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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高拱坝监测资料分析中单效应量分析方法存在的不足，将数据融合技术中的ＤＳ证据理论

引入到高拱坝多效应量融合建模之中，提出了一种适合于高拱坝ＤＳ证据融合评价的新的融合系数运算公

式，建立了基于改进型证据理论的高拱坝多效应量融合模型。工程实例分析表明，该方法合理、可行，并可降

低高拱坝安全评价中的不确定性与未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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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高拱坝进行安全分析和评价时，有必要

将多种监测效应量的监测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行多效应量监测数据的融合分析［１２］。另外，在

高拱坝安全评价中，监测资料本身具有信息的不

确定性和不完整性，其对高拱坝安全状态的反映

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证据推理是数据融

合理论中的一种重要的不确定性推理方法，能较

好地处理具有模糊性和未知性（不完整性）信息的

合成问题［３４］。本文将ＤＳ证据理论技术应用到

高拱坝安全综合评价中，并针对传统证据理论在

解决证据冲突方面的不足，引入证据融合系数对

传统ＤＳ合成规则加以改进，建立了基于改进型

证据理论的高拱坝多效应量融合模型。

１　改进的犇犛证据理论

１．１　证据可信度犆狉犱犿（ ）犻

证据综合作用下的ＤＳ合成规则为
［３］：

犿１２（ ）犃 ＝
１

１－犽∑犡∩犢＝犃
犿１（ ）犡 ·犿２（ ）犢

犿１２（） ＝

烅

烄

烆 ０

（１）

式中，犿１２（犃）表示两个证据综合下对焦元犃的基

本概率赋值；犽表示证据间的冲突因子，反映了证

据间的冲突程度，犽＝ ∑
犡∩犢＝

犿１（ ）犡 ·犿２（ ）犢 。

　　本文引入文献［５］提出的距离函数来度量系

统中各个证据间的支持程度，将该支持度作为证

据的可信度。

设犿犻和犿犼 为识别框架Θ 上的两个证据体

（相当于高拱坝ＤＳ证据融合中的两个不同监测

效应量）的基本概率赋值，犿犻 和犿犼 之间的距离

犱犻，（ ）犼 表示为：

　犱犻，（ ）犼 ＝ 犿犻－犿犼 ＝

１

２
珝犿犻－珝犿（ ）犼 珝犿犻－珝犿（ ）犼槡

Ｔ，犱犻，（ ）犼 ∈ ０，［ ］１ 　　

（２）

　　设系统所收集的证据体数目为狇（相当于高

拱坝ＤＳ证据融合中的狇个不同监测效应量），并

定义证据体犿犻和犿犼间的相似度为：

犛犻犼 ＝１－犱犻犼，犻，犼＝１，２，…，狇 （３）

则可以利用式（２）计算出证据体犿犻 和犿犼 之间的

两两证据距离，并表示为一个距离矩阵：

犕 ＝

１ 犛１２ … 犛１犼 … 犛１狇

 

犛犻１ 犛犻２ 犛犻犼 犛犻狇

 

犛狇１ 犛狇２ … 犛狇犼 …

熿

燀

燄

燅１

（４）

　　两个证据体之间的距离越小，其相似程度就

越大。定义证据体犿犻的支持度Ｓｕｐ犿（ ）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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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犿（ ）犻 ＝∑
犼≠犻

犛犻犼，犻，犼＝１，２，…，狇 （５）

　　证据体犿犻 的支持度Ｓｕｐ 犿（ ）犻 反映了犿犻 被

其他证据所支持的程度，它是相似性测度的函数。

如果一个证据体与其他证据体越相似，则认为它

们相互支持的程度越高；如果一个证据与其他证

据相似程度越低，则认为它们相互支持的程度越

低。将支持度归一化后就得到可信度Ｃｒｄ（犿犻），

可信度反映的是一个证据的可信程度。一般认

为，一个证据体被其他证据所支持的程度越高，该

证据越可信。如果一个证据不被其他证据所支

持，则认为该证据的可信度低。

Ｃｒｄ犿（ ）犻 ＝
Ｓｕｐ犿（ ）犻

∑
狇

犻＝１

Ｓｕｐ犿（ ）犻

，犻＝１，２，…，狇 （６）

式中，可信度Ｃｒｄ犿（ ）犻 满足∑
狇

犻＝１

Ｃｒｄ犿（ ）犻 ＝１。

１．２　对犇犛证据理论的改进

在以往的证据理论中，一般只考虑了式（６）所

示的证据可信度。本文认为，在利用多效应量监

测数据对高拱坝安全进行融合评价时，由于各效

应量（评价指标）对高拱坝安全评价的重要性存在

较大的差别，因此，不仅应考虑证据可信度，还应

考虑不同效应量在评价中的重要性，即权重ω犻。

若能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对融合结果的影响，将其

作为证据理论融合规则的融合系数，融合效果会

更好。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融合系数狆犻计算

公式：

狆犻＝β１ω犻＋β２Ｃｒｄ犿（ ）犻 （７）

式中，β犼（犼＝１，２）是一个介于［０，１］之间的常数，

且满足β１＋β２＝１。β１、β２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取

不同的数值。如果只考虑评价指标重要性（权重）

而不考虑证据间的支持程度，则取β１＝１；反之，

如果认为各评价指标间重要程度相同，融合结果

只受证据间支持程度的影响，则取β２＝１；如果认

为评价指标重要性与证据间支持程度同等重要，

则取β１＝β２＝０．５。相应地，如果认为评价指标重

要性比证据间支持程度更重要，可令β１＞β２；反

之，则可令β１＜β２。

１．３　融合实现

求得狆犻后，对冲突证据犿犻 犻＝１，２，…，（ ）狇 进

行加权平均［６］处理，得到均值证据为：

犿狆犼 ＝∑
狇

犻＝１

狆犻犿犻，犻＝１，２，…，狇 （８）

再利用ＤＳ合成公式（１）对犿狆犼作狇－１次合成：

犿＝犿狆犼 犿狆犼  … 犿
烐烏 烑

狆犼

狇－１次

（９）

２　工程示例

２．１　工程概况

某混凝土拱坝为三心圆变厚混凝土双曲拱

坝，坝高２３５ｍ。该拱坝布置了较为完整的变形、

渗流和应力应变监测系统，并积累了较长序列的

监测资料。在高拱坝安全评价中，一般按“监测部

位→监测效应量→监测测点”的原则进行综合评

价。对监测部位，一般划分为坝体及坝基、坝肩、

近坝区３个部分。拱坝是一种空间壳体超静定结

构，拱坝坝肩稳定是拱坝整体安全的关键因素。

因此，作为示例，本文采用改进型 ＤＳ证据理论

对拱坝整体安全中的坝肩安全状态作出评价。坝

肩各监测效应量（评价指标体系）参见表１。

２．２　识别框架Θ的确定

参照已有的大坝安全综合评价成果［７］，令大

坝安全等级通用识别框架Θ＝｛正常，基本正常，

轻度异常，重度异常，恶性失常｝＝｛犎１，犎２，犎３，

犎４，犎５｝。

２．３　底层证据体基本概率赋值

底层证据体即底层评价指标，亦即布置在坝

肩的具体的监测效应量。对表１所示的底层证据

体进行基本概率赋值（可信度赋值），一般以已完

成的各单个监测效应量监测资料分析成果为基

础，也可以采用专家评分方式进行。各底层指标

所代表的相应物理意义及采用专家评分法确定的

相应基本概率赋值见表１。表１中的犡 表示完全

不确知的基本概率赋值。

２．４　评价指标相对重要权重ω犻的确定

评价指标相对权重问题在大坝安全综合评价

中已得到了一定的研究，本文参照已有的大坝安

全综合评价成果，确定了各子系统评价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程度ω犻（见文献［７］）。

２．５　融合计算

２．５．１　融合系数狆犻的确定

由表１中底层证据体基本概率赋值犿犻 犎（ ）犻

及表２中各子系统评价指标相对重要性权重ω犻，

按式（２）～（６）计算确定证据可信度Ｃｒｄ（犿犻），按

式（７）确定融合系数狆犻。

其中，相似矩阵为：

犕 ＝

１ ０．５８３９ ０．８８３８ ０．６２２５

０．５８３９ １ ０．５８１３ ０．８８４７

０．８８３８ ０．５８１３ １ ０．６１６９

０．６２２５ ０．８２４７ ０．

熿

燀

燄

燅６１６９ １

按式（６）计算各证据可信度分别为：

８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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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第一层

评价指标

第二层

评价指标

底层评价指标

（底层证据体）

底层指标基本概率赋值犿犻（犎犾）

犿犻（犎１） 犿犻（犎２） 犿犻（犎３） 犿犻（犎４） 犿犻（犎５） 犡

坝肩（犅）

表面水平位移（犅１１） ０．１４ ０．６２ ０．０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２

变形（犅１）
表面垂直位移（犅１２） ０．５１ ０．２０ ０．０ 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６

深层（挠曲）变形（犅１３）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０ ０．０ ０．１２

滑移面变形（犅１４）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０５ ０．０ ０．０ ０．１４

地下水位（犅２１）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０ ０．１０ ０．０ ０．１０

渗流（犅２） 滑移面扬压力（犅２２） ０．２４ ０．６９ ０．０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５

渗流量（犅２３） ０．１９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０ ０．０ ０．１６

岩体应力（犅３１） ０．６１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０ ０．０ ０．０９

应力（犅３） 局部应力（犅３２）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４９ ０．０ ０．０ ０．１１

温度（犅３３） ０．３１ ０．４７ ０．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Ｃｒｄ犿（ ）１ ＝０．２５２３，Ｃｒｄ犿（ ）２ ＝０．２４７４

Ｃｒｄ犿（ ）３ ＝０．２５１２，Ｃｒｄ犿（ ）４ ＝０．２４９１

　　设各评价指标重要程度与证据支持度同等重

要，即β１＝β２＝０．５，则融合系数ｐｉ为：

狆１ ＝０．２７６２，狆２ ＝０．２２３７

狆３ ＝０．２２５５，狆４ ＝０．２７４６

２．５．２　均值证据犿狆犼 犎（ ）犾

求得狆犻后，对冲突证据犿犻 犻＝１，２，…，（ ）狇 进

行加权平均，得均值证据为：

犿狆犼 犎（ ）犾 ＝∑
狇

犻＝１

狆犻犿犻 犎（ ）犾

（犻＝１，２，…，狇；犾＝１，２，…，狀）

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改进后的坝肩变形（犅１）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表

Ｔａｂ．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

ＤａｍＡｂｕｔ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犅１）

第二层

评价指标
底层评价指标

基本概率赋值犿犻 犎（ ）犾 融合系数

犎１ 犎２ 犎３ 犎４ 犎５ 犡 狆犻

坝肩变形

（犅１）

表面水平位移（犅１１） ０．１４ ０．６２ ０．０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２ ０．２７６２

表面垂直位移（犅１２） ０．５１ ０．２０ ０．０ 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２２３７

深层（挠曲）变形（犅１３）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０ ０．０ ０．１２ ０．２２５５

滑移面变形（犅１４）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０５ 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０．２７４６

均值证据 犿狆犼 ０．３２７６ ０．４３７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２９２ ０．１３４４ 

２．５．３　冲突证据的合成

根据式（１）对均值证据犿狆犼进行狇－１次合

成，狇为同层底层评价指标（证据体）的个数，从而

得到坝肩的ＤＳ证据融合评价结果（见表３）。

２．６　整体安全评价

分别对该拱坝坝体及坝基、近坝区进行ＤＳ

证据融合评价，并将坝体及坝基、坝肩、近坝区的

融合评价结果作为该拱坝整体安全评价的下层基

本概率赋值，进行该拱坝整体安全状态的ＤＳ证

据融合，融合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其拱坝坝肩安全状态犇犛融合评价成果

Ｔａｂ．３　ＤＳＦｕｓ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ａｍ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识别框架犿（犎犻） 犿（犎１） 犿（犎２） 犿（犎３） 犿（犎４） 犿（犎５） 犡

坝肩安全融合状态 ０．２０７０９７ ０．７９１７４６ ０．０００３０７ ８．４４×１０－７ １．７９×１０－７ １．７１×１０－７

表４　该拱坝犇犛融合评价成果

Ｔａｂ．４　ＤＳＦｕｓ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ａｍ

识别框架犿（犎犻） 犿（犎１） 犿（犎２） 犿（犎３） 犿（犎４） 犿（犎５） 犡

拱坝整体安全融合状态 ０．３３１４０６ ０．６６８５９２ ９．３７×１０－７ ５．４６×１０－７ ５．４３×１０－７ ８．６×１０－８

　　从表４中的最终融合结果可以看出：① 基本

概率赋值最大值为犿（犎２）＝０．６６８６，按最大属性

原则，可以判定该拱坝的整体安全状态为“基本正

常”。② 基本概率赋值犿（犎１）与犿（犎２）之和接近

１，按照置信度原则，也可判定该拱坝的安全状态为

“基本正常”。③ 融合后完全不确知的基本概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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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犡仅为８．６×１０－８，远小于表１中初始底层基本

概率赋值中的犡，这表明采用本文建立的融合模型

进行逐层融合后，完全不确知的底层基本概率赋值

按不同比例逐渐分配到辨识框架Θ的其他焦元中。

这正是ＤＳ证据理论融合模型的优越性之一。

３　结　语

本文将ＤＳ证据理论引入到高拱坝多效应

量监测资料融合分析之中，为降低高拱坝安全评

价中的不确定性与未知性、解决多效应量证据之

间的冲突性或不协调性以及建立多效应量定量融

合分析模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底层评价指标（效应量）基本概率赋值的确定

是建立基于ＤＳ证据理论多效应量融合模型的

难点之一。本文中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采

用专家评分法，主观性较强。因此，今后将对基本

概率赋值的构造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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