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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犐犛和神经网络模型的场地
地震液化势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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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组件式ＧＩＳ（ＣＯＭＧＩＳ）技术，调用水平成层土地震反应分析程序ＳＨＡＫＥ９１来实现设定地震下

地震动影响场的模拟；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工具箱来完成场地地震液化势评价模型在ＣＯＭＧＩＳ系统中的模

块化；利用ＧＩＳ技术对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复合，给出场地潜在的地层液化势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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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引起的饱和砂土液化是地基失效进而造

成结构物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引起砂土液

化的因素众多，影响砂土液化的地震动及土性参数

与场地地震液化势评价结论之间往往呈高度非线

性关系；而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类模拟生物神经系统

结构，它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功能，主要靠学习

过去的经验，不需要设计任何数学模型，因此，它非

常适用于处理像场地地震液化这类非线性问题。

但是，基于ＡＮＮ的场地地震液化势评估，都

是针对采样点的液化势评估，很难体现描述场地

的空间分布信息，难以对整个场地的情况作出有

效快速的评估。因此，这种预测方法无法反映场

地地震液化势的空间变化情形。本文充分利用

ＧＩＳ的空间分析特性和ＡＮＮ解决非线性问题的

优势，使评价结果既能反映场地液化的程度，又能

反映场地液化势的空间分布特性。

１　研究思路及关键技术

１．１　研究思路

ＡＮＮ支持下ＣＯＭＧＩＳ应用模型的集成思路

为：① 为ＣＯＭＧＩＳ系统的所有数据流设计数据

转换接口，以便将ＧＩＳ数据转换为统一规范的数

据文件，达到和计算模型数据的集成；② 为地震

动影响场模拟模型和液化势评估模型的参数和属

性数据的输入、输出设计统一的系统接口，以达到

模型与数据及模型和ＣＯＭＧＩＳ系统间的信息传

递、交换和功能分享［１］。

１．２　系统开发的关键技术

场地潜在地震液化势空间分布模拟的目的是给

出强地震作用下目标场地的液化程度及液化势的空

间分布状态，该模拟需要解决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１）地震动影响场的模拟。通过它可以形象

地反映出地震动参数空间分布情况，地面峰值加

速度犪可以作为场地液化势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

型中的地震动输入参数。能够实现在给定地震参

数（震级犕，震中距犚，断层破裂方向等）条件下，

将计算结果犪作为属性数据和空间地理信息一一

对应起来，同时生成地表地震动参数等值线图，然

后用不同的颜色或灰度输出每一类别。

２）通过ＡｃｔｉｖｅＸ自动化接口将Ｍａｔｌａｂ作为ＶＢ

语言的一个ＡｃｔｉｖｅＸ部件来调用，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神

经网络工具箱在ＶＢ中实现可视化神经网络模型，

将评价结果，即场地液化势等级添加到属性表中，

就可以实现在ＧＩＳ环境下提取场地液化势评价信

息，并在地理图层上以不同颜色或灰度标出。

２　主要功能介绍与开发途径

２．１　地震动影响场的模拟

地震动影响场的模拟，可参考文献［２］的研

究，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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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地震设定。

２）等震线图的生成。

３）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２．２　场地地震液化势的ＢＰ神经网络评价模型

开发

２．２．１　场地液化评价模型的建立

从影响砂土液化的主要因素和获取这些因素

的难易程度来看，采用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液化

判别方法所考虑指标一致的神经网络模型即可达

到很高的预测准确度［３］。因此，将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犪、标贯击数犖６３．５、地下水位犱狑、土层埋深犱狊和

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犎０５个变量作为输入层神经

元，其中，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犪可由地震动影响场

模拟所生成的场地设计地震动参数的空间分布图

获得；中间层取６个节点；把钻孔各土层取样点的

液化评价结果作为输出，即输出层节点数为１，并

采用二进制（０，１）表示，０表示非液化，１表示液化。

２．２．２　场地液化评价结果的处理和分析

将设定地震下地震动影响场模拟得出的各样

本点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犪作为网络的输入参

数，采用基于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的ＢＰ神

经网络对液化或不液化样本进行训练，可对各取

样点的地震液化势作出评价。但此类定性评价仅

仅是针对场地土层特定点处的液化势评估，且结

果仅为是或非，并没有对场地土层液化危险程度

的空间分布作出评价。因此，必须将场地液化的

神经网络评价结果进行某种量化处理，以便于利

用ＧＩＳ的空间内差反演算法对量化值进行内差

计算，绘制出整个场地地震液化的潜在风险图。

Ｉｗａｓａｋｉ（１９８２）提出以液化势指数犐ＬＥ作为量化值

来表示土层的液化危险程度，犐ＬＥ值愈大，表示场

地土层液化风险愈高，对工程场地或地表结构物

愈不安全［４］。

本文依据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的场

地液化势评价方法，计算每个钻孔的液化势指数

犐ＬＥ值，并按表１综合划分场地的液化等级
［５］。

假定地震动影响场模拟给出的地表峰值加速

度（ＰＧＡ）分别为０．１５犵，表２给出了若干目标场

地取样点的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结果和按现

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方法计算所得的钻孔液化

势指数犐ＬＥ值。

表１　场地液化等级划分

Ｔａｂ．１　Ｇｒａ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ｔｅ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判别深度为１５ｍ ０＜犐ＬＥ≤５ ５＜犐ＬＥ≤１５ 犐ＬＥ＞１５

判别深度为２０ｍ ０＜犐ＬＥ≤６ ６＜犐ＬＥ≤１８ 犐ＬＥ＞１８

表２　犘犌犃＝０．１５犵时部分钻孔样本的液化势评估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钻孔号 分层号 犖６３．５／击数 犱狑／ｍ 犱狊／ｍ 犎０／ｍ
ＰＧＡ＝０．１５犵

ＡＮＮ输出 犐ＬＥ

ＺＫ２
１ １４．０ ４．３ １０５ ０．０ 非

０．０
２ １５．４ ４．３ １２．０ １．４ 非

１ ４．８ ２．５ ３．６ ０．０ 液

ＺＫ３ ２ ４．０ ２．５ ９．９ ０．０ 非 １７．５

３ ８．１ ２．５ １３．７ ２．０ 液

… … … … … … … …

２．３　犃犖犖模型支持下犆犗犕犌犐犛应用系统的集

成

２．３．１　地震动影响场在ＶＢ环境下的模拟
［６］

在ＶＢ和 ＭａｐＸ环境下开发的ＣＯＭＧＩＳ系

统，其计算模型可直接在 ＶＢ平台下开发。首先

在ＶＢ下建立一个新窗口，其上有８个控件，其

中，６个是编辑辑框，Ｔｅｘｔ１，Ｔｅｘｔ２，…，Ｔｅｘｔ６，分

别用来输入地震发震时间、震源深度、震级、经度、

纬度、断裂带破裂方向；还有两个按钮，ＶＢ名称

为Ｃｏｍｍａｎｄ１和Ｃｏｍｍａｎｄ２，其标注分别为“确

定”和“放弃”，用来执行ＶＢ命令。其目的是在用

户按下“确定”按钮时，系统在后台运行 ＶＢ语句

编译过的基岩地震动衰减公式，并将其计算结果

自动存储于场地属性数据库中，以生成等震线和

模拟地震动影响场。

程序ＳＨＡＫＥ９１由于是在Ｆｏｒｔｒａｎ环境中编

译，因此，必须定制 ＶＢ和Ｆｏｒｔｒａｎ的接口，以实

现在ＶＢ菜单下调用程序ＳＨＡＫＥ９１。

本文采用 ＶＢ直接调用可执行文件（利用

Ｓｈｅｌｌ函数直接调用Ｆｏｒｔｒａｎ编译出来的可执行

文件）的方法来调用ＳＨＡＫＥ９１程序，即利用ＶＢ

编写程序的界面部分，在需要计算时，由ＶＢ启动

这个应用程序，并在计算结束后，将所需的结果显

示在 ＶＢ的界面上。在整个程序运行过程中，

Ｆｏｒｔｒａｎ应用程序始终在后台运行。具体步骤是

先在Ｆｏｒｔｒ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中编写Ｆｏｒｔｒａｎ的源

程序代码，并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在ＶＢ需

要调用时，利用Ｓｈｅｌｌ函数调用就可以了。Ｓｈｅｌｌ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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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语法如下：

Ｓｈｅｌｌ（ｐａｔｈｎａ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ｙｌｅ］）

ｐａｔｈｎａｍｅ是可执行文件的程序名，以及必需

的目录、文件夹、驱动器。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ｙｌｅ表示在程

序运行时，Ｆｏｒｔｒａｎ窗口的样式。例如，在 ＶＢ中

调用Ｆｏｒｔｒａｎ生成的保存在Ｄ盘ｗｏｒｋ目录下的

计算程序ＳＨＡＫＥ９１．ｅｘｅ，则语法如下：

Ｃａｌｌｓｈｅｌｌ（Ｄ：ｗｏｒｋＳＨＡＫＥ９１．ｅｘｅ，ｖｂ

Ｎｏｒｍａｌｆｏｃｕｓ）

通过以上步骤，在ＣＯＭＧＩＳ技术下，结合外

结的计算模块，地震动影响场可在ＧＩＳ空间地图

上清晰地展示出来，如图１所示。

２．３．２　Ｍａｔｌａｂ、ＶＢ的混合编程实现神经网络模

型化［６］

Ｍａｔｌａｂ及其所带的神经网络工具箱（ＮＮＴ

ｔｏｏｌｂｏｘ）在实现神经网络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大的

优越性。然而，实际软件系统有不少是用 ＶＢ语

言来开发的，如果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来实现神经网络就

涉及到ＶＢ如何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问题，而两者混合

编程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 ＶＢ、Ｍａｔｌａｂ 混合编程的诸多方法中，

ＡｃｔｉｖｅＸ自动化（ＯＬＥ自动化）协议是一种允许一

个应用程序（控制端）去控制另一个应用程序（服

务器端）的协议。由于 ＶＢ支持 ＡｃｔｉｖｅＸ控制端

协议，Ｍａｔｌａｂ支持 ＡｃｔｉｖｅＸ服务器端协议，如果

建立ＶＢ应用程序和 Ｍａｔｌａｂ之间的 ＡｃｔｉｖｅＸ自

动化链接，就可实现ＶＢ程序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故而

本文采用ＡｃｔｉｖｅＸ技术，利用ＶＢ、Ｍａｔｌａｂ混合编

程来实现神经网络模型在系统中的模块化。

采用ＡｃｔｉｖｅＸ技术，首先要建立两者的 Ａｃ

ｔｉｖｅＸ连接，即在 ＶＢ中创建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ＡｃｔｉｖｅＸ

对象（对象名：Ｍａｔｌａ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方法如下：

ＤｉｍＭａｔｌａｂＡｓＯｂｊｅｃｔ

ＳｅｔＭａｔｌａｂ＝ 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ｌａｂ．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然后，使用ＡｃｔｉｖｅＸ对象包含的方法实现对

Ｍａｔｌａｂ的调用。

下面以本文所研究的基于ＬＭ 算法的三层

前向神经网络（ＢＰ网络）为例，说明如何在ＶＢ程

序中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神经网络学习训练。首先

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中编写名为ｎｅｔｌ．ｍ 的 犕 文

件，以对场地地震液化进行神经网络预测，保存

ｎｅｔｌ．ｍ文件。再在ＶＢ中新建一个工程，在ｆｏｒｍ

１窗体上放７个控件，其中３个为按钮控件，ＶＢ

名称为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Ｃｏｍｍａｎｄ２和 Ｃｏｍｍａｎｄ３，

Ｃａｐｔｉｏｎ属性分别是“学习”、“结束”和“浏览”。

其中，Ｃｏｍｍａｎｄ１用来接收 Ｍａｔｌａｂ命令，并将网

络训练结果显示在名称为 Ｔｅｘｔ１的编辑框中；

Ｃｏｍｍａｎｄ２用来结束运算并关闭窗口；Ｃｏｍ

ｍａｎｄ３用来打开存储的场地钻孔数据库；数据输

入路径在名称为Ｔｅｘｔ３的编辑框上可显示出来。

另两个为滚动条，可拖动其位置来浏览编辑框

Ｔｅｘｔ１中的结果数据。

打开ＶＢ的代码窗口，在变量声明部分声明

要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ＡｃｔｉｖｅＸ对象，代码如下：Ｄｉｍ

ＭａｔｌａｂＡｓＯｂｊｅｃｔ，并在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Ｃｌｉｃｋ（）中添

加如下代码：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ｕｂ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Ｃｌｉｃｋ（）

ＳｅｔＭａｔｌａｂ＝ 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ｌａｂ．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Ｍａｔｌａｂ．Ｅｘｅｃｕｔｅ（“ｃｌｅａｒ”）

ＣａｌｌＭａｔｌａｂ．Ｅｘｅｃｕｔｅ（Ｔｅｘｔ３．Ｔｅｘｔ）

Ｔｅｘｔ１．Ｔｅｘｔ＝ Ｍａｔｌａｂ．Ｅｘｅｃｕｔｅ（“ｎｅｔ１”）

对代码进行编译、运行。在Ｔｅｘｔ３里输入训

练样本，点“学习”按钮，这时ＶＢ启动 Ｍａｔｌａｂ，使

其在后台运行并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训练后把

结果显示在Ｔｅｘｔ１内。

图２～图４分别为 ＰＧＡ＝０．１５犵、０．２０犵、

０．３０犵时，场地地震液化势的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的预测结果和依据各钻孔的犐ＬＥ值进行ＧＩＳ技术

复合所得的场地液化势区划图。图中，“ＺＫ”表示

钻孔号，例如“ＺＫ１”表示为１号钻孔，“ＺＫ１２”为１

号钻孔的第二层土；“Ｒｅｓｕｌｔ”表示神经网络评价

结果，例如“Ｒｅｓｕｌｔ＝１”表示该钻孔土层评价结果

为液化。从图２～图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神经

网络液化评估模型仅能对场地土层的有限样本点

作出液化势评估，其判别结果缺乏空间性；而依据

ＧＩＳ技术对犐ＬＥ值的空间插值分析，可对整个场地

液化的潜在风险作出综合评价，体现出了场地液

化势的空间分布特性。由此可以看出，通过ＡＮＮ

和ＧＩＳ技术的耦合来对场地液化的潜在风险进

行评估，兼顾了液化“点”和液化“面”，真正做到了

局部有，全局也有，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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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设定地震下

地震动影响场的

模拟（犕＝７．０）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ｆｌ

ｕ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

　　

图２　ＡＮＮ评价结

果及场地液化势区划

图（ＰＧＡ＝０．１５犵）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ｔｅ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Ｇｒａｄｅ

　　

图３　ＡＮＮ评价结果

及场地液化势区划

图（ＰＧＡ＝０．２０犵）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ｔｅ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Ｇｒａｄｅ

　　

图４　ＡＮＮ评价结果

及场地液化势区划

图（ＰＧＡ＝０．３０犵）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ｔｅ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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