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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策略，并与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建立了基于模拟退火自适应粒子群耦合方

法的大坝统计预警模型。通过工程算例的研究表明，该方法能够提高粒子群算法的收敛性能，易跳出局部最

小，算法收敛速度快。基于该方法的预警模型与最小二乘法相比，预报精度较高，预警评价结果与大坝的实际

运行情况相吻合。

关键词：粒子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大坝统计预警模型；最小二乘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

　　由于最小二乘法（ＬＳＭ）的统计模型原理简

单，被广泛用于大坝安全监控领域。但在复杂情

况下采用ＬＳＭ往往只能得到回归系数的局部最

优解，导致统计模型的预报精度不高。虽然采用

遗传算法（ＧＡ）或与神经网络算法混合可提高获

得全局最优解的概率，但仍存在易陷入局部最小、

“黑箱”操作等问题［１２］。

粒子群算法（ＰＳＯ）是近年来新兴的群智能优

化算法，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参数反演、神经网络训

练、系统优化设计等领域［３５］。但随着计算复杂度

的增加，ＰＳＯ存在收敛速度缓慢和易陷入局部最

小等不足［６７］。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改

进，如王华秋、刘芹等将模拟退火算法（ＳＡ）和

ＰＳＯ相混合
［８９］。在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本

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策略，并与ＳＡ算法相

结合，建立基于模拟退火自适应粒子群耦合方法

（ＳＡＡＰＳＯＲ）的大坝统计预警模型。

１　大坝统计优化模型的建立

如果大坝水平位移δ狓按其成因主要受水压

分量犳犎（狋）、温度分量犳犜（狋）、时效分量犳θ（狋）的影

响，则混凝土坝水平位移的统计模型可表达为：

δ狓（狋）＝犳犎（狋）＋犳犜（狋）＋犳θ（狋） （１）

式中，各分量的因子表达式及其具体的物理意义

可参考文献［１０］。

假定式（１）涉及犽个影响因子，且存在狀组与

时间狋相关的监测数据，则统计模型的求解可归

结为根据监测数据确定回归系数狓犻（犻＝１，２，…，

犽）的问题。若回归系数狓犻被视为一组待定的设

计变量，以犽个设计变量狓１，狓２，…，狓犽为坐标轴，

可以形成一个犽维实欧氏空间，记作犚犽。设计空

间中的点为设计点，每个设计点对应设计变量的

一组确定的值，都代表设计问题的一个确定的解，

即对应统计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一组候选解。因

此，大坝统计模型的求解可转换为极小值线性规

划问题：

ｍｉｎ　犳（狓１，狓２，…，狓犽）

ｓ．ｔ．　犫１１狓１＋犫１２狓２＋…＋犫１犽狓犽 ＝狔１

犫２１狓１＋犫２２狓２＋…＋犫２犽狓犽 ＝狔２

…

犫狀１狓１＋犫狀２狓２＋…＋犫狀犽狓犽 ＝狔狀

（２）

　　若根据上式引入向量及矩阵符号，即设计点

犡＝（狓１，狓２，…，狓犽）
Ｔ为犽维列向量，犉（犡）为设计

空间的目标函数，犢＝（狔１，狔２，…，狔狀）为一狀维列

向量，犅为狀×犽的常量矩阵，则线性规划问题可

简写为矩阵形式：

ｍｉｎ　犉（犡）

ｓ．ｔ．　犅犡 ＝犢
（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回归系数的确定就是要

在解空间犚犽内无穷多个设计点中，找到一个既满

足所有约束条件，又使目标函数取得极小值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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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计点所代表的解就为回归系数的最优解。

２　模拟退火自适应粒子群耦合方

法（犛犃犃犘犛犗犚）

２．１　犘犛犗在大坝统计模型的应用（犘犛犗犚）

假定存在由犿个粒子组成的粒子种群，该种

群依据设计问题在解空间中初始化而成，则每个

粒子的位置就是一个潜在的解，即第犻个粒子的

位置向量对应一组统计模型中回归系数的候选

解，表示为狓犻＝（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犽），其相应的速度

向量记为狏犻＝（狏犻１，狏犻２，…，狏犻犽）。

ＰＳＯ依据适应度函数值的大小衡量候选解的

优劣，因此，其定义形式与设计问题的目标函数相

关。本文将适应度定义为影响度，认为粒子影响度

与目标函数值成正比：

犉（犻）＝∑
狀

犼＝１

（狔′犼－狔犼）
２，（犻＝１，２，…，犿）（４）

　　从式（４）可看出，目标函数值越小，影响度就

越小，即外界对粒子搜索最优解的干扰影响程度

越低，从而该粒子的位置向量越逼近回归系数的

最优解。在每次迭代过程中，粒子个体通过跟踪

两个最优位置调整其位置、速度向量。

２．２　自适应策略的提出

在计算过程中粒子个体依据其影响度的变

化，通过引入的激励因子α１、α２和惩罚因子β１、β２

两种控制参数自动调节学习因子犮１、犮２的大小，使

各粒子实时调整向两个极值方向飞行的步长。在

初始时刻，各粒子的学习因子取决于设定的初始

值，犮０犻１＝犮１，犮
０
犻２＝犮２。但在迭代过程中，若当前的

粒子影响度值小于该粒子的个体极值，则将激励

因子α１替代学习因子犮１，惩罚因子β２替代学习因

子犮２。认为该粒子的个体寻优性强，并适当增加

该粒子向其自身个体极值方向飞行的步长，减少

向粒子种群的全局极值方向飞行的步长，保留该

粒子的当前空间位置信息，作为其个体极值所对

应的位置向量。若当前的粒子影响度值大于该粒

子的个体极值，则将惩罚因子β１替代学习因子

犮１，激励因子α２替代学习因子犮２。认为该粒子的

个体寻优能力较差，并适当地削减该粒子向其自

身个体极值方向飞行的步长，加大向粒子种群的

全局极值方向飞行的步长，保留粒子原有个体极

值所对应的位置向量。学习因子调整公式为：

犮
（犾）
犻１ ＝α

（犾）
犻１

犮
（犾）
犻２ ＝β

（犾）
犻

烅
烄

烆 ２

，犉
（犾）
犻 ＜狆

（犾－１）

犻ｂｅｓｓｔ （５）

　
犮
（犾）
犻１ ＝β

（犾）
犻１

犮
（犾）
犻２ ＝犪

（犾）
犻

烅
烄

烆 ２

，犉
（犾）
犻 ＞狆

（犾－１）

犻ｂｅｓｔ （犻＝１，２，…，犿）

（６）

式中，犉
（犾）
犻 为第犻个粒子的当前影响度值；狆犻ｂｅｓｔ为

第犻个粒子的个体极值；犮
（犾）
犻１ 、犮

（犾）
犻２ 为第犻个粒子对

应的学习因子犮１、犮２；犿 为粒子群规模；α
（犾）
犻１ 、α

（犾）
犻２ 、

β
（犾）
犻１ 、β

（犾）
犻２ 为第犻个粒子对应的激励因子和惩罚因

子。

为了突出激励因子的激励特点和惩罚因子的

惩罚特点，控制参数的定义形式采用以下两种方

法。

１）极差法

犪
（犾）
犻１ ＝１＋（犉

（犾）
ｍａｘ－犉

（犾）
犻 ）／（犉

（犾）
ｍａｘ－犉

（犾）
ｍｉｎ）

β
（犾）
犻２ ＝２－犪

（犾）
犻

烅
烄

烆 １

（７）

α
（犾）
犻２ ＝２－β

（犾）
犻１

β
（犾）
犻１ ＝１－（犉

（犾）
犻 －犉

（犾）
ｍｉｎ）／（犉

（犾）
ｍａｘ－犉

（犾）
ｍｉｎ

烅
烄

烆 ）
（８）

　　２）线性比例法

α
（犾）
犻１ ＝１＋犉

（犾）
ｍｉｎ／犉

（犾）
犻

β
（犾）
犻２ ＝２－α

（犾）
犻

烅
烄

烆 １

（９）

α
（犾）
犻２ ＝２－β

（犾）
犻１

β
（犾）
犻１ ＝１－犉

（犾）
犻 ／犉

（犾）烅
烄

烆 ｍａｘ

（１０）

式中，犉
（犾）
ｍａｘ为当前计算的粒子种群中影响度最大

值；犉
（犾）
ｍｉｎ为当前计算的粒子种群中影响度最小值。

从以上各式可知，α１、α２的数值均大于１，取值

的变化范围为（１，２）；β１、β２的数值均小于１，取值

的变化范围为（０，１）。若第犻个粒子的影响度值

越小，则其激励因子值越大，相应的惩罚因子值越

小，反之亦然。因此，所提出的激励、惩罚因子的

定义形式包含了粒子影响度的信息，符合粒子寻

优能力的变化情况，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２．３　模拟退火算法的引入

引入ＳＡ算法中的犕 准则，在各粒子执行更

新操作时，尽可能保留粒子种群中较好的寻优信

息。若犉
（犾）
犻 ＞狆

（犾－１）
犻ｂｅｓｔ ，根据犕 准则决定粒子是否执

行替换操作，若其接受概率珟狆犻大于（０，１）区间内

的随机数，即执行替换操作，否则不执行。珟狆犻及退

火方式的定义如下：

珟狆
（犾）
犻 ＝ｅｘｐ（－Δ犉犻／κ犜）＝ｅｘｐ（－Δ犉犻／犜）

Δ犉犻＝犉
（犾）
犻 －犉

（犾－１）
犻

犜＝犜０·η，（犻＝１，２，…，犿

烅

烄

烆 ）

（１１）

式中，珟狆
（犾）
犻 为第犻个粒子的接受概率；κ为Ｂｏｌｔｚ

ｍａｎｎ常数，取为１；Δ犉犻为第犻个粒子迭代前后的

影响度变化量；犜 为当前迭代步的系统温度；犜０

为系统的初始温度；η为退火系数，０＜η＜１。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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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ＡＰＳＯＲ算法中模拟退火操作流程如图１

所示，其余步骤与ＰＳＯ算法相一致
［７］。

图１　ＳＡＡＰＳＯＲ中模拟退火操作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ＳＡＡＰＳＯＲ

３　算例应用分析

根据新安江大坝的１４＃坝段坝顶水平位移的

监测资料和式（１），建立大坝统计预警模型，分别

应用基于极差法的ＳＡＡＰＳＯＲ（犃）和基于线性比

例法的ＳＡＡＰＳＯＲ（犅）确定模型中各回归系数。

计算样本为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之间的监测资料，

共１５０组数据，将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间的监测数

据作为训练样本，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间的６５组监

测数据作为待测样本。计算参数设置为：粒子群

数为５０，各回归系数的初始值设置在［－１，１］之

间，并在此范围内随机生成各粒子的初始位置向

量和速度向量，计算迭代１０００次，参照已有文献

将惯性权重狑从０．９递减到０．４，学习因子犮１、犮２

的初始值为２。

大坝预警评价的划分基于３σ原则，共分为４

个等级：正常（０，μ＋σ）、基本正常［μ＋σ，μ＋２σ）、异

常［μ＋２σ，μ＋３σ）、危险［μ＋３σ，∞），其中μ、σ均为

训练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经计算，１４＃坝段坝顶

水平位移的评价等级区间依次为：（０，１２．６７７）、

［１２．６７７，１６．２５５）、［１２．２５５，１９．３８４）、［１９．３８４，＋∞）。

δ′狓 ＝０．６９７－０．１５６犎１＋０．００１３犎２－０．０８６犜１－０．１０５８犜２＋０．０９６７犜３－０．１１７６犜４－０．４５７犜５＋

０．０６５犜６－０．０４９２ｓｉｎ（２π狋／３６５）－２．３８２１ｃｏｓ（２π狋／３６５）＋０．０９０６θ＋４．７７９ｌｎθ （１２）

δ″狓 ＝－１．０７８３＋１．５４２犎１－０．０３８１犎２＋０．０００３犎３－０．０９９６犜１－０．１９９２犜２＋０．２４５１犜３－

０．１６９８犜４－０．１３２６犜５－０．１９２４犜６＋０．３７７２ｓｉｎ（２π狋／３６５－１．２３８４ｃｏｓ（２π狋／３６５）＋

０．１０７３θ－１．９１８４ｌｎθ （１３）

　　依据由ＳＡＡＰＳＯＲ（Ａ）和ＳＡＡＰＳＯＲ（Ｂ）确

定的式（１２）、式（１３）和基于ＬＳＭ 确定的统计模

型对待测样本的预报结果如图２所示，部分（１９９７

年）待测样本的预警评价结果如表１所示。

从预报过程线可知，对于基于ＬＳＭ 和ＳＡ

ＡＰＳＯＲ的预警模型，三者初期的预报能力大致

相当，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后两者预报能力的优势

逐步明显。限于篇幅，仅列出预报差别较大的预

警结果。从表１可知，基于ＬＳＭ 的模型对后期

水平位移的预警评价结果较差，多次将正常状态

评价为异常状态，偏离监测实际的幅度较大，所以

该模型对中长期的预报外推能力较差。而ＳＡ

ＡＰＳＯＲ的预报值比较逼近监测值，其预警结果

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表明ＳＡＡＰＳＯＲ的预报外

推能力较优，适用于中长期大坝安全监测的预警。

为了更好地说明ＳＡＡＰＳＯＲ的数据挖掘能

力，在训练样本中设置一个异常点（一个较大的监

测值），各模型的预报结果如图３所示，ＳＡＡＰＳＯＲ

的抗干扰能力要优于ＬＳＭ，其预报结果与监测值

仍较为吻合，说明该算法的数据挖掘能力较优。

表１　１４＃坝段１９９７年内坝顶水平位移的部分预警评价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ＣｒｅｓｔｏｆＤａｍ（１４＃）ｉｎ１９９７

日期
监测值 ＬＳＭ ＳＡＡＰＳＯＲ（犃） ＳＡＡＰＳＯＲ（犅）

实测值／ｍｍ 预警等级 预报值／ｍｍ 预警等级 预报值／ｍｍ 预警等级 预报值／ｍｍ 预警等级

０２１９ １６．６１ 异常 ２０．４３ 危险 １７．４２ 异常 １７．０６ 异常

０３１３ １３．８９ 基本正常 １８．２２ 异常 １５．０３ 基本正常 １４．８４７ 基本正常

０４１５ １３．８５ 基本正常 １７．６３ 异常 １４．６７ 基本正常 １４．４５５ 基本正常

１２１２ １０．９３ 正常 １７．７４ 异常 １４．３０ 基本正常 １４．３４４ 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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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预报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３　预报结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２　１４＃坝段的预警评价误报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ａｌｓｅ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１４＃）

算法类型 误报数 误报率／％

ＬＳＭ ２１ ３２．３１

ＰＳＯＲ １０ １５．３８

ＳＡＡＰＳＯＲ（Ａ） ９ １３．８５

ＳＡＡＰＳＯＲ（Ｂ） ９ １３．８５

　　表２为各模型对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间待测样

本的总误报结果，从中可知，基于ＬＳＭ 的模型误

报率较高，后三者关于坝顶水平位移的误报率有

所降低，与前者相比其误报率降低了一半。ＳＡ

ＡＰＳＯＲ与ＰＳＯＲ的预警评价结果大致相当，表

明自适应策略和模拟退火算法的引入没有降低

ＰＳＯ算法的全局优化搜索能力。

图４　ＳＡＡＰＳＯＲ与ＰＳＯＲ的收敛性能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从图４的算法收敛过程线可知，ＳＡＡＰＳＯＲ

的收敛性能要优于ＰＳＯＲ。在计算初期，由于 犕

准则扩展了ＳＡＡＰＳＯＲ算法寻优的范围，所以其

初始收敛性具有一定的扰动性。但在整个计算过

程中，ＳＡＡＰＳＯＲ几乎一直处于寻优的状态，较

少出现陷入局部最小的现象，收敛曲线斜率的变

化幅度大。其中ＰＳＯＲ在迭代次数达到８７８时，

目标函数值逐步收敛于１２５。ＳＡＡＰＳＯＲ（犃）仅

在４１４时，就逐步收敛于９９，而ＳＡＡＰＳＯＲ（犅）

在４７３时逐步收敛于９９．８。因此，ＳＡＡＰＳＯＲ的

收敛速度比ＰＳＯＲ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表明该算

法融合了ＰＳＯ、ＳＡ算法的全局寻优特点，所提出

的自适应策略能够有效地提高ＰＳＯ的收敛速度。

参　考　文　献

［１］　陈维江，马震岳，董毓新．建立大坝安全监控数学模

型的一种新方法［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２（８）：９１９５

［２］　王志旺，张保军，李迪，等．大坝变形监测遗传神经

网络模型［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３，２４（增刊）：１３０１３３

［３］　ＳｅｌｌｅｒｉＳ，ＭｕｓｓｅｔｔａＭ，ＰｉｒｉｎｏｌｉＰ，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

ｔｅｄＭｅｔａＰＳ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ｒｒａ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５６（１）：６７７５

［４］　ＯｎａｔｅＹＰＥ，ＲａｍｉｒｅｚＪＭ，ＣｏｅｌｌｏＣＣＡ．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Ｓｏｌｖｅｄ

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８，２３（１）：３３４０

［５］　ＧｅｅｔｈａｎｊａｌｉＭ，ＳｌｏｃｈａｎａｌＳＭＲ，ＢｈａｖａｎｉＲ．ＰＳＯ

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ＮＮｂａ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Ｊ］．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０８，７１（４）：９０４９１８

［６］　吴新杰，李媛，张丹，等．ＰＳＯ算法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问题中的应用［Ｊ］．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８２０

［７］　王伟，沈振中，王连庆．基于粒子群仿生算法的混凝

土坝变形预报模型［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０８，２８

（４）：１１１４

［８］　王华秋，曹长修．基于模拟退火的并行粒子群优化

研究［Ｊ］．控制与决策，２００５，２０（５）：５００５０４

［９］　刘芹，史忠科．混合粒子群算法求解交通路网中的

车辆调度问题［Ｊ］．控制与决策，２００６，２１（１１）：

１２８４１２８８

［１０］顾冲时，吴中如．大坝与坝基安全监控理论和方法

及其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第一作者简介：王伟，博士生，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安全监控理论方

法研究。

Ｅｍａｉｌ：ｗｗｇｉ５５５＠１６３．ｃｏｍ

０９９



　第３４卷第８期 王　伟等：大坝统计预警模型的改进粒子群耦合方法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犈犪狉犾狔犠犪狉狀犻狀犵犕狅犱犲犾犳狅狉犇犪犿犅犪狊犲犱狅狀犐犿狆狉狅狏犲犱

犘犪狉狋犻犮犾犲犛狑犪狉犿犆狅狌狆犾犲犱犕犲狋犺狅犱

犠犃犖犌犠犲犻１　犛犎犈犖犣犺犲狀狕犺狅狀犵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Ｘｉｋａｎｇ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ｄａｍ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ｂａｄ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ａｍ．Ｓｕｐｐｏ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ｕ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Ｓ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ｓｌｏｗａｎｄ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ｌｄｅａｓｉ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ｌｏｃ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ｓｅ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ｔｈｅＰＳＯ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ａｎｅｗ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ａ

ｎｅｗ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ａｍ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ＡＡＰＳ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ＳＯ，ａｎｄｃａｎ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ｑｕｉｃｋ．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ＡＰＳＯＲｉ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ｍｏｓｔ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ＳＯ；Ｓ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ａｍ；ＬＳＭ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Ｗｅ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ｍａｉｌ：ｗｗｇｉ５５５＠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１６３．ｃｏｍ

（上接第９８６页）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狌狉犳犪犮犲犉犻狋狋犻狀犵犅犪狊犲犱狅狀犌犲狀犲狋犻犮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

犌犝犆犺狌犪狀１
，２
　犘犃犖犌狌狅狉狅狀犵

１，３
　犛犎犐犌狌犻犵犪狀犵

１
　犆犎犈犖犡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３９Ｓ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９０１Ｎｏｒｔｈ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ｅｒ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ｏｆＳＢＳＭ，１２３９Ｓ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Ｖｉｅｗ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ｏｂ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ｈ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ｍｐｌ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ＭＡＴＬＡＢ．Ｂｏ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ｉｎ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ｕ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ｂｅｗｅｌｌ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ｕｒ

ｆａｃ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ｂｅｔｔ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ｐａｒａｂｏｌｏｉ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ＧＵＣｈｕａｎ，Ｐｈ．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ｇｕｃｈｕａｎｈａｈａ＠１６３．ｃｏｍ

１９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