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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指派问题, 运筹学分支整数规划的一种应用, 主要用于解决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 通过 EXCEL 建立了不同类

型指派问题的模型, 旨在得到最优化的方案, 并可将该模型应用于组织的管理活动, 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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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组织的管理者经常要制定一些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 以便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 许多情况下, 不同的资
源需要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的经营活动、经营部门或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然而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使有限的资源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需要将资源与需求者进行优化配置, 这就要应用到线性规划中的整数规划.

1 指派问题简介
指派问题是运筹学数学规划中整数规划的一种应用.
运筹学是应用分析、试验、量化的方法, 对经济管理系统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统筹安排, 为决策
者提供有依据的最优方案, 以实现最有效的管理[1].
整数规划是从 1958 年由 R.E.戈莫里提出割平面法之后形成独立分支的[2], 整数规划是指部分或全部变量限
定取整数值的一种线性规划[3]. 整数规划问题在经济与管理中的应用比较广泛, 如可应用在指派、产品设计、市
场份额、投资场所的选择和固定成本分布系统设计等方面.
指派问题 (Assignment Problem), 也称分配或配置问题, 是资源合理配置或最优匹配问题[4]. 如把 M 个任务
分配个 N 个人,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与特点不同, 完成每项任务的所产生的效益或需要的时间也不相同, 指派问
题所要解决的就是在人与任务之间如何指派, 才能使总体效益最大或总用时最少[5]. 指派问题属于整数规划中
的纯整数规划,

2 指派问题的类型
根据人数与任务数的关系, 指派问题可以分为二类:
1)标准型（平衡型）指派问题. 即人数 M 与任务数 N 相等, 每个人只能分配一项任务[6].
2)非标准型指派（又称广义指派、模糊型指派、竞争型指派、非平衡性指派）问题, 即人数 M 与任务数 N
不等, 这又可以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①M>N, 即任务数 M 多于人数 N, 这时, 需要一人兼多项任务才能完成全部任务的分配;
②M<N, 即任务数 M 少于人数 N, “僧多粥少”, 这意味着有的人将无法分配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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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 EXCLE 进行指派问题的建模
EXCEL 作为一种办公软件, 具有强大的计算功能, 完全可以 EXCEL 建模来实现不同类型的指派问题.
3.1 标准型（平衡型）指派问题（M＝N）
如某杂志社同时有 3 项任务需要分配给 3 位主编, 且每人必须分配一项任务. 由于这 3 位主编的背景及能力
不同, 因此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也不相同, 如表 1 所示, 请问如何进行任务分配使完成全部任务所用时间最少？
Form 1
主编（N）
A
B
C

1
10
14
20

表 1 标准型（平衡型）指派问题
The standard type (balance) assignment problem
任务（M）
2
16
22
32

3
32
40
36

用 EXCEL 建模, 步骤如下:
3.1.1 设计基本矩阵

图 1 基本矩阵
Figure 1 Basic matrix

3.1.2 设计变量矩阵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图 2 基本矩阵与变量矩阵的设置
Figure 2 Basic matrix and matrix of variables set

1)设置 C11: E13 九个单元格中数字格式为“0”（单元格格式/数字/自定义/0）;
2)设置 C14 单元格值为 C11、C12 与 C13 三个单元格之和, 即在 C14 单元格输入“=SUM（C11: C13）”（输
入时不包括引号, 下同）. 同理设置 D14 与 E14 单元格分别为 D11: D13、E11: E13 之和, 可分别单独设置, 亦可
使用格式拖动方式, 即选中 C14 单元格, 鼠标指向左下角, 会出现个十字形的图标, 然后向右拖动二格;
3)设置 F11 单元格值为 C11、D11 与 E11 三个单元格之和, 同理设置 F12 与 F13 单元格分别为 C12: E12、
C13: E13 单元格之和;
4)应用函数设置 G11 单元格, SUMPRODUCT 函数不但可以计算数据区域中满足条件的数据累加和, 还可以
计算数组乘积的累加和[7], 即在 G11 单元格内输入“=SUMPRODUCT(C3: E3, C11: E11)”, 即该二行对应的单元
格值先相乘再加总; 设置 G11 单元格: 设置单元格格式/“数字”标签/分类: 数值-小数位数: 0. 同理, 分别设置
G12 及 G13;
5)设置 G14 单元格值为 G11: G13 三个单元格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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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利用 EXCEL 工具栏中的“工具/规划求解”进行以下设置, 最后点击“求解”[8]
1)设置规划求解参数（工具/规划求解/选项/）, 在“假定非负”前打勾;
2)设置目标单元格, 即 G14 单元格;
3)设置可变单元格: 即 C11: E13 区域共九个单元格;
4)添加约束条件, 如图 3:
①设置 C11: E13 九个单元格中的数值为二进制（约束-添加-单元格引用位置: $C$11:$E$13-逻辑关系: bin约束值: 二进制）, 即只能取值 0 或 1, 即如某位主编被分配到某项任务, 则对应的单元格值为 1, 否则为 0;
②设置 C14: E14 三个单元格中的数值＝1,即每项任务都应当被分配出去, 且只能被分配一次;
③设置 F11: F13 三个单元格中的数值＝1,即每人都应当被分配到任务, 且只能被分配一项任务.

图 3 M=N 时约束条件的设置
Figure 3 When M=N set constraints

5)点击“求解/保存规划求解结果”, 如图, 即分别将任务 1 分配给 B, 任务 2 分配 A, 任务 3 分配给 C, 完成全
部任务需要的最少时间为 66, 如图 4.

Figure 4

图 4 M＝N 时指派任务分配结果
When M =N assigned task allocation results

3.2 非标准型指派（广义指派、模糊型指派、竞争型指派）问题（M<N）
非标准型指派问题必须转化为标准型指派问题[6]. 假设任务数不变, 人数增加 1 人, 即同时有 3 项任务需要
分配给 4 位主编, 且每人最多只能分配其中 1 项任务.此时, 可通过增加虚拟任务数的方法使人数与任务数相等[9],
然后再应用 M＝N 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步骤.
因第 4 个任务为虚拟任务, 因此 F3: F6 单元格值应为 0; 由于 4 位主编只需要承担 3 项任务, 且每人至多只
能承担 1 项, 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位主编无法被分配到任务, 因此每个主编承担的任务数为 1 或 0. 更改相关约束
条件, 点击求解, 得到的结果是: C 没有被分配到任务, 完成全部任务需要的最少时间为 60, 如图 5、图 6.

图 5 M<N 时约束条件的设置
Figure 5 When M<N set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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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图 6 M<N 时指派任务分配结果
When M <N assigned task allocation results

3.3 非标准型指派（广义指派、模糊型指派、竞争型指派）问题（M>N）
假设人数不变, 增加一项任务, 即同时有 4 项任务需要分配给 3 位主编, 每位主编至少应承担一项, 且最多
不超过二项任务. 此时, 因人数与任务数不对称, 因此通过增加虚拟人数的方法使人数与任务数相等; 然后再应
用 M=N 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步骤, 只需更改相关约束条件即可, 如图 7: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图 7 M>N 时约束条件的设置
Figure 7 When M>N set constraints

因 D 为虚拟人, 因此 C6: F6 单元格值应为 0; 由于 3 位主编需要承担 4 项任务, 且每人至少应承担一项, 最
多只能承担两项任务, 因此每个主编承担的任务数为 1 或 2. 更改相关约束条件, 点击求解, 得到的结果是: A 需
同时承担任务 2 及任务 4,完成全部任务需要的最少时间为 87. 如图 8.

Figure 8

图 8 M>N 时指派任务分配结果
When M >N assigned task allo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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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根据实例, 通过利用 EXCEL 对指派问题进行建模, 使用者只需在基本矩阵中输入相应数值
即可轻松完成求解, 简化了计算步骤, 缩短了决策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并使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解决优化类
问题更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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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model for solving different types of assignment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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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ignment problem is an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s research branch of integer programming, mainly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ssignment problem model by EXCEL, aims

to get the optimal solution, and applies the model

to th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enhance econom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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