥约束，记为

≠．例如报销和审核、编程和测试等都具有互斥

关系．

给定授权和约束，是否存在可行的资源分配，使

得任何步骤的执行用户均满足预先授权，又不违反

任何约束？这就是工作流的可满足性（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Ｓ）．ＷＳ是工作流访问控制的基础

性问题［５］，因为它决定着受限于访问控制策略的业

务过程能否得以实施．ＷＳ有多方面的含义，若问题

目标是判定可行资源分配是否存在，则称为 ＷＳ判

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记作？ＷＳ．此问题关系到访问控

制规划是否正确．进入案例执行时，还须具体给出一

个可行的资源分配［５６］，相应的问题称为 ＷＳ决策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记作ＷＳ．求解ＷＳ也是回答？ＷＳ的

一条途径．ＷＳ研究通常针对特定的约束类型（在括

号中标注，例如互斥约束 ＷＳ记为 ＷＳ（≠）），目前

主要集中于各类约束下的ＷＳ．

２０１０年，Ｗａｎｇ等人
［５］指出由于职责分离是必不

可少的约束类型，ＷＳ问题本质上是ＮＰ完全的．他

们给出了一种犗（｜犛｜｜
犛｜＋１
｜犆｜）时间的ＷＳ（≠）算法

（犛，犆分别为步骤和约束集）．２０１３年，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等

人［６］将ＷＳ（≠）的时间复杂度降低至犗（２｜
犛｜（｜犆｜＋

｜犝｜
２））（犝 表示用户集），并对多种约束下的ＷＳ

进行了研究．然而，一个工作流即使是决策可满足

的，仍可能因为执行期间的资源失效，导致案例处理

中断甚至资源分配无解．第２节给出的引例说明，通

过合理的授权规划来增加资源分配解的数量，将能

有效提高工作流在资源异常情况下的鲁棒性．

给定约束，统计在某种授权下资源分配可行解的

个数，称为 ＷＳ计数（Ｃｏｕｎｔｉｎｇ），记作＃ＷＳ．它与工

作流的资源鲁棒性有密切联系．其一，引例表明＃ＷＳ

为资源鲁棒性的度量提供了参考性指标．其二，为精

确度量这种鲁棒性，Ｗａｎｇ等人已经提出了工作流犽

弹性（Ｗｏｒｋｆｌｏｗ犽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ＷＲ
（犽））概念，即当任

意犽个资源失效时 ＷＳ总保持成立．ＷＲ
（犽）验证可

分解为犆（｜犝｜，犽）个？ＷＳ问题，而＃ＷＳ为？ＷＳ的

回答提供了一条非ＷＳ的途径．其三，授权规划通

常存在多次试误，相应的 ＷＲ
（犽）验证只是完成排除，

有可能用更简单的条件检查来代替．由于 ＷＲ
（犽）对

ＷＳ解的数量有一定要求，例如只有１个 ＷＳ解不可

能保证 ＷＲ
（１）成立，＃ＷＳ为这种条件的构造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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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途径．此外，合取范式可满足性（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ｌＦｏｒｍ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ＡＴ）、约束可满足性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Ｓ）等经典问题均包括决

策和计数两个方面．决策强调给出具体可行的解，而

计数侧重整体和统计特征，其结果互为补充．它们从

不同角度进行可满足性判定，有利于深入理解其内

在逻辑，拓宽求解途径．＃ＳＡＴ和＃ＣＳ的研究已有

多年的历史，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算法与应用［７８］．目

前，ＷＳ研究主要集中于决策．然而，无论作为资源

鲁棒性的参考指标，还是 ＷＲ
（犽）排除条件的构造途

径，或回答？ＷＳ的另一途径和 ＷＳ本身的重要侧面，

＃ＷＳ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长期实践证明职责分离是业务安全的基础

性原则［４，９］，而其最典型的情况是二元互斥．本文将

对相应的＃ＷＳ（≠）问题进行研究．在此之前，Ｗａｎｇ

等人［５］已在ＷＳ研究中引入了参数化复杂性
［１０］，本

文将从这一角度进行＃ＷＳ的研究．对于ＷＳ（≠），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等人
［６］给出了犗（２｜犛｜（｜犆｜＋｜犝｜

２））的

参数化时间，是其已知最低的时间复杂度，而他们的

求解方法依赖于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
［１１］关于集合最大权划分

的有力结果．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为解决集合划分问题发展了

一种赋权集容斥原理和快速
!

变换结合的方法．本

文将基于这一方法来建立＃ＷＳ（≠）的算法．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前述思路给出一种

犗（２｜犛｜｜犝｜）时间的算法，表明＃ＷＳ（≠）固定参数线

性时间可解．本文算法时间复杂度优于前述Ｃｒａｍｐｔｏｎ

的ＷＳ（≠）算法，因而给出了目前最低的？ＷＳ（≠）

时间复杂度．不仅如此，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快速的动

态规划递推式，并对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方法的空间利用进

行优化，使本文＃ＷＳ（≠）算法在保持时间复杂度的

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实际性能．

本文第２节通过实例来引入 ＷＳ计数问题；第３

节介绍预备知识，包括参数化算法、赋权集容斥原理、

快速
!

变换、划分权重和问题及其求解方法；第４节

给出各类 ＷＳ问题的定义；第５节根据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

关于划分权重和的结果证明＃ＷＳ（≠）的时间复杂

度，事实上也给出了一种＃ＷＳ（≠）算法；第６节改

进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的划分权重和求解方法，由此得到一

种性能更为优化的＃ＷＳ（≠）算法，并表明其保持第

５节所得时间复杂度；第７节对本文两种算法进行

实验研究，并与现有代表性ＷＳ（≠）算法就 ＷＳ判

定性能进行对比；第８节介绍和分析相关工作；第９

节总结全文．

２　引　例

一个物料采购工作流如图１所示，包括５个步

骤：申请采购（狊０）、创建订单（狊１）、验收货物（狊２）、准

备支付（狊３）和同意支付（狊４）．在狊０中，根据生产需求

拟定物料请购单，提交订货；在狊１中，审核采购需求、

选择供货商，创建并发出订单；在狊２中，对供货商发

来的物料进行检验，确认符合订货要求；在狊３中，若

订货价格基本合理则创建支付申请；在狊４中，根据货

物验收单等凭据对支付申请进行审批．

图１　物料采购工作流

由于支付涉及资金流出，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则

来保证业务安全．为了控制不合理订货，订货人不能

准备支付．为了分离实物验收和价格检查两项控制

职能，验收货物和准备支付不能由同一人执行．为了

防止申请者自我审批，一个人不能既申请采购，又创

建订单，也不能既准备支付，又同意支付．将这些规

则表达为互斥约束，如图２所示．图中顶点表示步

骤，而边表示步骤间的互斥关系．

图２　本例的互斥约束

假设有５个用户，记为狌０，狌１，狌２，狌３和狌４，负责

该工作流的处理．如图３给出了两种可能的授权方

案，在每个步骤旁边列出了其所有授权用户．

容易看出，授权１只有一种可行的资源分配．如

果用从步骤集到用户集的函数π来描述，则

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２，

π（狊３）＝狌３，π（狊４）＝狌４

表示同一案例中狊０，狊１，狊２，狊３和狊４分别由狌０，狌１，狌２，

狌３和狌４执行．该资源分配依赖于每个用户，任何用

户作为执行资源失效（如离职）都会使相关案例处理

中断，新案例的资源分配无解．采用该授权方案时，

工作流是决策可满足的，但是缺乏必要的资源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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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本例的两种授权方案

性，即在资源异常情况下维持运转的能力，无法在缺

少某些资源时仍然给出资源分配可行解．将授权１中

步骤狊２，狊３的授权用户狌２，狌１进行对调，即得授权２．

它有如下５种可行的资源分配：

（１）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１，π（狊３）＝

狌２，π（狊４）＝狌３；

（２）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１，π（狊３）＝

狌２，π（狊４）＝狌４；

（３）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３，π（狊３）＝

狌２，π（狊４）＝狌３；

（４）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３，π（狊３）＝

狌２，π（狊４）＝狌４；

（５）π（狊０）＝狌０，π（狊１）＝狌１，π（狊２）＝狌１，π（狊３）＝

狌３，π（狊４）＝狌４．

其中第（１）、（３）种资源分配不依赖于狌４，第（２）种不

依赖于狌３，第（５）种不依赖于狌２，只有第（４）种依赖

所有用户．采用授权２时，不论单独缺少用户狌２、狌３

还是狌４，对新到达案例，总存在资源分配可行解．

受影响的原有案例，通过适当调整也可以迁移到

相近的解，继续其处理．该授权方案同样决策可满

足，而且比前一方案更能抵抗资源异常的干扰，在

此意义上也更为合理．

由本例可见，工作流的资源鲁棒性与可行资源

分配的数量有密切关系．解的数量是其多样性的集

中体现．解集越大，替代的资源分配方式越多，工作

流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性也越低，从而越少受资源异

常的干扰．解集大小对资源鲁棒性的影响不是绝对

的，但是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３　预备知识

本节介绍必要的预备知识．约定犣＋表示非负

整数集，并记犖＝｛１，２，…，狀｝．

３１　参数复杂性与犗分析

经典复杂性理论表明，ＮＰ难问题不太可能存在

多项式时间的有效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多采用近似

或智能算法求解，无法获得可重复的精确解．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Ｄｏｗｎｅｙ和Ｌｉ等人
［１０，１２］提出了参数化复杂

性理论，为求解此类问题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们发

现很多问题具有犳（犽）狆（狀）形式的复杂度，其中犽和

狀反映不同输入的规模，犳（犽）是关于犽的任意函数，

而狆（狀）是关于狀的多项式函数．在犽不超过某个固

定值的条件下，问题复杂度是狀的多项式，从而可以

有效求解．

当问题复杂度很高时，通常采用犗记法进行

分析．它是犗表示法的简化，可以反映算法的主要

开销［１３］．设犮为任意正常数，若狆（狀）表示关于狀的

多项式，则犗（犮狀狆（狀））可以简化表示为犗（犮狀）．

３２　赋权集容斥原理

容斥原理是一种基本的组合计数方法，在有限

集元素计数问题中有广泛的应用．它可以推广到赋

权有限集上［１１］，如下面的定理．

定理１．　设犛为有限集，狑：２
犛
→犣是其子集格

上的权函数，即２犛为狑 赋权集．又设｛犛犻｜犻∈犐｝是犛

的一组子集，其中犐为整数下标集．若将犛记为∩
犻∈
犛犻，

则有

狑（∩
犻∈犐

珚犛犻）＝∑
犑犐

（－１）狘
犑狘狑（∩

犼∈犑
犛犼）．

３３　快速 !!!!

变换

!

变换也称 Ｍｂｉｕｓ变换，在证据理论等研究中

有着重要应用［１４］．下面介绍它的一种形式及快速计

算方法．

定义１．　设犛＝｛狊１，狊２，…，狊狀｝，２
犛为狑 赋权集，

定义函数犵　^：２
犛
→犣

＋，使得对任何犛′犛，犵　^（犛′）等于

犛′所有子集的狑 权重之和，即犵^（犛′）＝∑
犛″犛′

狑（犛″）．

根据狑计算犵^的过程称为 !

变换．

通过定义直接进行
!

变换，需要犗（３狀）时间
［１１］．

下面的定理给出了一种根据狑计算犵^的递推式．

定理２．　设犵０，犵１，…，犵狀是一组从２
犛到犣＋的

函数，且对任何犛′犛，犵犻（犛′）定义为

犵犻（犛′）＝
犵犻－１（犛′）＋犵犻－１（犛′－｛狊犻｝），狊犻∈犛′

犵犻－１（犛′）， 狊犻
烅
烄

烆 犛′
，

１犻狀，

则当犵０＝狑时，犵狀＝犵^．

若以犗（２狀）空间存储所有中间的犵^犻，则犵^可通

过犗（２狀狀）次加法求得，称为快速 !

变换［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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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集合划分权重和

本文提出的＃ＷＳ（≠）问题可归结为集合划分

权重和问题，其定义如下．

定义２．　设狑１，狑２，…，狑犽：２
犛
→［－犕，犕］犣

是集合犛＝｛狊１，狊２，…，狊狀｝子集格上的犽个权函数．

若犛犻犛（１犻犽），则称狋犽＝（犛１，犛２，…，犛犽）为犛

上的犽元组，将其集合记为犜犽．令权函数狑：犜犽→犣，

使对任意狋犽∈犜犽，狑（狋犽）＝∏
１犻犽

狑犻（犛犻），则犜犽为狑 赋

权集．若 ∪
１犻犽
犛犻＝犛且犛犻∩犛犼＝（犻≠犼），则称狋犽＝

（犛１，犛２，…，犛犽）为犛的犽划分（划分块可为空）．集

合划分权重和，即犛所有犽划分的狑 权值之和．

文献［１１］利用赋权集容斥原理与快速 !

变换结

合的方法求解该问题，得到了犗（２狀犽ｌｏｇ犕）的时间

复杂度，其求解方法介绍如下．

将犜犽中所有犽划分的集合记为犘犽，对其应用

赋权集容斥原理可得

狑（犘犽）＝ ∑
犑｛１，２，…，狀｝

（－１）
狀－狘犑狘狑（犜

（狀）
犽 （犛犑））（１）

式中犜
（狀）
犽 （犛犑）为犛犑＝｛狊犼∈犛｜犼∈犑犖｝上满足｜犛１｜＋

｜犛２｜＋…＋｜犛犽｜＝狀的犽元组狋犽＝（犛１，犛２，…，犛犽）的

集合．由此可得

狑（犜
（狀）
犽 （犛犑））＝ ∑

犿
１＋犿２＋

…＋犿犽＝狀
∏
犽

犻＝１

犵^犻
（犿犻
）（犛犑） （２）

式中犵^
（犿）
犻
：２犛→犣（１犻犽，０犿狀）．设狑

（犿）
犻
：２犛→

［－犕，犕］，使得对犛′犛，

狑
（犿）
犻
（犛′）＝

狑犻（犛′）， ｜犛′｜＝犿，

０，｛ 否则
（３）

则任取犛′犛，

犵^
（犿）
犻
（犛′）＝∑

犛″犛′

狑
（犿）
犻
（犛″） （４）

　　因此，从狑
（犿）
犻
到犵^

（犿）
犻
是一个

!

变换．利用快速 !

变换求出所有犵^
（犿）
犻
，需要犗（犽狀２狀ｌｏｇ犕）时间（文献

［１１］引理６）．

为了进一步利用犵^
（犿）
犻
计算式（２）的右端，根据如

下递推式进行动态规划

犵（狆，狇，狉，犛犑）＝

　

∑
狉

犿＝０

｛犵（狆，（狆＋狇）／２ ，犿，犛犑）·

　 犵（（狆＋狇）／２ ＋１，狇，狉－犿，犛犑）｝，狆＜狇

犵^狆
（狉）（犛犑）， 狆＝

烅

烄

烆 狇

（５）

　　由该式求得犵（１，犽，狀，犛犑）即为狑（犜
（狀）
犽 （犛犑））．

动态规划缓存中间所有犵（狆，狇，狉，犛犑），避免重复计

算，每个狑（犜
（狀）
犽 （犛犑））均可在犗

（犽狀３＋犽（ｌｏｇ犽）狀
２

ｌｏｇ犕）时间内完成计算（文献［１１］引理６）．

４　问题定义

本节定义 ＷＳ（≠）相关问题．设犝＝｛狌１，狌２，…，

狌犽｝表示用户集，犛＝｛狊１，狊２，…，狊狀｝表示步骤集．

定义３．　工作流（犛，）是步骤的偏序集，其中

表示步骤间的执行顺序．任取狊，狊′两个步骤，若

狊＜狊′，则狊先于狊′执行．将工作流的一次执行称为一

个案例．

定义４．　工作流授权犃犛×犝 是二元组的集

合，表示以犛为步骤集的工作流在用户集犝 上的权

限分配情况．若（狊，狌）∈犃，则用户狌是步骤狊的一个

候选执行者．

定义５．　互斥约束犡犛×犛是无序二元组的

集合，表示步骤间的职责分离关系．若（狊，狊′）∈犡，则

在同一案例中，狊和狊′不能由同一用户执行．

定义６．　设犛′犛，函数π：犛′→犝 称为犛′上的

资源分配．所有犛′上的资源分配的集合记为∏
犛′
．在

不引起混淆时，将犛上的资源分配简称为资源分

配．对犛′上的资源分配π：

（１）若任取狊∈犛′均有（狊，π（狊））∈犃，则称π是

基于犃 的．

（２）若存在（狊，狊′）∈犡使得π（狊）＝π（狊′），则称π

违反犡．

定义７．互斥约束工作流可满足性，记为 ＷＳ（≠），

是一个二元组〈犃，犡〉，从中可以引出以下３个问题：

（１）ＷＳ（≠）判定问题，记为？ＷＳ（≠），要求判定

基于犃 且不违反犡 的资源分配是否有解．当？ＷＳ

（≠）的回答为Ｙｅｓ／Ｎｏ时，称 ＷＳ（≠）成立／不成立．

（２）ＷＳ（≠）决策问题，记为ＷＳ（≠），要求给出

一个基于犃且不违反犡的资源分配，或指出其无解．

（３）ＷＳ（≠）计数问题，记为＃ＷＳ（≠），要求统

计基于犃且不违反犡 的所有资源分配解的个数，即

ＷＳ（≠）所有可能解的个数．

其中ＷＳ（≠）属于ＮＰ问题，其解可在多项式

时间内验证．

５　＃犠犛（≠）的固定参数线性复杂度

本节将通过归结为集合划分权重和问题，证明

＃ＷＳ（≠）具有犗（２｜犛｜｜犝｜）时间复杂度．

一个资源分配给出了步骤集犛上的一个｜犝｜

划分，第１犻｜犝｜个划分块由该资源分配指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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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狌犻执行的所有步骤构成，若狌犻未被指派执行任何

步骤，相应的划分块为空．反过来，犛上的任何｜犝｜

划分也给出了一个如此含义的资源分配．该资源分

配是可行的，当且仅当每个划分块满足以下要求：

（１）第犻个划分块中，任何步骤的授权用户中均

含有狌犻．

（２）对每个划分块，当其中所有步骤由同一用

户执行时，不违反犡中任何约束．

由于＃ＷＳ（≠）对所有可行资源分配计数，可将

其转化为对符合条件（１）、（２）的｜犝｜划分计数．根

据这两个条件选取适当的权函数，可进一步将问题

转化为求集合划分权重和，相应有以下定理．

定理３． ＃ＷＳ（≠）＝（犛，犝，犃，犡）可在犗（２狀犽）

＝犗（２｜犛｜｜犝｜）时间内求解．

证明．　记犛犃（狌犻）＝｛狊∈犛｜（狊，狌犻）∈犃｝（１犻

｜犝｜），表示用户狌犻根据犃 有权执行的所有步骤．取

权函数狑犻：２
犛
→｛０，１｝［－２，２］，使对任意犛′犛

狑犻（犛′）＝

１，犛′犛犃（狌犻）∧（狊，狊′）∈犡（｛狊，狊′｝犛′）

０，｛ 否则
　（６）

　　任取犛上的｜犝｜划分狆犽＝（犛１，犛２，…，犛犽），划

分块犛犻符合前述条件（１）、（２）当且仅当狑犻（犛犻）＝１．

令狑（狆犽）＝∏
１犻犽

狑犻（犛犻）可知，狆犽构成可行资源分配

当且仅当狑（狆犽）＝１，于是可行资源分配的数量即

为犛上所有｜犝｜划分的狑 权重和．由３．４节可知，

此划分权重和可在犗（２狀犽ｌｏｇ２）＝犗（２狀犽）时间内

求得，这也就是＃ＷＳ（≠）＝（犛，犝，犃，犡）的时间复

杂度． 证毕．

上述结论表明＃ＷＳ（≠）以｜犛｜为固定参数，关

于｜犝｜线性时间可解．此结果优于ＷＳ（≠）目前的

最低时间复杂度犗（２｜犛｜（｜犆｜＋｜犝｜
２））［６］，从而也

降低了？ＷＳ（≠）的时间复杂度．

文献［１１］未分析集合划分权重和问题的空间复

杂度，但其求解过程（参见３．４节）中需要在步骤集

犛的子集格上计算｜犝｜·｜犛｜个快速ζ变换，使得集

合划分权重和与＃ＷＳ（≠）的空间复杂度至少为

犗（２｜犛｜｜犝｜）．

空间复杂度高是上述方法固有的特点，然而文

献［１１］的空间利用方式缺乏深入规划，造成了进一

步的浪费．特别地，即使空间充裕，算法的实测时间

性能仍不够理想．

６　优化的＃犠犛（≠）固定参数线性算法

本节将在赋权集容斥原理与快速
!

变换结合框

架下，通过更有效地动态规划和空间利用来求解集

合划分权重和问题，由此给出一种时间和空间复杂

度均为犗（２｜犛｜｜犝｜）的＃ＷＳ（≠）算法，而其实际的

时间和空间开销明显降低．为了简化公式表述，约定

两个记法犿狆，狇＝ （狆＋狇）／２ ，犾狆，狇＝狇－狆＋１．当狆，狇

的形式比较复杂时，也分别写成犿（狆，狇）和犾（狆，狇）．

下面首先在１．４节给出的集合划分权重和求解

框架中，引入一种更有效的动态规划递推式．

在该框架中，由容斥原理将赋权集上所有犽划分

的权重和转化为一组独立狑（犜
（狀）
犽 （犛犑）），也即犵（１，犽，

狀，犛犑）（犑犖），的计算；并利用快速 !

变换根据权函

数狑犻（１犻犽）计算犵^
（犿）
犻
（０犿狀）；为了沟通容斥

原理和
!

变换之间的联系，由犵^
（犿）
犻
高效计算犵（１，犽，

狀，犛犑），关键在于适当的动态规划．文献［１１］采用

式（５），将犵（狆，狇，狉，犛犑）递推分解为犵（狆，（狆＋狇）／２ ，

犿，犛犑），犵（（狆＋狇）／２ ＋１，狇，狉－犿，犛犑）的一组乘积

之和，递推终止时分解为单独的犵^
（犿）
犻 ．不过，若犵^

（犿）
犻 ＝

０，则其参与的所有乘积均为０，对犵（狆，狇，狉，犛犑）的

值没有贡献．而采用式（５），递推终止前，只能假设所

有犵^
（犿）
犻
（狆犻狇）对犵（狆，狇，狉，犛犑）都有贡献，无法及

时进行剪枝，这就影响了计算性能的进一步提高．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一种有利于快速剪枝的递推

式，如下面的定理４．

定理４．　设犵^
（犿）
犻
：２犛→犣

＋（１犻犽，０犿狀），

由式（４）定义，式中狑
（犿）
犻
由式（３）定义，其中狑犻又由

式（６）定义，任取犛犑犛，１狆，狇犽，０狉狆，狇狀，定

义犵（狆，狇，狉狆，狇，犛犑）如式（７）．则当狆＜狇且狉狆，狇＝狉

时，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等于式（５）给出的犵（狆，狇，狉，犛犑）．

犵（狆，狇，狉狆，狇，犛犑）＝

　

∑

狉
狆，狇

狉（犿
狆，狇
，犿
狆，狇
）＝０

｛犵（狇，狆，狉狆，狇－狉（犿狆，狇，犿狆，狇），犛犑）·

　　　　　犵^
（狉（犿

狆，狇
，犿
狆，狇
））

犿
狆，狇

（犛犑）｝，　　　狆＜狇

∑

狉
狇，狆

狉
狆，狇＝０

｛犵（狇，犿狆，狇－１，狉狆，狇，犛犑）·

　 　犵（犿狆，狇＋１，狆，狉狇，狆－狉狆，狇，犛犑）｝，　　狇＜狆

犵^
（狉
狆，狆
）

狆 （犛犑），　　 狆＝

烅

烄

烆 狇

（７）

　　证明．　当狆＜狇且狉狆，狇＝狉时，将式（７）变形得

犵（狆，狇，狉，犛犑）＝

∑
狉

犿＝０

｛犵^
（犿）
犿
狆，狇
（犛犑）·∑

狉－犿

狋＝０

｛犵（犿狆，狇＋１，狇，狉－犿－狋，犛犑）·

　 犵（狆，犿狆，狇－１，狋，犛犑）｝｝，　　　　　　狆＜狇

犵^
（狉）
狆 （犛犑）， 狆＝

烅

烄

烆 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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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式与式（５）以不同方式计算同样的犵（狆，狇，狉，

犛犑），也就是式（７）中的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狆＜狇）．证毕．

根据这一定理，可以用式（７）取代式（５）来计算

犵（１，犽，狀，犛犑），即狑（犜
（狀）
犽 （犛犑））．当狆＜狇时，式（７）的

每次递推都要代入犵　^
（犿）
犻
（犛犑）的多个值，形成对犵（狇，狆，

狉－犿，犛犑）的多次调用，若犵　^
（犿）
犻
（犛犑）＝０，则相应的调

用分枝可以剪去．分析定义可知，若｜犛犑｜＜犿，或者犛犑

中基数为犿的子集狑犻权值为０，均有犵^
（犿）
犻
（犛犑）＝０，因

此对任意１犻犽，在有犿和犛犑两个维度的犵　^
（犿）
犻
（犛犑）

矩阵中，至少有近一半的０值．这就为前述剪枝的效

果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在本文定理３（将＃ＷＳ（≠）归结为集合划分权

重和，从而可以利用其求解框架）和定理４（提出一

种新的动态规划递推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空间利

用进行优化，给出＃ＷＳ（≠）算法如下．

算法１．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输入：（犛，犝，犃，犡），其中犃犛×犝，犡犛×犛

输出：符合犃且不违反犡 的资源分配的个数

１．对每个１犻犽，根据式（６）计算狑犻：２
犛
→｛０，１｝并保

存结果．分为以下３步：

１．１遍历犡判定每个犛′犛是否违反约束，保存结果．

１．２遍历犃，求每个狌犻（１犻犽）的授权步骤集，记为

犛犃（狌犻），并保存结果．

１．３对每个１犻犽和犛′犛，若犛′犛犃（狌犻）且犛′不违

反约束，狑犻（犛′）←１，否则狑犻（犛′）←０．所有狑犻计算完成后保

存结果，每个狑犻 占用狀位二进制以备重复利用，释放１．１、

１．２两步保存的结果．

２．求犵^
（犿）
犻
：２犛→［０，犆（狀，狀／２ ）］（１犻犽，０犿狀）

并保存．分为以下２步：

２．１对每个１犻犽，０犿狀，根据式（３）由狑犻 计算

狑
（犿）
犻
：２犛→｛０，１｝并保存．

２．２对每个１犻犽，０犿狀，根据式（４）由狑
（犿）
犻
计算

犵　^
（犿）
犻 ．采用快速ζ变换，令犵０＝狑

（犿）
犻
，按照定理２的ζ变换递

推式求犵狀＝犵^
（犿）
犻 ．先在犵０＝狑

（犿）
犻
之外开辟一块辅助空间作为

犵１的存储，然后令犼←１，根据犵犼－１对所有犛′犛计算犵犼（犛′），

并写入其存储空间，再根据犵犼对所有犛′犛计算犵犼＋１（犛′），

并清空整个犵犼占据的存储，用来存放犵犼＋１（相当于犼←犼＋１，

重复上一步操作），如此交替（循环），直至求出犵狀．此时若犵狀

位于辅助空间中，将其复制到最初犵０＝狑
（犿）
犻
所占空间．所有

快速ζ变换均如此计算，并共用前述辅助空间．所有 犵^
（犿）
犻
计

算完成后，释放辅助空间．

３．根据式（１），采用部分求和方式计算狑（犘犽）．先将部分

和置为０，依次对每个犑犖 计算（－１）狀－｜犑｜狑（犜
（狀）
犽 （犛犑））并

加入部分和，最终结果即为狑（犘犽）．其中每个狑（犜
（狀）
犽 （犛犑）），

即犵（１，犽，狀，犛犑），根据式（７）由 犵^
（犿）
犻
计算，共有２狀个动态规

划，令其共用同一块缓存．

以上算法描述中，犵^
（犿）
犻
，犵（狆，狇，狉，犛犑）和狑（犘犽）

的结果均可能为大整数，其可能值的长度随问题规

模增长，实现时应保证其空间分配．犵^
（犿）
犻
的最大可能

值为犆（狀，狀／２ ）（狀元集中 狀／２ 组合的个数，也就

是狀元集中具有相同基数的子集最大可能的数量），

小于２狀，所占据的二进制位数不超过狀．关于犵（１，犽，

狀，犛犑）的估值，有如下不等式．

定理５．　设犵^
（犿）
犻
：２犛→犣

＋（１犻犽，０犿狀）

由式（４）定义，式中狑
（犿）
犻 由式（３）定义，其中狑犻又由

式（６）定义，则任取犛犑犛，１狆，狇犽，０狉狆，狇

狀有

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犵（狆，狇，狉狆，狇，犛） 　　　

　［（狉狆，狇＋１）２
狀］狘狇－狆狘＋１  ［（狀＋１）２

狀］狘狇－狆狘＋１（８）

　　证明．　见附录．

因此，犵（狆，狇，狉，犛犑）不超过犾狆，狇［狀＋ｌｏｇ（狀＋１）］

位二进制．由于狑（犘犽）∑
犑犖

犵（１，犽，狀，犛犑）（狀＋１）
犽

２狀
（犽＋１）．狑（犘犽）的二进制位数不超过犽ｌｏｇ（狀＋１）＋

狀（犽＋１）位．

上述大整数的运算时间也可能超出常量范围．

设某个整数二进制位数为狆（狀），则其加减和比较运

算需犗（狆（狀））时间，乘法运算需犗（狆（狀））时间
［１５］．

下面通过逐步分析，确定算法１的时间和空间

复杂度．

１．１由于狓＝｜犡｜＝犗（狀２），｜２犛｜＝２狀，判定犛′是否违反

某个约束需要进行犗（狀）次比较，本步共需 犗（２狀狀狓）＝

犗（２狀狀３）＝犗（２狀）时间，保存结果需要犗（２狀）空间．

１．２由于｜犃｜＝犗（狀犽），本步需犗（狀犽）时间，而｜犛犃（狌犻）｜＝

犗（狀），保存所有犛犃（狌犻）需要犗（狀犽）空间．

１．３判定犛′犛犃（狌犻），需要犗（狀
２）时间，再利用１．１步保

存的结果，可在常数时间内求出狑犻（犛′）．本步共需犗（２
狀狀２犽）＝

犗（２狀犽）时间，保存结果需要犗（２狀狀犽）＝犗（２狀犽）空间．

第１步共需犗（２狀狀狓＋狀犽＋２狀狀２犽）＝犗（２狀犽）时间，最大

空间占用犗（２狀＋狀犽＋２狀狀犽）＝犗（２狀犽），出现在第１．３步．

２．１用犗（狀）时间求出犛′的基数后，利用１．３步保存

的狑犻，只需常数时间即可确定 狑
（犿）
犻
（犛′）的值，本步共需

犗（２狀狀２犽）＝犗（２狀犽）时间，保存结果需要犗（２狀狀犽）＝犗（２狀犽）

空间．

２．２本步共有狀犽个快速ζ变换，完成计算需要犗（２
狀狀２犽）

次犗（狀）位加法，其时间复杂度为犗（２狀狀３犽）＝犗（２狀犽）．在

第２．２步狑
（犿）
犻
的存储之外，只需犗（２狀）个犗（狀）位整数，即

犗（２狀狀）＝犗（２狀）大小的辅助空间，较之粗放的利用方式，每

次快速ζ变换降低了（狀－１）／（狀＋１）的空间占用．

第２步共需犗（２狀狀２犽＋２狀狀３犽）＝犗（２狀犽）时间，最大空

间占用为犗（２狀狀犽＋２狀狀）＝犗（２狀犽），出现在第２．２步．

３．先对犵（１，犽，狀，犛犑）的计算进行分析．根据式（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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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１，犽，狀，犛犑），递推完全终止时，将分解为若干 犵^
（狉）
狆 （犛犑）＝

犵（狆，狆，狉，犛犑），其下标１狆犽，有犽个不同的值．不妨设犽＝

２犺＋１－１，根据式（７）计算犵（１，犽，狀，犛犑）的过程可以表示为一

棵有犽＝２犺＋１－１个叶结点的递推树，如图４所示．树的深度

为２犺，其根结点位于第０层．此递推树是以一棵深度为犺的

正则完全二叉树为基础，将每个内结点（图中矩形框）扩展为

２个内结点（以垂直边相连的一对黑色结点）和一个叶结点

（阴影结点）而得．基础二叉树有２犺＋１－１个结点，其中２犺－１

个内结点，故递推树有２犺＋２－３个结点，其中２犺＋１－２个内结

点（偶数层和奇数层各有２犺－１个），犽＝２犺＋１－１个叶结点

（阴影结点２犺－１个，白色结点２犺个）．给定犛犑犛，结点犵（狆，

狇，狉狆，狇，犛犑）（１狆，狇犽）对任意０狉狆，狇狀计算式（７）给出的

函数犵（狆，狇，狉狆，狇，犛犑），不同狉狆，狇（若狆，狇的形式比较复杂，可

记为狉（狆，狇））对应不同任务，根结点犵（１，犽，狉１，犽，犛犑）上只有

一个狉狆，狇＝狀的任务．递推树中的边表示调用关系，父结点根

据式（７）将自身的每个任务分解为若干对子任务，每一对子

任务分别调用两个子结点进行计算，然后将其结果相乘，所

有乘积的和，即为父结点任务的计算结果．

图４　犵（１，犽，狉１，犽，犛犑）的递推树

　　根据式（７）的终止条件，任何叶结点犵（犻，犻，狉犻，犻，

犛犑）的值即犵^犻
（狉犻，犻

）（犛犑），算法第２步已求得，本步没

有开销．对所有内结点的计算开销，按图４中的矩形

框分组来分析．每个矩形框包含犵（狆，狇，狉狆，狇，犛犑）

（狆＜狇）和犵（狇，狆，狉狇，狆，犛犑）两个内结点，根据式（７），

其递推分解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犵（狆，狇，狉狆，狇，犛犑）和犵（狇，狆，狉狇，狆，犛犑）的递推分解

因０狉狆，狇狀，结点犵（狆，狇，狉狆，狇，犛犑）可能有犗（狀）

个不同任务，最大为狉狆，狇＝狀．０狉（犿狆，狇，犿狆，狇）

狉狆，狇狀，故结点犵（狇，狆，狉狇，狆，犛犑）上也可能有犗（狀）个

不同任务，最大为狉狇，狆＝狉狆，狇－狉（犿狆，狇，犿狆，狇）＝狀－０＝

狀．由于动态规划缓存任务的计算结果，每个不同的

任务即使被多次调用，也只需计算一次．因此，该矩

形框的递推计算开销（不含子结点的计算开销）包括

犗狀· ∑
狀

狉（犿
狆，狇
，犿
狆，狇
）＝０

１＋狀· ∑
狀

狉（狆，犿狆，狇－１
）＝０

（ ）１ ＝犗（狀３）

次乘法和等量的加法．加数和乘数均不超过犵（狆，狇，

狉狆，狇，犛犑）的最大可能值，故一次加法或乘法分别需

犗（犾狆，狇［狀＋ｌｏｇ（狀＋１）］）或犗
（犾狆，狇［狀＋ｌｏｇ（狀＋１）］）

时间．因此，该矩形框的递推计算总时间为

犗（狀３犾狆，狇［狀＋ｌｏｇ（狀＋１）］）＝

犗（犾狆，狇［狀
４
＋狀

３ｌｏｇ（狀＋１）］）．

　　如前面分析，单个犵（狆，狇，狉狆，狇，犛犑）或犵（狇，狆，

狉狇，狆，犛犑）占据犗（犾狆，狇［狀＋ｌｏｇ（狀＋１）］）位二进制，而

矩形框中有犗（２狀）个不同任务，存储它们的计算结

果，所需空间开销为

犗（犾狆，狇［狀
２
＋狀ｌｏｇ（狀＋１）］）．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给出递推树及其基础二叉

树的如下性质．

定理６．　对递推树的任意结点犵（狆，狇，狉狆，狇，

犛犑），称犾狆，狇＝｜狇－狆｜＋１为其宽度，从而同一矩形框

中两个内结点宽度相同，称其为矩形框的宽度．此时有

（１）第０狋犺－１层任何矩形框的宽度均为

犾狋＝２
犺－狋＋１－１．

（２）第０狋犺－１层所有矩形框的宽度之和

犔狋＝２
狋犾狋＝２

犺＋１－２狋．

证明见附录．

现在，第０狋犺－１层所有２
狋个矩形框的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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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间之和为

犗（２狋犾狋［狀
４＋狀３ｌｏｇ（狀＋１）］）＝

犗（（２犺＋１－２狋）［狀４＋狀３ｌｏｇ（狀＋１）］）＝

犗（犽［狀４＋狀３ｌｏｇ（狀＋１）］）．

　　第狋层所有２
狋个矩形框的空间开销之和为

犗（２狋犾狋［狀
２＋狀ｌｏｇ（狀＋１）］）＝犗（犽［狀

２＋狀ｌｏｇ（狀＋１）］）．

　　所有犺＝ｌｏｇ（犽＋１）－１层矩形框的递推计算时

间之和

犗（犽ｌｏｇ（犽＋１）［狀
４
＋狀

３ｌｏｇ（狀＋１）］）

即为总的计算时间．由于根结点只有狉１，犽＝狀 的

任务，而此结果计入了该结点０狉１，犽狀所有任

务的递推计算时间开销，因而偏于保守．所有犺＝

ｌｏｇ（犽＋１）－１层矩形框的空间开销之和为

犗（犽ｌｏｇ（犽＋１）［狀
２
＋狀ｌｏｇ（狀＋１）］）．

　　以上分析了对特定的犛犑犛，计算犵（１，犽，狀，

犛犑）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开销．因为有２
狀个犑犖，计

算所有的犵（１，犽，狀，犛犑）需要的时间之和为

犗（犽ｌｏｇ（犽＋１）２
狀［狀４＋狀３ｌｏｇ（狀＋１）］）＝犗（２狀犽）．

　　由于根据犵（１，犽，狀，犛犑）计算狑（犘犽）时，逐一计

算每个犵（１，犽，狀，犛犑）并将其加入部分和，不必事先

全部计算，特别是各犵（１，犽，狀，犛犑）重复利用动态

规划缓存（犗（犽ｌｏｇ（犽＋１）［狀
２＋狀ｌｏｇ（狀＋１）］）），而部

分和只占据犗（犽ｌｏｇ（狀＋１）＋狀（犽＋１））空间，故第３

步的最大空间占用为犗（犽ｌｏｇ（狀＋１）＋狀（犽＋１）＋

犽ｌｏｇ（犽＋１）［狀
２＋狀ｌｏｇ（狀＋１）］）即犗（犽狀２），出现于

计算犵（１，犽，狀，犛犑）的动态规划．

综合１～３步的分析，整个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

杂度均为犗（２狀犽），即犗（２｜犛｜｜犝｜）．其中最大空间

占用出现在第２步．

７　实验研究

本节将对相关 ＷＳ算法进行实验研究，所有算法

均以Ｃ＋＋实现，涉及大整数运算均使用ＧＭＰ算术

库．实验环境为３．４ＧＨｚＣｏｒｅｉ３ＣＰＵ、１６ＧＢＲＡＭ、

ＲｅｄＨａ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ｉｎｕｘ７６４ｂｉｔ虚拟机（宿主系

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由于缺少相关的标准数据集，将

通过一定规则随机生成测试数据．在所有数据中均

取犃＝犛×犝，这是犛和犝 可提供的最大负载（可能

的资源分配数量达到最大）．

实验１．　ＷＳ（≠）判定性能对比

ＷＳ（≠）判定有ＷＳ（≠）和＃ＷＳ（≠）等多种途

径．本文给出了两种＃ＷＳ（≠）算法（定理３和算法１）．

文献［６］给出了目前时间复杂度最低的ＷＳ（≠）算

法．在此之前，有时间复杂度分析结果的 ＷＳ确定性

算法主要有文献［５，１６１７］，均基于穷举搜索．不同

在于文献［１６］枚举所有的资源分配解，文献［５］排除

了授权用户数｜犝犃（狊）｜＞｜犛｜的步骤，当｜犝｜｜犛｜时

与文献［１７］等价，发现一个解则返回，比枚举所有解

更快．因此选择文献［１７］的ＷＳ版本作为穷举搜

索算法的代表．本实验将对４种算法的实际性能进

行比较．

按以下规则随机生成１７组数据，并在测试结果

转折处，按同样的规则补充了１２组数据：将｜犛｜的

值指定为８～２４；在０．２５｜犛｜～０．７５｜犛｜之间随机生

成｜犝｜的值（｜犝｜｜犛｜时，ＷＳ（≠）必然成立，只需

令所有步骤的执行用户均不相同）；在任意两个步骤

之间，以０．１５的概率决定是否生成互斥约束（每个

步骤已有各自的授权要求，而约束是根据步骤间关

键联系施加的进一步访问控制，其密度通常不太

高）．在所得数据上，４种算法的执行时间和峰值空

间如表１所示（—表示执行时间超过２ｈ，×表示进

程内存分配失败被杀死），比较如下．

穷举搜索算法空间开销最低，并且稳定．当步骤

数为８～１３时，其执行时间也是最少的，均在０．２５ｓ

以内，主要原因是算法的初始开销极低，且输入规模

足够小，能够以很高的概率快速找到一个解．但是由

于时间复杂度高，当步骤数达到１４以后，执行时间

增长很快，仅在３组数据上取得了优于多数算法的

效率．该算法在２ｈ时间和１６ＧＢ内存限制下可计算

的输入规模为１９个步骤和５个用户，但小于此规模

时，已出现时间性能急剧恶化的情况．

文献［６］的算法空间开销最大，并且随输入规模

的增大而快速增长，导致其可计算的数据规模最小，

为１６个步骤和９个用户．相对于穷举搜索算法，当

步骤数为１４～１６时，在４组数据上降低了执行时间，

最大降幅达到９８％或以上，开始体现出时间复杂度

上的优势．随着输入规模的增加，该算法的执行时间

以一种较为稳定的方式增长，没有剧烈的随机波动．

对于定理３的方法，在前述限制下可计算的最

大规模为１９个步骤和５个用户，与穷举搜索算法相

同，在小于此规模时，已经出现了空间性能恶化的情

况．在步骤数为８～１３时，时间性能弱于穷举搜索算

法，但其绝对时间差不超过０．９３ｓ．在步骤数达到１４

以后，相对于穷举搜索算法，在共同可计算的１２组

数据上，有８组数据将执行时间降低了５８％～９９．８％，

仅４组数据执行时间增加，但绝对时间差在４５．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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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较明显体现了低阶指数时间复杂度的优势．

相对于文献［６］的算法，在共同可计算的数据上，

执行时间降低了６１％～９５％，体现了相同固定参数

下线性时间算法的优势，同时空间占用也降低了

２５％～７８％．

对于算法１，可计算的最大规模为２３个步骤和

７个用户，明显优于其它算法．仅按步骤数规模计

算，相对于穷举搜索算法和定理３的算法提高了

２１％，相对于文献［６］的算法提高了４４％．在时间和

空间性能上，相对于穷举搜索算法，在步骤数为８～

１３时，时间性能虽然较弱，但绝对时间差不超过

０．４１ｓ，在步骤数为１４～２４时，对共同可计算的１２组

数据，有９组数据的执行时间降低达５０％～９９．９％，

仅２组数据执行时间增加，但绝对时间差不超过

１７．１ｓ．相对于文献［６］的算法，在共同可计算的１４组

数据上，执行时间降低了８１％～９９％，平均为９３％，

空间占用降低了３２％～９９．６％，平均为８７％，时间

和空间性能均取得更大的优势．相对于定理３的方

法，执行时间降低了２５％～８０％，平均为５６％，表明

本文提出的递推式收到了良好的剪枝效果．对步骤

数为１１～２４的１５组（共同可计算）数据，空间占用

降低了８１％～９９％，对步骤数为８～１０的３组数

据，空间占用降低了７％～３９％，这是因为输入规模

较小时，初始开销占主导作用，整体差别不大．空间

占用平均降低了８４％，算法１采取的空间优化措

施，作用非常明显．

表１　４种 犠犛（≠）判定算法的时间／狊和空间／犕犅代价

｜犛｜．｜犝｜．｜犡｜
穷举搜索决策

时间 空间

文献［６］

时间 空间

定理３

时间 空间

算法１

时间 空间

１ ８．５．３ ０．１Ｅ３ １２．７ ０．１１９ 　２０．８ ０．０４７ １５．５ ０．０２３ 　１２．９

２ ９．２．５ ０．８Ｅ５ １２．７ ０．０９３ １９．０ ０．００５ １３．８ ０．００１ １２．９

３ １０．４．６ ０．８Ｅ４ １２．７ ０．３９４ ４５．９ ０．０７３ ２１．４ ０．０２９ １３．０

４ １１．７．５ ０．２３３ １２．７ １．６２ １７１．２ ０．２９１ ７０．０ ０．２１９ １３．６

５ １２．６．１３ ０．０８２ １２．７ ３．４２ ３０６．６ ０．４６６ １０３．９ ０．３２３ １４．２

６ １３．５．８ ０．００２ １２．７ ６．９１ ５４１．４ ０．９２６ １５０．７ ０．３９ １５．１

７ １４．４．１４ ０．０２５ １２．７ １２．４ ９１７．０ １．２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３１ １６．８

８ １４．９．１４ １８．１９０ １２．７ ３４．１ ２５７４．９ ４．７８ ９５９．５ ２．１４ ２１．６

９ １５．７．１９ ７６９．６ １２．７ ５５．２ ４０７９．１ ７．２０ １２３５．０ ３．６０ ２７．８

１０ １５．７．２３ ２３．２ １２．７ ５８．２ ４０７９．０ ６．６５ １２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７．８

１１ １５．８．１９ ４３１０．７ １２．７ ８１．８ ４８６７．６ ８．１９ １６０６．７ ３．８１ ２９．９

１２ １５．８．２３ ８７．１ １２．７ ６７．７ ４８６７．８ ８．５４ １６０６．７ ３．８７ ２９．９

１３ １６．６．３３ ３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３．６ ７４０８．０ １３．６ １９２２．０ ４．６１ ３９．７

１４ １６．９．２４ — １２．７ ２３９．０ １２５５７．０ ２１．６ ４２８８．３ ９．４５ ５２．９

１５ １７．７．１２ ３４．７ １２．７ × × ４５．３ ５５００．４ １７．２ ７８．４

１６ １８．５．１５ ０．５０１ １２．７ × × ４６．１ ５９４９．４ １７．６ １１１．８

１７ １８．７．２２ １７０１．２ １２．７ × × ７５．７ １１５９３．７ ３６．７ １５０．９

１８ １８．９．３２ — １２．７ × × × × ４３．４ １９０．０

１９ １８．１１．３５ — １２．７ × × × × ５９．３ ２２９．０

２０ １９．４．３２ ２１．４ １２．７ × × ５２．８ ８０４３．１ ２０．１ １７９．６

２１ １９．５．３１ ６０１４．５ １２．７ × × １０３．７２９ １２５０８．５ ３１．４ ２２０．６

２２ １９．６．２１ — １２．７ × × × × ５６．４ ２６１．７

２３ １９．７．２６ — １２．７ × × × × ７４．４ ３０２．７

２４ ２０．１１．２７ — １２．７ × × × × ２８０．８ ９６５．１

２５ ２１．１０．２６ — １２．７ × × × × ５４８．６ １８２６．２

２６ ２２．１４．３３ — １２．７ × × × × １９８０．３ ５３１０．３

２７ ２３．７．２６ — １２．７ × × × × １７６８．６ ５５５９．５

２８ ２４．６．１９ — １２．７ × × × × — ９９２５．８

２９ ２４．１３．２９ — １２．７ × × × × × ×

　　实验２．　算法１的时间复杂度．

本文给出两种＃ＷＳ（≠）算法均具有犗（２｜犛｜｜犝｜）

时间复杂度．由于定理３已将其时间复杂度归结为

集合划分权重和，而算法１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分析，

这里仅对后者进行实验，以验证分析结果．本实验首

先对算法１的执行时间仅随步骤数量的变化趋势进

行实验．在０约束的情况下，取｜犝｜＝５，８，１１，１４和

１７，令｜犛｜从１变化到２１，测试执行时间的变化．取

约束数量为０的原因是．

（１）根据随后实验３的结果，在｜犛｜和｜犝｜相同

时，约束越少，负载越大，所需执行时间越长．

（２）便于步骤数量自由变化，例如｜犛｜＝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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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和５时，约束的数量不能超过０，１，３，６和１０个，

约束数量越多，步骤数量的取值范围越窄．

（３）不需要考虑约束拓扑的影响．同样数量的约

束在同样数量的步骤之间有多种分布方式，所形成

的负载并不相同．当步骤数量变化时，即使控制约束

数量不变，仍然存在约束拓扑的变化．而在０约束情

况下，约束拓扑总是相同的．

测试结果如图６所示，执行时间比函数２｜犛｜的增

长略快．因算法１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２｜犛｜｜犛｜
４
｜犝｜），

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是相吻合的．

图６　算法１执行时间随步骤数量的变化

接下来让用户数量变化，对算法１的执行时间

进行测试．取实验１的第３，６，１３，２２和２６组数据，

其｜犛｜分别为１０，１３，１６，１９和２２，保持｜犛｜和犡 不

变，让｜犝｜从２增加到２０，测试算法１的执行时间如

何变化，结果如图７所示．令｜犛｜＝２２，忽略一个常数

因子的差异，所有执行时间曲线均以关于｜犝｜的线性

函数２｜犛｜｜犝｜为上界，这与算法１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犗（２｜犛｜｜犝｜）是吻合的．

图７　算法１执行时间随用户数量的变化

实验３． 约束规模对本文算法时间性能的影响．

本实验对本文两种算法的时间性能做进一步研

究，测试它们与约束规模之间的相关性．按以下规则

生成数据：将｜犛｜的值指定为９，１２，１５，１８和２１；在

０．３｜犛｜～０．７｜犛｜之间随机生成一个｜犝｜的值；对每

一组｜犛｜和｜犝｜，在任意两个步骤之间，以０．９的概

率决定是否生成互斥约束．对前面所得每一组数据，

逐渐删除约束，测试算法执行时间如何变化，结果如

图８所示．

图８　算法１执行时间随约束数量的变化

可以看到，当约束逐渐增加时，两个算法的执行

时间均呈降低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约束密度增加使

得权函数狑犻（１犻犽）和狑
（犿）
犻
中的０值增加，犵^

（犿）
犻

（０犿狀）的数值变小，从而递推式中加法和乘法

运算的速度变快，动态规划的效率提高．对｜犛｜为９，

１２的小规模数据，在上述趋势之外，某些点的函数

值出现了较大波动，可能有以下原因．

（１）权函数计算需要遍历约束集，随约束规

模增长耗时增加．这部分计算的时间复杂度为

犗（２｜犛｜｜犛｜
２），而动态规划部分的时间复杂度至少为

犗（２｜犛｜｜犛｜
３
｜犝｜），这两部分开销随约束密度增长的

变化趋势相反．尽管后者对整体执行时间起决定作

用，然而当｜犛｜较小时，前者的影响也相对明显，因

而造成了一定的波动．

（２）在对数纵坐标下，当函数值较小时，其波动

也更为明显．

８　相关工作

８１　工作流访问控制

从Ｔｈｏｍａｓ等人
［３］提出基于任务授权的概念开

始，工作流访问控制研究已有超过２０年的历史．有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授权机制设计［３，１８２０］、约束表达

能力与描述语言［１８，２２］、约束冲突与冗余分析［１６，２３］等

方面，较少考虑访问控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Ｂｅｒｔｉｎｏ

的模型最早涉及 ＷＳ相关问题，后经更多研究者工

作的推动，近来Ｃｒａｍｐｔｏｎ在ＷＳ问题上取得了显

著的成果，下面择要进行介绍．

１９９９年，Ｂｅｒｔｉｎｏ等人
［１６］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

的约束描述语言，包含来自用户、步骤和角色等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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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变量，以及反映它们之间关系的多种谓词，可

以描述规划、执行阶段分别检测的静态、动态约束以

及需要两个阶段共同检测的混合约束．在该语言中，

通常的授权和约束都可以表达为规则．利用形如

狌狊犲狉（狌，狊）←的规则可以描述授权；犮犪狀狀狅狋＿犱狅狌（狌，

狊′）←犿狌狊狋＿犲狓犲犮狌狋犲狌（狌，狊）可以描述互斥约束；犿狌狊狋＿

犲狓犲犮狌狋犲狌（狌，狊）←可以描述资源分配．将 ＷＳ（≠）相

应的约束和授权表达为一组规则之后，所谓用户规

划过程将生成与规则基一致的所有资源分配，并利

用启发式规则优化其排序．根据其规则一致性标准，

这些资源分配就是 ＷＳ（≠）的所有解．用户规划对

犗（（｜犚｜·｜犝ｍａｘ（犚）｜·｜犖ａｃｔ（犛）｜）
｜犛｜）种可能进行一

致性验证，本质上是一个穷举搜索过程，其中犚是角

色集，犝ｍａｘ（犚）是单个角色的最大用户数，犖ａｃｔ（犛）是

单个步骤在工作流结构中的出现数．通常用户有一到

多种角色，｜犚｜·｜犝ｍａｘ（犚）｜｜犝｜，而每个步骤只有

一次出现（不同出现看作不同步骤），｜犖ａｃｔ（犛）｜＝１．

因此，用他们的算法求 ＷＳ（≠）的所有解，进而统

计其个数，所需时间不低于犗（｜犝｜｜
犛｜），高于本文的

结果．

２００３年，Ａｔｌｕｒｉ等人
［２４］将上述方法用于工作流

委托授权中的可满足性问题．他们增加了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和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两组谓词，将委托和受托关系也表达为

规则．通过角色和用户规划，生成与规则基一致的所

有资源分配．然而，他们只是扩展了Ｂｅｒｔｉｎｏ方法的

应用范围，并未改进规划算法及其性能．

２００８年，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等人
［１７］在讨论委托对资源

分配的影响时，给出了工作流可满足性的判定算法．

该？ＷＳ算法穷举搜索整个解空间，对于只考虑互

斥约束的情形，时间为犗（｜犝｜｜
犛｜
｜犛｜

２），高于本文

结果．

２０１０年，Ｗａｎｇ等人
［５］证明只考虑职责分离的

ＷＳ可以在犗（｜犛｜｜
犛｜＋１
｜犆｜）时间内解决．由于对

授权用户数超过｜犛｜的步骤，总可以指派恰当的用

户避免与其它步骤冲突，他们只对剩余的步骤进行

穷举求解．如果只考虑互斥约束，其时间复杂度为

犗（｜犛｜｜
犛｜
｜犆｜），高于本文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Ｗａｎｇ

等人进一步讨论了工作流犽弹性问题，也就是删除

任意犽个用户后的工作流可满足性．与本文提出的

＃ＷＳ相比，犽弹性可以更精确地衡量工作流在资

源失效情况下的鲁棒性．他们证明此问题是 ＮＰ难

的，属于ｃｏＮＰＮＰ（其补问题可以为带喻示 ＮＰ的非

确定性图灵机所判定），但未进行求解．

２０１１年，Ｂａｓｉｎ等人
［２６］在支持循环和选择路由

的工作流中讨论了考虑互斥和绑定约束的可满足性

决策问题，并给出了多项式时间的近似算法．绑定约

束要求两个步骤必须由同一用户完成，考虑这一约

束并不复杂，并且有利于降低问题规模．他们的算法

除了缺乏精确性，还依赖于授权用户在步骤之间的

均匀分布．

２０１３年，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等人
［６］对第４节所述的

Ｗ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目前与本文最为相关

的工作．他们通过判定当每个步骤子集由每个用户执

行时是否导致违反约束的情况，将ＷＳ（≠）归约为

集合最大权划分问题．归约过程需要犗（２｜犛｜（｜犆｜＋

｜犝｜））时间，而集合最大权划分可以利用犗（２｜犛｜狆

（｜犝｜））空间，在犗（２｜犛｜｜犝｜
２）时间内解决［１２］，整体

所需时间为犗（２｜犛｜（｜犆｜＋｜犝｜
２））．他们进一步证

明，根据颇有影响的指数时间假设［２６］，该时间的指

数阶很难获得明显改进［６］．这是迄今关于ＷＳ（≠）

的最好理论结果．相比他们的工作，通过计数途径

进行ＷＳ（≠）判定，取得了更好的时间复杂度．本文

的＃ＷＳ（≠）和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的ＷＳ（≠）求解方法均

需犗（２｜犛｜狆（｜犝｜））空间，这是它们的主要缺陷．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的方法依赖于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有关集合最大

权划分的结果，只给出了归约方法．本文不仅基于

Ｂｊｏｒｃｌｕｎｄ对集合划分权重和的结果确定了＃ＷＳ（≠）

的时间复杂度，而且通过挖掘问题特征，在集合划分

权重和求解框架中提出了新的动态规划递推式，在

保持时间复杂度的前提下明显优化了实际执行时

间，并通过优化空间利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动态规

划和快速变换部分的空间开销．Ｃｒａｍｐｔｏｎ使用的归

约方法不限制约束类型，且在一定条件下保持时间

复杂度，但他们以此为基础，为更多约束类型设计了

有针对性的算法，取得了丰富的结果．本文的＃ＷＳ

算法同样可对适度推广的约束类型保持现有时间复

杂度．不过，针对多种约束情形的优化，还有待继续

研究．

８２　工作流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为工作流各步骤指派执行资源，若进

一步给出对执行起／止时间的计划，则称为资源调

度．随着网格和云工作流的兴起，步骤的候选资源主

要由自动化服务来提供，资源分配问题也称为服务

组合．不论以何种形式提出，资源分配始终是工作流

管理的核心主题之一．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成本约束下的性能目标，据

此给出优化的资源分配策略，或者给定策略进行性

能与成本的分析．成本约束将资源分配映射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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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成本，例如工资、处理时间等等，并对其加以限

制．而性能是面向应用或系统的优化目标．应用性能

为用户所关注，在面向服务体系中也称为服务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ｏＳ），例如平均或总处理时

间、处理时间波动性、执行成功率等．系统性能聚焦

于内部机制的合理性，例如资源利用率、系统吞吐

量、能量耗费等．成本约束和性能目标统称为分配准

则，两者并无绝对的分别．不同的成本和性能指标选

择与组合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资源分配需求．分配准

则从需求角度提出，而体系结构可能对其计算方式

产生影响．例如在云环境中，服务价格计费可以基于

虚拟机实例数量、虚拟机执行时间单元数或一定的

计费周期，步骤执行、数据传输、数据存储的计费方

式及其对工作流单次执行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相

同，并且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有着不同的计费

模型［２７］．

在应用性能的优化方面，例如Ｚｅｎｇ等人
［２８］对

状态图表示的工作流，将处理时间、价格、可用性和

声誉等ＱｏＳ指标加权归一作为优化目标，并建立关

于截至期限、价格、声誉、执行成功率和可用性等指

标的全局性约束，基于混合整数规划方法进行求解，

不但为工作流每个步骤选定执行服务，而且可以

求出其预期开始时间；Ｊｉａ等人
［２９］对有向无环图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ＤＡＧ）表示的工作流，以

截止时间约束下执行成本为优化目标进行资源分

配，方法是通过步骤聚合简化过程结构，并将截至期

限约束分解到各聚合步骤，然后在聚合步骤上进行

Ｍａｒｋｏｖ决策，求出其中每个步骤的执行服务及其

时间槽；于炯等人［３０］以ＤＡＧ过程结构为基础，对关

键和非关键路径总执行时间的差异情形进行分类，

据此设计资源分配算法，平衡了案例执行成功率与

算法自身的效率；Ａｌｒｉｆａｉ等人
［３１］改进了Ｚｅｎｇ的方

法，将每个步骤的候选服务按其ＱｏＳ值划分为若干

等级，利用混合整数规划将全局性约束分解到每个

步骤，然后在不违反局部约束的前提下根据局部

ＱｏＳ进行服务选择，可以快速找到全局次优解；

Ａｂｒｉｓｈａｍｉ等人
［３２］对云环境中的ＤＡＧ表示的科学

工作流，以截至期限约束下的价格最小为目标进行

优化资源分配，主要方法是通过关键路径分析将截

至期限分解到每个步骤，在此前提下为每个步骤选

择价格最低的服务，其特点是考虑了服务切换引起

的数据传递延迟以及云服务计费按一定时间单位取

整造成的影响；等等．在系统性能的优化方面，例如

Ｂｉ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等人
［３３］对共享同一组资源的多工作流

调度问题进行研究，实现了最小完成时间下的最大

公平性；田国忠等人［３４］研究了多个具有截止期限约

束的工作流共享资源调度的问题，在最大化多工作

流吞吐量的同时，尽可能降低了执行费用；等等．在给

定策略的性能与成本分析方面，例如Ｅｄｅｒ等人
［３５］

通过对路由选择可能性的分析得出案例可能执行路

径的分布，并根据步骤的执行时间计算总体执行时

间的分布；刘胜等人［３６］对基于４种模式组合的过程

结构，在案例到达间隔和资源服务时间服从负指数

分布的情况下，对先来先服务的资源调度策略进行

性能分析，得出了案例执行时间的分布；等等．这些

研究所考虑的分配准则首先是时序相关的，例如总

执行时间或截止期限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指标，通常

还需要根据价格、可用性、执行成功率、声誉等其它

指标进行整体优化．在不同的研究中，这些指标可能

被建模为柔性的优化目标，或者刚性的约束［２７］．然

而，作为一种具有刚性特点的资源分配准则，安全因

素所受到的重视还很不够［２７，３７］．现有少量研究涉及

域间信任，例如文献［３８］定义了处理不可移动数据

的不可移动步骤，要求其只能在特定数据中心边界

内执行，文献［３９］允许有一定安全级要求的步骤在

公有云上执行，或者消息传递安全性，例如文献［４０］

研究了服务组合的消息签名与加密完整性，等等．但

是，未见考虑执行资源访问控制约束的工作．

９　结论与未来工作

ＷＳ是工作流访问控制的基本问题，现有工作

主要局限于其决策问题，本文提出了其计数问题，分

析了该问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对于只考虑互斥

约束的 ＷＳ计数问题，即＃ＷＳ（≠），本文基于集合

划分权重和的结果证明其存在犗（２｜犛｜｜犝｜）时间的

算法，表明此问题固定参数可解，对任意固定的｜犛｜，

可在关于｜犝｜的线性时间内解决．随后，本文在基于

赋权集容斥原理与快速ζ变换的集合划分权重和求

解方法中提出了一种有利于快速剪枝的动态规划递

推式，并对此方法的空间利用情况进行系统优化，由

此提出另一种犗（２｜犛｜｜犝｜）时间的＃ＷＳ（≠）算法．

实验表明，相对于改进前，执行时间平均降低了５６％，

空间占用平均降低了８４％，而可求解的问题规模提

高了２１％．由于对应的决策问题，即ＷＳ（≠），时

间复杂度为犗（２｜犛｜（｜犆｜＋｜犝｜
２）），所以本文算法

也降低了 ＷＳ（≠）判定的时间复杂度．实验表明，相

对于该ＷＳ（≠）算法，本文算法的执行时间平均降

３０３２１１期 翟治年等：工作流可满足性（≠）计数的固定参数线性算法



低了９３％，空间占用平均降低了８７％，而可求解的

问题规模提高了４４％．除为 ＷＳ（≠）判定提供了当

前时间复杂度最低的算法，本文的＃ＷＳ（≠）算法可

为工作流抗资源失效鲁棒性的验证提供新的手段．

作为下一步工作，我们将对更多约束类型的＃ＷＳ

进行研究．

致　谢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初稿提出了严格而富有

帮助的意见，使本文在研究程度上得以深化，组织表

达也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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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定理５证明．　（１）狆狇时，由于犵（狆，狇，狉狆，狇，犛犑）表示

犛犑中各分量狑
（犿）
犻
权值均为１的狇－狆＋１元组的数量，犛犑＝犛

取最大值，故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犵（狆，狇，狉狆，狇，犛）．由式（２），

犵（狆，狇，狉狆，狇，犛）＝ ∑
犿
狆
＋犿
狆＋１

＋…＋犿
狇
＝狉
∏
狇

犻＝狆

犵^
（犿
犻
）

犻
（犛）（０犿犻狉狆，狇），

故满足∑
狇

犻＝狆

犿犻＝狉狆，狇 的 基 数 列 犿狆，犿狆＋１，…，犿狇 不 超 过

（狉狆，狇＋１）
狇－狆＋１个．对其中每个基数列，由于 犵^犻

（犿
犻
）（犛）２狀，

故∏
狇

犻＝狆

犵^
（犿
犻
）

犻 （犛）（２狀）狇－狆＋１．于是

犵（狆，狇，狉狆，狇，犛）［（狉狆，狇＋１）２
狀］狇－狆＋１［（狀＋１）２

狀］狇－狆＋１．

综合可知式（８）成立．

（２）狆＞狇时，根据式（７）有（注意狆，狇的大小关系）

犵（狇，狆，狉狇，狆，犛犑）＝ ∑

狉
狇，狆

狉（犿
狆，狇

，犿
狆，狇

）＝０

｛犵^
（狉（犿

狆，狇
，犿
狆，狇

））

犿
狆，狇

（犛犑）·

犵（狆，狇，狉狇，狆 －狉（犿狆，狇，犿狆，狇），犛犑）｝

＝∑

狉
狇，狆

狉
狆，狇

＝０

｛犵^
（狉
狇，狆

－狉
狆，狇

）

犿
狆，狇

（犛犑）·犵（狆，狇，狉狆，狇，犛犑）｝．

　　由于狉狆，狇＝狉狇，狆时

犵^
（狉
狇，狆

－狉
狆，狇

）

犿
狆，狇

（犛犑）＝犵^
（０）

犿
狆，狇
（犛犑）＝∑

犛′犛犑

狑
（０）

犿
狆，狇
（犛′）＝１．

　　而狉狆，狇＜狉狇，狆时任何犵^
（狉
狇，狆

－狉
狆，狇

）

犿
狆，狇

（犛犑）·犵（狆，狇，狉狆，狇，犛犑）非

负，故必有

犵（狆，狇，狉狇，狆，犛犑）犵（狇，狆，狉狇，狆，犛犑）．

由于０狉狇，狆狀，与０狉狆，狇狀取值范围相同，简单地进行变

量重命名即得

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犵（狇，狆，狉狆，狇，犛犑）．

由于狇＜狆，根据（１）有

犵（狇，狆，狉狆，狇，犛犑）犵（狇，狆，狉狆，狇，犛）

　　［（狉狆，狇＋１）２
狀］狘狇－狆狘＋１  ［（狀＋１）２

狀］狘狇－狆狘＋１．

　　综合可知式（８）也成立． 证毕．

定理６证明．　（１）对矩形框层数０狋犺－１做归纳．

基始．狋＝０时只有一个矩形框，包含内结点犵（１，犽，狉１，犽，

犛犑）和犵（犽，１，狉犽，１，犛犑），其宽度为犽＝２
犺＋１－１，命题成立．

归纳步骤．设层数为０狋＜犺－１时结论成立，即犾狋＝

２犺－狋＋１－１，证明层数为狋＋１时也成立．从第狋层任取一个矩

形框，设其所包含内结点为犵（狆，狇，狉狆，狇，犛犑）（狆＜狇）和犵（狇，狆，

狉狇，狆，犛犑），取犵（狆，狇，狉狆，狇，犛犑）为其代表结点．该矩形框在第

狋＋１层有两个子矩形框，由式（７）知，其代表结点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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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狆，犿狆，狇－１，狉（狆，犿狆，狇－１），犛犑），犵（犿狆，狇＋１，狇，狉（犿狆，狇＋１，

狇），犛犑）（如图５所示）．由于

　犿狆，狇＝ （狆＋狇）／２ ＝ 狆＋｜狆－狇｜／２ ＝ 狆＋犾狋／２

＝狆＋ 犾狋／２ ＝狆＋ （２犺－狋＋１－１）／２ ＝狆＋２
犺－狋－１．

第１个子矩形框的宽度为

｜（犿狆，狇－１）－狆｜＋１＝｜２
犺－狋－１｜＋１＝２

犺－狋＝２犺－
（狋＋１）＋１．

　　类似可证第２个子矩形框具有同样的宽度．由于第狋＋１

层任一矩形框都是第狋层某个矩形框的子矩形框，故第狋＋１

层任何矩形框的宽度均为２犺－
（狋＋１）＋１，即犾狋＋１＝２

犺－（狋＋１）＋１－１，

层数为狋＋１时结论成立．

综合基始与归纳步骤，命题得证．

（２）由于第０狋犺－１层有２狋个矩形框，由（１）的结论

易证本命题成立． 证毕．

犣犎犃犐犣犺犻犖犻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７，Ｐｈ．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犔犝犢犪犎狌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６，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ａｎｄＰｉ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犣犎犗犝 犠狌犑犻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３，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犆犎犈犖犣犺犻犎犪狅，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３，Ｐｈ．Ｄ．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犠犃犖犌犣犺狅狀犵犘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６，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犔犐犖犑犻犪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３，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Ｉ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ｂ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９，ｍａｎｙ Ｗ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ａｄｄｒｅｓｓｍａｎｙ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ｕｔｙ（Ｓｏ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ＷＳｉｓｎｏｔｅｄａｓＷＳ（≠）．

Ｉｎ２０１３，Ｃｒａｍｐｔ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ｄＷ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

Ｗ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犗（２｜犛｜（｜犆｜＋｜犝｜２））（犛，犆，犝

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ｔｅｐ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ｕｓ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ｉｍｅ，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ｏｓｔ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 Ｗ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ｎｄｓａｎｙｏｎｅ Ｗ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ａ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ＷＳｉ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ｌｌＷ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ｓ

ｃｏｕｎｔｅｄ．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Ｗ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犗
（２｜犛｜｜犝｜）ｗｈｉｃｈｅｘｃｅｅｄ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ＷＳｈａｓｍｏ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ａ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ｗｈｅｎｓｏｍｅｕｓｅｒｓａｒｅｏｕｔ

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ａｒｔ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６１５０２４２９，５１３７６１６２，ａｎｄ６１３０２１１２）．

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ｅｈａｄｅｖｅｒ

ｍｏｄｅｌｅｄ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ｕｓｅｆｕ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ｔｈｅ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ｅｔｃ．

６０３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