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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最大熵原理从理论上推导了大坝监测数据的熵概率密度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大坝安全

监控指标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直接根据样本的数字特征值进行推断，而不是先假设呈经典的概率分布，包含

最少的主观假定，具有更充分的数学和物理意义，并且算法简单、便于应用。结合具体工程实例，并与传统方

法进行对比分析，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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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安全监控指标拟定常用的方法有数理统

计法和结构分析法［１］。基于数理统计的处理方法

具有客观的适用性，理论上比确定性方法更符合

实际。相比于计算复杂的结构分析法，数理统计

法计算方便，在实际中应用较多。通常，在采用典

型小概率法拟定监控指标时，其可靠评定的前提

条件是大量的数据样本及其已知的概率分布。将

监测效应量作为随机变量，根据典型监测量的小

子样分布情况来识别其母体的分布类型。

近年来，最大熵理论在结构可靠性分析 ［２，３］、

岩土工程反分析［４］及岩石力学参数概率分布［５］等

许多方面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应用最

大熵原理，无需事先假设分布类型，直接根据各基

本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值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

精度较高的概率分布密度函数，进而求出大坝的

安全监控指标。

１　最大熵原理

１９４８年Ｓｈａｎｎｏｎ在创立信息论时，为研究信

息的不确定性引入了信息熵的概念：

犎（狓）＝－∑
狀

犻＝１

狆犻ｌｎ狆犻 （１）

式中，狆犻是信息源中信号狓犻出现的概率；ｌｎ狆犻是它

带来的信息量；犎（狓）表征了信息量的大小，是一

个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的量度。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熵由下式定义：

犎（狓）＝－∫犚
犳（狓）ｌｎ犳（狓）ｄ狓 （２）

式中，犳（狓）是连续型随机变量狓的分布密度函数。

式（１）、式（２）表征了两个方面的涵义：① 如

果已知信息出现的概率，就可以通过式（１）或式

（２）计算其熵值；② 更有意义的是，可以把犎（狓）

看成是分布几率狆犻（或概率密度函数犳（狓））的泛

函，当狆犻（或概率密度函数犳（狓））发生变化时，犎

（狓）也随着相应地改变。所以，在给定的条件下，

在所有可能的概率分布中，存在一个使得信息熵

取得极大值的分布。文献［６］提出了概率分布的

统计推断准则，即在根据部分信息进行推理时，必

须选择熵最大的概率分布，该概率分布包含的主

观成分最少，因而是最客观的。这就是最大熵原

理。

２　最大熵密度函数

２．１　计算方法

根据最大熵原理可知，最小偏差的概率分布

是使熵犎（狓）在根据已知样本数据信息的一些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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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条件下达到最大值的分布，即

ｍａｘ犎（狓）＝－∫犚
犳（狓）ｌｎ犳（狓）ｄ狓 （３）

约束条件： 　　∫犚
犳（狓）ｄ狓＝１ （４）

　　∫犚
狓犻犳（狓）ｄ狓＝μ犻　（犻＝１，２，…，犖）　

（５）

式中，犚为积分空间；μ犻（犻＝１，２，…，犖）为第犻阶

原点矩，可由计算样本得到；犖 为所用矩的阶数。

事实上，随机变量的特性基本上可以用它的前４

阶矩来描述：１阶矩即平均值刻画随机变量的取

值“中心”；２阶矩刻画随机变量围绕均值的离散

程度；３阶矩（或偏度系数）刻画随机变量的对称

性（偏倚程度）；４阶矩（或峰度系数）刻画随机变

量的集中和分散程度（尖平程度）［５］。

通过调整犳（狓）来使得熵犎（狓）达到最大值，

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来解决此问题。建立如下拉

格朗日函数：

犔＝犎（狓）＋（λ０＋１）∫犚
犳（狓）ｄ狓－［ ］１ ＋

∑
犖

犻＝１

λ犻∫犚
狓犻犳（狓）ｄ狓－μ［ ］犻 （６）

令犔／犳（狓）＝０，有：

－∫犚
ｌｎ犳（狓）＋［ ］１ｄ狓＋（λ０＋１）∫犚

ｄ狓＋

∑
犖

犻＝１

λ犻∫犚
狓犻ｄ狓＝０ （７）

可解得：

犳（狓）＝ｅｘｐ（λ０＋∑
犖

犻＝１

λ犻狓
犻） （８）

式（８）就是最大熵概率密度函数的解析形式。

将式（８）代入式（４）可得：

∫犚
ｅｘｐ（λ０＋∑

犖

犻＝１

λ犻狓
犻）ｄ狓＝１ （９）

整理后得：

ｅｘｐ（－λ０）＝∫犚
ｅｘｐ（∑

犖

犻＝１

λ犻狓
犻）ｄ狓 （１０）

λ０ ＝－ｌｎ∫犚
ｅｘｐ（∑

犖

犻＝１

λ犻狓
犻）ｄ（ ）狓 （１１）

将式（８）和式（１１）代入式（５）得：

∫犚
狓犻犳（狓）ｄ狓＝∫犚

狓犻ｅｘｐ（λ０＋∑
犖

犼＝１

λ犼狓
犼）ｄ狓＝

∫犚
狓犻ｅｘｐ（∑

犖

犼＝１

λ犼狓
犼）ｄ狓

∫犚
ｅｘｐ（∑

犖

犼＝１

λ犼狓
犼）ｄ狓

＝μ犻 （１２）

为便于数值求解，可将其改写为：

１－
∫犚
狓犻ｅｘｐ（∑

犖

犼＝１

λ犼狓
犼）ｄ狓

μ犻∫犚
ｅｘｐ（∑

犖

犼＝１

λ犼狓
犼）ｄ狓

＝狉犻 （１３）

式中，狉犻为残差，可用数值计算方法使其接近于０，

用非线性规划求下式表示的这些残差平方和的最

小值：狉＝∑
犖

犻＝１

狉２犻→ｍｉｎ。当狉＜ε或所有 狉犻 ＜ε

时，即认为该式收敛，从而解出（λ１，λ２，…，λ犖）。

２．２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及精度，以正态

分布为例来说明根据数据样本，利用上述方法来

再现这种分布的能力。

由计算机产生符合正态分布的测量数据样本

２００个，具体数据从略，计算其前４阶样本的原点

矩及标准差分别为：μ１＝０．１３５２；μ２＝１．０８２８；μ３

＝０．２３０８；μ４＝３．１７１２；σ＝１．０３４３，从而确定其

积分域为［－５．０４９４，５．３１９８］。通过上述方法

所求得的最大熵分布参数为：λ０＝ －９．４３１Ｅ

－０１；λ１＝１．６６９Ｅ－０１；λ２＝－４．８６９Ｅ－０１；λ３＝

－１．７８３Ｅ－０２；λ４＝１．４０７Ｅ－０３；残差平方和狉

为４．７８８Ｅ－０５。求得的概率密度函数的解析表

达式为：

犳（狓）＝ｅｘｐ（－０．９７４９＋０．２０３２狓－

　０．４４０９狓
２
－０．０２５４５狓

３
＋０．００４９０５狓

４）

（１４）

　　图１为正态分布犖（０．１３５２，１．０３４３）的理

论分布及相应的最大熵密度函数分布图。可以看

出，最大熵分布与理论分布几乎重合，说明最大熵

密度函数具有很好的拟合性能。

３　监控指标的拟定

由上述方法确定出随机变量狓的最大熵密

度函数犳（狓）。令狓犿为监测效应量的极值，当狓

＞狓犿时，大坝将要出现异常或险情，其概率为：

犘（狓＞狓犿）＝犘α ＝∫
∞

狓犿

犳（狓）ｄ狓 （１５）

　　求出狓的最大熵密度函数犳（狓）后，估计狓犿

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失效概率犘α，其值根据大坝重

要性确定，一般取１％～５％。

狓犿 ＝犉
－１（狓，α） （１６）

４　计算实例

４．１　工程概况

某水电站位于我国东南部，整个电站枢纽由

７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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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河坝、厂房、溢洪道、升压开关站及过坝航运设

备等建筑物组成。拦河坝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

坝顶高程１１５．０ｍ，最大坝高１０５．０ｍ，坝顶全长

４６６．５ｍ，由２６个坝段组成。其中，１３＃坝段为最

高溢流坝段，位于河谷中央，其安全对整个坝体的

安全起着关键作用；２３＃坝段为左岸非溢流坝段，

在坝体稳定复核中发现其安全系数偏小，而且该

坝段坝顶水平位移呈增大的趋势。因此，有必要

对这两个典型坝段坝顶水平位移拟定监控指标，

由此估计和预测可能抵御发生荷载的能力，从而

确定监测效应量的警戒值和极值。本文分别采用

最大熵原理和传统的 ＫＳ检验两种方法确定监

测效应量极值的分布密度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

典型小概率法拟定坝顶水平位移的一级监控指

标，并进行对比分析。鉴于该坝的实际情况，取失

效概率犘α＝１％。

４．２　子样的选择

对于重力坝，以向下游滑动为控制情况，向

下游的位移正反映了向下游滑动的稳定性。表

１统计了１９８０年以后该坝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每

年向下游位移的最大值，并将这些值作为分析

样本。

表１　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水平位移极值统计表／ｍｍ

Ｔａｂ．１　ＤａｍＣｒｅｓ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ｖｅ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１３ａｎｄ２３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３＃ １２．８７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６ １４．３１ １６．９５ １８．２２ １４．５８ １４．１６ １６．８４ １３．５７ １７．２２

２３＃ ６．２１ ７．２４ ５．７３ ８．１８ ７．２２ ７．０３ ６．１８ ６．２２ ６．６０ ６．９６ ７．６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３＃ １６．８２ １６．２８ １６．０２ １９．４２ １９．１２ １７．１２ １８．３１ １９．０５ １５．４８ １８．０３ １８．３６

２３＃ ７．７０ ７．８６ ８．９１ ７．７３ ８．４８ ８．５２ ７．１０ ７．８８ ７．８２ ７．５１ ７．６２

４．３　监控指标

４．３．１　最大熵法

根据以上样本，通过本文所述方法求解其最

大熵密度函数分别为：

犳１３＃（狓）＝ｅｘｐ（－１３．６９６６００＋０．０５７６８７狓＋

　０．１０１２０１狓
２
－０．００２３７０狓

３
－０．００００７７狓

４）

（１７）

犳２３＃（狓）＝ｅｘｐ（－２１．１２７７００＋３．１４４９９０狓＋

　０．１６２８５７狓
２
－０．０１６４８３狓

３
－０．００１６９９狓

４）

（１８）

残差平方和狉分别为２．５７Ｅ－０６和６．１５Ｅ－０７。

根据以上计算所得的最大熵密度函数及式

（１５）、式（１６），可求得相应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水

平位移向下游位移的监控指标分别为２０．５３４

ｍｍ和９．１５７ｍｍ。

４．３．２　ＫＳ检验法

用ＫＳ法进行检验，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水平

位移每年最大值分别服从正态分布犖（１６．５１０５，

１．８９５０）和犖（７．３８０９，０．８２９９）。其概率密度

函数如下：

犳′１３＃ （狓）＝∫
＋∞

－∞

１

１．８９５０ ２槡π
ｅ－

（δ－１６．５１０５）
２

２ ｄδ

（１９）

犳′２３＃ （狓）＝∫
＋∞

－∞

１

０．８２９９ ２槡π
ｅ－

（δ－７．３８０９）
２

２ ｄδ

（２０）

　　根据以上计算所得概率密度函数及式（１５）、

式（１６），可求得相应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水平位移

向下游位移的监控指标分别为２０．９２６ｍｍ 和

９．３１５ｍｍ。

４．４　对比分析

图２、图３分别为１３＃、２３＃坝段坝顶水平位

移每年最大值的 ＫＳ检验分布及相应的最大熵

密度函数分布图。

图１　正态分布的最大

熵密度函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２　１３＃坝段坝顶水平

位移概率密度函数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１３ＤａｍＣｒｅｓ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３　２３＃坝段坝顶水平位

移概率密度函数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２３ＤａｍＣｒｅｓ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８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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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图３可以看出，通过最大熵法计算得

到的最大熵密度函数与传统 ＫＳ检验法得到的

概率密度函数几乎完全重合。最大熵密度函数是

直接根据样本的数字特征值进行推断，而不是先

假设呈经典的概率分布，此时的解包含的主观成

分最少，因而是最客观的，具有更充分的数学、物

理意义。通过本算例可以看出，利用最大熵原理

建立起来的最大熵密度函数模型和在此基础上求

得的监控指标是合理、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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