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是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点强调的发展方向，国内大大小小的化工区在带来大量
ＧＤＰ 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针对化工区污染监测和管理工作是生态文明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蕴含了许多科学问题：如对于大气污染物的监测与溯源、化工区安防风险分析、大气污
染物排放博弈等。 本期收集了建模与仿真领域在化工区环保研究方面近年来发表的 ５ 篇文章，均
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代表了目前仿真技术在环保方向的研究现状。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ｏｉ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ａｂｌｅ》提出了一种结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正则化和粒
子群优化方法的混合算法，在缺乏先验信息和可靠概率估计的情况下准确的确定有害气体扩散源
的参数。 在一些假设条件下，非线性扩散模型反问题可以转变为线性形式，并且扩散源参数（扩散
源位置和释放速率）可通过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粒子群正则化方法同时估计。 论文还设计了基于基本非线性
扩散模型的非线性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粒子群混合正则化方法用于估计源项参数。 仿真和实验案例的比较
结果表明线性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粒子群方法有着更好的计算效率且估计结果的置信区间更合理。 该文发
表于环境类顶级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通过对化工
厂的多层物理防护系统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基于博弈论的化工厂安防管理模型。 博弈论是一个研
究多人智能交互决策的工具，近年来被广泛引入到安防风险的研究中。 安防风险的制造者是智能
的人类，因此他会根据风险管理者的策略而改变自己的攻击策略，使得难以简单地用概率来描述
他们的行为。 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化工厂的安防部门和潜在的入侵者被建模为博弈的两个理性
参与者。 博弈模型的收益函数由入侵可能带来的后果、防守成本、入侵成本、以及入侵成功率共同
决定。 案例研究表明，在这样的博弈中，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是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该
文发表于数学综合类顶级期刊：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ＡＮＮ），粒子群优化（ＰＳＯ）和期望最大化（ＥＭ）的大气预测和扩散源估计方法。 该方法使用预先
确定的场景来训练神经网络，使之能够准确有效地预测有害气体浓度分布。 粒子群优化和期望最
大化方法用于扩散源参数的估计，利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加速迭代的收敛过程。 论文利用印
第安纳波利斯气体六氟化硫示踪实验来验证所提的方法，并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该文发表于环
境类顶级期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提出了基于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及粒子群（ＰＳＯ）与模拟退火（ＳＡ）
混合算法的污染源估计方法。 采用神经网络作为污染物大气扩散的预测模型，克服了传统大气扩
散模型难以平衡精度和计算效率的缺陷。 采用粒子群与模拟退火结合的混合算法作为源项估计
算法，兼顾了局部搜索能力与全局搜索能力。 该方法在基于 ＰＨＡＳＴ 的气体扩散仿真数据集以及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实地气体扩散数据集上都取得了优于传统方法的较好效果。 该文发表于 ＳＣＩ 杂志：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基于现有的化工园区大气环保博弈模型，跳出完全理性攻击者的基本假设，考
虑了现实场景中攻击者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有限的观察能力。 通过将观察频率和观察花费纳入收
益的建模，能够更好地反映化工实际；通过将学习曲线与 ＣＯＢＲＡ 求解器相结合，确定了攻击者的
具体观察能力，最终求解得到更加可靠的鲁棒解。 该文发表于 ＳＣＩ 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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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 ｓｕｄｄ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ａｎｋ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Ｃ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２ ｇａｓｅ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ａｙ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Ｈ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ｓ ｖｉｔ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１］．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ａｎ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ｌｌ－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 ４ － 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１０， １１］，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Ｋｅａｔｓ ｅｔ ａｌ． ［１２］，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１３］
ａｎｄ Ｓｃｈａｕ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４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ｂ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ＣＭ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ａ ｅｔ ａｌ． ［１５］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１６，１７］．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ｋｅ ＭＣＭＣ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ｂ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ｐｕ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ｂｅ ｋｎ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ｏｒ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ｉｌｌ－ｐｏｓｅ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ｅ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１８］． Ｉｆ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ｋｅ Ｌ －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２，３］． Ｆｏｒ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ｔ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１９， ２０ ］，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３０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ｉ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２１］． Ｗｉｔ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ｌ－ｐｏｓ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ｗｅ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 Ｎｅｕｐ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 １８］． Ｌｏｒｉｓ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３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２２ ］． Ｔｈ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Ｌ１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２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３ ］．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öｌｄｅｒ ｔｙｐ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Ｋａｔｈｉｒｇａｍａｎ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２］．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１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ｉｎ Ｇｍ－ｄ ２， ａ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ｓ ｄ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ｉｎ Ｇｍ － ｄ２ ≤ δ （１）
　 　 ｗｈｅｒｅ Ｇ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Ｇｍ＝ｄ； ｍ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ｄ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δ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ｎｏ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δ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 ａ ｇｏｏｄ ｇｕ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３］：

ｍｉｎ φ（ｍ） ＝ ＧＭ×ＮｍＮ×１ － ｄＭ×１
２
２

＋ λ２ ＬＭＬ×ＮｍＮ×１
２
２ （２）

　 　 ｗｈｅｒｅ Ｍ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 ａｎｄ Ｎ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λ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Ｌ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ｕｃｌｉｄｉａｎ ｎｏｒ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ｏｆ Ｌ ｉｓ ＭＬ ａｎｄ ｉｔ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Ｍ≥Ｎ≥ＭＬ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ｏｆ Ｅｑ． （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ｅｒ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ａｔｒｉｘ，Ｌ，ｗｈｅ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λ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λ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ｉ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λ． 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ｉｅｌｄ ａ ｆａｉ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ＧＣＶ） ［２４］ Ｌ －
ｃｕｒｖｅ ［２５］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２６］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Ｌ ｉｓ ａ ｓｐａｒｓ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０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ｚｅｒｏ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Ｌ＝ ＩＮ，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ｉｓ ａ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Ｎ ｂｙ
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ｏ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ｍ［３］，ｗｈｅｒｅ

Ｌ ＝

－ １ １
－ １ １

…
－ １ １

－ １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

∈ ＲＮ－１×Ｎ

（３）
　 　 Ｉｎ Ｅｑ． （ ３ ）， Ｌｍ ｉｓ ａ ｆｉｎｉｔｅ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ｍ． Ｉｎ ｆｉｒｓｔ － ｏｒｄｅ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ａｍｐ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Ｅｑ． （ ２） ｉｓ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ｌｉｋｅ Ｅｑ． （ ３）．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 ｏｒｄｅ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 ＝

１ － ２ １
１ － ２ １

…
１ － ２ １

１ －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

∈ ＲＮ－２×Ｎ （４）
　 　 Ｈｅｒｅ Ｌｍ ｉｓ ａ 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ｏｒｍ Ｌｍ ２ ｐｅｎａｌｉｚ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ｍ＝ｄ，ｉｆ Ｇ ｉｓ ａ ｍｕｌｔｉ－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Ｅｑ． （２）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ＳＶＤ ） ｍｅｔｈｏｄ
［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 ｆｏｒ ｚｅｒｏ ｏｒｄｅ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λ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ｓ

ｍλ ＝ 
ｉ ＝ １

ｓ２ｉ
ｓ２ｉ ＋ λ２

ＵＴ
．，ｉｄ
ｓｉ

Ｖ．，ｉ （５）

　 　 ｗｈｅｒｅ Ｇ＝ＵＳＶＴ ａｎｄ ｓｉ ｉ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
２．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Ｅｑ．（２）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３］．

ｍｉｎ
Ｇ
λ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 －

ｄ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２
（６）

　 　 Ｉｆ λ ｉｓ ｎｏｎｚｅｒｏ，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Ｌ（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ｗ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Ｌ） ｒｏｗｓ ｉ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Ｅｑ．
（７） ａｒｅ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ｕｓ，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Ｇ　 λＬ］
Ｇ
λ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 ＝ ［Ｇ　 λＬ］

ｄ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ｓ
ｍλ ＝ （ＧＴＧ ＋ λ２ＬＴＬ） －１ＧＴｄ

＝ Ｇ＃ｄ （８）
　 　 ｗｈｅｒｅ Ｇ＃ ＝ （ＧＴＧ＋λ２ＬＴＬ） －１，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ｓｅｕｄｏ－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Ｇ．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Σｍ ＝ Ｇ＃

Σｄ（Ｇ＃） Ｔ，ｗｈｅｒｅ Σ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ｉ ｈ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Σｍ） ｉ，ｉ，ｗｈｅｒｅ （Σｍ） ｉ，ｉ ｉ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ｈ ｒｏｗ ａｎｄ ｉｔ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００ｐ％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ｍ^ｉ ± ｐ０∗σ^ｉ （９）

　 　 ｗｈｅｒｅ ｍ^ｉ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ｉ ａｎｄ σ^ｉ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Σｍ） ｉ，ｉ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０ 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ｐ０ ＝ Ｆ －１（ｐ μ，σ） ＝ ｛ｐ０：Ｆ（ｘ μ，σ） ＝ ｐ｝

（１０）
　 　 ｗｈｅｒｅ

ｐ ＝ Ｆ（ｐ０ μ，σ） ＝ １
σ ２π

∫ｐ０
－∞

－ （ ｔ － μ） ２

２σ２ ｄｔ

５０



Ｆｏｒ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ｓｉｎｃｅ １
σ ２π

∫ １．９６σ
－１．９６σ

－ｔ２

２σ２ｄｔ≈０．９５， ｐ０ ＝ １．９６．

２．３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３．１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ＦＤ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 － 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 ８］，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８，２７，２８］，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１１）．

Ｃ（ｘ，ｙ，ｚ） ＝
Ｑｃ

２πｕσｙσｚ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æ

è
ç

ö

ø
÷ ＋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æ

è
ç

ö

ø
÷{ }

ｅｘｐ
－ （ｙ） ２

２σ２
ｙ

æ

è
ç

ö

ø
÷{ } （１１）

　 　 ｗｈｅｒｅ Ｃ（ｘ，ｙ，ｚ）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ｇ·ｍ－３） ａｔ ａｎｙ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ｘ
ｍｅｔｅｒ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ｙ ｍｅｔｅｒ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ｚ ｍｅｔｅ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Ｑｃ 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ｓ－１）． ｕ ｉｓ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ｍ·ｓ－１）．
ｈ ｉ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ｂｏ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 ｍ）． σｙ ａｎｄ σｚ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ｌｕｍｅ ｉｎ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ｑ． （１１）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Ｇｍ＝ｄ，ｗｈｅｒｅ

ｄ
Ｍ×１

＝ ［ｃ１，ｃ２，ｃ３，．．．ｃｍ］ Ｔ

Ｇ
Ｍ×Ｎ

＝ １
２πｕσｙσｚ

ｅｘｐ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æ

è
ç

ö

ø
÷ ＋ ｅｘｐ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æ

è
ç

ö

ø
÷{ }

ｅｘｐ
－ （ｙ） ２

２σ２
ｙ

æ

è
ç

ö

ø
÷{ }

ｍ
Ｎ×１

＝ ［Ｑ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Ｖ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３．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 １１），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ｂｏ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ａｒｅ ｎｏｔ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Ｋａｔｈｉｒｇ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 ｉｄｅａ，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ｒｔ，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１２）．

ｄ ＝ Ｇ（ｍ０）ｍ１ （１２）
　 　 ｗｈｅｒｅ ｍ０ ＝ ［ ｘ１， ｙ１ ］． ｘ１ ａｎｄ ｙ１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１ ＝ ［Ｑｃ］．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λ．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６０



Ｆｉｇ．１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ｉｖ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ｒｅ
ｓｔｏｒｅｄ． Ｈｅｒｅ，Ｌ－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Ｌ － 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ａ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ｌｏ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ｏｒｍ Ｇｍ－ｄ ２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
Ｌｍ ２

２ ｆｏｒ ａ ｓｅ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ｏｔ ｏｆ ｎ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 （ Ｇｍ－ｄ ２

２） ｖｓ． ｎ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Ｌｍ２
２）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ｎ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ｋｅ Ｅｑ． （１２），１００α％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ｉ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２，３］

ｍ^ｉ ± ｔ（１－α）
２

，ｆＳｍｉ
（１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 ｆ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ｍｉ

ｉｓ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２ （ＷＴＷ） －１ ． Ｓ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Ｓｍｉ
＝


ｎ

ｉ ＝ １
ｄｉ － Ｇ（ｍｉ）Ｑｃ

ｎ ＋ １ － ｒ
（１４）

　 　 Ｈｅｒ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ｍ ＝ ［Ｑｃ，ｘ１，ｙ１］ ａｎｄ Ｗ ｉｓ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Ｗ＝［Ｇ Ｊ］，ｗｈｅｒｅ Ｊ ｉｓ ｎ×２ ｍａｔｒｉｘ ，

Ｊｉ１ ＝ 
ｊ

∂Ｇ ｉ，ｊ

∂ｘ１
Ｑｃ，　 Ｊｉ２ ＝ 

ｊ

∂Ｇ ｉ，ｊ

∂ｙ１
Ｑｃ （１５）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 ｉｓ

ｖａｒ（ｍ^） ＝ Ｓ２
ｍｉ
（ｗＴｗ） －１，　 ｗ ＝

Ｗ
λ［Ｌ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６）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ｏｒ Ｅｑ． （ １４）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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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ｑ． （１１），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Ｅｑ． （１７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ｈ，σｙ ＝ａｘｂ ａｎｄ σｚ ＝ ｃｘｄ，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ｂ，ｃ，ａｎｄ ｄ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Ｓｍｉ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９］．

ｌｎ（πｕａｃＣ） ＝ １， － （ｂ ＋ ｄ）， － １
２ａ２， － ｚ２

２ｃ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ｌｎＱｃ，ｌｎｘ，
ｙ２

ｘ２ｂ，
１
ｘ２ｄ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Ｔ

（１７ａ）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ｍ ＝ ｄ． Ｈｅｒｅ， Ｃ， Ｑｃ， ｘ ａｎｄ ｙ ａｒ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
１×Ｍ

＝ ［ｌｎ（πｕａｃ１），ｌｎ（πｕａｃ２），ｌｎ（πｕａｃ３），

…ｌｎ（πｕａｃｍ）］

Ｇ
１×４

＝ １， － （ｂ ＋ ｄ）， － １
２ａ２， － ｚ２

２ｃ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
４×Ｎ

＝ ｌｎＱｃ，ｌｎｘ，
ｙ２

ｘ２ｂ，
１
ｘ２ｄ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Ｔ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ｕｓ Ｅｑ．
（１７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ｌｎ（πｕａｃ Ｃ
１×Ｍ

） ＝ １， － （ｂ ＋ ｄ）， － １
２ａ２， － ｚ２

２ｃ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ｌｎ Ｑｃ
Ｍ×１

，ｌｎ（Ｘ０
Ｍ×１

＋ ｘ１），
（Ｙ０

Ｍ×１
＋ ｙ１）２

（Ｘ０
Ｍ×１

＋ ｘ１）２ｂ，
１

（Ｘ０
Ｍ×１

＋ ｘ１）２ｄ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Ｔ

（１７ｂ）
　 　 ｗｈｅｒｅ Ｘ０ ａｎｄ Ｙ０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ｘ１， ｙ１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１ ｂｙ 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４ ｂｙ Ｍ，ＳＶ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ｑ． （１７ａ）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２） ｉ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ｉｎ φ（ｍ） ＝ Ｇ１×ＮｍＮ×Ｍ － ｄ１×Ｍ
２
２

＋ λ２ ｍＮ×ＭＬＭ×ＭＬ
２
２ （１８）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ＳＶ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ｅｐ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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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ｏｎｌｙ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ｈａｌｆ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ｎａｍ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ｌａｂ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３．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ｈｅ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３．１．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Ｑｃ ｉｓ
３２ｇ ／ 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１ ｍ．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３０ 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ａｔ ｉｓ ５ 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ｏ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１０％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ａｓ ａｄ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Ｖ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Ｌ －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ｍ－ｄ ２

２ ｖｓ．
Ｌｍ ２

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λ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３． Ｈｅｒｅ，Ｌ ｉ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ｉｇ．３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 ［ ０． ００９６， １７１． ９７３５］，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ｉｓ ２．３４×１０－５ ．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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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ｕｎｄｅｒ ９５％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３２ ２．３４０９ｅ－０５ ３１．９９ ±９．０３ ３．３７Ｅ－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Ｒｕｎ ３３ ９４．７ ０．２３８７ ７１．０７ ±２２．５５ ０．２５

Ｒｕｎ １７ ５６．５ ０．４４６９ ４２．８４ ±２８．８７ ０．２４

３．１．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ｎ ３３ ａｎｄ ｒｕｎ１７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Ｇｒａｓ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３０］． Ｒｕｎ
３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ｒｕｎ １７ ｗ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 －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 ３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ｕｎ １７ ｉｎ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１．１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ｒ
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０． ２５，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ｅｓ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ｏｒ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ｉ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ｉｇ． ４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ｕｎ ３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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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ｕｎ １７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 ａｎｄ
Ｆｉｇ．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Ｋａｔｈｉｒｇ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
３．２．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１．１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 ｉ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ｃｕｒｖ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２，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ｍ ＝ ［Ｑｃ，ｘ１，ｙ１］ ＝

［３２，３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ｍ^ ＝ ［ Ｑ^ｃ，

ｘ^１， ｙ^１ ］．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Ｓ ＝ ［Ｓｑ，Ｓｘ，Ｓｙ］，ｗｈｅｒｅ
Ｓｑ， Ｓｘ ａｎｄ Ｓ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７］．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１１０ 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ｒｖ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ｌ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ｚｅｒｏ － ｏｒｄｅｒ， ｆｉｒｓｔ －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Ｌ－ｃｕｒ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ｓ． ７，８ ａｎｄ ９，ｗｈｉｃｈ

１１



Ｆｉｇ．６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ｕｎｄｅｒ ９５％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３２ ２．３４０９ｅ－０５ ３１．９９ ±９．０３ ３．３７Ｅ－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Ｒｕｎ ３３ ９４．７ ０．２３８７ ７１．０７ ±２２．５５ ０．２５

Ｒｕｎ １７ ５６．５ ０．４４６９ ４２．８４ ±２８．８７ ０．２４

Ｆｉｇ． ７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ｚｅｒｏ－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２１



Ｆｉｇ． ８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ｉｇ． ９　 Ｌ－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ｅｘ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３１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２４ ｓ，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ｆｉｆｔｈ ｏｆ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２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２，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９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ｑ． （１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ｉｔｈｅ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Ｅｑ． （９），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Ｅｑ．
（ １３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 ｗｉ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ｉ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ｈａｖ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ａｎ ｚｅｒｏ－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ｚ ＞＞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０． ０００５ ｔｏ ５ 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５ 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ｔ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 ｎｅａｒ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ｗｉ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 １．５ 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Ｑｃ，ｘ１，ｙ１］ ＝［３２，３０，５］ ．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ｍ^＝［ Ｑ^ｃ，ｘ^１，ｙ^１］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ｔ ９５％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００５ ［３１．８７，２９．９８，４．９９］ ０．００３４ ［４１．７９，１４．３１，３．８０］

０．００５ ［３１．８６，２９．９７，４．９８］ ０．００４１ ［４１．７９，１４．３１，３．８０］

０．０５ ［３２．０９，３０．０２，５．０１］ ０．００２４ ［４１．５７，１４．５１，０．６８］

０．５ ［３１．９１，２９．９８，４．９９］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５．４６，３２．４５，１４．５７］

１ ［３２．１２，３０．０２，５．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３．２３，３０．９８，１３．１４］

１．５ ［３２．０６，２９．９９，４．９９］ ０．００１４ ［１０１．８６，３０．３３，１２．６３］

３ ［３１．９２，２９．９４，４．９７］ ０．００３７ ［１０７．８９，３３．４１，１６．５０］

５ ［３２．０３， ３０．００，４．９９］ ０．０００５ ［６０３．３２，７４．１０，３１．６２］

１５ ［３１．９１，３０．０１，５．０１］ ０．００２１ ［７１８．３１，８６．８９，４６．６５］

４１



３．２．２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ｎ ３３ ａｎｄ ｒｕｎ １７ ｉｎ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Ｇｒａｓ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ｒｕｎ
３３ ｍ３３ ＝［Ｑｃ，ｒ３３，ｘ１，ｒ３３，ｙ１，ｒ３３］ ＝ ［９４．７０，４９．６２，６．
０９］，ａｎｄ ｍ１７ ＝ ［Ｑｃ，ｒ１７，ｘ１，１７，ｙ１，ｒ１７］ ＝ ［５６．５０，４７．
５５，１５．５５］ ｆｏｒ ｒｕｎ １７．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ａ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ｅｅｍ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ｕｎ ３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ｍ３３ ＝［Ｑｃ，ｒ３３，ｘ１，ｒ３３，ｙ１，ｒ３３］ ＝［９４．７０，４９．６２，６．０９］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ｍ^＝［ Ｑ^ｃ，ｘ^１，ｙ^１］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３．３６３０ ［１３７．１２±９５３１，７２．８６±９９８３，７．８０±１３６３］ ［０．４５，０．４７，０．２８］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Ｚｅｒｏ ｏｒｄｅｒ ０．０８０９ ［６７．９１±１１７．０６，３１．１９±４０．９１， ９．７９±１１．３６］ ［０．２８，０．３７，０．６１］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０．１４５１ ［７２．０１±１１６．４５， ３０．６７±３６．０２，９．８０±１０．２７］ ［０．２４，０．３８，０．６１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０．０８０９ ［７３．１０±５４．１５，３０．８１±１８．６０，９．７６±５．９８］ ［０．２３，０．３８，０．７１］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ｕｎ １７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ｍ１７ ＝［Ｑｃ，ｒ１７，ｘ１，１７，ｙ１，ｒ１７］ ＝ ［５６．５０，４７．５５，１５．５５］ｃ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ｍ^＝［ Ｑ^ｃ，ｘ^１，ｙ^１］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Ｓ＝［Ｓｑ，Ｓｘ，Ｓ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０．４３８５ ［３５．１１±３６，３５．４９±２６９０，１２．８７±２１９］ ［０．３８，０．２５，０．１７］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Ｚｅｒｏ ｏｒｄｅｒ １．７１０６ ［２４．２９±２３．６２，３１．８４±１１．６１，１２．８６±２．４８］ ［０．７８，０．３０，０．１７］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２．２３８１ ［３５．１１±６６．４５，３５．７３±８．３６，１２．８７±２．８５］ ［０．３６，０．４０，０．１６］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２．５５４１ ［３５．１１±７．３４，３５．７３±３．７７，１２．８７±５．２４］ ［０．３８，０．２５，０．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ｍ^＝［ Ｑ^ｃ，ｘ^１，ｙ^１］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Ｓｑ，Ｓｘ，Ｓ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Ｒｕｎ ３３ ［１２７．２９，２５．０８７，８．８７８７］ ［０．２０，０．５５，０．３１］ １４０ｓ

Ｒｕｎ １７ ［３５．３６８，３５．９１，１２．８７］ ［０．３７，０．２４，０．１７］ １５７ｓ

ＭＲＥ－
ＰＳＯ

Ｒｕｎ ３３ ［９０．６２，３８．２０，１２．０５］ ［０．０４，０．２１，０．９７］ ２４ｓ

Ｒｕｎ １７ ［４１．９１，３４．６５，１３．６３］ ［０．２６，０．２７，０．１２］ ２９ｓ

ＭＣＭＣ
Ｒｕｎ ３３ ［８４．９０，１００．３２，８．７４］ ［１．２５，０．１８，１．２６］ ２２３ｓ

Ｒｕｎ １７ ［５５．１３，５９．３３２，１２．４４］ ［０．０２４，０．２８，０．３４］ ２５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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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ｒｕｎ ３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ｕｎ ３３ ａｎｄ ｒｕｎ １７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ｓ ａｔ ９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０ ａｎｄ Ｆｉｇ． １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 ｉｓ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ｒｕｎ ３３
ａｎｄ ｒｕｎ １７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ｏｒ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ｔ ９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ｚｅｒｏ ｉ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ＲＥ

－ＰＳＯ，ａｎｄ ＭＣＭＣ ｍｅｔｈｏｄ，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０ ａｎｄ

Ｆｉｇ ． １１．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 ＰＳＯ，ＭＲＥ－ＰＳＯ ａｎｄ ＭＣＭ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１２，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ｏ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ｔ ｉｓ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ＲＥ － ＰＳＯ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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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ｒｕｎ１７．

－ＰＳＯ ａｎｄ ＭＣＭ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ｕｓｅｆｕ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ｍ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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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ＳＯ， ＭＲＥ － ＰＳＯ ａｎｄ ＭＣＭ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ｕｔ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 Ｐ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ｇｏｏ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ｏ．

５１２７６１４１， ２１６７６２１６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Ｎｏ． ２０１５Ｍ５８２６６７ ）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２０１６ＪＱ５０７９）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Ｌ．Ｙ． Ｓｕｎｇ，Ｒ．Ｈ． Ｓｈｉｅ，Ｃ．Ｊ． Ｌｕ，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ｕ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ｏｓｅ
ｐ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ｐａｔ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２６５（２０１４） ３０－４０．

［２］ 　 Ｐ． Ｋａｔｈｉｒｇ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ｇａｓ．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２００３．

［３］ 　 Ｒ．Ｃ． Ａｓｔｅｒ，Ｂ． Ｂｏｒｃｈｅｒｓ，Ｃ．Ｈ． Ｔｈｕｒｂ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Ｉｎｃ． Ｏｘｆｏｒｄ，ＵＫ，２０１３．

［４］　 Ｌ．Ｃ． Ｔｈｏｍｓｏｎ，Ｂ． Ｈｉｒｓｔ，Ｇ． Ｇｉｂｓｏｎ，Ｓ．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Ｐ．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Ｋ．Ｄ． Ｓｋｅｌｄｏｎ，Ｍ．Ｊ．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４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２８－１１３４．

［５］ 　 Ａ． Ｋｈｌａｉｆｉ， Ｉ． Ａｎｄａ， Ｃ． Ｙｖｅ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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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ａｔｈ． Ｃｏｍｐｕ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 ７９
（２００９） ３５００－３５１０．

［６］ 　 Ｘ． Ｐ． Ｚｈｅｎｇ，Ｚ． Ｑ． Ｃｈｅｎ，Ｂａｃｋ －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１８３（２０１０） ４７４－４８１．

［７］ 　 Ｄ．Ｌ． Ｍａ，Ｊ．Ｑ． Ｄｅｎｇ，Ｚ．Ｘ． Ｚｈａ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８１
（２０１３） １８８－１９８．

［８］ 　 Ｄ． Ｌ． Ｍａ， Ｚ． Ｘ． Ｚｈａ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３１１（２０１６） ２３７－２４５．

［９］ 　 Ｓ． Ｋ． Ｓｉｎｇｈ， Ｒ． Ｒａｎｉ， Ａ ｌｅａｓｔ －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ｉ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ａｌｓ ２００７， 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９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１１７．

［１０ ］ 　 Ａ． Ｗ． Ｈｅｅｍｉｎｋ， Ａ． Ｊ． Ｓｅｇｅｒ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ｕｓｉｎｇ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ｏｃｈ． Ｅｎｖ． Ｒｅｓ．
Ｒｉｓｋ Ａ． １６（２００２） ２２５－２４０．

［１１］　 Ｂ． Ｒｉｓｔｉｃ，Ａ．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Ｒ． Ｇａｉｌｉｓ，Ａ． Ｓｋｖｏｒｔｓｏｖ，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ｆｒｅｅ 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 １０８（２０１４） １３－２４

［１２］　 Ａ． Ｋｅａｔｓ，Ｅ． Ｙｅｅ ，Ｆ． Ｌｉｅ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４１
（２００７） ４６５ －４７９．

［１３］　 Ｓ．Ｄ． Ｇｕｏ，Ｒ． Ｙａｎｇ，Ｈ． Ｚｈａｎｇ，Ｗ．Ｇ． Ｗｅｎｇ，Ｗ．Ｃ．
Ｆ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 Ｊ．
Ｈｅａｔ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５２（２００９） ３９５５－３９６２．

［１４］ 　 Ｇ． Ｓｃｈａｕ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Ｐｉｒｉｎｇｅｒ， Ｂ． Ｓ． Ｋａｔｈｒｉｎ， Ｋ．
Ｗｅｒｎｅｒ， Ｐ． Ｅｒｗｉｎ， Ｕｓｅ ｏｆ 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ｓｅｔ ｏｆ Ｈ２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６３（２０１３） ６９４－７０１．

［１５ ］ 　 Ｄ． Ｌ． Ｍａ， Ｓ． Ｍ． Ｗａｎｇ， Ｚ． Ｘ． Ｚｈａｎ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９４（２０１４） ６３７－６４０．

［１６］　 Ｘ．Ｌ． Ｚｈａｎｇ，Ｇ．Ｆ． Ｓｕ，Ｈ．Ｙ． Ｙｕａｎ，Ｊ．Ｇ． Ｃｈｅｎ，Ｑ．Ｙ．
Ｈｕａｎｇ，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８０（２０１４） １４３－１５５．

［１７］　 Ｘ．Ｌ． Ｚｈａｎｇ，Ｇ．Ｆ． Ｓｕ，Ｊ．Ｇ． Ｃｈｅｎ，Ｗ． Ｒａｓｋｏｂ，Ｈ．Ｙ．
Ｙｕａｎ，Ｑ． Ｙ． Ｈｕａｎｇ，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Ｋｉｎｃａｉｄ ｔｒａｃ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９７（２０１５） ３２９－
３３９．

［１８ ］ 　 Ｒ． Ｍ． Ｎｅｕｐａｕｅｒ， Ｂ． Ｂｏｒｃｈｅｒｓ， Ｊ． Ｌ．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ｓ． ３６
（２０００） ２４６９－２４７５．

［ １９ ］ 　 Ｈ． Ｗ． Ｅｎｇｌ， Ｍ． Ｈａｎｋｅ， Ａ． Ｎｅｕｂａｕ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Ｎｏｗｅｗｅｌ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００．

［２０］　 Ｒ． Ｐａšｔｅｋａ，Ｒ． Ｋａｒｃｏｌ，Ｄ． Ｋｕšｎｉｒáｋ ，Ａ． Ｍｏｊｚｅš，
ＲＥＧＣＯＮＴ： Ａ Ｍａｔｌａｂ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
Ｇｅｏｓｃｉ－ＵＫ． ４９（２０１２），２７８－２８９．

［２１］ 　 Ａ． 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Ｖ． Ｙ． Ａｒｓｅｎ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ｎｓｔｏｎ ＆ Ｓ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Ａ，１９７７．

［２２］　 Ｈ．Ｄ． Ｌｏｒｉｓ，Ｇ． Ｎｏｌｅｔ，Ｉ． 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Ｃ． Ｒｅｇｏｎ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Ｃｏｍｐｕｔ． Ｐｈｙｓ． ２２９（２０１０） ８９０－
９０５．

［ ２３ ］ 　 Ｙ． Ｆａｎ， Ｃ． Ｌ． Ｆｕ，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Ａｐｐｌ． Ｍ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３４ （ ２０１０） ３２８６ －
３２９９．

［２４］　 Ｅ． Ｈａｂｅｒ，Ｄ．Ｗ．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Ａ ＧＣＶ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ｌｌ － 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ｍｐｕｔ．
Ｇｅｏｓｃｉ－ＵＫ． ４（２０００），４１－６３．

［２５］　 Ｍ． Ｈａｎｋ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ｉｌｌ
－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ＩＴ，３６（１９９６） ２８７－３０１．

［２６］ 　 Ｆ． Ｂａｕｅｒ， Ｓ． Ｋ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 －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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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 ２４（２００８） １－２０．
［２７ ］ 　 Ｇ． Ａ． Ｂｒｉｇｇ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Ｄ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ｌｅ ＮＯ． ７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ＵＳＡ，１９７３．

［２８］　 Ｓ．Ｒ． Ｈａｎｎａ，Ｇ．Ａ． Ｂｒｉｇｇｓ，Ｒ．Ｐ． Ｈｏｓｋｅ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ＵＳＡ，
１９８２．

［２９ ］ 　 Ｍ． Ｅ． Ｓｍｉｔｈ，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ｓ，
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８．

［３０］　 Ｍ．Ｌ． Ｂａｒａｄ，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Ｇｒａｓｓ，ａ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１
（ ５９ ），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ＵＳＡ，１９５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ｉｒｗｉｎ．
ｃｏｍ ／ ＰｒａｉｒｉｅＧｒａｓ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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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Ｌａｏ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１，２，Ｇｅｎｓｅｒｉｋ Ｒｅｎｉｅｒｓ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１００７３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Ｓ３Ｇ），ＴＵ Ｄｅｌｆｔ，２６２８，ＢＸ Ｄｅｌｆｔ，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９ ／ １１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ｕｒ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Ｕｎｌｉｋｅ 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ｏｎｅ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ｂｅ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ｗａｙ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ｃｈ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９ ／ １１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ｔｃ．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ｔｏｒ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 ｎｏ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ｔｃ．，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ｎ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 （１）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ｏｎｅ ａｓ ｙｅｔ，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２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ｐｐｌｙ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ｏｗ
ｂｅ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Ｔａｍｂｅ’ ｓ ｍｏｄｅｌ （２），ａｉ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ａｎ ａｉｒ ｐｌａ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 ｔｈａｔ
ｉｓ，ｔｏ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ａｎ ａｉ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ｏｒ ｎｏｔ
（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 ａｉ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ｒ ｎｏ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ｔ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ｅｒ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ａｔ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 ．

２．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１（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ｚｏｎｅｓ，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ｔｅｍ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 （３） ． Ｔｈｕｓ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 ａ），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 ａｒｅ “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ｃａ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①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ａｍｅ，ｗｅ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ｓ ｓｈｅ ／ ｈｅｒ ／ ｈｅｒ，ｗｈｉｌｅ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ａｓ ｈｅ ／ ｈｉｍ ／ ｈｉ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 ｂ ）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 ａ）．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ａ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ｄ （ａｌｓｏ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ｂ）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ｐ１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ｓ ｈｅ① ｗｉｌｌ ａｔｔａｃｋ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ｚｏｎｅ ２ ＿２ （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ｕｂｚｏｎｅ ｉｎ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２），ａｎｄ 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０
（ ｉ． 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ｐａｓｓ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１，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ａｓｓ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２．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ｔｈｕｓ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ｚｏｎｅ ０．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ｓｔ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ｚｏｎｅ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２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ｐ２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ａ） ｉ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ｐ２，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ｅｐ ｉｎｔｏ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１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ｗｉｌｌ ｐａｓｓ ｍｏｒｅ
“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ｅａｓｉｅｒ，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ａｔｈ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ｅ．ｇ．，ｐ２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ｚ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ｐ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ｓ．

Ｐ ＝ 
Ｉ

ｉ ＝ ０
Ｐｚ

ｉ·
Ｉ

ｊ ＝ １
Ｐｐ

ｊ ． （１）

３．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４－６） ｉ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ａ ｔｗｏ ｐｌａｙｅｒ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ｃｏｓｔ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 ｚｅｒｏ－ｓｕｍ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ｅｒｔ
ｌｅｖｅｌｓ （ ＳＡＬ ）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 ”， ａ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２）．

ｓｄ ＝ ｚ０ × 
Ｑ

ｒ ＝ １
（Ａｒ

１ × Ａｒ
２ × … × Ａｒ

ｅｎｔ（ ｒ）

× ｚｒ１ × ｚｒ２ × … × ｚｒｓｕｂ（ ｒ）） （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ｄ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ｚ０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ＺＯＮＥ ０ （ ｉ． 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ｚｒｉｄｅｎｏｔ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ｉｔｈ ｓｕｂ ｚｏｎｅ ｉｎ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ｒ； Ａｒ

ｉ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ｉｔ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ｒ； ｅｎｔ（ ｒ）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ｒ； ｓｕｂ（ ｒ）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ｂ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ｒ； Ｑ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ｓ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Ｌ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ｕｂ－） ｚｏｎｅ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ｅｒ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 （Ｓｕｂ－） Ｚｏｎｅｓ
１ （Ｗｈｉ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ｂａｄｇｅ Ｌｉｇｈｔ：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ｄｇ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ＣＣＴ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ｇｈ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ｚｏｎｅ，ｆｏｒ ｓｉｇｈｔ

３ （Ｏｒａｎｇ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ｄｇｅ ｒｅａｄ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ＣＴ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ｅｃｋ ａｔ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ｚｏｎｅ，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Ｄｏ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ｇ ｎｅａｒｂｙ

４ （Ｒ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ｄｇｅ ｒｅａ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ＣＴ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ａｔ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Ｄｏ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ｇ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ｉｎｓｉｄｅ

３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ｙ ｗｈａ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３）．

ｓａ ＝ ａ × 
Ｉ

ｒ ＝ １
ｊｒ × ｅ （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ｉｎ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ｅｔ； Ｉ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ｅｔ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ｊｒ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ｒ， ａｎｄ ｊｒ ＝ １，２，…，ｅｎｔ（ ｒ）； 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ｅｆｆｏｒ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ａ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ｅｘ κ） ｉｎ ＺＯＮＥ
２＿２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ｏｒｔ １ （ｅ．ｇ．， ｕｎａ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ｐ１．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ｓａ ＝κ×ＴｒｕｃｋＥｎｔｒ×Ｅｎｔｒ３×１．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 ２ ） ａｎｄ （ ３ ）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 ｉ）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Ｌ （ ｅ． ｇ． ３ ｏｒ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ｒ ｌｅｖｅｌｓ （３）） ａｎｄ （ｉｉ）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ｅ． 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ｌｅｖｅｌ １， ｌｅｖｅｌ ２ ｅｔｃ．） ．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ｅｔｓ
ａｓ Ｓｄ ＝｛ ｓｄ｝， Ｓａ ＝ ｛ ｓ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ｎ ＝ Ｓｄ ，ｍ
＝ Ｓ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ｓｄｊ （ ｓａｉ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ｊｔｈ（ ｉｔｈ）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Ｓｄ（Ｓａ）．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４） ａｎｄ （５）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ａ（ ｓａ，ｓｄ） ＝ ＰＩ＿Ｘ（ ｓａ，ｓｄ）ＰｙＬＩ＿Ｘ＿ｙ － Ｃａ（ ｓａ）
（４）

ｕｄ（ ｓａ，ｓｄ） ＝ ＰＩ＿Ｘ（ ｓａ）ＰｙＬＩ＿Ｘ＿ｙ －
（ＰＩ＿Ｘ（ ｓａ，ｓｄ）ＰｙＬＩ＿Ｘ＿ｙ ＋ Ｃｄ（ ｓｄ）） （５）

　 　 Ｉｎ ｗｈｉｃｈ，ｕａ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ｕｄ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ＰＩ＿Ｘ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ｙ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ＰＩ＿Ｘ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４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ｆ ｉｔ ｉｓ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ｌｏｓ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ｌｏｓｓ ｉｆ ｓ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４） ａｎｄ （５）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ｐａｉｒ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ｇａｍ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Ｐｙ，ＬＩ＿Ｘ＿ｙ，Ｃｄ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 ｗ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Ｘ ａｎｄ ＰＩ＿Ｘ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Ｐｐ
ｉ ａｎｄ Ｐｚ

ｉ ．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Ｐｐ
ｉ ａｎｄ Ｐｚ

ｉ，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ＣＳＦ） （７）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Ｐｐ

ｉ ａｎｄ Ｐｚ
ｉ，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ｚ
ｉ ＝

ｅ
ｅ ＋ αｉｘｚｉ＿ｘ

（６）

Ｐｐ
ｉ ∈ ｛Ｐｐ

ｉ１，Ｐｐ
ｉ２，．．．，Ｐｐ

ｉＭｉ
｝ （７）

４２



Ｐｐ
ｉｋ ＝

ｅ
ｅ ＋ βｉｋＡｉｋ

（８）

　 　 Ｗｈｅｒｅ α，β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α， β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ａｔ ｚｏｎｅ ｏｒ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ｚｏｎｅ １
ｉｓ ｍｕｃｈ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ｚｏｎｅ ２ ｉｎ ａｒｅａ，ｔｈｅｎ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 ｅｖ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ｗ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Ｐｚ

２＜Ｐｚ
１，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α２

＞α１ ．
Ａｓ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ｚｏｎ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Ｗ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ｄ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６ ）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ｚｏｎｅ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ｚ
ｉ ＝

ｅ
ｅ ＋ αｉｘｚｉ＿ｘ

ｅ －
ｔｉ＿ｘ
τ （９）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ｐａｔｒｏｌ ｏ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ｚ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 ０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ｏ ｈｉｓ ｎｅｘ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ｔｅｐ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ｆ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ｓ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ｚ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ｎｅｘ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ｎｙ ｗ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ｗｈｅｒｅ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 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ａ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ｏｍｂ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ｅｒ’ ｓ ｃｏｓｔ Ｃａ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ｔｈｅ ｂｏｍｂｅｒ’ ｓ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ｈｅ ｕ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ｓ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ｏｍｂ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ｍｂｅｒｓ （ｗｅｌｌ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ｏｒ ｎｏｔ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ｃｏｓ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Ｎ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ｘ，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１０） ａｎｄ （１１）．

ｙ ＝ ａｒｇｍａｘ
ｙ∈Ｙ

ｘＴ·Ｕｄ·ｙ （１０）

ｘ ＝ ａｒｇｍａｘ
ｘ∈Ｘ

ｘＴ·Ｕａ·ｙ （１１）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Ｕｄ ａｎｄ Ｕ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ａｔ ｉｔｈ ｒｏｗ， ｊｔ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４） ａｎｄ （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Ｙ ａｎｄ Ｘ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 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Ｙ＝ ｛ｙ∈Ｒｎ ｙｉ∈［０，１］，ｎ

ｉ＝１

ｙｉ ＝ １｝， Ｘ ＝ ｛ ｘ∈Ｒｍ ｘｉ ∈［０，１］，ｍ
ｉ＝１ ｘｉ ＝ 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 （ｗｈｅｎ ｙｓ ＝ １，ｘｔ ＝ １，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ｊ≠ｓ，ｉ≠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ｙ ｊ ＝ ０，ｘｉ ＝ ０），
ｔｈｕｓ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４．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ｅ ｕｓｅ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ｉｎ ａ ｄｏｃｋ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ｏ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Ｐ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Ｐ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５２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ａ））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ｂ））

Ｇａｍｅ，ａ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１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Ｗｅ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ｉｎｔｏ ｏｕｒ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ａ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３（ａ） ａｎｄ ３（ｂ）．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 ａｎｄ 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ｍ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Ｆｉｇ ３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Ｆｉｇ ２

ＺＯＮＥ０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ｒｅａ

ＺＯＮＥ１＿１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ＺＯＮＥ２＿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 Ｇａｔｅ （ＭＧ） Ｍａｉｎ ｇａｔｅ

Ｄｏｃｋ ＃１ Ｄｏｃｋ ＃１

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Ｔ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３
Ｃｏｇｅｎ Ｕｎｉｔ ／ Ｃ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Ｃａｔ Ｆｅｅｄ
Ｈｙｄｒｏｔｒｅａｔｅｒ

续表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Ｆｉｇ ３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Ｆｉｇ ２

Ｔ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５ Ｔａｎｋ Ｆａｒｍ

Ｔ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ｉｖ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ｐｏｉｎｔ Ａ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Ｂ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ｕ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ｒｏｓｓ Ｚｏｎｅ Ｔｉｍｅ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Ｚｏｎｅ ０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Ｆｒｏｍ　 　

Ｔ１ Ｔ２
Ｍａｉｎ
Ｇａｔｅ

Ｄｏｃｋ
＃１

Ｗａｌｌ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５ ５ ５ ５ ５

Ｚｏｎｅ １＿１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Ｆｒｏｍ　 　

Ｔ３ Ｔ４ Ｔ５ Ｇａｔｅ Ｗａｌｌ ２

Ｍａｉｎ Ｇａｔｅ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５

Ｄｏｃｋ ＃１ ６ ７ ３ １０ １２

Ｗａｌｌ １ ５ ５ ５ ５ ５

６２



Ｚｏｎｅ ２＿１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Ｆｒｏｍ　 　

Ｔ６

Ｇａｔｅ ３

Ｗａｌｌ ２ 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ｗｏｕｌ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ｅｕｒｏｓ）

Ｔ１ １０００

Ｔ２ １００

Ｔ３ ３００

Ｔ４ ８００

Ｔ５ ２０００

Ｔ６ １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ａｋ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ｆ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５ ｄｕｅ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３５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ｔｈｅｎ ｗｈ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３， Ｌ３５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ＺＯＮＥ ０ α０ １

ＺＯＮＥ １＿１ α１＿１ ３

ＺＯＮＥ ２＿１ α２＿１ ６

Ｍａｉｎ Ｇａｔｅ β１１ １

续表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ｏｃｋ ＃１ β１２ ３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 β１３ ２

Ｇａｔｅ β２１ ２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２ β２２ ３

Ｔ１ Ｐｙ１ ０．１

Ｔ２ Ｐｙ２ ０．９

Ｔ３ Ｐｙ３ ０．７

Ｔ４ Ｐｙ４ ０．６

Ｔ５ Ｐｙ５ ０．９

Ｔ６ Ｐｙ６ ０．９９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ｌｅｖｅｌ，ｚｏｎｅ ２＿１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ｚｏｎｅ １＿１ ａｎｄ ｉｎ ｉｔｓ ｔｕｒｎ，ｚｏｎｅ １＿１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ｚｏｎｅ ０， ｄｕｅ ｔｏ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ｈａｖｅ α２＿１ ＞ α１＿１ ＞ α０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Ｄｏｃｋ ＃１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ａｓ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ｗｅ ｈａｖｅ β１１ ＜β１３ ＜β１２ ．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ｌｙ，
ｗｅ ｕ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Ｐｙ， Ｔ２ ／ Ｔ５ ／ Ｔ６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ｓ，ｓｏ ｉｆ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Ｔ１ ／ Ｔ３ ／ Ｔ４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ｏｍ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ｅ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ｅｘｅｃｕｔｅｓ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ｗｈｉｌｅ Ｔａｂｌｅ ７ ｇｉｖｅｓ ｓｏｍ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７２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ｓｔ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 ｌｅｖｅｌ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Ｃｏｓｔ（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ｅｕｒｏｓ）

１ １０

２ ２０

３ ４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ｋ＝ ３，ｋｅ ＝ ３，Ｑ＝ ２，
Ｍ１ ＝ ３，Ｍ２ ＝ ２，Ｎ１ ＝Ｎ２ ＝ １，Ｎａ

０ ＝ ２，Ｎａ
１ ＝ ３，Ｎａ

２ ＝ １，
ａｎｄ ｌｅｔ ，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ｄ ＝ ｋ１＋
Ｑ

ｉ ＝ １
（Ｍｉ＋Ｎｉ） ＝ ６５６１．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ａ ＝ ｋｅ·
Ｑ

ｉ ＝ ０

Ｘｉ

ｊ ＝ １
（Ｎａ

ｉ＿ｊ·∏
ｉ

ｌ ＝ １
Ｍｓ

ｌ） ＝ ５１．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８ １ ＋ 
Ｑ

ｉ ＝ １
（Ｍｉ ＋ Ｎｉ） ＝ ８( )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ｃａｎ ｍａｐ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ｄｅ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８ ｄｉｇ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ｓｔ （ｋ）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 Ｌｅｖｅｌ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Ｚｏｎｅ０ ＭＧ Ｄｏｃｋ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１ Ｚｏｎｅ１ Ｇａｔｅ Ｚｏｎｅ２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２

ＳＡＬ：１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ＳＡＬ：２ ６０ ３０ ２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３０ ２０

ＳＡＬ：３ １００ ５０ ４０ ２０ ５０ ４０ ５０ ４０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ｕ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ｄ１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ｅｒ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ＡＬ） ｉｎ ｚｏｎｅ ２＿１ ｄ５ ＳＡＬ ａｔ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ｄ２ ＳＡＬ ａｔ ｇａｔｅ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ｄ６ ＳＡＬ ａｔ ｄｏｃｋ ＃１

ｄ３ Ｓ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ｄ７ Ｓ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１

ｄ４ ＳＡＬ ｉｎ ｚｏｎｅ １＿１ ｄ８ ＳＡＬ ｉｎ ｚｏｎｅ ０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１２２ ２３２１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ｚｏｎｅ ２＿１ ｉｓ １，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ｉｓ １，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ｆ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２） ｉｓ ２，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４．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ＰＰ Ｇａｍｅ
　 　 Ｉ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ａ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ｆｏｒ
ａ ｇａｍ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ｙｅｔ，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Ｌｅｍｋｅ ａｎｄ Ｈｏｗｓｏｎ （８） ｇａｖｅ
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ｏｎ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ａｂｌｅ ９ ｓｈｏｗｓ ｏｎ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ｆｏｒ ｏｕ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ｈａｓ ６５６１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ｐｌａｙ ３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ｔ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ｏｎｌｙ ｐｌａｙ ３ ｏｆ ｈｉ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ｔ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ａｂｌｅ ９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１ １ ２ ｐｄ１： ０．２８６

ｄ２： １ １ １ ３ ２ １ ２ ２ ｐｄ２： ０．３３３

８２



续表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３： １ ２ １ ３ ２ １ １ ２ ｐｄ３： ０．３８１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１： ３×ＭＧ×Ｔ５ ｐａ１： ０．６４４

ａ２： ３×Ｄｏｃｋ×Ｔ５ ｐａ２： ０．２３９

ａ３： ３×ＭＧ×Ｇａｔｅ×Ｔ６ ｐａ３： ０．１１７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ｃａｎ ｇ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ｒ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１，９４１，８００ ａｎｄ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９２，６３４．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ｐｌａｙｓ ｄ１， ｄ２， ａｎｄ ｄ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２８６， ０．
３３３， ａｎｄ ０． ３８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ｐｌａｙｓ ａ１， ａ２， ａｎｄ ａ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６４４， ０．
２３９， ａｎｄ ０． １１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ｕ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ｈａｐｐ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１，ｄ２，ｄ３｝ ×｛ａ１，ａ２，ａ３｝． Ｕｎｄｅｒ ｅａｃｈ ｔｕｐｌｅ
｛ｄｉ，ａ ｊ ｝，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ｓ（ ｉ，ｊ）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６） －
（９）．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ｓｓｄ 　 　 　 　
ａ１ ａ２ ａ３

ｄ１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１５０

ｄ２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１５０

ｄ３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１０７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３

ｉ ＝ １


３

ｊ ＝ １
ｐｄｉｐａｊｐｓｉ，ｊ

＝

０．０６６６．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ｄ ２３０

ｄ１ ２４０

ｄ２ ２３５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ｓ：
３

ｉ ＝ １

Ｃ＝ｄｉｐｄｉ
＝ ２３５，２３５．

Ｉ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ｄｏｅｓｎ’ 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ｈ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６）－（９）．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ａ ｐｓ

ａ１ ０．８１８７

ａ２ ０．９０４８

ａ３ ０．８３５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ｈｅ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３

ｊ ＝ １
ｐｓ（０，ｊ）∗ｐａｊ

＝ ０．８４１２．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ｅ ｃ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ｓ Ｃ＝ ２３５，２３５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 －


３

ｊ ＝ １
ｐｓ（０，ｊ）∗ｐａｊ

＝ ０．１５８８ ｔｏ １ － 
３

ｉ ＝ １


３

ｊ ＝ １
ｐｄｉｐａｊｐｓｉ，ｊ

＝

０．９３３４，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ｐｌａｎｔ．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ｎｅｗ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ｓｙ ｕｓｅ ｂ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ｌ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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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ｌｅｄ ＣＰＰ，ｂｅ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Ｃｏｘ Ｊｒ ＬＡＴ．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９；２９（８）：１０６２－１０６８．
［２］ 　 Ｔａｍｂｅ 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３］　 Ｒｅｎｉｅｒｓ Ｇ，Ｖａｎ Ｌｅｒｂｅｒｇｈｅ Ｐ，Ｖａｎ Ｇｕｌｉｊｋ 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３４
（１）：７２－８３．

［４］　 Ｚｈａｎｇ Ｌ，Ｒｅｎｉｅｒｓ Ｇ． Ａ 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６； ３６ （ １２ ）： ２２８５ －
２２９７．

［５］　 Ｚｈａｎｇ Ｌ，Ｒｅｎｉｅｒｓ Ｇ，Ｑｉｕ Ｘ．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ｆｒｅ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７．

［６］　 Ｚｈａｎｇ Ｌ， Ｒｅｎｉｅｒｓ Ｇ．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ｇａｍ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ｏｓ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１８；５１：７２－８３．

［７］ 　 Ｓｋａｐｅｒｄａｓ Ｓ．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９６；７（２）：２８３－２９０．

［８］　 Ｌｅｍｋｅ ＣＥ，Ｈｏｗｓｏｎ Ｊ，Ｊｏｓｅｐｈ 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ｂｉｍａｔｒｉｘ ｇａ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９６４；１２（２）：
４１３－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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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ｈａｎｇ Ｑｉｕ１，２，Ｂｉｎ Ｃｈｅｎ１∗，Ｒｏｎｇｘｉａｏ Ｗａｎｇ１，Ｚｈｅｎｇｑｉｕ Ｚｈｕ１，

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３，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Ｑｉｕ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１００７３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ｌｆ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６２８ ＸＥ Ｄｅｌｆｔ，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４１００３ Ｗｕｈｕ，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ｎｕｄｔｃｂ９３７２＠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ｐｏｓｅｄ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ＡＮ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Ｍ）．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Ｍ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Ｆ６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ｈｕｇ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ｈｏｐａｌ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ｇａｓ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Ｖａｒｍａ ａｎｄ
Ｇｕｅｓｔ，１９９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Ｓ ）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ｅ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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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ｙ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ｏ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ｏｏ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ｈｏｓ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ｌｏｗ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ｔ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ｓｔｅａｄｙ － ｓｔａｔ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 ｔｈｅｏｒｙ （ Ｄｒａｘ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ｌｐｈ，２０１２；
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ｗｆｏｒｄ，１９９６）． Ｉｔ
ｃ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ＨＡＳＴ （Ｃｏ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ｆｅｗ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Ｆ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Ｍａｚｚｏｌ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Ｐｏｎｔｉｇｇ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ＦＤ ｍｏｄｅｌ ｎｅｅｄｓ ｌｏ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ｈｏｕｒ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ｄａｙ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ＦＤ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ｉｎｐ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ｕｓｅ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ＡＮＮ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ｏｍｅ ｔｒｏｕｂ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Ｋｒａｓｎｏｐｏｌ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３； 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Ａ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 Ｍ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ｕｓ，ｍｏ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ＭＣＭＣ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ｏｒｙｓｉｅ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Ｋｅａ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Ｔｉｅｒｎｅｙ， １９９４； Ｙｅｅ， ２００７ ）． Ｓｏｍ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Ｈｕ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Ｗａｗｒｚｙｎ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ｏｓｔ
ｏ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ｗｈｏ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ｉ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Ｑ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ｈ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Ｏ ）
（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１９９５； Ｑ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Ｉ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ｑｕｉ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ｅ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Ｅｓｌ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２３



Ｋａｔａ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ａｙ 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ａ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ｓ ａ ｑｕｉｔｅ ｔｉｍｅ －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Ｍ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Ｄｏ ａｎｄ
Ｂａｔｚｏｇｌｏｕ，２００８）． Ｉｎ ｔｈｅ Ｅ － 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 － 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Ｎ － 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Ｏ － ＥＭ － 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Ｆ６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ｅｐｓ：

Ａ．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ａｓ
ｔｒａ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ｆ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ｓｔｅｐ Ｂ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ＡＮＮ－ｂａｓｅｄ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ｏｔｈ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ＳＯ 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Ｍ．
２．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ＦＤ ｎｅｅｄｓ ｑｕｉｔｅ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ｈａｒｄｌｙ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Ｎ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Ｍ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ｙｍｂｏｌ Ｕｎｉｔ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ｘ ｍ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ｙ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Ｈ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ｚ 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 ｇ ｓ－１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 ／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ｄｅｇ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ｖ ｍ ｓ－１

Ｍｉｘ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ｚｍ ｍ

Ｃｌｏｕ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ｚｃ ｍ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ｖｅｒ ｐｃ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 Ｋ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ｒｏｕｇｈ ｉｄｅａ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３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ｆ
ｗ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ｉｎｐｕｔ ｌａｙ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１，ｗｅ ｕｓ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１ ／ ｖ， ａｎｄ ｔｗｏ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Ｇｙ ａｎｄ Ｇｚ） ｏｎ ｙ－ ａｎｄ ｚ－
ａｘｅｓ ａｓ ＡＮＮ ｉｎｐ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ｙ ａｎｄ Ｇｚ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ｙ ＝ ｅｘｐ －
Ｄ２

ｙ

２σ２
ｙ

æ

è
ç

ö

ø
÷ ，

Ｇｚ ＝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ｗｈｅｒｅ Ｄｙ ａｎｄ ｚ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 ｉｓ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σｙ ａｎｄ σｚ，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ｘ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ｙ － ｔｏ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ｕ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ＡＮＮ，ｗｅ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Ｎ －
ｂａｓ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ｅ． 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ｌａｙｅｒ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ｉｎ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ｓｏ ｔｈｅ ＡＮ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ＬＡＢ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０）．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Ｎ．

２．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ｂｙ ＰＳＯ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４３



ｋｎｏｗ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ｗｅ
ｃａｎ ｊｕｓｔ ｕｓ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４．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ｓ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Ｏ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ａｎｄｏ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０）

ｉ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ａｎｇｅ，ｗｈｅｒｅ ｉ∈１，２，…，Ｎ． Ｔｈｅｎ，ｓｅ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ｑｉ

ｐ，
ｗｈｏ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０）

ｉ ．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ｑ．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ｓ．

ｖ（ ｔ ＋１）ｉ ＝ｗ·ｖ（ ｔ）ｉ ＋ ｃ１ｒ１（ｑｐ
ｉ － ｑ（ ｔ）

ｉ ）
＋ ｃ２ｒ２（ｑｇ － ｑ（ ｔ）

ｉ ）

ｑ（ ｔ ＋１）
ｉ ＝ｑ（ ｔ）

ｉ ＋ ｖ（ ｔ）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 （２）

　 　 ｗｈｅｒｅ ｖｔ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
ａｔ ｓｔｅｐ ｔ． ｑ（ ｔ）

ｉ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 ａｔ
ｓｔｅｐ ｔ． ｒ１ ａｎｄ ｒ２ ａ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Ｕ（０，
１）． ｗ，ｃ１，ａｎｄ ｃ２ ａｒｅ ＰＳ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ｃ１ ａｎｄ ｃ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２，ａｎｄ
ｗ 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２ ／ ｔ．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ｅｐ，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ｑｐ

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ｉｆ ｐ （ ｑ（ ｔ＋１）
ｉ ） ＞ ｐ

（ｑｐ
ｉ ）， ｗｈｅｒｅ ｐ （ ｑ ）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 ．

ｐ（ｑ） ∝ ｅｘｐ － １
２σ２

ｅ

ｆ（ｑ） － Ｄ ２{ } （３）

　 　 ｗｈｅｒｅ ｑ 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Ｄ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Ａ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ｑ； σｅ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σｅ ｎｅ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ｗｅ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ｑ）＝ ｆ（ｑ）－Ｄ２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ｑ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ｉｆ ｐ（ｑｐ
ｉ ）＞ｐ（ｑｇ）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ｅｐ．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 ｑｇ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Ｏ，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θｑ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２．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ｙ ＥＭ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ｘ，ｙ），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ｘ， ｙ ）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２，Ｅ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θ（０）

ｑ ． Ｔｈ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 －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θ（ ｉ）

ｑ ．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Ｅｑ． ，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Ｅｑ．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

ｐ（ｘ，ｙ） ∝ ｅｘｐ － １
２σ２

ｅ

ｆ（ｘ，ｙ） － Ｄ ２{ } （４）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 ｉ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 ｗ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３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θ（ ｉ＋１）
ｑ ．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θ（ ｉ＋１）

ｑ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ｎ ｎｅｘ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ｓ．

５３



Ｆｉｇ．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ｅｓ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ｒｅ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ｉｎ １９８５ （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ｈｅｘａ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ＳＦ６） ｔｏ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ｌｕｍｅ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８３．８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ｃｋ． Ｔｈｅ ＷＧＳ８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 ３９． ８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８６． 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ｉｓ ｓｅｔ ａｓ
（０， ０ ）．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１７０ ｈｏｕｒｓ．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９４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ｏｔｈｅｒ
１０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ｗｅｒ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ｂｏｕｔ １６０
ｇｒｏｕｎｄ －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０．２５
ｔｏ ６．０ ｋ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ｑ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１ ／ ｖ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Ｇｙ

ａｎｄ Ｇｚ，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ｘ，Ｄｙ，
σｙ ａｎｄ σｚ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ｘ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ｘ，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ｇ． ３． Ａｆｔｅｒ Ｄｘ

ａｎｄ Ｄｙ ｂｅｉｎｇ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σｙ ａｎｄ σｚ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Ｖｏｇｔ ’ ｓ ｓｃｈｅｍｅ （ Ｖｏｇｔ， １９７７ ）．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ｗｅ ｕｓ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１５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 ７０％ ａｎｄ ３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５３９６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ｓ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ｗｈｏｓ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ｐｏｃｈｓ ｉｓ １０００ （ｉ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 Ｉｆ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ｈｏｗｓ ｎ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ｅｐｏｃｈ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ｖｉａ ＭＡＴＬＡＢ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ｋｇ ｓ－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ＥＭ ｈａｓ １０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ｘ（０）

ｉ ，ｙ（０）
ｉ ）∈｛（ｘ，

ｙ） ｜ －６＜ｘ＜６，－６＜ｙ＜６｝ （ｕｎｉｔ： ｋｍ）．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Ｒ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ｔｒｅ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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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ｈａｓ １８ 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Ｆｉｇ． 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ｌｏｔ ｏｆ Ｒ２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Ｆｉｇ． ５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５．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ｒｅ ｚｅｒｏ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ｎｏｔ ｉｎ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ｓｅ ｕ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ｗａｙ，ｔｈｅｓｅ “ｚｅｒｏ”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ｇ． ５ （ ａ ）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ｙ＝ ｘ．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Ｒ２（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Ｆｉｇ． ４），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ｗｏ （ＦＡＣ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ａｓ （ Ｆ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 ＮＭＳ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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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ｕｒ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ＦＡＣ２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０．
５８２，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ａ
“ｇ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 ＦＡＣ２ ＞ ０． ５） （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ＦＡＣ２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ｙ＝ ２ｘ ａｎｄ ｙ ＝ ｘ ／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ＦＢ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 ０． ０２９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ＭＳＥ ｉｓ ０． ６８６１，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ｚｅｒｏ． Ｆｉｇ． ５ （ ｂ ）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ｍａｐ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ｐｌｕｍ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 －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１８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２

ｐｌｏ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ｐｅｎｄｓ １９７． ７２９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ｄａｔａ （２５３９６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５０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ｃＯＳ Ｈｉｇｈ Ｓｉｅｒｒ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 １３． ２，３． １
ＧＨｚ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 ｉ５，８ ＧＢ ２１３３ ＭＨｚ ＬＰＤＤＲ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３． ９５５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Ｎ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ｏｖ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ｔｈ，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ＡＮＮ
ｓｐｅｎｄｓ ３． ０４５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ｆｏｒ ｒｕｎｎｉｎｇ ５０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０． ０６１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ｑｕｉ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 Ｗｈ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１００ × １００ ｇｒ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ｔｉｍｅ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ｉｓ ０．０９７
（４．８２８ ／ ５０）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Ｆ６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Ｎ．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ｕｓｉｎｇ １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ＰＳ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ｓ ｖｅｒｙ ｓｏ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Ｓ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ｉｎ Ｆｉｇ． ６，
ｏｎｌｙ 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Ｓ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ｐｅｅｄ． Ｆｉｇ． ６ ｓｈｏｗｓ ２０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ｔ ｑｇ ＝ ５．１１８×１０－３ ｋｇ ／ 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ｑｒ ＝ ４． ９４０ × １０－３ ｋｇ ／ 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ｓ ｏｎｌｙ ３． ６１％．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ｌｏ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８３



Ｔｈｅ Ｅ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ｓ ｖｅｒｙ ｓｏ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ｑｇ

＝ ５．５０７×１０－３ ｋｇ ／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ｓ ９．９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２．１１６×１０－３ ｋｍ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１．７６％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ａｒｅａ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２ ｋｍ），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ｈｅ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Ｎ，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ＮＮ －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１）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Ｎ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 ２ ）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ＥＭ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Ｎ，ＰＳＯ ａｎｄ 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１）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ＡＮ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Ｉｆ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 ｏｒ ｅｖｅｎ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 ｐｓｅｕｄｏ ”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ＡＮ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ｃｅｓ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 －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ｓ
ｉｎｐ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ｅｒｒａｉｎ，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９３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Ｒ＆Ｄ） Ｐｌ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８０３３００，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Ｇｒａｎｔ Ｎｏｓ．
７１６７３２９２，６１５０３４０２ ＆ ６１６７３３８８），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Ｅｌｉ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Ｎｏ．
ＹＥＳＳ２０１５００８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ｌｅｎ，Ｃ． Ｔ．，Ｙｏｕｎｇ，Ｇ． Ｓ．，Ｈａｕｐｔ， Ｓ． Ｅ．， ２００７．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１，２２８３－２２８９．

Ｂｏｒｙｓｉｅｗｉｃｚ， Ｍ．， Ｗａｗｒｚｙｎｃｚａｋ， Ａ．， Ｋｏｐｋａ， Ｐ．， ２０１２．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Ｍｏｄｅｌ’ 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７，２５３．

Ｃｈａｉ， Ｔ．， Ｄｒａｘｌｅｒ， Ｒ．， Ｓｔｅｉｎ， Ａ．， ２０１５．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ｓｅｕｄｏ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ｃｅｓｉｕｍ－ １３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６，２４１－２５１．

Ｃｈａｎｇ， Ｊ． Ｃ．， Ｈａｎｎａ， Ｓ． Ｒ．， ２００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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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６５，２０６９．

Ｓｏ，Ｗ．，Ｋｏｏ，Ｊ．，Ｓｈｉｎ，Ｄ．，Ｙｏｏｎ，Ｅ．Ｓ．，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８，１９９－２０４．

Ｓｔｅｉｎ，Ａ．Ｆ．，Ｄｒａｘｌｅｒ，Ｒ．Ｒ．，Ｒｏｌｐｈ，Ｇ．Ｄ．，Ｓｔｕｎｄｅｒ，Ｂ． Ｊ． Ｂ．，
Ｃｏｈｅｎ，Ｍ．Ｄ．，２０１５． ＮＯＡＡ’ｓ ＨＹＳＰＬＩ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ｌｌ．
Ａｍ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 Ｓｏｃ． ９６，２０５９－２０７７．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Ｌ． Ｃ．， Ｈｉｒｓｔ， Ｂ．， Ｇｉｂｓｏｎ， Ｇ．，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Ｓｋｅｌｄｏｎ，Ｋ．Ｄ．，Ｐａｄｇｅｔｔ，Ｍ．Ｊ．，２００７．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１，１１２８
－１１３４．

Ｔｉｅｒｎｅｙ，Ｌ．，１９９４．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１７０１－１７２８．

Ｖａｒｍａ，Ｄ． Ｒ．， Ｇｕｅｓｔ， Ｉ．，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Ｂｈｏｐａｌ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４０，５１３－５２９．

Ｖｏｇｔ，Ｋ． Ｊ．，１９７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ａｉｒ ｐｌｕ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Ｎｕｃ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３４：１．

Ｗａｗｒｚｙｎｃｚａｋ， Ａ．， Ｋｏｐｋａ， Ｐ．， Ｂｏｒｙｓｉｅｗｉｃｚ， Ｍ．， ２０１４．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ｉ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ｙｒｚｙｋｏｗｓｋｉ，Ｒ．，Ｄｏｎｇａｒｒａ，Ｊ．，Ｋａｒｃｚｅｗｓｋｉ，Ｋ．，Ｗａｓ＇

ｎｉｅｗｓｋｉ，Ｊ． （Ｅｄ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ＰＡＭ
２０１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ｐｐ． ４０７－４１７．

Ｗｉｌｓｏｎ，Ｊ． Ｄ．，Ｓａｗｆｏｒｄ，Ｂ． Ｌ．，１９９６．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７８，１９１－
２１０．

Ｙｅｅ，Ｅ．，２００７．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ＶＩＩＩ．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Ｗ．， ＩＩＩ．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Ｅ，ｐｐ． ６５５４０Ｗ－６５５４０Ｗ－６５５１２．

Ｚｈａｎｇ，Ｙ．，Ｗａｎｇ， Ｌ．，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ＣＴＣＳ ２０１２），５１７－５２３．

１４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Ｚｈｅｎｇｑｉｕ Ｚｈｕ １，Ｂｉｎ Ｃｈｅｎ １，∗，Ｓｉｈａｎｇ Ｑｉｕ １，２，Ｒｏｎｇｘｉａｏ Ｗａｎｇ １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Ｑｉｕ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７３，Ｐ．Ｒ． 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ｅｂ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ｌｆ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Ｕ Ｄｅｌｆｔ），２６２８ ＸＥ Ｄｅｌｆｔ，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ｎｕｄｔｃｂ９３７２＠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Ｔｅｌ．： ＋８６－１３７－８７１４－８７９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ｃａｎ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ｒｅｌｙ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ａｒｅｌｙ ｈｏｌｄ ｉｎ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ｙ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ｘｅｒｔ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ｏｒ ｆａ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ｕｐ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ａ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ｏｍａｉｎ
［１］， Ｚ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２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ａｍｅｓ （ＳＳＧｓ），
ｔｈｅ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ｒａｒｅｌｙ ｈｏｌｄ
ｉｎ ｒｅａｌ － ｗｏｒｌｄ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ｉ． ｅ．，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ｇａｍｅ），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 ｆａｌｓ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４ ］． Ｔｈｕ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ｔｏ ｆａｃ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ａｍｕｔ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ｗｏ ｍｏｒ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 ｉ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ｉｉ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ｏｔ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 ｂｅ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ＢＲ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ｉｔａ ｅｔ ａｌ． ［５］，ｗ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ｅｌｌ ｗ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ε－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 ａｎｄ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ε－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ｉ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ｙ ｎｏｔ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ｈｉｓ ｏｗ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ｍａ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 ε－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５］．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ｐｒｉｏｒ ［７］，ｗｈｅｒｅ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ｂｉａｓｅｓ ［７ －

９］． Ｔｈｕｓ，ｈｕｍａ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α∈
［０，１］，ｏｎ ｔｈｅ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ｐ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１－α，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ｖｉｅｗ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ｅ．，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α）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ＢＲＡ， ｂｕｔ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 ｅ． 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ｌａｎ ａｉｍ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ｒｉｓｋ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２．１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ｅ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ｉ． 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ｒｕｎｔｌ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ｔｈｅ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２．１．１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ｈｉｌｅ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ｉ． 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ｒｕｎｔｌ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ｎ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２］．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３４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Θ ａｎｄ 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１．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ｓ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１），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ｄａ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ｉｍｅｓ ｓｌ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ｄａ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２）．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ｄａ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ｕ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ｓ ｉｎ ｏｎｅ ｄａｙ．

θｉ ＝ Πｒ∈Ｒ，ｔ∈Ｔｓｄ（ ｒ，ｔ）， （１）
ψ ｊ ＝ Π ｔ∈Τｓａ（ ｔ）， （２）
ＳΘ ＝ ２ Ｒ · Ｔ ， （３）
ＳΨ ＝ ２ Ｔ ， （４）

　 　 ｗｈｅｒｅ θ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ｗｈｉｌｅ ψ ｊ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 ａｎｄ ｊ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ａ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Ｒ ＝ ｛ １， ２，．．．， Ｒ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 ｍｅａｎｓ Ｔ ＝ ｛１，２，．．．， Ｔ ｝；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ｄ（ ｒ，ｔ） ｍｅａｎｓ ｓｄ（ ｒ，ｔ）∈｛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 （ ｔ ） ｍｅａｎｓ ｓａ （ ｔ ） ∈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ｎｏ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Π；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Θ ａｎｄ Ｓ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１．３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ｓ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ｍｓ ｈｉｇｈ －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ａ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γ１，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γ２ ． 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γ２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γ１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ａ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Ｎｍｓ·Ｃ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ａ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ＰＴＰ）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Ｃａ ．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ＴＰ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ｕｎｄ
ｇａｍｅ． Ｔｈｕ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ｍ－１）·Ｃｏ ． 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ｉｎ ａ ｒｏｕｎｄ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ｏ，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ａｍ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ｌｔｈ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Ｒａ

ｌ ｆｒｏｍ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ＰＴＰ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ｅｔｓ ａ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Ｐｄ

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 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４４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 ｐｅｎａｌｔｙ，Ｐａ

ｌ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Ｒｄ

ｌ ． 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ｏｎ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ｆｅｉｔ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ｒｅｂｙ，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０≤－Ｐｄ

ｌ ≤Ｒｄ
ｌ ａｎｄ ０≤

Ｒａ
ｌ ≤－Ｐａ

ｌ ．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ｗ ｐｌａｙｅｒ，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ｈｕｓ， ｗｅ ｃａｎ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ｕａ，ｕｄ ） ｔｏ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ｔｕ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ｅ． ｇ．，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ｉ．ｅ．，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ｎ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Ｏｐｅｎ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γ２ ）·Ｒａ

ｌ ＋γ２ ·Ｐａ
ｌ －（ｍ－ １）·

Ｃｏ，γ２·Ｒｄ
ｌ ＋（１－γ２）·Ｐｄ

ｌ －Ｎｍｓ·Ｃｄ

（１－γ１）·Ｒａ
ｌ ＋γ１·Ｐａ

ｌ －（ｍ－１）·Ｃｏ，γ１·Ｒｄ
ｌ ＋（１－

γ１）·Ｐｄ
ｌ

Ｎ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ａ－（ｍ－１）·Ｃｏ，－Ｎｍｓ·Ｃｄ －Ｃａ－（ｍ－１）·Ｃｏ，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ｎ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Ｍ ｒｏｕｎｄ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ａ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Ｕｄ ＝ Ｍ

ｍ ＝ １
ｕｍ
ｄ（ｘｍ，ｑｍ，１，．．．，ｑｍ，｜ Ｌ｜ ）

＝ Ｍ

ｍ ＝ １ ｌ
ｐｌ·ｕｌ

ｄ（ｘｍ，ｑｍ，ｌ）

＝ Ｍ

ｍ ＝ １ ｌ
ｐｌ· ｉ∈ＳΘ

 ｊ∈ＳΨ

　 ｕｍ，ｌ
ｄ （θｉ，ψ ｊ）·ｘｍ

ｉ ·ｑｍ，ｌ
ｊ ， （５）

Ｕｌ
ａ ＝ Ｍ

ｍ ＝ １
ｕｍ，ｌ
ａ （ｘｍ，ｑｍ，ｌ）

＝ Ｍ

ｍ ＝ １ ｉ∈ＳΘ
 ｊ∈ＳΨ

　 ｕｍ，ｌ
ａ （θｉ，ψ ｊ）·ｘｍ

ｉ ·ｑｍ，ｌ
ｊ ， （６）

ｗｈｅｒｅ Ｕ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Ｍ
ｒｏｕｎｄｓ ｇａｍ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Ｕｌ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Ｍ ｒｏｕｎｄｓ ｇａｍ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ｔｈ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２．２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１　 ＣＯＢＲＡ（α，ε）

Ｉｎ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ｌ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ｆａｃ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ｗｈｏ ｍａｙ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ｍｅｄｙ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ａ ｅｔ ａｌ． ［ ５］ ｄｒｅｗ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ｏｂｕｓ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 １０ ］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ｅｇｅ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ＩＬＰ），ＣＯＢＲＡ，
ｗｈｉｃｈ ｂｕｉｌ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ｇａｍ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ｓｏｌｖｅｒ （ ＤＯＢＳＳ）． Ｔｈａｔ ｉ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ＢＲＡ ａ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ｚｅｒｏ，ＣＯＢＲＡ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ＤＯＢ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ｗａｒ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ｕｅ ｔｏ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ｆｏｒ 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ε－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ＤＯＢ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 ｉｔ ａｌｓ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ｂｉａ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ＢＲＡ（α，
ε），α ａｎｄ ε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５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ε ｉｓ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α ｉｓ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ｂｉ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ｌ ｆｏｒ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ｘ，ｈ，ｑ，ａ，γ ｌ∈Ｌ
ｐｌ·γｌ， （７）

ｓ．ｔ． ｉ∈ＳΘ
ｘｉ ＝ １， （８）

 ｊ∈ＳΨ
ｈｌ
ｊ ≥ １∀ｌ ∈ Ｌ， （９）

 ｊ∈ＳΨ
ｑｌ
ｊ ＝ １∀ｌ ∈ Ｌ， （１０）

０ ≤ （ａｌ －  ｉ∈ＳΘ
Ｃ ｌ

ｉｊ·ｘ′ｉ）

≤ （１ － ｑｌ
ｊ）·ＭＲ∀ｌ ∈ Ｌ，ｊ ∈ ＳΨ， （１１）

ε·（１ － ｈｌ
ｊ） ≤ ａｌ －  ｉ∈ＳΘ

Ｃ ｌ
ｉｊ·ｘ′ｉ

≤ ε ＋ （１ － ｈｌ
ｊ）·ＭＲ∀ｌ ∈ Ｌ，ｊ ∈ ＳΨ，

（１２）

ＭＲ·（１ － ｈｌ
ｊ） ＋  ｉ∈ＳΘ

Ｒ ｌ
ｉｊ·ｘｉ

≥ γｌ∀ｌ ∈ Ｌ，ｊ ∈ ＳΨ， （１３）
ｑｌ
ｊ ≤ ｈｌ

ｊ∀ｌ ∈ Ｌ，ｊ ∈ ＳΨ， （１４）
ｈｌ
ｊ，ｑｌ

ｊ ∈ ｛０，１｝∀ｌ ∈ Ｌ，ｊ ∈ ＳΨ， （１５）
ｘｉ ∈ ［０，１］∀ｉ ∈ ＳΘ， （１６）

ａｌ ∈ Ｒ∀ｌ ∈ Ｌ， （１７）
ｘ′ｉ ＝ α·（１ ／ ｜ ＳΘ ｜ ） ＋ （１ － α）·ｘｉ∀ｉ ∈ ＳΘ，

（１８）
２．２．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ｂｉａｓ，α
ｃａｎ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ａｍｅｌｙ，ｉ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ｏｕ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ｔｈｅｎ α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ｗ，ｗｈｉｌｅ ｉｆ ｗｅ ｓｕｓｐｅｃ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ｕｒ ｐｏｌｉｃｙ，α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ｉｇ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ＢＲＡ ｉｓ ａｎ ＭＩＬＰ － ｂａ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ｎ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α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α． Ａｓ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ａｌ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ｏｒ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ｖｅｎｔ
（ｅ．ｇ．， ｂｅｉｎｇ ｂｕｒｎｅｄ ｂｙ ａ ｈｏｔ ｓｔｏｖｅ）， ｂｕｔ ｍｕｃ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ｋｉｌ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ａ ｔｅｒｍ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 ｂｏｄ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ｌｅａｒ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ｉ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ｘｉｓ，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ｒ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ｘｉｓ， ｉｔ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ｓ ｔｉｍｅ，ｏｒ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ｉｍｅ，
ｌｉｋ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ｉａｌｓ） ．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 － ｃｕｒｖｅ ｏｒ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 ｉ． 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ｒ ｆａｌｌ ｔｏ
ａ 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α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α． 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ａ ｒｅ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ｃｅｎ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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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Ｗ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２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 ］，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ｒｕｎｔｌ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ｏｐ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ｏｒ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ｗ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ｓｔ 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ｉ．ｅ．，
Ｔａｂｌｅ Ａ１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Ａ２）．

Ｔｈｅ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Ｈｅｎｃｅ，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ｇ．，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ｓｅ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ｄ ２ Ｒａ
ｌ ｍａｘ ９００

Ｃａ ４０ Ｒａ
ｌ ｍｉｎ ８００

Ｒｄ
ｌ ６００ Ｐａ

ｌ －１６００

Ｐｄ
ｌ ｍａｘ －３５０ Ｌ ２４

Ｐｄ
ｌ ｍｉｎ －４００ γ２ ０．５

γ１ ０．１ Ｔ ２

Ｒ １ Ｃｏ ２

Ｎｍｓ ５ Ｍ ６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ａｉ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ｉ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 ｉｉ）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α ｉｓ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ｈｏｗ ｂｉ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ＣＯＢＲＡ．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ｒｏｂｕ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
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ｋｅｅｐ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ｂｕｔ ｎｏｎ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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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ＰＥ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
３．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ｅｔ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ｔ ２． ５，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Ｈｅｒｅ，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Ｍ ＝ ６ ｇａｍ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ｗ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３ （ ｉ． 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α ｉ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α ＝ ｆ（ｍ） ＝
１ － ０．０３·（ｍ － １） ２１ ≤ ｍ ≤ ３
ｅ －２·（ｍ－１）４ ≤ ｍ ≤ ６{ ，

（１９）

α ＝ ｆ（ｍ） ＝ ｅ －２·（ｍ－１）１ ≤ ｍ ≤ ６， （２０）
α ＝ ｆ（ｍ） ＝ ｍ －２１ ≤ ｍ ≤ ６． （２１）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ＰＥ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ＢＲＡ，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ｙｏｆｆｓ （ ｉ． 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ａｙｏｆ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ｅａｎｓ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ｒ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ｅ．，Ｔａｂｌｅ
Ａ３，Ａ４ ａｎｄ Ａ５）．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Ｂ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ｌｐｈａ Ｄｅ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ｆ
Ｐａｙｏｆｆ

Ｔｉｍｅ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１ １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５．９４８５ ０．１５５ ｓ

ｍ＝２ ０．９７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５．９４８５ ０．０９９ ｓ

ｍ＝３ ０．８８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５．９４８５ ０．１３０ ｓ

ｍ＝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３８６，０．３０７，０．３０７，０］ ２４ －１３．８５９６ １０７３．５ ｓ

ｍ＝５ ３．３５４６ｅ－０４ ［０．６９２６，０，０，０．３０７４］ ２４ －１３．８４７４ １４６０．７ ｓ

ｍ＝６ ４．５４００ｅ－０５ ［０．６９２５，０，０，０．３０７５］ ２４ －１３．８４７４ １５６８．３ ｓ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１ １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５．９４８５ ０．１８３ ｓ

ｍ＝２ ０．１３５３ ［０．４３４，０．２８３，０．２８３，０］ ２２ －１４．３５６ ３０９７．９ ｓ

ｍ＝３ ０．０１８３ ［０．３９２，０．３０４，０．３０４，０］ ２４ －１３．９２１８ ３６０４．８ ｓ

ｍ＝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３８６，０．３０７，０．３０７，０］ ２４ －１３．８５９６ １０８５．５ ｓ

ｍ＝５ ３．３５４６ｅ－０４ ［０．６９２６，０，０，０．３０７４］ ２４ －１３．８４７４ １４７３．６ ｓ

ｍ＝６ ４．５４００ｅ－０５ ［０．６９２５，０，０，０．３０７５］ ２４ －１３．８４７４ １５８０．７ ｓ

８４



续表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ｌｐｈａ Ｄｅ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ｆ
Ｐａｙｏｆｆ

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１ １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５．９４８５ ０．２６３ ｓ

ｍ＝２ ０．２５ ［０．４７８，０．２６１，０．２６１，０］ ２０ －１０．６２９ ８２２．５６ ｓ

ｍ＝３ ０．１１１１ ［０．４３３，０．２８３５，０．２８３５，０］ ２４ －１４．３３１２ ２３９０．９ ｓ

ｍ＝４ ０．０６２５ ［０．４１，０．２９５，０．２９５，０］ ２４ －１４．１０６７ ４３７２．９ ｓ

ｍ＝５ ０．０４００ ［０．７００５，０，０，０．２９９５］ ２４ －１４．０１０４ １８６７．３ ｓ

ｍ＝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６９８，０，０，０．３０２］ ２４ －１３．９６ ３９０８．３ 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ｔａｋｅ ａ ｒｏｗ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 ｉｓ ｓｅｔ ａｔ ４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ｏｐｅｎ，ｏｐｅｎ） ａｔ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０． ３８６，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ａｔ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０． ３０７， ａｎｄ ｓｏ ｆｏ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ｏｕｌｄ，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ｏｆ － １３．８５９６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ｄａｙ，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ｙ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ｎｏ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ｏ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ｒ． 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ｉ．ｅ．，Ｔａｂｌｅ
Ａ３，Ａ４ ａｎｄ Ａ５）．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Ｐ ａｎｄ Ａｔｔ＿Ｓｔｒ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３，Ａ４ ａｎｄ Ａ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ｄｒ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ｗ． ｒ． 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ｓｅｔ ａｔ ０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 ｉ． ｅ．， ｍ ＝ １ ），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ｏｐｅｎ，
ｏｐｅｎ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ｏｂｅ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ＴＰ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ｙｏｆｆ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ｒ，ＭＡＸＩＭＩＮ，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ｙｏｆ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ＢＲ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ＢＲＡ ｓｏｌｖｅｒ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ｓｏｌｖｅｒ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ｔ － ８２０
ＲＭＢ，ａｎｄ ｎｏ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ｏｎｅ－ｄａｙ ｇａｍｅ．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ｈｅｒ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ｐｌａｙ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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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 ａ）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ｕｎｄｅｒ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ｂ）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ｃ）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ｆ Ｐａｙｏｆｆ Ｔｉｍｅ

ｍ＝１ ［０．５６２，０．１８５，０．１８５，０．０６８］ －１４．９８７９７５９５ ０．０２２３ ｓ

ｍ＝２ ［０．５６２，０．１８５，０．１８５，０．０６８］ －１４．９８７９７５９５ ０．０２４２ ｓ

ｍ＝３ ［０．５６２，０．１８５，０．１８５，０．０６８］ －１４．９８７９７５９５ ０．０１００ ｓ

ｍ＝４ ［０．５６１９７５，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０６７９８７］ －１４．９８８ ０．０１００ ｓ

ｍ＝５ ［０．５６１９７５，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０６７９８７］ －１４．９８８ ０．００８９ ｓ

ｍ＝６ ［０．５６１９７５，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１８５０１９，０．０６７９８７］ －１４．９８８ ０．００９９ 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ｓ ３ ａｎｄ ４．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ｏｕｒ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Ｒ ｉｎ ＣＯＢＲＡ ｓｏｌｖｅｒ，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 ｂｒａｎｃｈ
－ ａｎｄ － ｂｏｕ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ｔ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Ｒ ｔｏ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ｉ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ｃａｎ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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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ｗ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ｆｉｖｅ
ｔｏ ｔｅｎ ｔ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ｓ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ＭＡＸＩＭ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ｏｆ ０．０２４２ ｓ，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 ｏｕｒ ｃａ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ｔ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ＢＲ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ｅｅｄ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Ｂ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 １１ ］． Ｉｎ ｔｈａｔ ｐａｐ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ＢＲＡ，
ＤＯＢ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ｂｕｔ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ｌｐｈａ α
ｉｓ ｌａｒｇｅ （ｉ．ｅ．，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ｋｎｏｗ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ｓ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ＰＥＰ ｇａｍｅ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ｒ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ｈｅｒ ｄａｉ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

３．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ｌｐｈａ α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ｔ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ｔ ０．５，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ｅｔ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２． ５ ［ １１］， ｗｅ ａｒ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ｉｓ ｓｅ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ａｎｄ ２． ５．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ε ａ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ＢＲＡ ｓｏｌｖ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ＰＥ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ｙ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ｌｉ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ｗ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ｍ ａｇａｉｎ 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ｅ．，Ｔａｂｌｅ Ａ６）．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Ｐ ａｎｄ Ａｔｔ＿Ｓｔｒ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６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１］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ＢＲＡ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ｗｈ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１８ ） ｍａｋｅｓ ｑｌ

ｊ ＝ １ ｗｈｅｎ ｔｈａ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ｒｅｗａｒ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ε，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ε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ｅｔ
ｔｏ １．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 ｉ． 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２２））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γｌ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ｉｓ ｓｅ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ａｎｄ
２．５，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ｉｓ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ｌａｓ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ｍａｙ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 ５ ａｎｄ ５，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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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ｒａ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 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Ｂ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 ．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Ｄｅ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ｆ Ｐａｙｏｆｆ Ｔｉｍｅ

ε＝０．５ ［０．６３５８，０．１８２１，０．１８２１，０］ １１ ３３．７４５６ ４６６．３ ｓ

ε＝１ ［０．６３３８，０．１８３１，０．１８３１，０］ １１ ３３．３０４２ ３６０．１ ｓ

ε＝１．５ ［０．６３１７，０．１８４１５，０．１８４１５，０］ １１ ３２．８６２９ ２５９．８ ｓ

ε＝２ ［０．６２９７，０．１８５１５，０．１８５１５，０］ １１ ３２．４２１６ ２６６９．１ ｓ

ε＝２．５ ［０．６２７７，０．１８６２，０．１８６２，０］ １１ ３１．９８０２ ５６２．７ ｓ

ε＝５ ［０．６１７２，０．１９１４，０．１９１４，０］ ９ ３０．３５３６ ６７５．８ ｓ

ε＝７．５ ［０．６０４３，０．１９７８５，０．１９７８５，０］ ８ ２８．４１７５ ２３４７．２ ｓ

ε＝１０ ［０．５９７１，０．２０１４５，０．２０１４５，０］ ７ ２６．７５６６ ８１５７．８ 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ｂ）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ａｓ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ｙｏｆ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ｓ － １４． ９８８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０．

５６２，０．１８５，０．１８５，０．０６８］．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ＰＥ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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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ｌｉｇｈｔ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ｅｐｓｉｌｏｎ ε，ｔｈｅ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ｉ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ｏｆ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ＰＥ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ＢＲＡ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Ｂ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ｅｓｓ ｒｅｗａｒ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ｏｂｔａｉｎ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ｌ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ｙｏｆｆ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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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Ｏ），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Ａ）． Ｔｈｉｓ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ｈｅ ＳＡ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Ｏ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ＨＡＳＴ），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ｅｄ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ｉ． 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ｋｎｏｗ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４５



ｔｅｒｍ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ｅ． ｇ．，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１］．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ｎ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ｉｒ．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２， ３ ］，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ＬＳ） ｍｏｄｅｌ ［４，５］，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ＣＦＤ） ｍｏｄｅｌ ［ ６，７］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ｉｎ ｓｏｍｅ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Ｓ ａｎｄ ＣＦ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ｂ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ｕｓｅ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ｅ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８－
１０］．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ＮＮ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Ｎ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ｓｔ． Ｂｏｚ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９］ ｕｓｅｄ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 ＳＯ２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 ［ １０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Ｎ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 ａ ｃｏｓｔ 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ｇ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ｅ． 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 １１ ］），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ｅ． 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Ｏ）） ［１２，１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ＳＡ ） ［ １４ ］，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ＧＡ ） ［ １５， １６ ］）．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ｏ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ｅｌｌ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ｇｅｔ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ｓｔ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ａｒｄ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ＳＯ ａｎｄ Ｇ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ＳＡ ａｎｄ ＰＳＯ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ｔｈｅ

５５



ＡＮＮ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ＳＯ 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 ＰＳＯ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ｔ ｒｕｎ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ｂｕｔ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ａ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ｅａｓｉｌ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Ａ ｈａｓ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ｅｌｌ ｏｎ ｂｏ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ＰＨ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Ｎ －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Ａ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ａｎｄ 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Ｎ
Ａ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Ｎ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ｔｈｅ ＡＮＮ ｎｅｅｄｓ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ｐｕｔｓ． Ｉｎ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 Ｕｎｉｔ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ｘ ｍ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ｙ ｍ

续表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 Ｕｎｉ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Ｑ ｇ·ｓ－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ａｃｋ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ｓ 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Ｖ ｍ·ｓ－１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 ｄｅ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 ℃

Ｔａｒｇｅ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Ｚ ｍ

Ｍｉｘ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ＸＺｍ ｍ

Ｃｌｏｕ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Ｚｃ ｍ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ｖｅｒ Ｐｃ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ｓ ｉ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ｉｎｐ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Ｄｘ， Ｄｙ， Ｑ， Ｖ， Ｄｉｒ， Ｈｓ， Ｚ，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 ｂ， ｃ， ａｎｄ 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ｂ，ｃ ａｎｄ ｄ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 １８ ］ ｂｙ
Ｖｏｇｔ’ｓ ｓｃｈｅｍｅ ［１９］．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Ｎ，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ｗｏ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ｓ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ＬＡＢ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６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ＳＯ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ｒｉｖｅ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ｅａｓｉｌ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 ｅ．
ｇ．，ｍｕｌｔｉ － ｐｅａ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Ａ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ｔ ｒｕｎｓ ｓｌｏｗ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ＰＳＯ
ａｎｄ ＳＡ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ｉ．
ｅ．，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ｓ ｗｅｌｌ，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ａ ５－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 Ｑ， ｘ， ｙ， Ｖ， Ｄｉｒ ）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ｔｈｅ
ｔｗｏ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１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１）．

ｆｉｔｎｅｓｓ（ｐ） ∝ ｅｘｐ － １
２σ２

ｅ

ｆ（ｐ） － Ｃｏ
２{ }

（１）
ｗｈｅｒｅ ｆ（ｐ）＝ ｛Ｃｐ１，Ｃｐ２，…，Ｃｐｎ｝ ａｎｄ ＣＯ ＝ ｛ＣＯ１，
ＣＯ２，…， ＣＯｎ ｝． ｐ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 ｐ） ｉｓ ａ ｖ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ｐ．
ＣＯ ｉｓ ａ ｖ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σ２

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ｍｅａｎ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ｎａｍｅｌｙ，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２．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ＳＯ，ｐｂｉ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ｇｂ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ｏ ｆａｒ． Ｉｆ ａ ｎｅｗ ｐｂｉ ｏｒ ｇｂ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ｂｉ

ａｎｄ ｇｂ ａｒ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ａｌｕ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ｕｌｅ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ａ “ ｗｏｒ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ｊｕｍｐ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ｂｉ ｏｒ ｇｂ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７５



ＰＳＯ．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ｎｏ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２）：

ｐｒｏｂ ＝ ｅｘｐ（ － （ ｆｉｔ － ｎｅｗｆｉｔ） ／ Ｔ）
Ｔ： ＝ α·Ｔ{ （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ｆ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ｂ ｏｒ ｇｂ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ｄｅｃａｙｓ ｂｙ ｒａｔｅ
α．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ｓ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 ｇｏｏ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ｅｌｌ ｏｎ ｂｏ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ＨＡＳＴ．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ＳＡ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 ｅ．，ＰＳＯ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ａ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ＰＨＡＳＴ，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２．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 Ｄｅｆｉｎ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４．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Ｎ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３．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ＨＡＳＴ）． ＰＨＡＳ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ＡＳＴ，ａ ｌｅａ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ｙｐ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ｉ． 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ｅｔｃ． Ｉｎ ａ ｌｅａ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ｃａｎ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ＵＤＭ） ｏｆ ＰＨ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Ｃｌ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４５ ｍ．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ＡＮ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０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Ｎ ’ 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 ０ ｍ，０ ｍ） ｗｉｔｈ 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４５ ｍ．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２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５０ ｍ，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２１ × ２１． Ａｌ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ｎｏｉｓ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ＤＭ ｉｎ ＰＨＡＳＴ．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ｌｕｍ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２ ａｒｅａ．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８５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 ２５ ｇ
·ｓ － １， （ ０， ０）， ４ ｍ· ｓ － １， １３５ ｄｅｇ ａｎｄ Ｃ，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ｕ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６ × ６，１１ × １１，２１ × ２１，
ａｎｄ ５１ × ５１）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２００ ｍ，１００ ｍ，５０ ｍ，２０
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Ｎ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ＨＡＳＴ （６０，３２７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ｍ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ｔ （ ５０％， ３０， １６３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ｅｔ （ ２５％， １５， ０８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ｓｅｔ （２５％，１５，０８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Ｂ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ｅｒｒｏｒ （ ＮＭ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Ｍ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ｃｏｕｌｄ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ＮＭＳ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ｈａｄ ３０ ａｎｄ ４ ｎｅｕｒ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ＬＡＢ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ｏｌｂｏｘ．
３．３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１６］，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ｑ ＝
｜ Ｑａｃｔ － Ｑｅｓｔ ｜

Ｑａｃｔ
（３）

Ｓｘ ＝ ｍａｘ
（ｘａｃｔ － ｘｅｓｔ）
（ｘａｃｔ － ｘｍｉｎ）

，
（ｘｅｓｔ － ｘａｃｔ）
（ｘｍａｘ － ｘａｃｔ）

æ

è
ç

ö

ø
÷ （４）

Ｓｘ ＝ ｍａｘ
（ｘａｃｔ － ｘｅｓｔ）
（ｘａｃｔ － ｘｍｉｎ）

，
（ｘｅｓｔ － ｘａｃｔ）
（ｘｍａｘ － ｘａｃｔ）

æ

è
ç

ö

ø
÷ （５）

Ｓｖ ＝
Ｖａｃｔ － Ｖｅｓｔ

Ｖａｃｔ
（６）

Ｓｄｉｒ ＝ ｍｉｎ（ Ｄｉｒａｃｔ － Ｄｉｒｅｓｔ ，
３６０ － Ｄｉｒａｃｔ － Ｄｉｒｅｓｔ ） ／ ９０ （７）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ｅｓ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ｍ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ｘ”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ｑ ａｎｄ Ｓ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ｘ ａｎｄ Ｓ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ｎｇｅ． Ｉｆ ｘｅｓｔ ｏｒ
ｙｅｓ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ｒ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ｎｇｅ，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１．０．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ｄｉｒ ｉ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ｅ． ｇ．， ｜ Ｄｉｒａｃｔ －Ｄｉｒｅｓｔ ｜ ＞ １８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ｔ ｔｏ １．０ ｉｆ ｔｈｅｙ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０．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 ０，１． 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ｒｅ ＝ （ｗ１Ｓｑ ＋ ｗ２Ｓｘ ＋ ｗ３Ｓｙ

＋ ｗ４Ｓｖ ＋ ｗ５Ｓｄｉｒ） ／ ５ （１０）
　 　 ｗｈｅｒｅ ｗ ｉ，ｉ ＝ １，２，３，４，５ 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２． ０， ５． ０， ５． ０， ２． ０， ａｎｄ １． 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ｓｅｔ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ｚｅｒｏ．
３．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Ｎ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ｎｄ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ｅ ｃａｎ ｇｅ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５０ ｒｕ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０５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９５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ｗｉｔｈ ２１ × ２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ｏｒ ｍｏｒｅ，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０５）．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１１ × １１），ｔｈｅ ＳＡ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０．０２２０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０． ０６７９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ｗａｓ ３．
６０５９ （ ｗｉｔｈ ｅｒｒｏｒ － ０． ３９４１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０％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Ａ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ｗａｓ ３．
８６７８，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ａ ３． ３％ ｅｒｒｏｒ （ － ０． １３２２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ｏ ６
× ６，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ｏｔ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０５）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ｊｕｍｐ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１１ × １１ ｏｒ ２１ × ２１ ｔ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ｂｙ ｂｏｔ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Ｑ）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 Ｖ）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ａ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ｘ， 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ＡＰＳＯ）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ｅｒｒ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ｓ－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ｍ·ｓ－１）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 ２５ （０，０） ４ １３５ ０ ／

ＰＳＯ ＆ ＡＮＮ ６ × ６ １．７９８０ （－１．４０３５，１．４１９６） ０．５０８４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８５５ ８２．１４

ＳＡＰＳＯ ＆ ＡＮＮ ６ × ６ １．４８８３ （－１．０５６４，０．５７１２） ０．４３１３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７０４ ８４．０１

ＰＳＯ ＆ ＡＮＮ １１ × １１ －１．４４１０ （１．１１０２，－１．１４２４） －０．３９４１ ０．２０２９ ０．０６７９ ８３．５３

ＳＡＰＳＯ ＆ ＡＮＮ １１ × １１ －０．２３３１ （１．１６４８，－１．２２４７） －０．１３２２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２２０ ８４．０２

ＰＳＯ ＆ ＡＮＮ ２１ × ２１ －０．２４０６ （１．１８７１，－１．１９３７） －０．２３４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１ ８３．１７

ＳＡＰＳＯ ＆ ＡＮＮ ２１ × ２１ ０．０４３０ （０．５８３５，－０．７２７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７３ ８４．７７

ＰＳＯ ＆ ＡＮＮ ５１ × ５１ －０．２４０６ （０．３５７６，－０．４１０７）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１１８ ８５．６６

ＳＡＰＳＯ ＆ ＡＮＮ ５１ × ５１ －０．１３６５ （０．３４７３，－０．３４５４）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７９ ８８．６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ｉｔｈ

０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ｏｓ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ｈａｓ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ｓ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ｎ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ｉｔ ｗ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５０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５１ × ５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ｅｒｅ ３７．５８２５ ｇ·ｓ－ １，５３． ５４０９ ｍ，７４．
６３０８ ｍ，２．５３９０ ｍ·ｓ－１，ａｎｄ １４５．３８５７°，ｗｉｔｈ ０．
５１ 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ｎ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ｔ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ｉ．ｅ．，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ｏｒ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ｎ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１）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ＰＳ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ＳＯ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３．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ｉｓ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ａｔａ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ｎｏｉｓｅ ｈｅ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 － ｔｏ －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ＳＮＲｓ）： ０．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００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 ｎｏ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ＮＲ ｈｅｒ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ｉｇｎａｌ ） ｂ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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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Ｒ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 ＳＮＲ ａｂｏｖｅ １．
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ｌｅｓｓ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ａｎ ｓｉｇｎａｌ，ｗｈｉｌｅ ａｎ ＳＮＲ
ｂｅｌｏｗ １． 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ａ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ｎｓ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ｆ ｆｏｕ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６ × ６，１１ × １１，２１ × ２１，ａｎｄ ５１ ×
５１）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ｎｓ ｉｓ １３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Ｐｌｏ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ＳＮＲｓ） ｗｈｅ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ｎｏｉｓｅ 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２０ ｒｕｎ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ＮＲｓ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ｓ 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 ａ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０５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Ｎ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ｂｙ ｔｈｉｓ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ＳＮ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ＳＮ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０，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ｓ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ＳＮＲ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５． 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Ｒ＝ ５．０ ａｎｄ ＳＮＲ ＝ １．０． Ｉｆ ｔｈｅ ＳＮＲ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０，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ｗｉｔｈ ａ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４）．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ｍｕｃｈ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ｌｕｍｅ ｃａｎ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ｏ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ｏｆ ｎｏ ｕ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ｒｕ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ａｎ ｒｕ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ｂ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ＳＮ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５．
０－１００），ａｓ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０．２，０．１，０．
０５，０．０２ ａｎｄ ０．０１．

４．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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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ＰＳＯ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Ｎ ｗａ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ｔｒａｃ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２０ ］．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ｃ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Ｓ．，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
１９８５．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１７０ ｈ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ｎｇｅｓ．
４．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Ｎ ’ 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ｌｉ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７０％ ａｎｄ
３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８５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１１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６０ ａｎｄ 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ｐｕｔ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ｋｎｏｗｎ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１ ａ．ｍ．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ｍｏｓ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ｙ ＝
ｘ． Ｔｏ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ｌ ｚｅｒ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Ｒ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ｗｏ （ＦＡＣ２），ＦＢ，ａｎｄ ＮＭＳＥ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Ｒ２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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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０． ５６５５，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ＡＣ２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ｚｅｒ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０．５３０５，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ＡＣ２ ＞ ０．５． Ｔｈｅ ＦＡＣ２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 （ ｉ． ｅ．， ｙ ＝ ２ｘ ａｎｄ ｙ ＝ ｘ ／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ＦＢ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ａｓ ０．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ＭＳＥ ｗａｓ ０．６０５４，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ｚｅｒｏ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ｅｒｅ ９４． ２７ ｍ ａｎｄ ９３． ３５ 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ｌｅｎｇｔｈ （ １２ ｋｍ） ｗｅｒｅ ０． ７８６％ ａｎｄ ０． ７７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ｌｅｓ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ＡＮ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ｓ－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４．６６００ （０，０）

ＰＳＯ ＆ ＡＮＮ１ ４．６８４４ （５７．６８６６，７４．５６２９）

ＳＡＰＳＯ ＆ ＡＮＮ１ ４．６８０５ （５７．２５９５，７３．７２２１）

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ＡＮ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Ｏ ａｎｄ ＡＮＮ．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ＰＳＯ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ｉｔｈ １１ ×
１１ ａｎｄ ２１ × ２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ｉｔｈ
５１ × ５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０１５，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０５） ｏｆ ｂｏｔ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ｉｔｈ ６ × ６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ｓ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ＳＯ， ｉｔ ｂｒｉｎｇ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ｓ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ｆｅｗ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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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ＤＭ ｉｎ ＰＨＡＳ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ｅａｓｙ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ａ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ＰＨＡＳＴ ｉ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２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ｕｎｅｖｅ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ｕｎｅｖｅｎ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ｉ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ＨＡＳＴ ｄａｔａ，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ｎｏｔ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ＥＲＭＯＤ ［ ２１ ］ ａｎｄ
ＣＡＬＰＵＦＦ ［ ２２ ］，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Ｎ，ＰＳＯ，ａｎｄ ＳＡ． Ｔｈｅ ＡＮＮ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ＳＡＰＳＯ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ＳＯ．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ＡＳ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ｏｒｅ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ＳＡＰ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ｌｅａ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ｇ．，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ｒｋ）．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Ｄ） Ｐｌ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８０３３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ｓ． ７１６７３２９２，６１５０３４０２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１７ＣＧＬ０４７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Ｍ．； Ｏｈ，Ｈ．； Ｃｈｅｎ，Ｗ．－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ｃ 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７，３６，１３０－１４８．

［２］　 Ｈａｎｎａ，Ｓ．Ｒ．； Ｂｒｉｇｇｓ，Ｇ．Ａ．； Ｈｏｓｋｅｒ，Ｒ．Ｐ．； Ｓｍｉｔｈ，
Ｊ．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９８２； ｐ ｖｉ，１０２ ｐ．

［３ ］ 　 Ｂｒｉｇｇｓ， Ｇ． Ａ．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ＮＯＡ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３．

［４］ 　 Ｆｌｅｓｃｈ，Ｔ． Ｋ．； Ｗｉｌｓｏｎ， Ｊ． Ｄ．； Ｙｅｅ，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
ｔｉｍｅ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ｐｓ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１９９５．

［５］　 Ｄ． Ｗｉｌｓｏｎ，Ｊ．； Ｌ． Ｓａｗｆｏｒｄ，Ｂ．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７８，
１９１－２１０．

［６］ 　 Ｐｏｎｔｉｇｇｉａ，Ｍ．； Ｄｅｒｕｄｉ，Ｍ．； Ｂｕｓｉｎｉ， Ｖ．； Ｒｏｔａ， Ｒ．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ｇａ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 ｃｆ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５６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０９，１７１，７３９－７４７．

［７］　 Ｘｉｎｇ，Ｊ．； Ｌｉｕ，Ｚ．； Ｈｕａｎｇ，Ｐ．； Ｆｅｎｇ，Ｃ．； Ｚｈｏｕ，Ｙ．；
Ｚｈａｎｇ，Ｄ．； Ｗａｎｇ， 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ｌｕ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３，２５６－２５７，４０－
４８．

［８］ 　 Ｐｅｌｌｉｃｃｉｏｎｉ，Ａ．； Ｔｉｒａｂａｓｓｉ，Ｔ． Ａｉ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０６，２１，５３９－５４６．

［９］ 　 Ｂｏｚｎａｒ， Ｍ．； Ｌｅｓｊａｋ， Ｍ．； Ｍｌａｋａｒ， Ｐ．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ｓ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Ｂ． Ｕｒｂ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１９９３，２７，
２２１－２３０．

［ １０ ］ 　 Ｍａ， Ｄ．； Ｚｈａｎｇ， Ｚ．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６，３１１，２３７－２４５．

［１１］ 　 Ｚｈｅｎｇ， Ｘ．； Ｃｈｅｎ， Ｚ． Ｂａｃｋ －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０，１８３，４７４－４８１．

［１２］　 Ｋｅｎｎｅｄｙ，Ｊ．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 ｏｆ
１９９５ ＩＥＥＥ Ｉｎｔ． Ｃｏｎ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Ｐｅｒ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ｏｖ． ２７－Ｄｅｃ． １９９５，４，１９４２－１９４８．

［１３］ 　 Ｍａ， Ｄ．； Ｄｅｎｇ， Ｊ．； Ｚｈａｎｇ， Ｚ．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８１，１８８－１９８．

［１４］　 Ｔｈｏｍｓｏｎ，Ｌ．Ｃ．； Ｈｉｒｓｔ，Ｂ．； Ｇｉｂｓｏｎ，Ｇ．；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 Ｓｋｅｌｄｏｎ，Ｋ．Ｄ．； Ｐａｄｇｅｔｔ，Ｍ．Ｊ．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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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人物

【会员成就】我国仿真技术先行者李伯虎院士：
没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只有向着科学高峰

攀登的信心

２０１８ 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被授予 ＣＣＦ 终身成就

奖，以表彰他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我国计算机仿真技术和制造业信息化的开拓者之一，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 ３ 项；部级科技进步奖 １６ 项，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 ２ 项；发表学术论文 ３００ 余篇，出版专

著 １４ 部。 ２０１２ 年，他获得国际建模仿真学会终身成就奖，成为亚洲唯一的一位该奖获得者，也是

国际建模仿真学会 ６０ 年来的第 ８ 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虽然已年逾耄耋，但对李伯虎而言，没有壮志未酬的遗憾，有的只是向着科学高峰攀登的信

心。 一颗始终力争向上的心，支撑着他愈走愈远，走出一路辉煌。

李伯虎院士

少年聪颖，波平浪不惊

１９３８ 年岁末，李伯虎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的书香门第。 他的祖父曾做过“绍兴师爷”，父亲由

同济大学毕业。 而在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取名伯虎的孩子不仅赴美留学，更是在新世纪伊始被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奋斗，光耀门楣。 因为祖国的需要，他成为了一名计算机仿真和集成制造

系统专家。
李伯虎出生不久，由于父亲的健康原因，家境逐渐没落。 少年时代的他懂事、上进，１６ 岁就进

入上海交大学习。
１９５６ 年，我国计算机事业在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引导下蹒跚起步，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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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立我国计算技术的研究部门被定为紧急措施之一。
两年后，清华大学设立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 正是在这一年，李伯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

拔至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计算机专业，就此和计算机仿真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李伯虎不事张扬，心里却有一股不肯轻易服输的劲头。 当时清

华大学提出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祖国健康工作 ５０ 年”。 进入清华大学后，李伯虎不仅学习成

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实际上却是一个“文武全能”的厉害角色。 早在交大的时候，他就是校舞蹈队

和排球队的队员。 进入清华后，又被选拔至清华的舞蹈队和排球队，后来因为时间的冲突，专门在

排球队效力。
许多年过去了，李伯虎总结自己当年并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待人处世很内敛，但很有心劲

儿，不服输，因此各方面的条件都发展得比较好，为后来的成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或许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锻炼，虽已过耄耋之年，李伯虎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 从 ２１ 岁

清华毕业算起，看似笑谈的“为祖国健康工作 ５０ 年”也已成为现实。

为祖国健康工作 ５０ 年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习惯把太阳与时光紧密相联，把走在时代前沿的人称作是与太阳赛跑的

人，李伯虎就是这样一个与太阳赛跑的人。
他所从事的总是涉及当代前沿的一些专业。 ５０ 年代末他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时，就学习计算机

专业，那时计算机在国内绝对是新生事物。
１９６１ 年，李伯虎作为优秀毕业生走出清华大学的校门，被分配到航天二院，开始致力于仿真专

业的研究工作，一干就是 ４０ 年。
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又因此得到了更多新计划的青睐，付出和收获如此更迭交错相

生相长。 在清华读书时，李伯虎就参与了模拟机的研制，不只是念书，动手能力也不错，到航天二

院后，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由于工作上勤奋、肯钻研，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６８ 年，李伯虎开始担任航天首台大型模拟机 Ｍ２ 样机总

体组长及定型机总负责人，提出大型机整机精度与稳定性设计及测试新方法。 后来，他又作为国

内首台晶体管大型混合模拟机 Ｍ６ 机寻优机的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混合机上“时间和空间自变量曲

线统计寻优”实施新方案。
８０ 年代初，李伯虎被选拔赴美学习数字仿真。 当时数字仿真专业前景看好，正呈崛起之势。

出国后，李伯虎师从国际仿真界权威 Ｒ． Ｍ． Ｈｏｗｅ 教授学习数字仿真。 为了缩短我国在该领域与世

界水平的差距，他不惮劳苦，专心向壁，并与美国仿真学会首届主席等指导老师研究提出间断非线

性动力学系统仿真新算法。
这段国外学习的经历，使李伯虎不但学到了新技术，同时在理念上也深有感触：“到了国外就

了解到，外国人也并不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更勤奋，只要我们努力和坚持，就一定也能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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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数字仿真技术在我国还刚起步，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李伯虎开始着手数字仿真研究室

的组建工作，继续从事数字仿真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他提出并参与负责研制成国内第一个大型连续系统仿真语言 ＩＣＳＬⅠ，主持研制成新型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连续系统仿真语言 ＩＣＳＬⅡ，期间提出递阶串并行、仿真 ／寻优与控制系统辅助设计一体

化及实时仿真等新语言结构，两个语言分别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地用于多个领域的仿

真。
他还提出“并发仿真工程”等新概念和新方案，并与欧洲仿真学会主席及美国并行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联合发表了论文，进而他又负责研制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体化并发仿真环境”及新一

代“综合分布仿真系统”等。
李伯虎认为自己取得成绩的原因无它，只不过是埋头苦干，紧随专业发展而已。 他认为还有

很多事应该做得更好，譬如，仿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进一步推广应用等。
１９８６ 年，我国发展高技术的宏伟计划—８６３ 计划启动。 自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李伯虎又幸运地

选为国家 ８６３ 计划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ＣＩＭＳ）主题专家及专家组长，开始

攀登新的技术领域—“集成制造系统”。
十余年来，李伯虎参与领导了国内首批并行工程的攻关、应用及首批 ＣＩＭＳ 应用示范工程的实

施。 ８６３ＣＩＭＳ 主题专家组攻克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全国 １９ 个行业、２０
多个省市的 ２００ 多家企业成功地实施了示范工程，开发出 １０ 类产品，建成 ９ 个研究开发基地，为我

国探索出一条用信息化带动制造业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真技术与高性能计算一起，正成为继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后的第三种认识，成为一种改造

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 同时，ＣＩＭＳ 的研究与应用也正在掀起一场“制造业信息化”的革命。 在这

场新技术与新观念席卷而来的浪潮中，李伯虎感觉自己的责任重于泰山。 他和自己的专业不能落

在时代的后面，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为了国家，他愿意永远追逐太阳。
提起在 ８６３ 计划专家组任职的情况，李伯虎也有些许无奈。 一方面他是 ８６３ 专家组的专家、组

长，一方面又是 ２０４ 所的所长、二院科技委副主任，两个方面对于他都很重要，然而人只有一个，两
边的事情又多，他时常有一种在时间上分身乏术的感觉，甚至有时还得不到一些同事的理解。 但

是，他并不在乎这些。 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压得更少一些，竭尽全力地把两边的工

作都尽可能地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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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２．０ 背景下的智能制造

当前，一场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进行，互联网＋人工智能＋制造的新时代正在到

来。 我国提出基于两化融合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些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都是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技术、产业和应用。
李伯虎领导的团队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研究制造业信息化，那时还被称为“两化融合”。 基

于其在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云仿真工作的成果，他提出了“云制造”的概念，开始以网络化和服务化为

主要特征的“云制造 １．０”的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２ 年升级为一种互联、服务、协同、个性、柔性和社会化

为特征的智慧云制造，即“云制造 ２．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国工程院批准启动了“中国人工智能 ２．０ 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目，

率先提出并启动“人工智能 ２．０ 计划”。

在中国人工智能进入 ２．０ 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的智能制造？ 作为中国工程院“人工

智能 ２．０ 战略研究”主要专家之一，李伯虎认为，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下，基于新互联网，
借助新一代智能科学技术、新制造科学技术、新信息通信科学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我国

制造业模式、手段和生态系统的重大变革，将是发展中国制造业实现跨越发展的难得良机，是打造

新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中国人工智能 ２．０ 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在杭州验收，项目组将研

究成果结集成书，编写了《中国人工智能 ２．０ 发展战略研究》。

０７



△ 点击图片放大后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或点击底部“阅读原文”进入购买

《中国人工智能 ２．０ 发展战略研究》项目顾问为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周济院士，科技

部部长王志刚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项目组长为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

士，项目各课题组负责人有陈纯、李未、高文、郑南宁、吴澄、李伯虎等十几位院士，参与各课题研究

的有来自高校、研究院（所）、企业、政府的 ２００ 多位专家、学者。
这些院士、专家均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的权威学者，是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的起草团队，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指南和申请细则的起草团队，他们充分体现了

我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
目前该书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德先生“求知书店”上线销售，欢迎选购。

心无旁骛步人生

大凡成功者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在目标之前，无论鲜花还是障碍都不能分散他们的

精力，阻止他们，李伯虎正是这样。
人生的道路虽不免一波三折，李伯虎却总不忘记自己的主流，其他的沟沟坎坎则低调对之。

他曾经有一次很好的荣升机会，在别人看来，那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位置，但他觉得这个位置并不适

合自己，就婉言谢绝了。 这些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他认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是对要提

拔自己的领导感到有一点遗憾，毕竟人家对自己是很器重的。
能评上院士李伯虎很感慨，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事比较认真勤奋而已，如果没有这些年来领导

对自己的培养和支持，没有同仁的共同努力，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自己也只能一事无成。
了解李伯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 他作为专业带

头人，总是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自己，努力站在学术的前沿，把握着仿真和 ＣＩＭＳ 的发展方向，治
学严谨，精益求精，但对于他人，他总是很宽容。 在他主持的工作中，没有一言堂的现象，他让大家

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甚至可以与他争论，他绝不会把这种争论当成是对自己权威的挑

战。 他的学生如果论文写得不够好，他并不声色俱厉地批评，而是一句句认真地改。 在他看来，身
教胜过言传。

他在工作上总是做得很多，很少推诿；在名利上却经常退让。 每年过他手的项目经费数目不

小，但是他却宁守辛苦和清贫。
年龄渐长，地位渐高，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没有松懈。 力求与自己的地位成正比，他没有休息

日，晚上工作到深夜。 他对个人形象也一以贯之地非常注意，总是以整洁的仪表和得体的举止示

人，他把这看成是对他人的尊重。 但同时他的架子却没有和地位的上升成正比。 他不在意身份，
不讲排场，不为自己的待遇问题计较。 他对领导和当年培养、扶持过自己的人一如既往地尊重，对
同事和下属一视同仁地谦和有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别人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正像他的学生所说，无论从学问还是从人品的角度讲，颇具儒士风的谦谦君子李伯虎都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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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中国仿真学会第七届第十二次理事长办公
会议暨党委工作会议

会议现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国仿真学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 Ｇ７１２ 室召开了第七届第十二次

理事长办公会议暨党委工作会议。 理事长赵沁平院士出席会议，学会副理事长范文慧、纪志成、
刘　 金、李国雄、马世伟 、邱晓刚、吴云洁、杨　 明、张　 霖、赵　 民参加会议，学会办公室刘诗璇、
苏　 志、赵　 罡，６１１ 所吕剑列席会议，会议由理事长赵沁平院士主持。

理事长赵沁平院士

会上，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云洁教授作 ２０１９ 年学会重点工作计划汇报，学会副理事长范

文慧教授作学会换届工作及 ２０１８ 年分支机构考评情况等学会组织建设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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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云洁教授工作汇报

副理事长范文慧教授工作汇报

　 　 会议讨论并通过 《中国仿真学会换届方案》，中国仿真学会设立会士荣誉称号及第一届会士

名单，《中国仿真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学会科普年末考核内容及授予“中国智慧交通谷”为中

国仿真学会科普基地的提案，提交第七届第十次常务理事会审议。
本次会议明确学会 ２０１９ 年工作方向和任务，为学会的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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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项
目新加入“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如期发布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度全国高校学科竞赛评估结

果，“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现已列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项目。 据

悉，当日有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教育厅、吉林省教育厅、余姚市政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等单位领导，和数十家学科竞赛的负责人代表，全国 ２００ 余所院校的领导和教

师代表，以及十余家媒体参与本次大会。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仿真学会

领导们的指导与帮助下，在全国 ６００ 所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十余年积极参与下，在智能制造新工

程师校企联盟的大力支持下，“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的竞赛规模、竞赛质量和社会影响

力逐年提升。 大赛成为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的 ３４ 个竞赛评估项目之一，获得了各界的一致

认可和积极响应。 大赛参赛单位和参赛老师们获得了消息后，也纷纷向大赛秘书处发来了祝贺。
在此，我们由衷地向所有支持大赛发展的朋友们，尤其是长年支持大赛的各省教育厅教委、全

国竞赛专家团队、分赛区承办单位、合作支持企业、参赛院校和参赛老师、参赛同学们，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有你们的支持和参与，大赛之火将继续照亮工程人才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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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被纳入为竞赛评估项目，一方面是评估专家工作组对大赛给予的肯定与鼓励，另一方面

也是对竞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大赛将会围绕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方向，进一步完

善新工程师能力模型，提升竞赛品质，提高竞赛技术水准和服务水平。 同时，大赛将继续与制造业

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强化大赛工业性与实用性，要做到“最能反映实际企业真实需求的赛

题”、“最贴近工业现场的竞赛环境”、“符合企业标准的评分规则”，“全面锻炼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全面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与应用实施技能”等竞赛特点，为全国广大相

关专业的院校以及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起到企业与学校沟通桥梁作用，为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

人才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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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华如杯”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通知

为激励和发现仿真科学技术领域的青年优秀人才，促进创新，提高仿真学科的影响力，根据

《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中国仿真学会开展＂华如杯＂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仿真学

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评选工作。
＂华如杯＂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选工作由学会理事单位北京华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赞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推荐条件

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后在中国获得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２． 具体参评条件见《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见中国仿真学会官网）。
３． 已获国家或其它一级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论文及涉密论文不在推荐范围。
４． 推荐论文作者须为学会会员。

二、 推荐渠道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荐

三、 获奖名额

每年获奖论文数不超过 ５ 篇

四、 推荐材料要求及提交时间

１． 提交材料包括：
（１） 《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选推荐表》ｗｏｒｄ 版；
（２） 《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选推荐表》盖章原件、参评论文 ｐｄｆ 版、论文保密审

查证明原件、证明材料扫描或复印件，合订成 １ 本（下称合成册）；
注：证明材料包括：博士学位证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获得与博士学

位论文有关的成果证明（学术论文的刊物封面、目录及论文首页复印件；专著封面和版权页复印

件；获奖证书及专利证书复印件）。
２． 提交材料截止日期：
（１）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选推荐表》ｗｏｒｄ 版、合成册电

子版发送至学会邮箱；
（２）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合成册纸版件 １ 份报送学会办公室。

五、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３１７０９８　 ８２３１０６１２
电子邮箱：ｃａｓｓｉｍｕｌ＠ 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报送地址（快递地址 建议使用顺丰快递）：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７ 号北航工程训练中心东

６３７　 苏志　 收　 电话：１３６９９２１２０８７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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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整建制全要素装备模拟训练系统通过
科技成果鉴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由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研制开发的一套整建制全要素装备模拟训练

系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该系统是一种大型训练仿真系统，由 １００ 余台套装备的模拟器、虚拟仿真

系统和计算机生成兵力系统组成，可以组织开展整建制、全要素模拟训练。
该系统融合了装备作战和装备保障两类系统，创新设计了要素可重组，结构可调整的模拟系

统体系架构。 该系统可以根据训练要求，通过将不同的武器系统模拟器、分布式交互平台、仿真支

撑环境以及训练要素重构，实现营连、旅群模拟系统的按需组建。 该项目建立了一种基于多学科

机理的复杂机电装备半实物模拟方法，以及基于混合自动机的数字仿真方法等，实现了操作训练

和维修训练一体化设计。 值得肯定的是，该项目针对不同类型的武器装备，首次提出了全任务模

拟器概念和标准化结构，并建立了研制开发规范，推进了装备模拟器标准化设计进程。
该系统在训练功能上实现了两个融合。 一是装备体系与作战过程融合，二是作战与保障融

合。 在装备体系与作战过程融合方面，瞄准装备体系作战训练这一难题，构建了装备体系训练环

境，模拟了作战流程的各个环节，满足了模拟对抗条件下练体系、练指挥、练战术、练操控的需求；
在作战与保障融合方面，提出了将作战指挥与保障指挥、装备操作与维修保障等训练融为一体的

设计思想，构建了战时保障指挥训练系统，使装备保障要素贯通于“侦、控、打、评”全过程，为“边战

边保”训练提供了支撑。
该系统采用 ＬＶＣ（实装－虚拟－构造）架构，设计了全系统互操作实时仿真平台，基于机理模型、

实体模型和实装软件研制了装备模拟器 ／系统，通过蓝方兵力系统和防空旅多传感器多元数据构

建了战场态势和对抗裁决系统，使其具备了开展装备需求论证、作战计划方案优选和战法训法创

新等作战实验研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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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推荐 ６ 名专家获得中国科协
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称号

中国科协发普字〔２０１９〕８ 号文件公布聘任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名单，中国仿真学会推荐

的李祥臣、潘志庚、师 丽、王精业、吴建平、张贝克 ６ 名专家获得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称号。
这将为 ２０１９ 年中国仿真学会科普工作打开新局面。

中国仿真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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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天地

医学模式面临第四次革命

导读：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投入了超过 ３０ 万亿的卫生总费用，然而，每年就诊人数却直线

上升，仅 ２０１７ 年的就诊人数就上升到 ８１ 亿人次，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出现大幅度迅速地攀升深层次

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医学模式需要一次新的革命。
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获得最新数据来看，我国国民健康的水平令人堪忧。 自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我国每年卫生总费用的情况（见图 １），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总费用不到 １．５ 万亿，经过 １０ 年的时间，
总费用猛增至 ５．３ 万亿，增幅高达 ３６２％，平均增长率达 １７．１％，远超我国的 ＧＤＰ 的年平均增长速

度。 显而易见，如果不加以遏制卫生医疗费用的增长，长期以往我国政府财政和社会将不堪重负。

图 １　 我国总卫生支出费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尽管我国社会卫生年总费用在不断增加，然而，另外一组数据却更令人担忧。 就是年度医疗

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这个指标代表着我国患病人数的总体情况。 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我国每年到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的人次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９ 亿人次，到 ２０１７ 年猛增到 ８２ 亿人次，增幅高达 １６７％；平
均增长率 ５．９１％。 从这两组数据对照来看，结果是我国在虽然不断加大医疗医疗费用的投入，结果

却是医疗人口不降反增，越治越多。
这种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从根据美国的统计分析来看，结果更为可怕。 ２０１３ 年，美国人均医

疗费用 ９２５５ 美元，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 ５．６％，而 ＧＤＰ 同期增速只有 ４．３％。 在

政府经常性项目支出中，卫生支出占 比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９．９％逐年上升为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２．６％，财政卫生

支出也相应的由 ９０５８ 亿美元增至 １３１０５ 亿美元。 联邦医疗保险和救助总局 ２０１５ 年发布报告指

出，到 ２０２４ 年，卫生费用占 ＧＤＰ 比重将上升为 １９．６％，卫生总费用预计将达到 ５．４ 万亿美元，各级

政府支出费用将达到 ２．５ 万亿美元，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 ４７％（见 ＣＭＳ 发布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的报告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人类社会普遍出现的疾病越看越多，投入巨大收效却甚微，似乎走入一个死循环，这不得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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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起我们对现代医学模式的深思，这也是我们对待医学科学范式本源的追问。 医学模式是在不同的

社会发展时期和科学发展阶段，人类建立了与之适应的认识和解决健康问题的哲学思考。 截止目

前，医学模式简单分为三种（如图 ３），第一种是在古代主要是神明模式和朴素哲学模式，比如在中

国建立了中国阴阳五行学病理学说。 第二种，随着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在人也是一部无比精密的

机器的观点下，医学演化成了机械唯物模式。 第三种，随着近代现代科技不断发展，解剖学、细胞

学、生物分子学等学科的出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形成。

图 ３　 医学模式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疾病谱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原有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的不足，１９７７
年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进一步发展了现代医学模式；２０ 世纪末，诞生了循证

医学模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ＢＭ），其核心思想是依循真实存在临床证据，临床医务工作者

切实可行且认真明智的应用从临床研究中获得的最新、最有价值的科研结论完成临床诊疗过程

（何权瀛．如何科学地制定临床决策：循证医学、指南共识、精准医学、整合医学与临床决策［Ｊ］． 医

学与哲学，２０１６，３７（６Ｂ）：１－３）；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实用化，２０１１ 年，美国科学院、美
国工程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美国科学委员会共同发出“迈向精准医学”的倡议，精准医学则

是指依照患者自身特定的遗传学、生物标记、表型、社会心理特征，制订精准个性化诊疗方案

（（ＪＡＭＥＳＯ ＪＬ， ＬＯＮＧＯ Ｄ 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ｏｌ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７２（２３）：２２２９－２２３４．），将现代医学推到一个新到高度。 然而，无论是生物医学模式，还
是社会医学模式、循证医学模式，也包括当前的精准医学，其基本特征都是建立在现代西方科学文

明基础上，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以疾病的病因诊断、病理实验模型和理论模型，均是借用现代物

理和化学及生物学的方法原理解释和治疗疾病，均以疾病为研究对象，医学科学是专注于发现和

确诊疾病，努力发展能与之直接对抗或直接补充的替代性治疗手段，以期实现其征服疾病和消灭

疾病的目的，均属于“疾病医学”模式（俞梦孙．关于健康医学模式的思考与解读，世界复合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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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１ 卷．第 ２ 期．９９－１０２）。
综上可见，医学模式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所处的阶段密不可分的，也就

是与人类的科学研究范式的进化息息相关，也或者说科学研究范式的具体体现。
科学范式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规范。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１９７０ 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 科学界公认的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律、
应用、工具仪器等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期、某一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 范式的出现为某一研究领域

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共同的理论框架或规则，标志着一门科学的形成。 （陆雄文主编，管理学大辞典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２，第 ３５５ 页）。 图灵奖得

主吉姆·格雷（Ｊｉｍ Ｇｒａｙ）提出将科学研究分为四类范式，即实验归纳、模型推演、仿真模拟和数据

密集型科学发现。 也就是“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和“数据科学”共 ４ 种研究范式。 （刘益

东．虚拟科学：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科技创新导报，２０１５ ＮＯ．２９）。
从原始的钻木取火，发展到后来以伽利略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展初级阶段，人类

主要以记录和描述自然现象为特征开展科学研究，开启了现代科学之门，称为“实验科学”，为第一

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第一科学研究范式指导下开展的工作难于完成对

自然现象更精确的理解。 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尽量简化实验模型，去掉一些复杂的干扰，只留下关

键因素，以微积分为基本工具，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模型，通过演算进行归纳总结，比如，牛顿三大

定律成功解释了经典力学，麦克斯韦理论成功解释了电磁学，这就是第二范式，即以模型推演为特

征的理论科学。 ２０ 世纪中叶，科学研究的复杂计算超越了实验设计，随着验证理论的难度和经济

投入越来越高，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计算，尤其冯·诺依曼提出了现代电子计算机架构，利用电子

计算机对科学实验进行模拟仿真的模式得到迅速普及，人们可以对复杂现象通过模拟仿真，推演

出越来越多复杂的现象，随着计算机仿真越来越多地取代实验，逐渐成为科研的常规方法，即第三

范式计算科学。 截至目前，人类已经建立了前三类科学范式（如图 ４）。

图 ４　 科学范式

由此可见，医学模式的发展深深打上了科学研究的范式的烙印，科学研究的第一范式指导下

形成了朴素哲学模式的医学，第二范式则直接影响了机械主义模式的形成，包括现在的循证医学

也深受还原论的影响；在第三范式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现代医学模式。
因此，导致疾病无法遏制的原因，从表象上来看是由于现代疾病医学模式导致的被动应对人

类疾病的问题，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还原论的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所致。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数据产生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网络无处不在。

尤其 ５Ｇ 的到来，人人都逃离不开一个覆盖更广的泛在网络，不可避免地成为网络的节点，也成为

了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 另一方面，云计算则解决了弹性扩展，计算能力不再是阻碍研究的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物质基础以外，以深度学习等 ＡＩ 算法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随着数据的爆

炸性增长计算机将不仅仅能做模拟仿真，还能进行分析总结，自我得到理论，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

研究“数据密集型”范式。 也就是说，过去由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从事的工作，未来完全可以由

计算机来做。 这种科学研究的方式被称为第四范式”，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数据科学”即将形

成。 在第四科学范式的影响下，现代医学模式必然会产生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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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

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学术论坛成果汇编二

序言

上一篇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学术论坛中关于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作
战实验体系化与军事领域仿真工程、基于智能的体系对抗仿真、仿真交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其中，游雄教授的《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研究进展》报告中重点结合训练模拟领域的应用需求，将
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的新挑战和新对策进行了深入解析；邱晓刚教授的《作战实验体系化与军事

领域仿真工程》报告将作战实验体系化的含义、要求、思路和涉及的技术进行了剖析，然后从共享

仿真活动的成果、增加领域仿真活动有序性的角度，重点对军事领域仿真工程需要开展的工作进

行了分析；侯磊研究员的《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设计》报告将探讨了推进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

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对抗仿真系统发展中存在的智能化难题，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针对性

解决方案和设想；张柯博士的《仿真中的交互技术研究———兼论 ＣＧＦ 建模及 ＬＶＣ 互联集成》报告

中着重研究了仿真中的模型交互问题，包括 ＣＧＦ 中的交互技术（模型交互）、ＬＶＣ 互联与集成（系
统交互与分布交互式系统）、ＬＶＣ 一体化仿真等。

本期，我们将继续将学术论坛中另外四篇学术报告进行介绍。 刘苏洋教授的《海军作战训练

系统及展望》学术报告，介绍了海军作战训练的分类、训练对象、内容、采用的形式和方法，海军训

练信息系统的分类以及各种训练系统的用途、功能和基本组成；分析了我军目前训练信息系统的

建设现状，并进行了发展展望。 马亚平教授的《军事训练模拟仿真的应用与特点》学术报告，指出

军事训练是由“训”和“练”两部分人员共同完成的活动，军事训练系统也必然由“导调控制”和“作
业练习”二个相互联系而各具功能的部分构成，缺一不可。 训练严于作战，训练难于作战、训练高

于作战是军事训练的基本要求，不能用“战训一致”来降低军事训练模拟仿真的要求。 张宏军教授

的《军事训练大数据建设与应用》学术报告，从三个方面论述训练数据建管用的关键技术和应用情

况：一是军事训练管理对数据资源建设的需求，目前该领域数据资源的组成和特点。 二是军事训

练管理数据资源的建设和应用的关键技术，介绍在数据资源建设过程中开展的理论研究、系统开

发和综合运用成果。 三是针对在数据资源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需求模糊、数据孤岛、安全第一、人
才短缺”等问题，各单位、各部门必须提升基于权威数据进行科学决策的认识，统一认知是协同决

策的前提。 李皓研究员的《基于部队行动仿真的战役指挥训练系统研究》学术报告，提出了基于仿

真的指挥训练系统，通过模拟每个作战要素在不同作战阶段的行动、状态、相互关系，对地理气象、
电磁等战场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蓝军对抗条件下采取的系列对抗行动等，以虚拟兵力代替实际兵

力执行战役指挥机关决策，并通过灵活的初始态势设置、导调控制，有意识地设危局、布险局、摆残

局、出僵局，全方位的评估作战方案可能存在的优劣，辅助考核评价战役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决

策能力，达成指挥战役级指挥员实战化训练要求。

一、 海军作战训练系统及展望

刘苏洋

简介：海军指挥学院海战实验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专业

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海军战役战术训练法和海军作战模拟学科带头人。 曾任总部“作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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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验室建设及系列模拟系统建设工程” （简称“联合 ９９ 工程”）总师

组海军总师，全军和海军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组成员，海
军三亚合同训练基地训练信息系统建设专家组组长，国家重点工程 ６０２
专项中海上作战集团海洋环境辅助决策系统副总师。 曾任海军学院水

面舰艇教研室副主任，海军指挥学院模拟训练中心主任、海战实验室主

任。 曾被被评为海军优秀教员、全军优秀教员，获军队育才奖金奖、银
奖；立二等功 ２ 次，三等功 １ 次，集体三等功 １ 次，嘉奖多次；曾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 项，军队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 ２ 项、三等

奖 ５ 项；军队教学成果院校级一等奖 １ 项。 主持完成了全军重点实验

室———海军战役战术中心实验室的建设和三十多项科研课题的研制。
先后完成了 ３ 次全军，８ 次海军，４ 次基地级的战役战术演习和 ９ 届学院学员毕业联合演习的保障

任务。

一、 海军作战训练简介

海军作战训练是指海军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所属部队为掌握作战原则和方法、提高指挥员

及机关人员的作战理论素养和组织指挥水平、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而进行的训练。 海军作战训练

分为：个人训练、整体训练和实战化训练三个部份。
个人训练是为使单个人员形成、保持和提高岗位履职能力而进行的训练。 根据训练对象不同

分为：指挥人员训练、参谋人员训练、武器装备操作人员训练。 个人训练一般在院校或相应的训练

机构完成初训，日常训练由所在部队实施。
整体训练是为使指挥机构、作战平台、分队形成、保持和提高独立与协同作战（保障）、指挥日

常勤务和处理突发事件能力而进行的训练。 根据训练对象不同分为：首长机关训练、作战编组训

练、作战平台训练、作战部门（方面）训练、武器系统训练、 装备战位战术训练等。 整体训练在训练

机构（训练基地、中心）和部队实施。
实战化训练是为形成、保持和提高任务编组的体系作战能力，以作战编组为主体，各级指挥机

构为核心，依托作战指挥平台进行的合成训练。 实战化训练分为：指挥所训练、编组兵力训练和综

合演练。 实战化训练由部队和训练基地组织实施。
指挥所训练是指各级指挥所为熟悉指挥所岗位职责、熟练运用指挥所的指挥信息系统、熟悉

指挥流程、熟悉作战方案预案、研究以训练课题为背景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而组织的指挥所作战

演练。 指挥所训练，通常采用虚拟战场态势，受训者不带下属兵力在实装的指挥信息系统（岸基）、
指挥控制系统（舰 ／机载）或相应的实装模拟系统上进行。

编组兵力训练是指各兵力编组为提高编组兵力在复杂环境条件下：信息获取与处理、目标识

别和引导、突击（抗击）兵力之间协同、突击（抗击）兵力与掩护、保障兵力之间协同能力而进行的训

练。 编组兵力训练通常采用虚拟战场态势，受训者带下属兵力在实装的指挥信息系统（岸基）、指
挥控制系统（舰 ／机载）和主要武器装备部位或相应的实装模拟系统上进行。

综合演练是指参训的指挥所和编组兵力按照计划组织作战、实施作战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以
实兵演习的方式，进行的全系统、全要素、全过程作战训练。 综合演练通常采用实际或虚实结合战

场态势，受训者在各自的实装战位上进行。 综合演练的基本方式是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是部队在导演组织和想定情况的诱导下进行的作战指挥和行动的演练。 简称演习，

它是军事训练的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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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军作战训练信息系统

海军作战训练信息系统是指由计算机硬件、网络和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信息资源等组成的

用于海军作战训练的应用系统。
海军作战训练信息系统根据其用途不同分为：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想定作业系统、模拟推演

系统和军事演习系统。
（一） 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

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是指用于战役战术理论学习与考核的系统。 是个人训练的重要手段之

一。
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通常由：施教程序、教学管理程序、考核程序、考核管理程序、理论知识

库、教学方案库、考核题目库和标准答案库组成（见图 １）。

图 １　 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组成

（二） 想定作业系统

想定作业是指挥员及指挥机关在设想的作战情况诱导下，进行组织指挥研练和作战方案研讨

的活动。 是个人训练和整体训练的重要方式之一。 想定作业按训练对象充当职务分为：集团作业

（训练中训练对象充当同一职务，属于个人训练的内容）和编组作业（训练中训练对象充当不同职

务，属于整体训练的内容）。
想定作业系统是指用于想定作业的应用系统。 想定作业系统按训练对象不同分为集团作业

系统和编组作业系统。 其由：指挥作业、作业控制、态势显示和仿真引擎组成（见图 ２）

图 ２　 想定作业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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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拟推演系统

模拟推演系统是为对抗双方（或多方）提供模拟战场条件，虚拟兵力生成、指挥控制和行动仿

真手段，交战结果裁决和导调干预功能，保障其进行指挥决策演练的应用系统。 按训练层次分为：
战略、战役、战术推演系统；按推演推进方式分为：连续推演系统和轮序（兵棋）推演系统；

模拟推演系统通常由导控评估、指挥作业、仿真模拟和信息支撑系统组成（见图 ３）其信息关系

如下：

图 ３　 模拟推演系统组成和信息关系

导控评估系统由导调控制分、行动裁决和分析评估分系统组成，供导调人员使用为其提供演

习指导文书生成与管理、情节构设与发布、导演干预与调理、推演进程控制、交战结果裁决、演习评

估支持。 基本功能有：想定管理、态势管理与显示、战果裁决、文电管理、信息查询、推演进程控制

和导调辅助。
指挥作业系统供受训的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使用，为其提供作战指挥的环境条件。 基本功能

有：态势显示、兵力指控、文电管理、辅助决策。
仿真模拟系统由系统保障人员维护管理，根据演练想定、导演命令和参演指挥员决心方案，生

成虚拟兵力、兵器及战场态势，对虚拟兵力作战行动、兵器状态和使用效果进行模拟，生成综合战

场态势和各种交战、交互事件，供各指挥作业和导控评估系统使用。
信息支撑系统为系统提供网络通信、数据管理与应用、模型管理与应用、信息采集与传输、态

势演示等技术支撑。
（四） 军事演习系统

军事演习系统是指为军事演习提供战场环境构设、导演调理、指挥控制、行动裁决和分析评估

支持的应用系统。 是军队实战化训练的重要支撑手段。 基本功能有：环境构设、模拟交战、导演调

理、指挥控制、行动裁决和分析评估等。 军事演习系统一般由：导控评估系统、环境构设系统、模拟

交战系统和信息支撑系统组成（见图 ４）其信息关系如下：

图 ４　 军事演习系统组成和信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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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导控评估系统

导控评估系统供演习导调人员使用，为其提供导演调理、进程控制、演习指导文书生成与管

理、演习评估、战果裁决等功能。 由导调控制、行动裁决和分析评估分系统组成。
１） 导调控制分系统

导调控制分系统为作战训练提供统一的想定背景，统一的导演指挥，训练进程控制及对参演

指挥所和兵力进行调理。 支持导演人员完成演习准备、演习实施和演习讲评工作。
在演习准备阶段，辅助导演部人员拟制演习指导文书，准备演习数据，生成演习想定。
在演习实施阶段，辅助导演及导演部人员掌握演习情况，发布演习情节，实施演习调理，进行

演习态势分析和演习干预，控制演习进程，记录演习情况。
在演习总结阶段，为导演提供各种统计数据，进行演习情况重放，辅助导演进行演习讲评。
其主要功能有：
① 演习指导文书的生成与管理；
② 训练情节的设定与分发；
③ 训练态势的实时监控与管理；
④ 兵力行动的控制与状态干预；
⑤ 训练进程控制和演习调理；
⑥ 演习情况的记录与重演；
⑦ 导演决策辅助；
⑧ 演习结果数据的分析与管理等功能。
通常由下列子系统组成（见图 ５）

图 ５　 导调控制分系统组成

２） 行动裁决分系统

行动裁决分系统完成海军兵力实兵演习和模拟演习时战果裁决、损害模拟、裁决结果执行监

督、战果统计管理。
主要功能有：
① 裁决水面舰艇、飞机、潜艇、岸防兵间的交战结果；
② 裁决水面舰艇、飞机、潜艇对岸上典型目标的攻击结果；
③ 模拟水面舰艇、飞机、潜艇的受损事件；
④ 监督水面舰艇、飞机、潜艇、岸防兵对裁决与模拟的损害结果的执行情况；
⑤ 进行战果统计分析。
演习的战果裁决一般分为平台级和装备级 ２ 类：
平台级裁决：裁定被毁伤的目标平台（舰艇、飞机）及该目标平台的毁伤等级（一般毁伤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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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完好、轻伤、重伤、沉毁），通常在战役级演习或没有平台（一般指舰艇）指挥员参加的演习中

采用。
装备级裁决：裁定平台及武器装备具体的毁伤部位及其毁伤类型和程度。 通常在有平台（舰

艇）指挥员参加的演习中采用。
行动裁决分系统通常由下列子系统组成（见图 ６）

图 ６　 行动裁决分系统组成

３） 分析评估分系统

分析评估分系统由导演和导演部人员使用，用于对参演部队的作战能力作出评价，并对其在

演习中指挥决策、兵力行动、综合保障的优缺点、成功及失败的原因等进行分析评估。
主要功能有：
① 评估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传输

② 评估指标系的选择

③ 评估指标权重的计算

④ 评估结果的分析

⑤ 评估结果管理

分析评估分系统通常由下列子系统组成（见图 ７）

２． 环境构设系统

环境构设系统用于构设实兵演习所需要的战场和靶标环境和模拟演习的战场环境条件，模拟

演习时的战场环境条件的设定也可在演习想定中给出。 所需要的构设的环境条件见表 １。

７８



表 １　 环境构设系统功能

功能 内容

复杂电磁环境构设

干扰环境构设（雷达、通信、数据链）

信号环境构设（雷达、通信、数据链）

构设效果监测（实兵演习时）

环境构设控制（实兵演习时）网络威胁环境构设

核生化环境构设

战场目标环境构设 海上、空中、岸上靶标构设（实弹演习时）

水声对抗环境构设

战场地理、气象和水文环境构设 （模拟演习时）

３． 模拟交战系统

模拟交战系统用于为受训兵力提供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 模拟交战系统由指挥作业、仿真引

擎和实兵交战系统组成。
１） 指挥作业系统

指挥作业系统由受训人员使用，为受训的指挥员及指挥机关提供作战指挥的环境条件。 其构

成方法有 ２ 种，一种是基于实装的作战指挥信息系统构建，另一种是基于实装模拟器材构建。 这

两种方法构建的系统的特点和使用时机见表 ２。

表 ２　 两种指挥作业系统构建方法比较

分类 特点 使用时机

基于实装作战指

挥信息系统构建

① 训战一致效果好；（受训人员训练与将来作战使用同一系统）
② 对实装的正常信息流程有影响；
③ 模拟训练时与导控和仿真系统数据交互困难。
④ 训练信息采集、提取难度大；
⑤ 多级异地分布式训练时对通信要求高。

部队训练时；
基地实兵训练时。

基于实装模拟器

材构建

① 训练环境与作战时的指挥环境不完全一致；
② 实现容易；
③ 与导控和仿真系统交互容易；
④ 训练信息采集、提取难度小；⑤ 多级异地分布式训练时通

信容易实现。

院校训练时；
基地模拟训练时。

２） 仿真引擎

仿真引擎由系统管理人员使用维护，根据演练想定、导演命令和参演指挥员决心方案，生成虚

拟兵力、兵器及战场态势，对虚拟兵力作战行动、兵器状态和使用效果进行模拟，生成综合战场态

势和各种交战、交互事件，供各分系统使用。 其主要仿真的内容有：
① 兵力机动模拟

② 电子对抗模拟

③ 探测发现模拟

④ 兵力行动模拟

兵力机动模拟的主要内容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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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兵力机动模拟的主要内容

分类 兵力 内容

平台运动

水面舰船 舰艇的变速、变向运动、碰撞、弹射和回收飞机和受损时的机动模拟。

飞机 变高、变速、变向、悬停和起飞着陆的运动。

潜艇 潜艇的变速、变向、变深运动，碰撞、下潜和浮起；各种航行状态。

战术机动 舰艇、飞机
相遇机动、占位机动、跟踪机动、折线机动、圆周机动、最短时间接近到预定距离机

动，规避机动。

电子对抗模拟的主要内容见表 ４

表 ４　 电子对抗模拟主要内容

对抗目标 模拟的行动

雷达

侦察

干扰
有源 伴随、支援、自卫

无源 干扰云幕、干扰走廊、角反射器艇

声纳
有源 潜艇模拟器、水声干扰器

无源 气幕

通信
侦察

干扰

网络 进攻、防御

导航 ＧＰＳ 干扰

目力 烟幕、假目标、伪装

探测发现模拟主要内容见表 ５

表 ５　 探测发现模拟主要内容

探测器材 类型 模拟的行动

雷达

观通站 对海面和低空目标探测

对空雷达站 对空中目标探测

舰、机、艇载雷达 对海面和空中目标探测

声纳

水声站（岸基）

舰、艇载
舰壳

拖拽

机载

吊放

浮标

磁探仪

对水下目标探测

目力 对海上和空中目标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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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行动模拟的主要内容有：
水面舰艇作战行动模拟，包括：对舰攻击、对潜搜索和攻击、对岸攻击、巡逻、布雷、反水雷、护

航、登陆输送、电子侦察和干扰、对海空目标探测、兵力展开和会合等。
航空兵作战行动模拟，包括：对舰攻击、对岸攻击、对空拦截、舰载直升机对潜搜索和攻击、空

中待战、空中掩护、空中巡逻、电子干扰和布设空中干扰走廊、侦察预警、航空布雷、空降、空投等。
潜艇作战行动模拟，包括：阵地伏击、区域游猎、引导截击、布雷、侦察等。
岸防兵作战行动模拟，包括：岸导和岸炮对海上目标的攻击等。
防空兵作战行动模拟，包括：防空导弹和高射火炮对空中目标的抗击等。
水雷战模拟，包括：进行各种水雷障碍作战效果的模拟。
３） 实兵交战系统

实兵交战系统用于在实兵训练时为海军作战单元间提供“实兵对抗，非实弹”条件下的近似实

战的交战训练环境。 主要组成有：
① 对舰实兵交战系统

② 对空实兵交战系统

③ 对潜实兵交战系统

④ 对岸实兵交战系统

⑤ 陆战实兵交战系统

对舰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见表 ６

表 ６　 对舰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组成 功能

舰—舰交战系统 反舰导弹攻防交战训练、舰炮交战训练

空—舰交战系统 反舰导弹攻防交战训练、航弹攻防交战训练、航空鱼雷攻防交战训练

岸—舰交战系统 反舰导弹攻防交战训练、火炮交战训练

潜—舰交战系统 反舰导弹攻防交战训练、鱼雷攻防交战训练

对空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见表 ７

表 ７　 对空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组成 功能

舰—空交战系统 舰载防空导弹对空交战训练、舰炮对空交战训练

空—空交战系统 空空导弹攻防交战训练、空中航炮格斗训练

岸—空交战系统 防空导弹对空交战训练、防空火炮对空交战训练

对潜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见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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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对潜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组成 功能

舰—潜交战系统
舰载反潜导弹对潜交战训练、舰载反潜鱼雷对潜交战训练、舰载火箭深弹对潜交战训练、
舰载深水炸弹对潜交战训练。

空—潜交战系统 航空反潜鱼雷对潜交战训练、航空深水炸弹对潜交战训练

潜—潜交战系统 潜射反潜鱼雷对潜交战训练

对岸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见表 ９

表 ９　 对岸实兵交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组成 功能

舰—岸交战系统 舰载巡航导弹对岸攻击训练、舰载火炮对岸攻击训练。

空—岸交战系统 舰载巡航导弹对岸攻击训练、航空炸弹对岸攻击训练

潜—岸交战系统 潜射巡航导弹对岸攻击训练、潜射弹道导弹对岸攻击训练

陆战队实兵交战系统在陆军实兵交战系统基础上改进。
４． 信息支撑系统

信息支撑系统用于系统的信息采集、传输、数据处理、模型管理、态势演播等技术支持。 其主

要组成和功能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信息支撑系统组成和功能

组成 功能

信息采集系统

水面舰艇信息采集

潜艇信息采集

飞机信息采集

岸防系统信息采集

陆战系统信息采集

岸基指挥信息系统信息采集

信息传输系统 导调信息、态势信息等传输

数据综合处理系统 系统基础数据、想定数据、演习数据等录入、存贮、分发、数据挖掘等。

模型管理系统 系统的模型录入、生成、存贮、调用、更新等管理。

态势演播系统 演习的战场态势、导调信息等的显示和控制。

三、 海军信息系统的现状与展望

（一） 现状

１． 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的现状

海军装备原理、操纵维护和作战使用的理论教学与考核的训练信息系统已基本普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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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战术理论教学与考核的系统，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不

多、参谋“六会”教学与考核的系统薄弱。
运用最新技术（如 ＶＲ，智能化交互）构建的原理教学、操纵维护和作战使用的教学与考核系统

不多。
２． 想定作业系统的现状

主要采用图上（沙盘）作业，和兵棋推演方法。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用于编组作业的想定作业系统，特别是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编组作业系统薄弱；
兵棋推演系统采用我军自主设计的模型规则，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少，尚未普及。
３． 模拟推演系统的现状

海军各级各类模拟推演系统，已有相当规模，已在各级指挥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模拟训练系统建设刚在院校起步；
裁决和评估系统，缺乏统一的权威的规范；
模型和数据建设，缺乏统一管理；
标准化薄弱，系统对接集成困难。
４． 军事演习系统的现状

部队实兵军事演习主要使用实装进行。 存在：战场环境构设难、战果裁决难、训练信息采集

难、训练评估难、导演调理难等问题。
海军训练基地实兵交战系统正在起步（仅反舰导弹单方向对单一目标，空空交战借助空军的

相应系统尚未经实际应用）。
联合作战演习系统建设薄弱。

（二） 展望

１． 对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的展望

理论研讨型系统将在军委联合参谋部、军事科学院、战区联指中受到重视。
海军战役、战术理论教学与考核系统将在海军各级指挥机关中逐步应用。
装备作战使用相关系统中将广泛应用各种新型技术（如智能交互的 ＶＲ，嵌入式仿真等）。
２． 对想定作业系统的展望

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用于指挥所整体训练的编组作业系统将在各级指挥所中广泛应用。 （在新

研的指挥信息系统中将加入嵌入式训练功能及相关的要素）。
用于个人训练的集团作业系统将在各指挥院校的战略研讨、战役和战术教学中广泛应用。
３． 对模拟推演系统的展望

１） 联合战役级系统

目前是空白。 重点是发展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用于指挥所实战化训练的模拟推演系统。 为此指

挥信息系统应做相应的升级改造，此外与之配套的导调控制系统，仿真模拟系统，裁决与评估系统

建设将同步进行。
２） 军种战役级系统

目前各军种指挥学院已建设，并渐趋完善。 有条件的单位采用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建设思路

构建（目前有些院校已经采用，如海军指挥学院）
３） 合同战术级系统

包括部队和基地两种训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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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训练系统已具备相当规模，海军的基地训练系统，尚在建设中，重点和难点是仿真、裁决

和评估系统，在十三五中将会有较大进步。
部队训练系统（用于战区陆军、海军（舰队）、空军）基本空白。 重点是基于指挥信息系统实装

的训练系统。
４） 兵种战术级系统

主要用于部队训练，海军主要是水警区、支队、陆战旅、岸导团。 前期各自都有一些建设成果，
但不是近些年建设的重点，因此以参加上级的组织的训练为主。

５） 各级兵棋系统

将会成为指挥训练和作战实验的主要手段之一（“十三五”将会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其发展

的关键是要能设计出部署方便、使用简便、界面引人、贴近我军实际作战规则的系统。
６） 对海军军事演习系统的展望

海军训练基地的军事演习系统将以海空联合实兵训练需要为目标以实兵交战系统建设为重

点实施。 在“十三五”期间有部份系统将趋于成熟（如反舰导弹攻防交战系统），但大部份系统尚待

发展。

二、 军事训练模拟仿真的应用与特点

马亚平

简介：国防大学专业技术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运筹

学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军事信息系统研究与研发运用工作，多项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主持研发的“军事训练信

息系统公共平台”推广至全军 ３００ 余个单位使用。 发表论文 ３０ 余篇，著
有《作战模拟系统》等专著。 作为项目负责人，多次主持军内重点工程项

目的研制和多项重大军事训练活动的系统建设与保障工作。 先后荣立二

等功 ２ 次、三等功 ３ 次，被国家科委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国务院特

殊津贴。
军事训练是任何一支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运用现代化的模拟方法与仿真手段于军事训练领域，受到世界各发

达国家普遍重视。 提高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深入与广泛采地采用信息化的模拟仿真系

统于军事训练领域，是当前我军深化训练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赢得未来战争所面临的重要任

务。
由于军事训练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军事训练信息系统与其它类型军事信息系统在应用对象、

作用目的、建设要求和系统构成方面有极大的不同。 本文拟就军事训练信息系统这些“特殊性”进
行分析与探讨，以期对该领域信息系统的建设起到帮助。

一、 军事训练的内涵与目的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其范畴之大囊括了军队的全部军事活动，训练层次方面，上
至战略、战役，下至班组、单兵，训练内容上，涉及人类意识思维的筹划、决策，思想与行动相结合的

组织、指挥，到人员肢体的动作、行为，在训练形式上，室内、室外，对抗、单方，沙盘、兵棋，作业、演
习等，从训练类型上讲模拟、实兵，实装、实弹，首长机关、部队整体等等都是军事训练的范畴。

１．“训练”的内涵

关于军事训练，在词义上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与解释，但就其内涵而言，我国清朝的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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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曾国藩有一段论述说的极为清晰，曰“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 训打仗则专尚严明，
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

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练有二：练技艺、练队伍。 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

欲数百人如一人”。
从这段话里告诉我们：训练是由“训”和“练”二个部分组成的。 “训”指的是教导、训戒，“练”

指的是学习、练习。 进一步理解，实施训练必须由两部分人构成，“训”的一方为施训人员，负责组

织并实施训练，起着引导、监督的作用，“练”的一方为受训人员，在“训”的组织引导与监督要求下

接受训练，提高技能。 “训”和“练”有着不同的分工内容和要求，因此不能片面地倚重一方，轻视另

一方，只有当“训”和“练”互溶交织，融为一体时才构成完整的“训练”。
２．“训练”的目的

不言而喻，军事训练的目的就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按照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构成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军队战斗力的主要构成因素是军队中的

每一个人（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是战斗力的基础，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

能力和每一个战斗员的战斗技能侧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因此军事训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各层级军人的岗位责任能力，提高指挥机构的协调与执

行能力，综合个人和团体的能力，形成合力，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二、 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构成与特点

军事训练体系庞大、构成复杂，决定了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构成也十分庞杂，种类繁多。 军事

训练系统就是针对这个庞大的训练体系而建设的用于适应不同层次特点、满足不同种类需求，提
高不同岗位人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的各类系统的总称。

１． 训练信息系统的类型

着眼提高军队各层级岗位人员的能力，结合岗位本身对能力要求的特点，军事训练信息系统

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１） 决策训练系统

是针对提高军队高、中级指挥员“决策”能力训练而研发、应用的系统，它的应用对象为战役层

次与合同战术层级的指挥员，其目的是提高这些指挥员的“决策”能力。 典型的运用方式是基于

“想定”的集团作业，作业人员依据“想定”提供的各类条件，以“想定”中“最高指挥员”的身份分析

判断情况、定下作战决心、确定作战部署、明确各部队任务。
决策训练系统不仅需要提供各类作业工具（如信息查询、要图标会、文书拟制等）还应具备想

定拟制、分析评估等基本的“导调”功能，全面一点的应具备“决心推演”与“裁决评判”等高级导调

功能。
计算机软件系统一般是决策训练系统的系统的主要形式。
（２） 指挥训练系统

指挥训练系统的训练对象为某个层级的指挥机构（指挥所），一般应用于部队的首长－机关训

练，基本方法为编组作业或演习作业，较为高级的系统提供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红、蓝对抗”模式，
目的是提高指挥机构的组织筹划与指挥协调、随机处置能力。

系统主要由计算机软件系统为主体，构成较为复杂，规模较为庞大，对基础数据的可用性与模

型方法的可靠性，以及实时裁决、随机指挥和情况处置的要求较高。
（３） 模拟训练系统

在细化分类之前，模拟训练的概念范围较大，包括了计算机作战模拟和和类武器装备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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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模拟。 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基于软件系统为主体的计算机作战摸拟训练被称归结到更为

直接的决策训练和指挥训练中，而模拟训练一般是指基于各类装备模拟器和功能器材为主进行的

训练。
模拟训练的对象是战斗员（战士、基层分队指挥员），训练目的是提高各类战斗人员对武器装

备的操作和作战运用能力，方法上一般分为以单兵、单装为单位的装备操作技能训练和以作战分

队为单位在“想定”条件的作战运用训练。
模拟训练系统通常是以计算机软件系统为核心，武器装备模拟器或功能器材为基础构成的

“软硬结合”的训练信息系统，构成因素众多、交互关系复杂。 近年来，在特种作战、作战单元训练

方面得到重视，有很大发展，是一种更加贴近实战情况的训练方式。
（４） 基地训练系统

基地训练系统是适应在大型训练基地开展建制部队整体训练需要而建设、应用的大型训练信

息系统。
大型训练基地通常承接的训练对象为具有遂行战术兵团任务的建制部队，实装、实兵对抗演

习一般为基本的训练模式，目的是检验、提高建制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基地训练系统是以“导调”系统为龙头，环境构设与模拟交战系统为基础的，集信息采集、信息

传输与信息处理之大成，像、声、光、电各类传感器与计算机软件相结合，导演调理、进程控制、实时

裁决、效果评估和综合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信息系统。 系统规模大、构成成分多、复杂

程度高、功能需求多、建设难度大，是一种典型的复杂巨系统。
２． 训练信息系统的构成

由于“训”与“练”本身不可分割，故训练系统本身就包含“训”和“练”两个具有十分密切的内

在联系的部分，因此无论何种类型的训练信息系统，通常应包括如下两个基本的系统。
（１） 导控系统

提供施训人员在训练过程中承担的“导调、控制、裁决、评估、管理”的具体任务所需要的功能，
如构设训练条件、组织训练实施、监控训练过程、评估训练效果等。

（２） 作业系统

提供受训人员完成 “观察、判断（分析）、决策、指挥（行动）”等训练所需要求的功能，如要图标

会、文书拟制、决心部署、指挥命令等。
应当明确的是，导控和作业两个系统由于应用对象不同，因此功能需求是不尽相同的，在一些

具体的方面甚至差别还比较大。 但由于二者在一些工具性软件方面有“共用”的特点，因此导控系

统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比较常见的是将导控系统作为一个“功能”来设计与研发，这个观念带来的

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作深入讨论。
３． 训练信息系统的定位与特点

通过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非常明确的得到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功能定位与特点。
（１） 功能定位

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应用对象是“人”，目的是提高胜任责任岗位的能力，适应于战略、战役、
战术、分队、班组、单兵等各个层级，在决策与指挥、技能与作战运用等不同侧重，直至部队的整体

能力等均有其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
（２） 系统特点

与其它类型的军事信息系统相比较，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最大特点如下：
一是应用对象是“人”，这是训练信息系统区别于其它领域应用的军事信息系统的最大特点；

二是军事训练信息系统的应用方式一定是“人在回路”；三是训练信息系统应当“忠实、准确”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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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尤其是受训）人员下达的各类指令和操作，而不能用所谓的“智能化”来纠正其错误，哪怕

是善意的“提示” 也是不提倡的。
４． 当前主要的问题与看法

我军的训练信息系统建设已经历了三十余年，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阻碍发展

的问题。
（１）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严重停滞。 兰彻斯特方程和杜派指数可以说是军事运筹（或模拟仿真）的
经典方法，曾经引导并帮助我们进入了这个神圣的殿堂。 在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后半期后，不仅基础研

究出现停滞，更为严重是以“创新”的名义大加否定，但实际成果近乎为零。
近些年在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各种利益的诱惑下，浮躁之风盛行，“创新”主要体现是“名词”、方

法是“炒作”，标准是“领导”肯定，目的是名利双收。 仿真领域看起来风风火火，成果丰硕，实则危

机四伏、险象环生。
二是应用需求设计严重缺失。 在这方面要么是需求层次过“高”，没有很好的把握需求的属

性，要么是需求内容过“粗”，缺乏能够落实需求的设计。 模拟仿真产品的军事需求本身包含了应

用要求和应用设计两个层面。 目前应用设计的问题更大，在行业内几乎难以看到从需求角度对产

品做出的军事设计。
三是标准体系执行严重混乱。 就目前模拟仿真的现状而言，散、乱的现象十分严重，自成体

系，自设标准，各自为战，烟囱林立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基础理论研究因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的同

时，技术标准等基础性的工作同样倍受忽视，近些年来，标准的制定工作有所加强，在军用仿真领

域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不少已被列为“ＧＪＢ（国家军用标准）”，但是在标准本身的适应性和执行

标准的力度上还有很大差距。
四是专业队伍知识结构严重失衡。 模拟仿真是一个汇集多学科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科学。 从

学科关系上看，模拟仿真的理论基础是军事运筹。 军事运筹学的基本理论，是依据战略、战役、战
术的基本原则，运用现代数学和建立数学模型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军事问题中的数量关系，以求

衡量目标的准则达到极值（极大或极小）的一整套择优化理论。 是应用数学工具和现代计算机技

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为决策提供数量依据的一种科学方法。 是现代军事科学的组成部

分，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从学科的分类与定义可以清晰的看出，模拟仿真研究的理论依据是

军事科学，研究方法是运筹数学，研究工具是软件技术，应用与服务对象仍是军事。 这就要求从业

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军事理论知识，扎实的运筹数学知识和熟练的计算机软件技术。
（２） 几个基本的观点

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在实践中推动发展的需求，有如下观点进行探讨：
一是不要期望用“一个系统包打天下”。 由于应用对象的不同，不同岗位的能力要求也不同，

就不能期望一个系统既能这样，也能那样，还能那样等的功能描述。 如既可用于作战实验，也可用

于军事训练，还可用于装备效能评估，或是既可用于决策训练，也可用于指挥训练，还可用于模拟

训练，甚至也适用于基地训练，等等。
《系统论》有个著名的论断：“结构决定功能”。 那么，什么决定结构呢？ 对于信息系统建设来

说，我们认为是系统建设的“需求”决定了系统的“结构”（当然不是空洞的、不结合实际的口号，而
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是尽可能量化的指标）。 “需求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是符合信息系统

建设客观实际的技术路线。
二是不要用“战训一致”来作为军事训练的信息系统的最终要求。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一直

在强调“战训一致”。 似乎“战训一致”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指标，由此对军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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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模拟仿真系统的要求也是“训战一致”。 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军事训练的基本要求是从难、从严，训练高于作战、训练难于作战、训练严于作战才是军事训

练的根本要求。 运用各种类型模拟仿真系统进行多种样式的训练成为军事训练的“常态”，对这些

系统的要求应是“环境构设更复杂一些，取胜条件更艰难一些，训练过程更严格一些，标准要求更

高一些”。 而达到这些个“一些”的系统，恰恰就是被我们长期忽视的“导控系统”的根本作用。
三是信息系统技术不等于模拟仿真。 在模拟仿真领域关键的模型、数据和方法等发展严重滞

后的情况下，更多的讨论信息系统领域的技术问题，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有关“高大上”的概

念、名词和理论与方法是实际上很难解决模拟仿真面临的实质问题。
四是“互联互通”是发挥仿真系统效益的基础。 信息系统的巨大效益来源于信息能够“共享”，

互联互通是发挥系统效益的基本途径，而信息共享的基础是体系结构与数据基础的一致性。 但遗

憾的是，在信息系统建设上我们有意或是无意地在破坏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

缺乏严格的“标准”约束和有力的检查督促，“烟囱林立”的现象十分普遍，自研自用，脱离实验室或

研发人员就难以运行的“系统”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效益发挥。

三、 军事训练大数据建设与应用

张宏军

简介：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制工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军事训练数

据工程领域的关键技术研究，担任国家、军队多项重点项目的总师，获国

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１ 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４ 项。 目前是军队重点实

验室“军用数据与知识工程实验室”主任。 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

议上发表论文 １５０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６ 部。
战争的胜利往往离不开精准作战计算的支撑，孙子兵法有“经之以

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精”的论断，要求指挥员从气象水文、人员素质和

武器装备等多个方面考虑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实质上就是寻求与战争相

关的多方面数据支撑，以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 克劳塞维茨

在《战争论》中指出“经验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而经验的实质也是数

据的积累，这充分说明了数据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美军非常重视数据应用工作，伊拉克战争中美

军依靠国防数据字典系统（ＤＤＤＳ）、联合公共数据库（ＪＣＤＢ）和数据共享环境（ＳＨＡＤＥ）等技术手段

实现了 ９５％的信息共享，确立了绝对的信息优势。 我军各级首长领导也非常重视军事数据建设规

划、建设管理和综合运用工作，通过系列工程汇集了海量数据，正在作战任务规划、武器装备发展

论证和实战化作战演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重点论述军事训练在作战数据生产过程中的

作用，研究数据建设、管理和应用中的关键技术，提出基于军事训练演习进行数据建设必须破解的

难题。

一、 军事训练及其数据资源

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部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和中心工作，是生成、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根本

途径，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
（一） 军事训练要素

构成训练的要素包括组训着、受训者、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环境（图 １）。 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对军事训练进行分类，例如：军事训练一定是围绕着军事知识、作战技能等训练内容，提高受

训者的能力而开展的，因此可以把军事训练分为技能训练、协同训练、指挥训练和决策训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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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设备、设施等训练环境的构设，又可以把训练分为实兵实装训练、模拟训练和混合训练。

图 １　 军事训练的构成要素

部队训练，是部队为掌握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和战术、战役法等而进行的训练。 按照训练对象

可以分为：士兵训练、军官训练和单位训练；按照训练层次可以分为：共同训练（含入伍训练）、专业

技术训练、战术训练、战役训练；按照训练对象可以分为：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和预备役训练。
军事演习，是部队训练的最高阶段，也是平时部队训练成果的检验。

（二） 军事训练演习

军事训练演习是在想定情况诱导下进行的作战指挥和行动的演练。 是部队完成理论学习和

基础训练之后实施的近似实战的综合性训练。 近年来，各国军队注重从严、从实培养部队的作战

意识和能力，本质是实现战训一致，满足打赢要求，因而军事演习具有战场环境实战化、作战行动

突出对抗性、参演力量联合一体化、导调手段数据化和演习评估科学化等特点。
古罗马人把演习称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演习，是和平时期有效获取实战经验的最

佳途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演习涉及的数据范围包括作战数据，研究好演习及其数据，对于

促进作战数据资源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２１ 世纪初，我军开始大力推动基地化、网络化、模拟化的建设工作，目前已建立起一批拥有先

进模拟化器材的训练基地。 军事训练演习中采集的演习实况数据反映了作战实体在不同战场环

境下作战行动的全过程，通过对演习实况数据的整理、分析和挖掘，能够生成作战行动效果的标准

数据。 然而，很多单位采集到的军事训练演习数据只是简单的堆砌在数据库中，这些数据一直未

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效益。
军事训练演习数据是各项工作的起点和实践的关键要素，因此，首先要弄清楚“军事训练

演习数据”是什么、怎么分类、有哪些特点等。 军事训练演习数据是由军事训练演习中的各类

作战实体使用、生成和沉淀的信息集合，能够反映部队训练演习全过程的各种数据和信息的

总称。
（三） 演习数据的分类

军事训练数据是组织和开展各类训练活动产生的客观记录，具有容量大、类型多、来源分散、
军事应用价值高的显著特征，对于提升军事训练精细化管理能力、推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提高实

战化军事训练水平，以及为作战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军事训练演习涉及的数据种类众多，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产生不同的数据分类方法。
从应用领域的角度出发，军事训练演习数据可分为通用数据和专用数据。 通用数据是指能够

支撑所有训练模拟系统和各类作战行动的数据，例如，地形、水文气象、社情等。 专用数据是指专

门用于支撑某个特定作战行动的数据，例如，指挥代码、机动速度、打击距离等。 按照军兵种还可

划分为陆军演习数据、海军演习数据、空军演习数据。 但这些分类方法都不能满足信息化条件下

军事训练应用对军事训练演习数据的一致性需求。 军事训练演习数据的分类应该以演习数据的

应用为牵引。 根据数据资源在军事训练演习全生命周期中的静态和动态特征，将军事训练演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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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划分为基础数据、实况数据和历史数据三大类。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军事训练演习数据的分类

基础数据是指支撑作战训练模拟系统运行的相对静态的数据，主要应用于演习的准备阶段。
包括了作战理论、部队编制、作战行动标准、战场目标毁伤标准、评估指标标准、模板数据、军事数

据词典、战术计算标准、武器装备、基础战场环境等十类数据资源。
实况数据是指演习过程中产生的相对动态的数据，主要产生于训练演习实施阶段。 包括了动

态战场环境、演习计划、指挥命令、作战态势、评估指标、作战编组、演习想定、战场事件、视音频数

据、导调控制信息等十类数据资源。
历史数据是指对实况数据进行选择、加工和存储后形成的历史记录数据，主要应用于指导演

习训练的组织实施，支持军事演习回放、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包括了实体效能数据、评估标准数

据、战例、演习资料等四类数据资源。
一次演习涵盖了基础数据、实况数据和历史数据三个部分，它们与军事训练演习过程间的关

系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军事训练演习数据与演习进程的关系

在演习准备阶段，利用基础数据进行演习准备，完成演习所需的数据准备工作；在演习实施阶

段产生的实况数据和本次演习的基础数据，经过加工存储后形成历史数据；演习结束后，对历史数

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又形成下次演习的基础数据。
数据产品用于指导军事理论研究、模型校验，支撑作战实验、装备测试研发，促进评估体系构

建，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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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事训练数据“建管用”关键技术

军事训练数据的建设初步形成了训练管理、训练活动、训练保障三位一体的网络化智能化服

务化的大数据保障体系，采取一数一源、实用可靠、动态更新、按权共享的数据管理机制，逐步实现

训练管理数据的多样化分析和智能化决策，训练活动数据的自动化采集、报送和分发，训练保障数

据的精确统计和实时更新，力争满足军事训练精细化管理和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需要。
（一） 军用训练管理数据完整利用链

１９９８ 年开始，军事训练数据始终围绕着图 ４ 所示“数据完整利用链” 的建设思路，逐步完善。

图 ４　 军事训练数据完整利用链

该链分为参与角色、数据活动、通用组件、服务、资源和核心等六个层次，详细描述了数据描述

的方法、数据来源、以及支撑数据服务的标准规范和手段工具。
（二） 军事训练演习实况数据采集

训练演习实施过程中实况数据通过三种方式获得。 一类是自动采集，主要包括连接到基地信

息系统中的指挥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实兵交战系统、数据采集终端等数据；二是手工采集，
由现地调理员实时记录，随后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传输到导演大厅；三是直接从基地信息系统

的数据库中直接获取。 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演习实况数据采集框架

演习实施过程中的数据包括兵力实体（包含人员、编组等）、武器装备实体（包括实际装备、模
拟器材、数据采集终端等）和基地信息管理系统等三个方面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协同、对抗和交互

过程中产生大量实况数据，分别通过自动采集和人工采集两种方式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
（三） 军事信息语义处理与知识服务系统

军事训练数据由图、文、声、像等异构数据构成，包括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军事文本数据。
００１



对于语义特征明确的结构化军事文本数据，能够准确地抽取出军事实体及其语义关系，实现对军

事文本的语义理解，支撑战场态势表示和军事领域知识服务，辅助指挥人员进行决策。 然而，对于

隐含语义特征的海量非结构化军事文本数据，传统基于浅层语义建模、关联分析和知识表示的文

本处理方法在时间、空间复杂度和对数据语义特征表示的精确度等方面已经无法适应部队语义信

息理解的现实需求，导致数据资源与语义信息的割裂，影响数据资源价值的开发利用。 图 ６ 为军

事信息语义处理与知识服务平台的基本结构。

图 ６　 军事信息语义处理与知识服务平台

该平台对采集到的信息自动进行过滤、分类和排重等智能化处理，为后续的海量语义数据处

理子系统提供数据，并支持基于文本、图片的智能搜索。
（四） 军事训练演习视音频数据处理系统

训练演习积累数据绝大多数是视音频数据，易知实体位置，很难准确把握实体行为，但战场视

音频中包含着大量的指战员命令、报告数据，可以有效支撑战场态势的认知。 图 ７ 是基于音频数

据的作战实体行动自动识别的示意图。
音频数据首先转化为文本数据，在军事训练本体库以及演习计划、部队编组、裁决评估等数据

的支撑下，实时判别部队的行为。

图 ７　 基于音频数据的作战实体行为判断示意图

三、 军事训练数据建设努力方向及建议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军事数据的建设工作，但仍然存在着：① 数据生

产体系不完善，整个流程存在需求不明确、接口不完善、机制不顺畅、职责不明确等问题；② 原

始的数据集数据质量低，填报的数据居多，各级主动维护数据质量的意识不强；③ 数据冗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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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维数高的问题，如作战机动要素涉及到时间、气象、水文、兵力实体、作战任务、作战计划等多

个属性，随着维数的增加，计算量会呈指数倍增长，甚至导致“维数灾难”；④ 数据价值稀疏，知
识型数据缺乏。

为了高效推进军事训练数据工程建设，提出下属建议：
（一） 领导重视与有法可依并重，“双轮推动”训练数据建设资源建设

军事训练数据资源是全军大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活”数据，但由于我军没有有关关于数

据采集、共享、积累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各个单位由于安全保密、自身利益等多方面的原因，不愿意

提供权威数据。 只有在领导的直接命令下，相关单位才能提供数据采集的机会。 在目前“数据法

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各级首长必须明确要求数据提供者（训练基地、院校、科研机构）积极创造机

会积累数据，按照全军统一要求，向上级部门共享数据。
同时，必须抓紧数据建设规章制度的建设，界定机关、部队、数据管理等单位的职责，确保数据

采集、整理、汇集、存贮、分析、挖掘、应用等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 “业务流程在线化，决策结果数据化”，确保数据的准确可信性

我军目前不是没有数据，二是散落在手抄笔记本、单位档案和各级的文件报告里，这样做，不
仅极大地消耗了资源，也浪费了各级军人的人力物力。

这些记录本里面记录着训练计划、训练实施过程、训练成绩等情况，缺一不可，是上级部门经

常检查的项目，但现在要求必须手写，既浪费时间又不能进入计算机，形成有效资源，因此，建议现

在的“记录本”计算机化。
领导的指示决策也必须数据化，各级机关、科研人员通宵达旦的推稿子，形成的规划、计划，逐

渐积累下来，通过文本数据的挖掘，与训练数据关联，一定能提高各级报告的水平，同时也能提高

领导的决策水平。
（三） 拓展“数据”概念，作战行动及其规则等也应纳入重点建设范畴

我们通常一提数据，往往与数字关联起来，军事训练领域大数据应该包含军事训练流程涉及

和使用的有价值的各种数据的集合，比如编制装备、技战术性能、毁伤标准、弹药和物资消耗等，以
及训练计划、实施过程、训练绩效等数据外，还应当包括支撑训练组织过程的数据，如训练流程、会
议内容等都应该以数据的形式规定下来。 作战任务清单也应当以数据的形式规范起来，分层分级

列表并格式化定义，为各层次指战员的谋划决策提供一种共同的语言和通用标准。 各类作战任务

执行的前提条件和在不同环境下的战斗效果也是重要的数据，对进行作战任务规划、开展作战实

验有极大地支撑作用。 条令条例和训练大纲中，一定要尽可能形式化地描述流程、文件格式、会议

内容，提高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
（四） 数据密级核准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信息安全的效益性要求

信息安全的效益性，是指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服务。 在大

数据时代，数据共享已成为最基本的准则，而数据共享无论何时也绕不过数据保密这道“坎”，即需

要依据数据的密级限定数据共享的范围。 由于我军数据密级核准机制不健全，数据保密在很大程

度上已使数据共享沦为空谈。 根据我军现行《保密条例》，军事秘密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个等

级，判断标准不够细化。 安全保密已经成为许多信息系统难以有效部署的障碍，也使得“业务流程

在线化，决策结果数据化”难以实施。
军事训练数据的建设与应用，必将为我军的练兵备战、提高科学化训练环境提供良好的信息

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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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部队行动仿真的战役指挥训练系统研究

李皓

简介：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电

子技术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仿真学组副组长。 主要研究方向：装备实验验

证技术、作战模拟技术、仿真支撑平台技术。 近 １０ 年来负责了 １０ 余项模

拟训练、预先研究、重点基础科研、重大能力建设等项目，获国防科技进

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各 １ 次、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次、集团科技进步二

等奖 ２ 次，发表论文 ２０ 余篇。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军事活动中，指挥员处于特殊岗位，对打赢战

争至关重要，因此，指挥员的实战化训练是部队训练改革的重要部分。
实战化训练首选必定是实兵实装训练，但战役级指挥员的实兵实装训

练，因涉及的作战要素繁多、关系繁杂，存在组织协调难，经费开销大，且
受政治因素影响，难以频繁开展，导致指挥作业成果难以得到全面、系统的评价，难以达成实战化

训练要求。 而借助仿真技术，通过模拟每个作战要素在不同作战阶段的行动、状态、相互关系，对
地理、气象、电磁等战场环境的响应，以及在蓝军对抗条件下所采取的系列对抗行动等，以虚拟兵

力代替实际兵力执行战役指挥机关决策，并通过灵活的初始态势设置，训练过程导调控制，有意识

地设危局、布险局、摆残局、出僵局，全方位的评估作战方案可能存在的优劣，辅助考核评价战役指

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决策能力，达成战役级指挥员实战化训练要求。
在传统的战役指挥模拟训练系统研制中，往往以火力打击为主进行模型和系统构建，通过仿

真分析武器的突防、命中、毁伤等效果，评估战役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决策能力。 但武器能否准

时发射、有效毁伤，达成作战目的，与部队作战准备、实施过程中的大量行动密不可分，只有每个行

动都做到准时到达、保质完成，才能确保最后的作战效果。 因此，本次战役指挥模拟训练系统以部

队作战行动模拟为重点，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模拟，辅助战役级指挥员开展指挥作业成果验证和

指挥对抗训练，满足作战训练信息化支撑手段建设需求，为快速提升军事实战化训练水平提供技

术支撑。
为了构建既符合实战化要求又灵活好用的战役指挥模拟训练系统，需要对系统中的“灵

魂”———模型进行重点研制，构建的模型必须与部队实际行动保持一致，且方便使用和升级维护。
因此，首先从业务分析着手，与部队人员一起梳理部队在不同作战阶段接收到的所有指令，部队收

到每个指令后开展的一系列行动任务，每个行动任务所包含的活动及其逻辑关系，每个活动在不

同的对抗、气候、地理、电磁等环境下的处理方法，每个活动在异常情况下涉及的保障要素、保障活

动和流程，每个主战活动和保障活动需遵循的规则等，一共梳理出主战任务 ２０ 个，保障任务 ２１ 个，
涉及 １１９ 个模型，２４８ 个指令，３４４ 个规则，从而为构建等效逼真的“虚兵”部队奠定基础。 其次从

设计着手，将模型与指令、规则三者进行分离，实现了算法模型与行动逻辑的分离、行动逻辑与规

则约束的分离，保证了三者之间的“纯洁性”和维护升级的灵活性、便捷性。 指令是模型运行的外

在驱动力，决定模型执行时机和执行要素，主要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结束阶段的各类指令；规
则是模型解算的约束，影响模型执行效果，主要包括作战行动规则、交战规则、毁伤规则等。 最后

从实现方式着手，通过研制可视化的装备建模工具、流程建模工具、规则建模工具，使模型、指令、
规则构建的便利性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装备建模工具实现了组件化建模、实体式装配；流程建

模工具实现了活动的独立设计、逻辑关系的可视化；规则建模工具则实现了规则的参数化以及规

则与模型、流程的可视化关联，从而为指挥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模型和规则参数修改、流程重构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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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确保战役级指挥员的训练既可以基于现有部队的作战能力进行，也可以面向未来作战能力的

部队开展训练。
同时，实战化的模拟训练系统，还需要确保指挥员的作业成果能够准确无误的传递给模拟训

练系统，训练过程中导调人员出的各种特情符合战役级指挥员训练要求。 在作战网与训练网分

离、作战文书无统一标准且表述随意性较大的现实状态下，模拟训练系统采用格式化、以条件选择

为主的可视化输入方式来确保指挥作业成果的导入，通过分析整理各类作业成果包含的内容、驱
动模型所需的要素等，将作业成果区分成描述性内容和模型运行参数，描述性内容以文字形式表

述且不变，模型运行参数主要包括执行者、执行动作、执行时间、执行场所等，以可视化的选择方式

为主进行录入，既确保了驱动模型运行的要素与指挥作业成果无二义性的便捷导入，也确保了作

业成果导入的直观性。 训练过程中各种特情的设计，同样也与部队人员一起进行了详细、全面的

梳理和设计，并研制出各类装备特情、对抗特情、环境特情模板，为导调人员提供了一套符合部队

训练的作业环境。
为了验证梳理的模型、指令、规则、特情，确保系统交互形式符合部队训练真实需求，战役指挥

模拟训练系统采用了原型驱动迭代式研制方法，将梳理的成果进行阶段性实现，并多次邀请部队

人员不断使用，尽早发现系统问题并修正，既为业务梳理提供了完善和优化的依据，也为降低系统

研制风险、提升系统研制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战役指挥模拟训练系统从业务梳理－模型构建－系统研制，部队人员深度参与，改变了传统的

部队提需求－工业部门研制交付－部队使用的串行研制模型，实现工业部门研制与部队使用并行的

研制方式，确保交付的系统符合新时代实战化训练需要。 同时，系统提供的一系列可视化建模工

具和相关模板，为部队提供了便捷的作战训练信息化支撑手段，促进部队军事训练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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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之窗

红外 ／射频武器装备对抗仿真平台

一、 概述

红外 ／ 射频武器装备对抗仿真平台是一个面向武器系统开发、测试与评估领域的建模与仿真

支撑平台，通过内置红外环境仿真框架和射频环境仿真框架，为武器系统作战条件下试验与评估

系统构建提供高分辨率的电磁 ／ 红外环境效应服务，同时支持与其他仿真系统互联、互通、互操作，
构成分布式联合仿真系统。

二、 应用领域

１、 武器装备工程级仿真

武器装备工程级仿真主要包括红外 ／ 射频制导武器半实物仿真、红外 ／ 射频导引头全数字仿

真、雷达传感器全数字仿真，支持实时合成目标 ／ 干扰 ／ 环境红外辐射强度和雷达中频信号，驱动

目标模拟器或者武器装备模型，为武器装备设计验证提供支撑。
２、 武器系统交战级仿真

武器系统交战级仿真主要包括制导武器系统全数字仿真、雷达电子对抗全数字仿真，能够向

武器系统各参试装备提供统一的威胁目标场景和贴近实战的战场环境服务，为武器系统作战实验

提供支撑。

三、 系统架构

红外 ／ 射频武器装备对抗仿真平台定义了独立实体演员、行为逻辑组件、消息交互端口等一组

标准、协议、模型接口和服务来实现仿真模型的重用、互操作和可插拔，同时提供大气、空间、仿真

调度等公共服务方便模型开发。

四、 技术特点

１、 支持 ０．２ ～ ２６μｍ 光谱范围内红外辐射信号在大气中的传输效应计算（大气透过率、程辐射

和单次散射太阳辐射）以及各种红外辐射信号的产生、收集和合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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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支持 １００ＭＨｚ～ １００ＧＨｚ 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信号从发射到接收的传播过程中所叠加的效

应影响，能够复现实际雷达射频信号在实际环境中的散射、衍射、折射、吸收等传播过程。

３、 支持通过仿真代理（适配器）接入实装装备、模拟器和半实物仿真系统，构成“虚实结合”的
复杂战场环境下武器装备交战级混合仿真系统。

４、 支持基于平台模型标准开发模型集成自成体系运行，也可以与其它仿真系统互联、互通、互
操作，构成布分式联合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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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内置红外环境仿真框架、射频环境仿真框架， 可以为各层面的武器系统作战条件下试验与

评估系统提供高分辨率的电磁 ／ 红外环境效应模型。
６、 提供模型开发、组编配、仿真想定配置、仿真执行和分析输出等一系列可扩展工具集和各种

公共仿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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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云仿 ＸＳｉｍＣｌｏｕｄ 全新发布

一、 产品概述

云仿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仿真，进而改造仿真，最终构建仿真新模式和新业态。 华

如云仿提供仿真资源云（ＳＲＣ）、仿真计算云（ＳＣＣ）、仿真应用云（ＳＡＣ）、仿真融合云（ＳＦＣ）四大功

能。
• 仿真资源云可支持从个人、团队、部门、单位、领域等不同层次的仿真资源云存储功能，与仿

真系统 ／ 软件集成，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安全可靠。
• 仿真计算云针对复杂系统、大样本对仿真计算资源的需求，以虚拟化、容器为基础，实现计

算设备的共享和按需弹性分配。
• 仿真应用云提供仿真应用软件超市，采用应用虚拟化方法，允许用户通过 ＷＥＢ 浏览器使用

各类仿真软件，且无需对仿真软件进行任何修改，进而解耦仿真系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将仿真系

统的部署、运维和使用分离，最大程度降低对终端用户的要求。
• 仿真融合云将云计算、大数据与建模仿真技术深度融合，提供云＋ 端的仿真生态，提供资源

发布、资源匹配、网络安全屋等功能，彻底实现领域仿真工程思想。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以上四种模式可单独使用也可组合使用，并且可以与市面主流云平台、大

数据平台适配。

二、 产品特点

１、 广谱适应：支持多种硬件和基础云平台、大数据平台环境，可为各类已有和在建的仿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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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云化方案，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项。
２、 灵活剪裁：针对资源、计算和应用的云化，既可单独实施，也可组合实施，方便用户量身定

制。
３、 ４Ａ 应用：办公室、家、旅途，工作时、休假中，传统 ＰＣ、ＰＡＤ、智能手机甚至智能电视，有线、

无线各种网络，用户都可以访问仿真资源、开展仿真研究。
４、 安全可控：知识产权可控，提供针对性定制方案。

三、 应用模式

１、 传统分析类仿真

以 ＳＣＣ 为核心解决计算问题，辅以 ＳＲＣ 和 ＳＡＣ 解决资源和应用问题，任何已有的分析仿真系

统均可通过云仿获得能力和体验的提升。
２、 传统训练试验类仿真

以 ＳＡＣ 为核心解决人机交互应用问题，辅以 ＳＲＣ 解决训练试验过程资源管理问题，进一步体

现异地广域互联的 ＬＶＣ 应用价值。
３、 未来领域仿真新模式

以 ＳＦＣ 为核心，结合 ＳＲＣ、ＳＣＣ 和 ＳＡＣ，构建领域分工合作、模型共建共享、资源充分复用、系
统按需动态自动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的仿真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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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中国科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集体学习研讨

３ 月 １ 日，中国科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专题举行集体学习研讨。 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主持学习。
集体学习研讨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

加强科协组织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

科协组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科协组织政治作用为主题，全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关于对中国科协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进行重点督查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党组成员王守东、殷皓分别就加强全

国学会和窗口单位党的政治建设作重点发言，党组书记处其他成员逐个作交流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科协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把党

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 《意见》的出台，为科协组织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提供了基本遵循。 要准确把握《意见》政治性、系统性、统领性、针对性的特点，坚持

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把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意见》部署要求作为

研究制定贯彻实施《意见》具体措施的起点，把贯彻实施《意见》具体措施的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报告》指出的问题上，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要求，不断深化对党的政治

建设的认识，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怀进鹏在学习讲评时指出，中心组各位成员的发言聚焦党的政治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

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要求，既体现讲政治要见思想，也体现讲政治要见行动，结合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意见》的学

习初见成效，为党组班子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 下一步，要着力在以下三方面下真功夫。
一是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突出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一以贯

之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政

治建设首要任务和首要政治纪律，不断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

动自觉，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

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二是深刻领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

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目的。 理想信念

是人生的航标灯，是前进奋斗的不竭动力，是精神支柱和精神上的“钙”，坚定政治信仰是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本质要求；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

终过硬，必须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政治能力是加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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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

为政行为， 涵养政治生态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三是深入推进科协系统党的政治建设。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中央已经提出了明确要求，
科协系统要全面抓好落实。 要坚定政治信仰，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开展主

题教育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真学实做上下功夫，既完成好中央规定动作，又要紧密结

合科协实际，着力围绕中心，主动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发力主战场；要加强党的领导，严格执行《中
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充分发挥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示范引领作用，着眼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加强对群团工作理

论政策和科协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创新工作理念、内容、机制、方法，身体力行，知行果合一，强化

对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悟、往实里做、往心里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科技

界的深化转化、落地生根；要创新机制方式，充分发挥科协组织政治动员政治引领政治教育作用，
进一步创新政治引领政治吸纳方式，稳中求进，守正创新，以正铸稳，深入生动讲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关爱科技事业和科技人才的故事；要推进整改落实，营造科协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认真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健全

追责问责制度和机制，坚持对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营造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党组成员束为、宋军参加学习。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

庆海和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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