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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推理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智能选择

陆凌云 1 李 伟 1 杨 明 1 马 萍 1

摘 要 针对仿真实验设计方法众多而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准确选择的问题, 提出一种用于仿真实验设计方法智能选择的混合

推理方法. 首先, 给出了基于混合推理的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流程; 然后, 针对案例检索策略, 将仿真实验设计案例的属性分为

三种类型, 分别给出其属性差异度量模型及特征值归一化方法, 并采用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分配属性权重; 进一步, 当推荐

的案例未能满足给定的相似度阈值时, 引入属性优先级的概念, 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方法; 在此基础上, 设计

了案例库和规则库; 最后, 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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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Selection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Hybrid Reasoning

LU Ling-Yun1 LI Wei1 YANG Ming1 MA Ping1

Abstract Due to the variety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design methods, it is difficult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metho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hybrid reasoning method for select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

design methods intelligently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a workflow of intelligent design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based on hybrid reasoning is given. Then, the attributes of cas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owards the case retrieval

strategy. The difference measurement models and methods are given for each type. Meanwhile, the weight assignment

method of attribute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is given. Furthermore, when the recommended case fails to meet the

given similarity threshold, a rule-based flexible layer-by-layer reasoning (RBFLR) method is proposed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attribute priority. Based on above, the case base and the rule base are designed.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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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具有经济、安全、可重复等优点, 为复杂系
统的分析提供了一种灵活、有力、直观的工具[1]. 随
着仿真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航天航空、信息、材料、能

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2], 如何经济而又科学地设计
仿真实验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之一. 仿真实验设计
旨在根据因子信息、实验设计要求等, 期望利用尽可
能少的仿真实验次数达到某个实验目的. 其中因子
是指仿真中的输入变量或参数. 不同的仿真对象包
含的因子信息及实验设计要求也不同. 因而, 针对不
同的仿真实验目的和仿真对象, 其适用的仿真实验
设计方法各异. 对于不熟悉现有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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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来说, 如何选择合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
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针对不同的实验目的,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类型

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例如, 筛选设计实现从大量实
验因子中筛选出真正重要的因子, 从而有效地解决
了仿真实验设计中由于因子数和水平数多而导致的

“维数灾” 问题[3]. 该类设计方法包括分辨率为 III
的设计、Conference 设计、超饱和设计和组筛选设
计等[1]. 其中组筛选设计是一种依赖于模型的两阶
段或多阶段序贯设计, 方法如顺序分支法、迭代分式
析因设计、多步组筛选设计、Trocine 筛选流程等[4].
此外, 对于实验点不依赖于模型的仿真实验设计方
法, 按其实验点分布特点可分为两大类: 经典实验
设计和空间填充设计[5]. 经典实验设计的实验点主
要分布于设计空间的边界处附近, 仅少量实验点位
于设计空间的中心, 常用方法有: 全面/分式析因设
计、中心复合设计、Box-Behnken 设计和 D-最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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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等[5−7]. 与经典实验设计不同的是, 空间填充设计
的实验点填满整个设计空间, 方法如正交设计、均匀
设计、蒙特卡罗法、拟蒙特卡罗法、拉丁超立方采样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LHS)、Maximin 设计
等[5, 8−10]. 其中 LHS 作为一种分层采样方法, 为了
提高其采样效率, 一方面在设计 LHS 时考虑实验点
的 “空间填充性” 准则[11−12], 另一方面提出 LHS 扩
展方法, 即当 LHS 样本大小不足时, 在尽量保留已
有样本及其结构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实验点[13−15].
综上可见, 现有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种类繁多,

其优缺点、适用范围各异. 在仿真应用中, 不同的实
验目的和仿真对象, 适用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也不
同. 研究人员因不熟悉现有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往
往用当前的仿真问题去适应某个特定的或者已熟悉

的方法, 而不是试图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法去满足当
前的需求[16]. 如果所选择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不合
理, 那么可能会导致影响最终分析评估结果的正确
性, 以及需要更多的实验次数, 尤其对于昂贵仿真
或要求快速获取仿真结果的情形. 鉴于此, Kleijnen
等[16] 指出在选择仿真实验设计方法时, 可以从实验
次数、正交性、效率、空间填充性等方面评价设计的

优劣; 文献 [17] 基于实验设计应满足因子筛选的高
效性以及处理复杂模型的灵活性, 提出一种度量仿
真实验设计的准则; 文献 [4] 认为选择筛选设计方法
时, 应考虑效率、有效性、鲁棒性和易于实施等四个
方面的准则; 而文献 [6] 指出在设计仿真实验时避免
陷入误区, 同时注意因子和样本规模的选取等问题.
以上四篇文献都各自选取了几种常见的实验设计方

法进行对比分析. 上述研究都是从理论层面对如何
选择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给出部分指导性建议或选取

准则; 而对于不熟悉现有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的研究
人员来说, 花费大量精力调研相关文献来选择合适
的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这无疑是不可取的. 因此, 研
究如何智能地选择合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具有
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 可采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
技术, 辅助研究人员选择合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
法, 实现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 自 1956 年 Min-
sky、McCarthy 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以来, 机器学
习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经历了由浅层学习到
深度学习两次发展的浪潮. 常见的机器学习方法可
划分为分类、聚类、回归和降维等四类, 而仿真实验
设计方法的选择属于一种分类问题. 目前, 处理分类
问题的方法有K近邻 (K-nearest neighbor, KNN)、
基于案例推理 (Case-based reasoning, CBR)、决策
树、Logistic 回归、贝叶斯、支持向量机、神经网
络 (Neural network, NN) 等[18−22]. 文献 [23] 提出
利用传统的基于规则推理 (Rule-based reasoning,

RBR) 推荐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但 RBR 方法受规则
描述方式的限制, 只有当规则库中的规则与用户选
择的规则所有条件属性值相一致时才能推荐出相应

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针对仿真实验方法智能选择问题, 本文结合仿

真实验设计问题的特点, 提出一种混合推理方法. 首
先给出基于混合推理的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的技术

框架; 然后针对仿真实验设计案例中不同类型的条
件属性, 给出各自的属性差异度量模型及其特征值
归一化方法, 采用神经网络算法分配属性权重, 用
于提高案例检索的准确率; 此外, 引入规则条件属性
优先级的概念, 提出一种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
方法 (Rule-based flexible layer-by-layer reasoning,
RBFLR), 使其根据规则属性优先级的高低顺序进
行逐层推理, 实现属性规则构建的柔性化, 增强规则
的可操作性; 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
性.

1 问题描述及分析

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1)
根据新问题的特征及用户需求信息, 如何智能地推
荐合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2) 在选择仿真实验设
计方法之后, 根据当前实验因子信息 (因子类型、水
平、取值范围等), 如何智能地生成实验方案, 实现实
验设计数据由问题空间→ 方法空间→ 仿真实验空
间的自动映射. 由此, 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问题可描
述为:

EEE = G(AAA,KKK, M) (1)

其中, AAA = [Ap, Af , Ar] 为问题的属性, 包括实
验目的 Ap、因子信息 Af 和实验设计要求 Ar;
KKK = [Kc,Kr,Ke] 为知识库, 包括案例库 Kc、规

则库 Kr 和专家经验 Ke; M 为决策推理方法;
EEE = [Em, Es] 为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输出, Em 为

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Es 为实验方案; G(·) 为仿真实
验智能化设计模型.

模型 G(·) 的难点在于采用何种决策推理方法
M , 从而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库KKK. CBR 是一种非
常经典的决策推理方法, 通过检索历史案例库中相
同或相似的案例来求解新问题, 具体工作原理可参
见文献 [18]. 其刻画目标案例 T 与历史案例 Xi 之

间的相似度计算公式为:




s(T,Xi) = 1−D(T,Xi), i = 1, 2, · · · , n

D(T,Xi) =

√
nc∑

j=1

wjd(tj, xij)
(2)

其中, D(T, Xi) 为两案例间的差异度量模型,
d(tj, xij) 为两案例间第 j 个属性的差异度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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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 为第 j 个属性的权重, n 为案例中历史案例的个

数, nc 为案例条件属性的个数.
然而, 当案例相似度 s(T, Xi) 较低时, 其案例推

理结果的可信度较低, 可以利用规则库中的规则做
进一步推理. 在采用 “CBR+RBR” 作为决策推理
方法时, 则存在如下问题:

1) 属性差异度量模型 d(tj, xij) 的定义和属性
权重 wj 的分配影响到案例检索的准确率. 由于案例
属性AAA 的特征值涉及到语义型离散和实数型离散属

性, 采用传统的实数型连续属性的差异度量模型不
再适用, 如何合理地定义 d(tj, xij) 尤为重要. 另外,
案例属性 AAA 中的某些属性间存在相关性, 导致各条
件属性对决策属性的影响程度不相等, 因此均权法
分配权重不能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2) 假设规则的条件属性有m 个, 即使每个属性
有 2 种取值, 考虑所有可能的最大组合, 共有 2m 条

规则. 易知, 规则数量随着 m 的增大呈指数倍增长,
当 m 较大时所需的规则数量非常多. 另外, 在对规
则库 Kr 中的条件属性进行扩充或删除时, 因 RBR
的规则描述方式存在局限性, 会破坏原有的规则结
构而导致规则库 Kr 中大量规则不可用. 显然, 这些
情况不利于构建与维护规则库, RBR 有待改进.

针对上述第一个问题, 本文将仿真实验设计案
例库中的属性分为实数型连续、实数型离散和语义

型离散三类属性, 分别给出其属性差异度量模型及
特征值归一化方法, 并采用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模型
分配属性权重; 针对第二个问题, 在 RBR 的理论基
础上, 重新定义规则的描述方式, 并引入规则属性优
先级的概念, 提出一种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方
法,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规则数量的同时, 可以柔性地
扩充和删除规则库中的条件属性, 并保证推理结果
的可信性.

2 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技术框架

为了更好地实现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 结合仿
真实验设计问题的特点, 将 NN-CBR (Case-based
reasoning with neural network)和RBFLR相结合
的混合推理方法应用于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的智能推

荐中, 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 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流
程如图 1 所示.
该流程主要包括 NN-CBR 和 RBFLR 两个阶

段. 其中, 问题是指仿真实验设计问题, 所需提取
的特征信息包括实验目的 Ap、因子信息 Af 和实验

设计要求 Ar 等. 在 NN-CBR 阶段, 案例检索采用
KNN 检索策略, 利用目标案例和历史案例间的差
异度量模型 D(T, Xi) 计算其相似度. 其中属性权重
wj 由基于 NN 的属性权重分配方法在线学习, 即每
当加入新的案例时需要对 wj 进行动态调整. 常用的

案例重用策略包括最大相似度重用和多数重用. 这
里采用最大相似度重用, 即直接选择与目标案例最
为相似的一个案例的类别作为目标案例的结论. 在
RBFLR 阶段, 规则属性优先级的确定是为了将各
个属性归类为某一层, 为逐层推理服务. 逐层推理则
根据属性所在层的高低顺序, 一层层的检索满足条
件的所有规则, 即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当同一层存在
多条规则时, 则进行规则融合.

图 1 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intelligent design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当遇到一个新问题时, 首先提取问题的属性 AAA

信息; 然后根据所提取的信息在案例库中检索与目
标案例最为相似的 K 个案例, 并对检索到的案例进
行重用, 得到建议解及其案例相似度; 接着判断相似
度是否大于设定的相似度阈值 α, 如果满足条件则
将建议解作为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即仿真实验设计
方法, 否则需要进一步推理, 即 RBFLR, 推荐出仿
真实验设计方法. 最后利用推荐得到的仿真实验设
计方法生成实验方案, 经仿真运行得到仿真输出数
据并进行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对该案例所采用的仿
真实验设计方法进行评估, 如果合理则将其存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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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库, 否则结束本次推理过程.
在整个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流程中, 案例检索

和逐层推理是决策推理方法M 的研究重点, 下面给
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而由仿真实验设计方法到生成
实验方案的过程, 可使用前期研究工作[24] 中的辅助

工具来实现.

3 基于 NN-CBR 和 RBFLR 的混合推理

方法

决策推理方法 M 是仿真实验智能化设计的核

心, 关系到最终推理结果的准确性. 结合问题属性AAA

的特点, 提出一种基于NN-CBR 和RBFLR 的混合
推理方法. 该方法包括案例推理和规则推理两部分.
接下来从 CBR 中的案例检索策略和 RBFLR 方法
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3.1 基于NN的案例检索策略

属性差异度量模型的定义和属性权重的分配是

案例检索策略的两个关键. 本节针对不同类型的条
件属性, 分别给出各类型属性的差异度量模型及其
特征值归一化方法; 而属性权重则由基于 NN 的属
性权重分配方法在线学习得到.

3.1.1 特征值归一化方法

在计算不同案例的同一属性间的相似度之前,
需要对属性的特征值归一化处理, 将其映射至 [0,1]
区间, 便于后续案例间的相似度计算. 不同类型属性
的特征值, 其归一化处理方法不同. 针对仿真实验设
计中不同类型属性 AAA 的特征值, 给出归一化处理方
法如下:

1) 实数型连续属性
实数型连续属性的特征值由单值构成, 其值域

为 Φ1 ⊆ R. 对于特征值 xij, 经归一化后的值 x′ij 可
表示为

x′ij = K1(xij) =
xij −min(x·j)

max(x·j)−min(x·j)
(3)

其中, x·j = {x1j, x2j, · · · , xmj}, max(x·j)、min(x·j)
分别为 x·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K1(·) 为归一化函数.

2) 实数型离散属性
实数型离散属性的特征值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值

构成, 其值域为 Φ2 ⊆ Nk (k 为特征值个数). 在仿
真实验设计中, 实数型离散属性如 “实验次数”、“因
子数” 的取值范围大, 从 1 到 103 以上均有可能. 而
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的选取对该类型属性取值区间的

中间段比较敏感, 因而在归一化处理时应提高中间
段的变化率, 其形状如图 2 所示. 相应的, 该类型的

特征值 xij 经归一化处理后的值 x′ij 可表示为

x′ij = K2(xij) =





eζ(xij−Q
λ )

eζ(xij−Q
λ ) + 1

, xij < Q

1, xij ≥ Q

(4)

其中, ζ、λ、Q 均为常数, K2(·) 为归一化函数.

图 2 属性归一化处理函数

Fig. 2 Normalized processing fuction of attributes

3) 语义型离散属性
语义型离散属性的特征值为非数字类型, 如

“是”、“否” 等. 针对此类属性的特征值, 采用
{0, 1, 2, · · · } 的形式进行编码, 并存储于案例库中.
由于此类型属性对应的编码值没有实际的数学含义,
因而不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3.1.2 属性差异度量模型

案例特征可能包含多种类型的属性. 不同类型
的属性, 其差异度量模型的表达式也不同. 针对第
3.1.1 节描述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属性, 相应的属性差
异度量模型定义如下:

1) 实数型连续属性
实数型连续属性的差异可表示为

d(tj, xij) =
(K1(tj)−K1(xij)

)2
(5)

其中, tj 和 xij 分别为目标案例和历史案例中第 j

个属性的特征值.
2) 实数型离散属性
假设实数型离散属性的特征值由 l (l ∈ N+) 个

值构成, 则有

d(tj, xij) =
1
l

l∑
k=1

(K2(tj
(k))−K2(xij

(k))
)2

(6)

其中, t
(k)
j 和 x

(k)
ij 分别为目标案例和历史案例中第 j

个属性的第 k 个特征值.
3) 语义型离散属性
对于语义型离散属性, 从概率论的角度出发,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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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属性间的整体相似性度量两者的差异[25], 则有

d′(tj, xij) =
nd∑
l=1

∣∣∣∣
D(fj = tj

⋂
g = cl)

D(fj = tj)
−

D(fj = xij

⋂
g = cl)

D(fj = xij)

∣∣∣∣ (7)

其中, fj 为案例的第 j 个条件属性, g 为决策属性,
cl 为决策属性值, nd 为决策属性的类别数, D(·) 为
案例库中满足当前条件的案例个数.
由式 (7) 易知, 0 ≤ d′(tj, xij) ≤ 2, 经归一化处

理得到其属性差异度量模型 d(tj, xij), 可表示为

d(tj, xij) =
d′(tj, xij)

2
(8)

3.1.3 属性权重分配方法

案例检索时属性的权重表征了属性对案例解的

重要程度, 能否正确分配权重将直接影响案例推理
的准确率. 常见的权重分配方法如均权法、神经网
络法、遗传算法等[25−27]. 考虑到仿真实验设计案
例库中属性包含语义离散类型, 且属性间存在相关
性, 这里采用文献 [25] 中的前馈式 BP-NN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训练模型分配属性权
重, 其网络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基于 NN 的属性权重分配网络结构

Fig. 3 Network structure of attribute weight assignment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图 3 中, xj (j = 1, 2, · · · , nc) 为输入节点, 对
应于案例属性的特征值; bl (l = 1, 2, · · · , E) 为 NN
训练模型的输入层节点; zi (i = 1, 2, · · · ,M) 为隐
含层节点; yk (k = 1, 2, · · · , nd) 为输出层节点, 对
应于决策属性值. 当输入节点对应于语义型离散属
性时, 其特征值需要经过二进制编码, 反之不需要编
码.
假定 wil、wki 分别为 bl 至 zi、zi 至 yk 间的连

接权值, nj 为 xj 经编码得到 bl 的个数. 下面从相

关性和显著性两个方面给出计算属性权重的方法.
1) 相关性 (Relevance)
隐含层节点 zi、输入层节点 bl 和输入节点 xj

的相关性依次为

Ri =
nd∑

k=1

w2
ki· var(wil) (9)

Rl = w2
il ·Ri (10)

Rj =
∑
bl∈xj

Rl

nj

(11)

由此, 第 j 个属性的权重 wj 计算公式为

wj =
|Rj|

nc∑
j=1

|Rj|
(12)

2) 显著性 (Saliency)
输入层节点 bl 和输入节点 xj 的显著性分别为

Sal =
M∑
i=1

nd∑
k=1

w2
kiw

2
il (13)

Saj =
∑
bl∈xj

Sal

nj

(14)

由此, 第 j 个属性的权重 wj 计算公式为

wj =
Saj

nc∑
j=1

Saj

(15)

3.2 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方法 (RBFLR)

当 NN-CBR 检索到的最相似案例对应的相似
度 ≤ α 时, 如果采用传统的 RBR 推荐仿真实验设
计方法, 那么只有规则库中存在与用户选择的所有
条件属性值均一致的规则, 才能得到相应的仿真实
验设计方法. 这就需要尽可能多的规则覆盖各种情
形, 导致推理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 为此, 提出
一种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方法, 可以在大大减
少规则数量的基础上, 实现规则库中的条件属性灵
活地进行扩充及删除, 同时保证推理结果的可靠性.
3.2.1 规则描述

为了描述 RBFLR 的知识表达系统 S, 给出如
下定义:

定义 1. 称五元组 S = (U,R, V, f, P ) 为一个
知识表达系统. 其中: U 为对象集合, 即论域; 属性
集 R = C

⋃
D, 且 C

⋂
D = ∅; C 和 D 分别称为条

件属性集和决策属性集, C = {C1, C2, · · · , Cm}, m

为条件属性的个数, D = {d}; V =
⋃

r∈R Vr 为属性

的值域集, Vr 为属性 r 的值域; f : U × R → V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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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息函数, 表示 U 中每一个对象在相应属性上

的属性值; P 为 C 的优先级集合.
进一步, 令 Ωc = {1, 2, · · · ,m}, 对于 Ci (i ∈

Ωc), 假设相应的优先级取值为 pi ∈ N+, 于是
有集合 P = {p1, p2, · · · , pm}, 其最大值 pmax =
max(P ). 其中, 若 pi > pj (i, j ∈ Ωc 且 i 6= j), 则
Ci 的优先级高于 Cj.
在 RBFLR 中, 采用产生式规则表示法, 其基本

形式为

IF Pc THEN Cq

其中, Pc 表示前提条件, 用于说明规则被用到的条
件; Cq 表示后件, 用于指出符合前提条件 Pc 时所

得出的结论或应该执行的操作.
基于上述定义, 提出一种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

推理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 首先将规则库中的规则按
照本文定义的描述形式存储, 然后将规则库中所有
条件属性进行优先级划分, 将同一优先级的条件属
性归类为同一层, 最后根据条件属性优先级从高到
低进行逐层推理, 直到推理至最底层或该层推理结
果中可备选方案数小于或等于 1 时终止. 其中, “柔
性” 体现在对规则库中的条件属性进行扩充或删除
时, 只需对与当前条件属性具有相关性的条件属性
对应的规则进行改动, 且因规则库中的条件属性大
多数均是独立的, 因而需要改动的规则较少, 从而体
现出柔性、灵活的特点. 下面给出规则库中规则描
述的定义以及相应的推理策略.

定义 2. 在产生式规则中, 定义 “→” 为 Pc 到

Cq 的一种逻辑关系, 即 “IF Pc THEN Cq”.
定义 3. 集合 C 中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条件属

性构成的集合称为层, 记作 Γ; 相应的, 优先级为 k

(k = 1, 2, · · · , L) 的层记作 Γk, 其中 L 为集合 C 的

总层数.
定义 4. 若存在 Ci (i ∈ Ωc) 与任一 Cj (j 6= i,

j ∈ Ωc) 相互独立, 则定义规则为 Ψ1, 即存在一种逻
辑关系满足: Ci = q → d = Ωiq, 其中 Ωiq 为 Ci = q

时 d 的取值集合.
定义5. 若Cm1 , Cm2 , · · · , Cms

(m1,m2, · · · ,ms

∈ Ωc) 存在相关性, 则定义规则为 Ψ2, 即存在一种
逻辑关系满足: {Cm1 = i1, Cm2 = i2, · · · , Cms

=
is} → d = Ωm1i1,m2i2,··· ,msis

, 其中 Ωm1i1,m2i2,··· ,msis

为 {Cm1 = i1, Cm2 = i2, · · · , Cms
= is} 时 d 的取

值集合.
策略 1. 对于 Γk, 若存在 Ci = q → d = Ωiq,

Cj = t → d = Ωjt, 则 {Ci = q, Cj = t} → d =
Ωiq

⋂
Ωjt.
策略 2. 对于 Γk, 若存在 Ci = q → d = Ωiq,

Cm1 = i1, Cm2 = i2, · · · , Cms
= is → d =

Ωm1i1,m2i2,··· ,msis
, 则 {Ci = q, Cm1 = i1, Cm2 =

i2, · · · , Cms
= is} → d = Ωiq

⋂
Ωm1i1,m2i2,··· ,msis

.
策略 3. 利用策略 1 和策略 2 获取 Γk 的

推理结果记作 Θk, Γpmax 层到 Γk 层的推理结果

依次为 Θpmax , · · · ,Θk, 其中 k = 1, 2, · · · , L, 则
Γpmax 层到 Γk 层融合的推理结果为 Θpmax˜k =
{Θpmax

⋂ · · ·⋂ Θk}.
记 Γk 的条件属性个数为 nck = Card({Cj ∈

C|pi = k}), 其决策属性值个数为 ndk =
Card({di ∈ d|Θpmax˜k}).
策略 4. 对于 Γk, 若 ndk = 0, 则推理结束, 推

理结果为 {di ∈ d|Θpmax˜k+1}; 若 ndk = 1, 则推理结
束, 推理结果为 {di ∈ d|Θpmax˜k}; 若 ndk > 1, 则进
入下一层推理.

3.2.2 推理步骤

RBFLR 方法的流程如图 4 所示, 具体步骤如
下:

图 4 RBFLR 方法流程图

Fig. 4 Flow chart of RBFL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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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获取规则库中条件属性优先级的最大
值 pmax, 并置 k = pmax.
步骤 2. 判断 k, 如果 k > 0, 则执行步骤 3, 否

则转至步骤 8.
步骤 3. 提取优先级为 k 的条件属性, 计算 nck.
步骤 4. 判断 nck, 如果 nck > 0, 则执行步骤 6,

否则转至步骤 5.
步骤 5. 置 k = k − 1, 转至步骤 2.
步骤 6. 进行决策推理, 保存本层推理结果 Θk,

并计算 ndk.
步骤 7. 判断 ndk, 如果 ndk > 1, 则执行步骤 5,

否则转至步骤 8.
步骤 8. 如果 ndk=0, 则算法终止, 输出上一层

推理结果 {di ∈ d|Θpmax˜k+1}, 否则算法终止, 输出
本层推理结果 {di ∈ d|Θpmax˜k}.
3.3 知识库设计

基于 NN-CBR 和 RBFLR 的混合推理方法在
应用中需要仿真实验设计的案例库和规则库予以支

撑. 下面对案例库和规则库进行设计.
1) 案例库设计
案例库用于存储所有历史案例信息, 包括案例

的条件属性和决策属性. 本文从仿真实验应用需求
以及仿真实验的特点出发, 提炼出实验目的、实验点
分布、系统复杂度假设、二因子交互效应估计、模型

独立性、处理群组因子、实验点可扩展性、水平数、

实验次数和因子数等 10 个条件属性, 以及 1 个决策
属性, 如表 1 所示. 该表中的语义型离散属性的取值
为编码后的值, 便于案例的存储检索.

表 1 案例属性

Table 1 Attributes of the cases

ID 属性 属性取值 属性类型

1 实验目的 EP ∈ N 语义型离散

2 实验点分布 ED ∈ N 语义型离散

3 系统复杂度假设 SC ∈ N 语义型离散

4 二因子交互效应估计 FI ∈ N 语义型离散

5 模型独立性 MI ∈ N 语义型离散

6 处理群组因子 CG ∈ N 语义型离散

7 实验点可扩展性 EE ∈ N 语义型离散

8 水平数 FL ∈ N 语义型离散

9 实验次数 EN ∈ N+ 实数型离散

10 因子数 FN ∈ N+ 实数型离散

11 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EM ∈ N+ 语义型离散

2) 规则库设计
RBFLR 方法需要相应的规则用于辅助决策推

理, 因此设计科学合理的规则库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

地进行决策推理, 这里采用与案例库相同的属性来
刻画规则, 如表 2 所示. 其中, 前 7 个属性为独立的
条件属性, 第 8 至第 10 个属性属于非独立的条件属
性, 而仿真实验设计方法为决策属性. 在构建规则库
时, 由专家给出每个条件属性取不同值时对应的决
策属性以及对应的优先级. 由第 3.2.1 节易知, 规则
库中的条件属性如果是独立的, 则按照一个条件属
性对应一个或多个决策属性的方式存储; 否则按照
几个相关的条件属性组合在一起对应一个或多个决

策属性的方式存储. 在表 2 的备注中给出了当前所
考虑的各属性取值及其编码格式.

表 2 规则属性

Table 2 Attributes of the rules

ID 属性 属性取值 属性类型 优先级

1 实验目的 EP ∈ N 语义型离散 k1

2 实验点分布 ED ∈ N 语义型离散 k2

3 系统复杂度假设 SC ∈ N 语义型离散 k3

4 二因子交互效应估计 FI ∈ N 语义型离散 k4

5 模型独立性 MI ∈ N 语义型离散 k5

6 处理群组因子 CG ∈ N 语义型离散 k6

7 实验点可扩展性 EE ∈ N 语义型离散 k7

8 水平数 FL ∈ N 语义型离散 k8

9 实验次数 EN ∈ [s1, s2] 实数型区间 k9

10 因子数 FN ∈ [n1, n2] 实数型区间 k10

11 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EM ∈ N+ 语义型离散 /

备注: EP ∈ {1) 寻找重要因子, 2) 寻找稳健参数, 3) 优化, 4) 不确定

性分析, 5) 灵敏度分析, 6) 方差分析, 7) 综合评估}; ED ∈ {1) 均匀
性, 2) 正交性, 3) 空间填充性, 4) 随机性, 5) 鲁棒性, 6) 序贯性}; SC

∈ {1) 一阶多项式 (主效应模型), 2) 一阶多项式 + 二因子交互效应, 3)

二阶多项式 (含完全平方项), 4) 高阶交互效应}; FI ∈ {1) 能, 2) 否};
MI ∈ {1) 是, 2) 否}; CG ∈ {1) 能, 2) 否}; EE ∈ {1) 能, 2) 否}; FL

∈ {1) 2∼ 3 水平为主, 2) 4∼ 10 水平为主, 3) 大于 10 水平为主, 4)

水平较为分散}; EN ∈ {1) [1, n), 2) [n, +∞), 3) [2n, +∞)}, 其中 n

为因子数; FN ∈ {1) [2, 13], 2) [14, 50], 3) [51, 100], 4) [101, 500],

5) [501, +∞)}; EM ∈ {1) 全面析因设计, 2) 分式析因设计, 3) 正交

设计, 4) 均匀设计, 5) 拉丁超立方抽样, 6) 蒙特卡罗抽样, 7) 拟蒙特卡

罗抽样, 8) 重要性抽样, 9) 中心复合设计, 10) 稳健设计, 11) 顺序分支

法, 12) 迭代分式析因设计, 13) 二阶段组筛选法, 14) Trocine 筛选流

程}.

4 实验验证

针对不同的实验目的及应用需求, 需要选择合
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进而能够利用尽可能少的
仿真实验次数获取科学合理的实验结果. 在研究人
员不熟悉仿真实验设计方法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本
文的决策推理方法进行推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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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基于已有的体系对抗仿真实验设计知识库
进行实验验证. 体系对抗仿真一般包括众多的红蓝
双方实体, 实验因子包括想定参数、性能参数以及指
挥策略等, 其实验目的包括效能评估与分析、效能优
化、重要参数筛选、方案排序等. 在知识库KKK 中, 规
则库 Kr 包含 60 条规则, 如表 3 所示; 相应的, 规
则的条件属性优先级如表 4 所示; 案例库Kc 有 142
个案例, 如表 5 所示.

表 3 规则库

Table 3 Rule base

ID Pc Cq

1 EP = 2 EM = {10}
2 ED = 3 EM = {3, 4, 5}
3 CG = 1 EM = {11, 12, 13, 14}
...

...
...

60 FL = 4, EN = 2, FN = 3 EM = {11, 14}

表 4 规则的条件属性优先级

Table 4 Priority of condition attribute for the rules

EP ED SC FI MI CG EE FL EN FN

5 2 3 3 4 4 3 1 1 1

表 5 案例库

Table 5 Case base

ID EP ED SC FI MI CG EE FL EN FN EM

1 6 2 2 1 1 2 2 1 32 5 1

2 5 3 1 1 1 2 2 1 8 7 3

3 5 3 2 1 1 2 1 3 500 7 5

...
...

...
...

...
...

...
...

...
...

...
...

142 3 1 1 1 1 2 2 2 10 8 4

在实验中, 分别按照 1 : 1、3 : 2、2 : 1 和 2
: 3 分配案例库中训练样本与测试样本的比例, 对
比分析不同分配比例下各推理方法的平均分类准

确率. 其中: 对于 CBR 方法, 采用均权法分配权重
(Mean assignment, MA) 记为MA-CBR, 采用 NN
分配权重记为 NN-CBR; 相应的, 分别将MA-CBR
和 NN-CBR 两种方法与本文提出的 RBFLR 方法
相结合, 得到的混合推理方法依次记为MA-CBR &
RBFLR和NN-CBR & RBFLR;进一步,对于NN-
CBR 和 NN-CBR & RBFLR 方法, 分别从相关性
(Relevance) 和显著性 (Saliency) 两个方面计算案
例的属性权重, 分别记为 NN Rel-CBR、NN Sal-
CBR、NN Rel-CBR & RBFLR 和 NN Sal-CBR

& RBFLR. 实验的主要步骤如下:
步骤 1. 对案例库中案例的条件属性按照 3.1.1

节中的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步骤 2. 设定实验参数. CBR 方法中的

K = 1; CBR & RBFLR 方法中, 案例的相似度
阈值 α = 0.9; NN-CBR 方法中, 隐含层节点数为
10.

步骤 3. 将案例库中的案例按照某个比例分成
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步骤 4. 分别对MA-CBR 和 NN-CBR 两种方

法进行实验, 记录其分类准确率.
步骤 5. 分别对 MA-CBR & RBFLR 和 NN-

CBR & RBFLR 两种方法进行实验, 即当混合推理
方法经 MA-CBR 或 NN-CBR 推理后的案例相似
度小于阈值 α 时, 进入步骤 6, 否则转至步骤 7.
步骤 6. 根据 RBFLR 方法, 按照表 4 中规则

属性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 在规则库中逐层检索,
直至推理得到最终结果, 并记录其分类准确率.
步骤 7. 重复步骤 3∼步骤 5, 并重复运行 10

次.
基于上述实验步骤, 可获得该案例库在不同的

推理方法、权重分配方法以及分配比例下的实验

结果, 如表 6 和图 5 所示. 从整体实验结果来看,
NN Rel-CBR & RBFLR 方法最优, 而 MA-CBR
方法最差. 在不同分配比例下, 由图 5 可以看出, 训
练样本所占的分配比例较大时, 各推理方法在整体
上的分类准确率也会相应地提高. 在四种分配比例
中, 训练样本所占的分配比例最大比值为 2 : 1, 对
应的分类准确率最高. 这与理论上当训练样本在整
个案例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时, 各推理方法的分
类准确率相应的越高相一致.

表 6 不同推理方法的平均分类准确率 (%)

Table 6 Averaging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reasoning methods (%)

推理方法
分配比例

1 : 1 3 : 2 2 : 1 2 : 3

MA-CBR 67.61 66.67 72.34 68.24

NN Rel-CBR 74.51 72.46 79.57 71.41

NN Sal-CBR 73.10 72.63 79.15 71.18

MA-CBR & RBFLR 80.28 80.70 85.11 80.00

NN Rel-CBR & RBFLR 81.13 82.11 85.74 80.00

NN Sal-CBR & RBFLR 79.58 80.00 86.60 78.59

进一步, 对比同一分配比例下的平均分类准确
率, 从表 6 可以看出, CBR & RBFLR 方法明显优
于 CBR 方法, 其中分配比例分别为 1 : 1、3 : 2、2
: 1 和 2 : 3 时, CBR & RBFLR 方法依次至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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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5.07%、7.37%、5.54% 和 7.18%; 对于 CBR 和
CBR & RBFLR 两类方法, 采用 NN Rel 分配权
重在整体上均优于采用 MA 和 NN Sal 分配权重;
NN-CBR 方法在相关性和显著性两方面的平均分
类准确率均优于 MA-CBR, 其中分配比例分别为 1
: 1、3 : 2、2 : 1 和 2 : 3 时, NN-CBR 方法依次至
少提高 5.49%、5.79%、6.81% 和 2.94%, 究其原因
在于 NN-CBR 方法考虑到属性间存在相关性, 以及
各属性对仿真实验设计方法选取的影响程度不相等

的情况.

图 5 不同分配比例下各推理方法的平均分配准确率

Fig. 5 Averaging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assignment proportions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
案例推理 (NN-CBR) 和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
(RBFLR) 相结合的混合推理方法, 利用较少的规则
就能有效地提高仿真实验设计方法智能选择问题的

分类准确率. 另外, 丰富案例库和规则库, 有助于进
一步提高仿真实验设计方法推荐的准确率.

5 结论

本文针对由于仿真实验设计方法众多而难以选

择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案例推理和
基于规则的柔性逐层推理相结合的混合推理方法.
该方法能够根据当前问题的特征及用户需求等信

息, 智能地推荐出合适的仿真实验设计方法. 相比于
MA-CBR、NN-CBR 方法, 该混合推理方法分类准
确率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规则的
柔性逐层推理方法重新定义了规则的描述方式, 引
入规则属性优先级的概念, 并给出了相应的推理策
略. 相比较传统的 RBR 方法, 该方法需要的规则数
量大幅减少; 并且在对规则库中的条件属性集进行
扩充、修改及删除等操作时, 仅需改动较少的规则即

可, 可操作性强. 后续可进一步研究属性权重的动态
学习机制, 以提高 CBR 分类的运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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