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
Ｖｏｌ．４０

２０２２
Ｎｏ．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５１ ／ ｊｎｗｐｕ ／ ２０２２４０２０４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７０１２１０）、航空科学基金（２０１６５１９６０１７）与陕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２０１９ＪＱ⁃７１０）资助

作者简介：任博（１９８５—），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飞行器结构设计、装备安全性及适航研究。
ｅ⁃ｍａｉｌ：ｒａｂｂｅｒ２００３＠ １６３．ｃｏｍ

混合数据信息下不确定性描述的
改进最大熵函数法

任博１，２， 岳珠峰１， 崔利杰２， 王新河１， 张峰１

１．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２．空军工程大学 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１

æ

è
ç

ö

ø
÷

摘　 要：可靠性分析的基础在于不确定性的精确描述。 工程实际中由于个别变量信息缺乏只能确定

其区间范围，提出描述区间和离散点混合不确定性的改进最大熵函数法。 该方法建立不同类型数据

不确定性的联合熵函数，应用插值技术得到描述区间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信息下不确定性的非参数概

率密度函数，通过优化联合熵函数最大，确定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在原始数据空间上下限内均匀离散

点处的概率密度值。 相比于传统非参数概率确定方法，所提方法将传统分布参数估计寻优过程转化

为在原始数据空间内对自定义随机离散点处的概率密度值优化，进而使用插值技术得到描述区间和

离散点数据混合不确定性的最少偏见概率密度函数，其混合不确定性描述精度由自定义的随机离散

点多少来确定，精度按需可控。 此外，在概率理论框架下，尝试将输入混合不确定性信息向输出传递，
完成输出响应的可靠性分析。 所提方法计算量和精度可通过自定义离散点数量控制，对原始数据不

确定性信息挖掘更充分。 算例表明所提方法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概率理论用于混合不确定性分析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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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分析设计、优化的基础在于输入、输出不

确定性的精确描述及传递。 在航空、航天领域，各类

结构、机构系统受到几何尺寸不准确性、材料参数分

散性、载荷环境波动及仪器测量误差等不确定性因

素影响，其零部件的性能、输出响应也存在一定变异

特性。 其中，有些参数因样本充足可构建精确概率

分布，而有些参数难以评价，测量难，且样本缺乏

（如航空安全、毁伤概率、健康指数）只能给定其变

化区间［１］。 为此，研究混合不确定性分析对可靠性

设计、安全评价具有重要工程意义。
区间数据来源分为：①故障或者不确定性设备

参与试验取得的数据；②来自不同专家的意见［２］。
关于区间不确定性描述，Ｆｅｒｓｏｎ 等［３⁃４］将基于离散点

概率分布估计推广至区间处理中，提出用概率盒描

述区间数据。 Ｚａｍａｎ 等［５］提出求解区间数据四阶矩

的优化方法，并以此为约束用 Ｊｏｎｓｏｎ 分布族描述区

间数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６⁃７］ 分别在其博

士论文讨论了贝叶斯概率盒以及用于概率盒区间计

算的法则。 Ｓａｎｋａｒａｒａｍａｎ 等［８］用参数分布和非参数

概率分布描述区间数据，并将其应用到区间不确定

性传递。 对于多类型数据混合不确定性分析，
Ｅｌｉｓｈａｋｏｆｆ和 Ｃｏｌｏｍｂｉ［９］ 研究了不确定性概率模型和

凸模型混合问题。 曹鸿钧和段宝岩［１０］ 提出一种非

概率可靠性的度量指标，可用于椭球凸模型与区间

变量并存情形。 Ｑｉｕ 等［１１］ 将区间分析方法引入传

统概率理论中，研究了随机参数与区间参数并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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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可靠性问题。 目前，概率理论可靠性模型发展比

较成熟，而概率－区间混合模型的可靠性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不确定性融合模型、模型求解算法等都

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极大熵原理［１２］推断，在约束条件下描述变

量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中熵值最大的分布具有最少

偏见性。 鉴于此，本文提出信息熵函数可用来度量

离散点和区间数据包含的不确定性信息，且熵值越

大，该组数据不确定性越大；反之，则越小。 在此基

础上，本文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方法描述混合区间

和离散数据的混合不确定性，得到包含混合不确定

性信息的非参数概率分布，并在概率理论框架内，将
不确定性由输入向输出传递，完成可靠性分析。

１　 随机不确定性描述的传统最大似
然函数法

１．１　 随机不确定性描述模型

随机不确定性模型以概率统计数学为基础，能
够处理各种复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传递问题，是目

前使用范围最广、发展最为完善的不确定性理论。
随机不确定性描述模型中当变量样本数据积累到足

以精确确定变量概率密度函数时，可用概率密度函

数形式定义［１３］：
１） 连续型变量随机模型

假定随机变量 Ｘ 为连续型，且服从分布类型

（正态、对数正态等） 概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

ｆＸ（ｘ ｜ θ），其中 θ 为概率分布参数，独立于随机变

量。 针对连续变量中单个离散点数据 ｘｉ，视其为上

下限几乎相等的退化区间，则单个离散点数据 ｘｉ 发

生概率为：

Ｐ（Ｘ ∈ （ｘｉ －
ε
２
，ｘｉ ＋

ε
２
） ｜ θ） ＝

　 ∫ｘｉ＋
ε
２

ｘｉ－
ε
２

ｆＸ（ｘ ｜ θ）ｄｘ ＝ εｆＸ（ｘ ｜ θ） （１）

式中， ε 为任意小量（ε ＞ ０）。
若连续型变量总体为 Ｘ ＝ ｛Ｘ１，Ｘ２，…，Ｘｎ｝，

｛Ｘ１，Ｘ２，…，Ｘｎ｝ 是来自Ｘ的离散点样本，则｛Ｘ１，Ｘ２，
…，Ｘｎ｝ 的联合分布律为

Ｐ（Ｘ１，Ｘ２，…，Ｘｍ ｜ θ） ＝ ∏
ｍ

ｉ ＝ １
εｉ ｆＸ（Ｘ ｉ ｜ θ） ＝

　 ｋε∏
ｍ

ｉ ＝ １
ｆＸ（Ｘ ｉ ｜ θ） （２）

式中： θ为待估计概率分布参数；ｋ为正比例系数，其
中 ｋ ≠ ０。

２） 离散点数据随机模型

若总体 Ｘ ＝ ｛Ｘ１，Ｘ２，…，Ｘｎ｝ 属于离散型变量，
且｛Ｘ１，Ｘ２，…，Ｘｎ｝ 是来自 Ｘ 的样本，则｛Ｘ１，Ｘ２，…，
Ｘｎ｝ 的联合分布律为

Ｐ（Ｘ１，Ｘ２，…，Ｘｎ） ＝ ∏
ｎ

ｉ ＝ １
ｐ（ｘｉ，θ） （３）

式中： θ 为待估计参数；Ｐ 为变量 Ｘ 取其实现值 ｘ 时

的概率。
１．２　 基于最大似然的随机不确定性描述

对离散点的不确定性描述，最大似然函数法是

常用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基本思想是从模型总体

随机抽取 Ｋ 组样本观测值，寻找最合理的参数估计

量，能使抽取的该 Ｋ 组样本观测值的概率最大［１４］。
传统最大似然函数法确定最优概率分布函数简

要步骤具体见文献［１４］。
传统方法处理离散点（样本规模较大时）不确

定性，具有以下局限性：①需要人为确定数据概率分

布类型，而数据绝大多数分布于密度函数“中部”
（如正态分布），分布尾部是由“中间”分布外推得

到；②在结构可靠性分析中，起主要作用的恰是分布

函数尾部，可靠性分析结果对变量分布尾部极为

敏感。
因此，当要求可靠性较高 （如失效概率 Ｐ ｆ ≤

１０－５） 或缺乏数据时，假定概率模型方法适用性

较差。

２　 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的混合不确定
性描述

熵可用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１５］。 改进最大熵

函数法继承概率和信息熵优点，其优势在于通过构

造不同类型数据不确定性的联合熵函数，将由插值

技术得到的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在原始数据空间上

下限内均匀离散点处的概率密度值，作为优化自变

量，建立优化模型，确定均匀离散点处的最优概率函

数密度值，得到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
２．１　 熵

熵是物质系统混乱和无序程度的测度，可用来

描述信息不确定程度［１５⁃１７］。 本文使用熵作为随机

事件不确定性和信息量的量度。 信息熵［１６］ 认为随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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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变量不确定性越大，其熵值越大。 因此，根据概率

密度函数为 ｆＸ（ｘ） 连续随机变量 Ｘ ，熵定义为

ＨＸ ＝ － ∫
ＤＸ
ｆＸ（ｘ）ｌｇ［ ｆＸ（ｘ）］ｄｘ （４）

式中： ＤＸ 表示随机变量变化范围或支撑；ｆＸ（ｘ） 为

随机变量 Ｘ 概率密度函数。
２．２　 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的混合不确定性描述

针对区间 ［ａｉ，ｂｉ］，（ ｉ ＝ １，２，…，ｎ） 变量的熵，
根据（４）式对多个混合区间联合熵函数定义

Ｈ ＝ ∑
ｎ

ｉ ＝ １
ＨＸｉ

＝ －∑
ｎ

ｉ ＝ １
－ ∫ｂｉ

ａｉ
ｆＸ（ｘ）ｌｇ［ ｆＸ（ｘ）］ｄｘ （５）

　 　 针对包含 ｍ 个离散点的随机变量 Ｘ ＝ ｛Ｘ１，Ｘ２，
…，Ｘｍ｝，其观测样本｛ｘ１，ｘ２，…，ｘｍ｝，离散点可看作

上下限近似相等退化区间，因此，单个离散点 ｘｉ 熵

定义

ＨＸｉ
＝ － ∫ｘｉ＋

ε
２

ｘｉ－
ε
２

ｆＸ（ｘ）ｌｇ［ ｆＸ（ｘ）］ｄｘ ＝

　 － εｆＸ（ｘｉ）ｌｇ［ ｆＸ（ｘｉ）］ （６）
式中， ε 是任意小量（ε ＞ ０）。

根据（５） 式和（６） 式 ２ 种类型数据的熵定义，ｍ
个离散点 ｘ ＝ ｛ｘ１，ｘ２，…，ｘｍ｝ 和 ｎ 个区间［ａｉ，ｂｉ］，
（ ｉ ＝ １，２，…，ｎ） 包含的混合不确定性熵函数可写为

Ｈ ＝ ｛ε∑
ｍ

ｉ ＝ １
ｆＸ（ｘｉ）ｌｇ［ ｆＸ（ｘｉ）］｝ ＋

　 ｛ －∑
ｎ

ｉ ＝ １
∫ｂｉ
ａｉ
ｆＸ（ｘｉ）ｌｇ［ ｆＸ（ｘｉ）］ｄｘ｝

（７）

　 　 变量包含区间和离散点数据信息的混合不确定

性，（７）式联合熵函数可衡量原始数据包含不确定

性信息量大小。
文献［１７］认为描述随机事件概率分布 ｆＸ（ｘ）在

约束条件下使得该组随机事件熵值最大，则该概率

分布具有最少偏见。
２．３　 基于插值技术的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优化

相比于传统不确定性描述方法，本文优势在于

基于极大熵［１７］建立描述区间和离散点数据不确定

性大小的联合熵函数优化模型，并巧妙地将优化变

量转化为插值点的概率密度值。 所提方法将传统对

既定概率分布的参数估计转化为对原始数据空间自

定义离散点处概率密度值估计优化，计算量和精度

可通过自定义离散点数量控制，对原始数据不确定

性信息挖掘更充分。 在此基础上确定最少偏见概率

密度函数 ｆＸ（ｘ），完成对多类型数据混合不确定性

描述。 本文应用插值技术得到非参数改进联合熵函

数，将传统假定概率分布类型，分布参数估计寻优过

程转化为在原始数据空间内对自定义随机离散点处

的概率密度值优化，进而使用插值技术得到描述区

间和离散点数据混合不确定性的最少偏见概率密度

函数。 具体过程如下：
１） 以离散点和区间数据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作

为原始数据空间上下限。 区间上下限分别为 Ａ 和

Ｂ，表示为［Ａ，Ｂ］。 设 ｘ 服从［Ａ，Ｂ］ 上的均匀分布，
通过在［Ａ，Ｂ］ 均匀抽样，得到 Ｑ 个离散点 ｘ ＝ ｛ｘ１，
ｘ２，…，ｘＱ｝，假定概率密度函数 ｆＸ（ｘ ｜ θ） 在Ｑ个离散

点处的初始值为 ｆ ０ ＝ ｛ ｆ ０
１，ｆ ０

２，…，ｆ ０
Ｑ ｝；

２） 根据离散点 ｘ ＝ ｛ｘ１，ｘ２，…，ｘＱ｝ 和对应离散

点处概率密度函数值 ｆ ０ ＝ ｛ ｆ ０
１，ｆ ０

２，…，ｆ ０
Ｑ ｝，对概率密

度函数 ｆＸ（ｘ） 进行三次样条插值，得到非参数初始

概率密度函数 ｆ ０
Ｘ（ｘ）；

３） 基于概率密度函数 ｆ ０
Ｘ （ｘ），根据（７） 式建立

描述区间和离散点数据混合不确定性的联合熵

函数；
４） 基于最大熵原理，建立优化模型如（８）式

所示

Ｆｉｎｄ　 ｆ ∈ Ｒｍ

Ｍａｘ　 Ｈ（ ｆ）
ｓ．ｔ．　 ｆ ≥ ０

　 　 ∫
ＤＸ
ｆＸ（ｘ）ｄｘ ＝ １ （８）

式中： ｆ ∈ Ｒｍ 是概率密度函数在原始数据空间内上

下限之间均匀离散点处的概率密度函数值，为设计

变量；Ｈ（·） 为目标函数。
５） 根据序列二次规划寻优算法求解优化模型，

得到均匀离散点处的最优概率密度值为 ｆ∗ ＝ ｛ ｆ∗１ ，
ｆ∗２ ，…，ｆ∗Ｑ ｝；

６） 由离散点 ｘ ＝ ｛ｘ１，ｘ２，…，ｘＱ｝ 及其对应点处

概率密度值 ｆ∗ ＝ ｛ ｆ∗１ ，ｆ∗２ ，…，ｆ∗Ｑ ｝，使用三次样条插

值，得到描述区间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不确定性的最

优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为 ｆ∗Ｘ （ｘ）。
采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求解（８）式中涉及的优

化问题，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０ｂ 中， ｆｍｉｎｃｏｎ 可实现该

算法［１８］。
为了方便理解，将上述过程绘制成流程图，说明

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法描述混合不确定性的具体思

路，如图 １ 所示。
在区间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不确定性优化过程

中，将传统针对假定分布类型概率分布参数的优化，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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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改进最大熵函数描述混合不确定性方法优化流程图

转换为原始数据空间上下限内均匀离散点处概率密

度值的优化，计算效率和精度可通过所选区间离散

点的规模来控制。 同时，所提方法是非参数的，避免

了根据数据直方图判定分布类型，减少了人为误差。

３　 算　 例

本节通过 ２ 个算例说明所提方法对混合数据信

息下不确定性描述的合理性。
３．１　 数值算例 １

讨论一组区间与离散点的组合数据： Ｘ ＝
｛［３．５，４］， ［３．９，４．１］， ［５，６］，４．１，５．６，３．８｝，其总区

间为［３．５，６］，该组区间数据内包含离散点，本节将

其视为上下限相等的退化区间。
针对算例 １，取 Ｑ ＝ １１ 为例，在原数据区间上下

限上均匀离散后的样本为 ｘ ＝ ［３．５，３．７５，４．０，４．２５，
４．５，４．７５，５．０，５．２５，５．５，５．７５，６．０］，基于改进最大熵

函数法描述混合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数据的不确定

性，通过对联合熵函数进行最大值优化，得到均匀离

散点处最优概率密度函数值为 ｆ∗ ＝ ［０．０７３ １，
０．１２０ ３，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７ ７，０．１１９ ３，０．１４２ ４，０．２０３ ９，
１．７３５ ４，１．１６７ １，０．１７２ ５，０．４８６ ６］。 按照上述步骤，
取 Ｑ ＝ １５ 进行优化，得到类似结果。 为更直观地表

现该组区间和离散点数据的分布特点，用三次样条

插值得到描述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不确定性

的概率密度函数，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算例 １ 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描述混合

不确定性的最优概率密度函数

图 ２ 中分别给出了在原始数据区间内均匀离散

点数为 １１ 和 １５ 情况下的优化结果。 可以看到 ２ 种

优化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都是双峰函数，峰值分别

出现在［３．６，４．４］和［５．３，５．８］内，且其他区间内的

概率密度明显小于峰值区间的概率密度值，这是因

为长区间数据落在［３．６，４．４］和［５．３，５．８］内，造成

概率集中。 其中 Ｑ ＝ １５ 相比于 Ｑ ＝ １１，所得概率密

度函数在对［３．９，４．１］ 分布描述上更加精细。 同时，
在区间［５，６］ 和 ５．６ 离散点数据情况下，Ｑ ＝ １５ 受到

５．６ 离散点影响，概率密度函数右移，相比于 Ｑ ＝ １１
更加科学。

此外，原始数据在［３．５，４．２］区间内也有离散点

数据和短区间数据分布，而图 ３ 中概率密度函数在

该处的概率密度值并不高，这是因为基于改进最大

熵函数方法对区间数据包含的不确定性信息量给予

了充分的熵值分配，认为区间数据包含不确定性信

息量大于离散点数据的不确定性信息量，而且有学

者认为区间数据可以看作是离散点数据的密集集

合。 注意到与初始数据相比，概率密度函数范围中

包含了原数据中未包含的数据点，例如在 ４．５ 和 ３．０
处其概率密度值并不等于零，而原数据中不包含该

点。 这是已经预见到的，因为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

的不确定性描述方法是依据原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

对原数据样本进行合理扩展，生成的概率密度函数

是描述原数据事件发生熵值最大的情况，即不确定

性最大的情况，最大熵原理认为事物常处在最混乱

无序的状态。 此外，由于该方法使用了插值技术，在
遵从原数据统计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合理拓展了数据

点，使其生成的概率密度函数具有更光滑的统计

特征。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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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数值算例 ２
讨论一组 Ｆｅｒｓｏｎ 等研究过的区间数据［３］： Ｘ ＝

｛［３．５，６．４］， ［６．９，８．８］， ［６．１，８．４］， ［２．８，６．７］，
［３．５，９．７］，［６．５，９．９］，［０．１５，３．８］，［４．５，４．９］，［７．１，
７．９］，３．８，４．９，６．３｝，原数据区间为［０．１５，９．９］。

针对算例 ２，取 Ｑ ＝ １１，则在原数据区间上下限

上均匀离散的样本为 ｘ ＝ ［０．１５，１．１２５，２．１，３．０７５，
４．０５，５．０２５，６，６．９７５，７．９５，８．９２５，９．９］， 基于改进最

大熵函数方法描述混合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数据的不

确定性，得到区间内自定义离散点处最优概率密度

函数值 ｆ∗ ＝ ［０．０１２ ７，０．０６１ １，０．１２２ １，０．１８３ ６，
０．０４８ １，０．０９３ ２，０．１５０ ５，０．０７８ １，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４ ６］。 按照上述步骤，取 Ｑ ＝ １５ 进行优化，得到

类似结果。 分别根据 ２ 次优化所得均匀离散点及其

在离散点处的最优概率密度函数值，使用三次样条

插值得到描述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不确定性

的概率密度函数，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算例 ２ 改进最大熵函数描述混合

不确定性的最优概率密度函数

图 ３ 中分别给出了在原始数据区间内均匀离散

点数为 １１ 和 １５ 情况下的优化概率密度函数，２ 个

函数趋势大体是一致的，与原始数据分布特征相吻

合。 ２ 种优化结果所得概率密度函数都是双峰函

数，峰值分别出现在 ［ ２， ３． ５］ 和 ［ ５． ５， ７］ 内，且

［２，３．５］内的概率密度略大于［５．５，７］区间，两者都

明显大于其他区间内的概率密度值。 这是因为在原

始数据中有更多的数据落在［２，３．５］和［５．５，７］内，
造成概率集中，符合原始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 根

据图 ３ 所示概率密度函数计算原始区间数据和离散

点数据联合熵函数值最大，说明在该概率密度函数

条件下，原始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数据包含的不确定

性信息最大，根据最大熵原理，这种数据状态出现的

可能性最大。

４　 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混合数据不确定
性传递

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曾召开主观不确定性会

议［１９⁃２０］，研究者们讨论并交流了关于区间不确定性

描述和传递问题的多种思路和方法。 本节在对混合

类型不确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尝试使用蒙特卡罗数

值方法研究混合类型数据不确定在概率可靠性模型

中的传递。 事实上，若区间和离散点数据混合不确

定性的概率化描述成功，则概率可靠性理论中众多

成熟方法均可用于区间不确定性的传递［２１⁃２２］。
考虑不确定性经典算例［１９⁃２０］ ｙ ＝ （ａ ＋ ｂ） ａ，输入

变量 ａ 和 ｂ 均为离散点和区间类型混合，分别为

｛［０．５，０．７］， ［０．３，０．８］， ［０．１，１．０］｝ 和 ｛０．６， ［０．４，
０．８５］，［０．２，０．９］，［０．０，１．０］｝。 该问题是 Ｓａｎｄｉａ 国

家实验室召开区间不确定性会议讨论的实际问题之

一，研究者们曾基于不同方法得到结果。
针对输入变量 ａ 和 ｂ 中包含离散点和区间数据

的混合不确定性，用改进最大熵函数法得到描述输

入变量 ａ 和 ｂ 不确定性的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然
后，根据输入变量概率密度函数进行蒙特卡罗数值

模拟，获取输入变量 ａ 和 ｂ 的随机样本。 在概率可

靠性理论框架下，对输入不确定性向输出传递，根据

功能函数计算输出。 最后，使用核密度法［２３⁃２４］ 估计

输出的概率密度函数，对输出进行统计特征分析。
具体过程如下：

１） 基于改进最大熵函数法分别建立输入变量

ａ 和 ｂ 的不确定性描述模型，得到输入变量 ａ 和 ｂ 的

非参数概率密度函数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图 ４　 输入变量 ａ 的概率密度函数

图 ４和图 ５显示，输入变量 ａ和 ｂ的概率密度函

数均为单峰函数，峰值均出现在区间［０．４，０．８］ 内，
符合２组数据的统计特点，直观地显示了２组混合类

型数据的分布状态。 其中，输入变量 ａ 的概率密度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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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输入变量 ｂ 的概率密度函数

函数有负值的出现，是因为插值技术保持数据统计

特征的平滑所致。
２） 针对输入变量 ａ 和 ｂ，根据其非参数概率密

度函数，进行蒙特卡罗模拟，得到输入变量 ａ 和 ｂ 的

５ ０００ 个随机样本。
ａ ＝ ［０．３５７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６４３ ０］； （１ × ５ ０００）；
ｂ ＝ ［０．４７２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６１６ ０］； （１ × ５ ０００）；

３） 在概率理论框架下，根据功能函数 ｙ ＝ （ａ ＋
ｂ） ａ，将输入变量不确定性向输出传递，获取输出响

应量 ｙ 的随机样本。
ｙ ＝ ［０．９０４ ０，０．８１８ ２，０．８０２ ７，０．９２６ ７，０．８９２ ０，
　 　 ０．８６９ ８，０．９１６ １，…，０．８０２ ０］（１ × ５ ０００）

４） 针对输出响应量样本 ｙ，用核密度法估计输

出响应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得到输出响应量的统计

规律。 核密度法［２３⁃２４］ 作为核估计理论中的分支在

统计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对随

机样本｛Ｘ１，Ｘ２，…，Ｘｎ｝ ，其概率密度函数估计为

ｆ^ （ｘ；ｈ） ＝ （ｎｈ） －１∑
ｎ

ｉ ＝ １
Ｋ｛（ｘ － Ｘ ｉ） ／ ｈ｝ （９）

式中： Ｋ（·） 为核函数，满足∫Ｋ（ｘ）ｄｘ ＝ １；ｈ 为带宽，

必须为正数。 通常情况下，选择原点对称的单峰概

率密度函数作为核函数，本节使用标准正态分布的

概率密度函数作为核函数。 带宽的选择则是研究者

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其对密度函数的估计具有明显

的影响，过大的带宽会造成过平滑估计，反之会造成

欠平滑估计。 带宽的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本节目的在于讨论区间数据概率化描述的可行性，
更侧重“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研究，用核密度法

估计输出响应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如图 ６ 所示。 对

于区间数据不确定性的传递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

工作得到的是响应量区间数据形式，例如在 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召开的区间不确定性会议上［１９⁃２０］，
Ｋｏｚｉｎｅ 和 Ｕｔｋｉｎ、 Ｄｅ Ｃｏｏｍａｎ 和 Ｔｒｏｆｆａｅｓ、 Ｆｅｒｓｏｎ 和

图 ６　 响应量 ｙ 的概率密度函数

Ｈａｊａｇｏｓ 分别得到的结果为［０．９，１．５］，［１．０，１．２］，
［０．８，１．６］。 但是所得到的区间并不能完全地反映

出响应量的实际信息，即使在同一个区间内，不同点

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 而针对区间数据和离散点混

合数据不确定性，从概率和信息熵的观点出发，得到

了描述输出响应量不确定性的概率密度函数，能够

反映出输出响应量的分布情况，为成熟的概率理论

应用于混合类型不确定性分析奠定了基础。

５　 结　 论

工程实际中，多数变量信息丰富能得到其概率

分布，然而个别变量信息缺乏，只能确定其区间。 因

此，对不同类型变量的混合不确定性分析是十分必

要的。 针对该问题，本文研究了区间和离散点混合

情况下联合不确定性描述，建立了混合类型不确定

性数据联合熵函数，通过对基于插值技术的非参数

概率密度函数在原始数据空间内均匀离散点处概率

密度值的优化，得到混合不确定性的统一的概率化

描述。 相比于传统方法，所提方法是非参数的，将传

统对假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参数估计转化为对原

始数据空间自定义离散点处概率密度值的优化，计
算量和精度可通过自定义离散点数量控制，更充分

地挖掘数据不确定性信息。
此外，对于区间不确定性传递，目前并没有公认

的通用方法。 研究者们曾分别从非概率和概率角度

尝试提出了多种处理区间不确定性方法，值得注意

是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在绝大

多数情况中这种差异可接受。 本文尝试将所提方法

用于混合类型不确定性传递，分析输出响应的统计

规律，完成可靠性分析，得到较合理结果。 说明了所

提方法在处理混合不确定性描述传递问题中具有一

定潜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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