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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采用自下而上的基于智能体的建模分析方法，模拟了自然环境与钉螺生长

相互作用导致的钉螺生长的主要行为特征、生命状态和数量变化，开发实现了模拟模型，同时输入实测数据进

行实例模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作为血吸虫病防控工作中钉螺数量估测的一种辅助实验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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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吸虫病防控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于消灭和控

制钉螺的数量。钉螺在一个地区能持久地生存下

去，必须具备各种适宜条件，其中包括水、土壤、温

度、光照和植被等［１］。凡是适宜钉螺孳生的地方，

除气候和温度以外，一般都是土地肥沃、雨量充

足、植被茂盛。文献［２］运用卫星（ＴＭ）影像，采

用最大似然分类方法识别出四川山区血吸虫病流

行区钉螺的孽生环境，并生成钉螺适宜性环境的

空间图谱；文献［３］利用ＧＩＳ技术对路易斯安那

平原地区肝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和土壤类型进行

分析，结合土壤覆盖情况得出钉螺的分布范围。

文献［４］在埃及尼罗河利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卫

星遥感资料，建立了温差模型，以确定该地区曼氏

血吸虫病和双脐螺的相对危害性及地理分布。文

献［５８］成功地利用遥感技术在以村组为单位的

空间尺度下对与血吸虫病流行有关的生态信息进

行了提取，早期的工作涉及到利用陆地卫星影像

对钉螺孳生地进行识别，随后利用高分辨率卫星

数据对钉螺孳生地的各类环境进行了更为定量的

划分，对钉螺密度进行了遥感预测并取得较高的

吻合率。另一方面，对流行村的单元环境中血吸

虫病的传播进行了建模、校验，并用经校验的模型

对各类控制策略进行了比较预测，同时建立了

２００多个自然村的时空一体化传播模型的分析框

架。这一系列的研究使得对山区血吸虫病的传播

流行有了新的认识，显示了跨学科合作对血吸虫

病传播进行深入理解的优势和必要性。鄱阳湖洲

滩的自然环境适合钉螺的生长，环境中的自然因

素直接影响着钉螺的生长，导致钉螺的数量发生

变化。本文根据鄱阳湖洲滩地区钉螺生长相关的

主要自然因素，设计构建了基于智能体的人工生

态系统演化模型，采用整体建模的方法来模拟钉

螺与环境作用而产生的状态和数量变化。

１　钉螺与环境作用智能模拟模型设

计

　　鄱阳湖洲滩环境下钉螺的生长与环境中的植

被状况及环境的温度、湿度、水位等因素密切相

关，环境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随时空的变化，鄱阳湖水位、环境的湿度与温

度发生变化，同时环境中植被的种群密度、覆盖度

也相应发生变化，导致钉螺生存所需的植被能量

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钉螺生存所处的位置、生命状

态及其密度也发生相应变化。

设计鄱阳湖洲滩环境下钉螺与环境作用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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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拟模型的结构如图１所示，包括智能体的属

性库、知识库、行动决策引擎、调度决策引擎和基

于Ｓｗａｒｍ的程序结构（消息、进程、调度等）。智

能体属性库是存放钉螺智能体和环境个体属性的

数据库，这些属性数据以化身的ＩＤ为顺序存放在

数据库中。智能体的知识库主要是钉螺智能体的

行为规则库，包括移动规则、繁殖规则和死亡规

则。智能体行动、调度决策引擎是智能体的核心

控制部分，负责知识推理，控制智能体的行为。在

钉螺智能体经过行动决策引擎分析后，钉螺智能

体进行下一步的行为变化，并改变智能体的属性

状态，对其属性数据库作相应的实时修改。调度

决策引擎的作用是判断目前的环境个体状态和外

部信息，主要是环境个体信息是否已满足知识库

中的条件，如果满足则按照属性库的状态转换表

对环境个体的状态进行改变。

图１　钉螺与环境作用智能模拟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ｎａｉｌＧｒｏｗｔｈ

１．１　环境个体

每个环境个体都是植被生长的空间，在离散

的时间步序里随环境变量的不同发生变化，从而

模拟植被的不同生长期和大概的类型。根据鄱阳

湖洲滩实地考察的结果将植被类型分为稀疏、中

等、茂密等３类。作为钉螺生长的生存空间和食

物来源，对应的钉螺密度为无螺、稀螺和密螺区。

每个环境个体有４个属性：① 环境能量，环境个

体中植被的生长状况，模型运行之前设置；② 环

境温度，模型运行前设置，随时间的变化环境温度

发生改变；③ 环境湿度，模型运行前设置，随时间

的变化环境湿度发生改变；④ 位置（与采样点的

位置对应匹配），模型运行前设置。

１．２　钉螺主体

模型中定义的钉螺主体依赖于环境而生存，

它们从环境中收集资源以获得能量营养，其中植

被是钉螺主体的能量来源。钉螺主体的行为受环

境个体的制约，并且其演化运动遵循一定的局部

规则。模型中每个钉螺主体存在一定的视野，能

感知一定范围内的情况。钉螺主体的动态属性包

括：① 生长状态，钉螺主体的生长状态为幼螺或

成螺；② 生长时间计量，以天为单位进行步长的

设定；③ 位置，与植被所处的位置相匹配，随着鄱

阳湖水位的变化发生改变；④ 颜色，标记钉螺主

体生长状态的表现属性。

钉螺主体同时还有一组静态属性，这些属性

在模拟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主要有：① 活动视

野，钉螺主体活动相对于目前位置距离的大小；②

繁殖力，钉螺主体增值能力的大小；③ 初始能量，

钉螺主体已有的维持生命力的能量；④ 最小能

量，钉螺主体维持生命力的最小能量值，小于此值

钉螺死亡。

１．３　钉螺的行为规则

１）移动规则。每个主体向前后左右随机移

动一个视野距离，并且幼螺随水位变化会有一个

移动趋向。

２）繁殖规则。主体的繁殖行为必须同时满

足几个条件：主体处于繁殖期；主体拥有繁殖所必

需的足够的能量，即有足够的温度、湿度和环境能

量。主体的繁殖率满足下列钉螺增长变化模

型［７，８］：

ｄ狓
ｄ狋
＝ｅ

－τ狓μ狓犅（狋－τ狓，犜２，犘）狓（狋－τ狓）－μ狓狓（狋）

犅（狋－τ狓，犜２，犘）＝犅ｍａｘｅ
－犮（犜２

（狋－τ狓
）－犜２犿

）２／（１＋ｅ
犪＋犫狆）

式中，犅ｍａｘ为钉螺最大繁殖率（０．０１～２）；犜２犿为

钉螺生长的最优温度（２０～２５℃）；τ狓 为 钉螺的发

育时滞，是环境温度的函数；犜２ 为当天当地温度；

犘为当天的降雨量；μ狓 为钉螺的死亡率（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犮、犪、犫 是常量，取值分别为 ０．２３、

０．１３７９、０．１。

３）死亡规则。钉螺主体死亡主要由环境的

温度、湿度和能量导致。鄱阳湖地区这３个影响

因素与淹水期密切相关。淹水期一般３个月（鄱

阳湖４～６月开始淹没，７～９月达到淹没顶峰），

淹水期不超过８个月或少于３个月，有利于钉螺

的新老更替，所以判断是否处于淹水期（湖滩一般

是７ 月份），淹水 １ 个月后死亡率为 １％ ～

５．８３％，２个月后为１％～８．６７％，３个月后为１％

～７．５０％。

模型开始运行时，环境中分布一定数量的钉

螺主体，每个钉螺主体具有自己的状态属性。模

型运行中，钉螺主体不断产生位置移动并按照以

上３个规则与环境个体发生交互作用，整个过程

的统计数据被收集并输出显示，便于对主体的宏

观行为和数量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７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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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模型的其他参数和变量

整个模型运行过程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参数

和变量：① 模型参数，如整个模型的空间大小、模

型中环境个体的数目；② 模型变量，如仿真时间、

模型中钉螺主体的数目。模型运行中，二维模型

的空间大小保持不变，钉螺主体的数目是时间的

函数，是一个离散变量。

２　模型实现

模型实现的基本框架是将局部洲滩生态环境

用钉螺孳生小环境的方格表达，其中每个单元格

是一个环境个体，这个环境个体是洲滩植被的生

长空间，同时也是可以被钉螺主体作为栖息地所

占据的孳生空间。这样，一块洲滩环境被若干个

环境个体所占据，同时和其他环境空间构成了模

型建立所依据的环境。钉螺主体的演化过程由其

行为规则集控制，这些规则决定了钉螺主体与环

境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决定了钉螺数量的

变化。

将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调查的长江洲钉螺密度作为

模型中钉螺智能体的初始参数设置值，将长江洲

植被采样点作为环境个体参数设置值。基于

Ｓｗａｒｍ平台的模拟程序的二维观察显示窗口如

图２所示。窗体中不同的方块代表不同的环境个

体，灰色的点代表钉螺，白点代表钉螺驻留过的区

域。

图２　钉螺与环境作用模拟程序的二维观察窗口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ｎ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运行程序进行多次模拟，模拟过程参见图３

～５，模拟统计结果表１。

表１　钉螺与环境作用模拟结果统计表／（个／０．２５ｍ２）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幼螺数

（密螺区）

幼螺数

（稀螺区）

成螺数

（密螺区）

成螺数

（稀螺区）

２００５１０２４ １２～１４ ２～３ 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５１１２４ ５～７ １～３ ２～４ ０～１

２００５１２２４ ５～７ １～２ ６～８ １～２

２００６０１２４ ３～５ ０～１ ３～４ ０～１

２００６０２２４ ２～３ ０～１ ２～３ ０～０

２００６０３２４ ２～３ ０～０ ２～３ ０～０

图３　钉螺与环境作用智能模拟

模型初始运行时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图４　 钉螺与环境作用智能模拟

模型运行１个月显示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ｎａｉｌ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ＯｎｅＭｏｎｔｈ

　　

图５　钉螺与环境作用智能模拟

模型运行５个月显示效果图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ｎａｉｌ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５Ｍｏｎｔｈｅｓ

　　通过分析模型运行中的曲线图和模拟结果统

计表可以得出，幼螺数量随时间的增加一直在减

少，一部分发育为成螺，一部分死亡。而成螺数量

随时间的变化先是增加，然后开始减少，到一定时

间后保持不变。这种模拟预测得到的钉螺生长状

态和数量变化趋势与实际自然环境中的情况基本

一致，即鄱阳湖洲滩地区每年１０～１１月退水露出

滩地，此时的幼螺逐渐成长为成螺，一部分在过冬

期死亡，成长过程持续到第二年４～５月洲滩被淹

没前［９１１］。

３　结　语

基于智能体的模拟模型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建

模，所以模型容易扩展和修改，比如可以增加或者

修改模型中某个个体的行为规则或变量，而不需

对整个模拟模型进行改动，但整个模拟结果会随

之改变。智能体建模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一直是

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难点，本文建立的智能模拟

模型是对鄱阳湖地区钉螺生长状态和数量变化的

简单模拟，若达到真实复杂的模拟还有待于进一

８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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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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