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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分析及神经网络方法在核物理及核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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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方法在核物理及核工程领域的应用现状。分别对小波分析及神经

网络方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介绍,详细讨论了小波变换中的多分辨分析方法在毭能谱平滑以及核

电站设备监测等方面的应用,讨论了连续小波变换在毭能谱分析、粒子种类鉴别以及核反应堆安全

监测等领域的应用。同时,还详细介绍了神经网络方法在以上各领域的发展现状。最后,展望了两

种方法在核安全检测、核辐射防护以及核电站实时监控等领域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小波分析;神经网络;多分辨分析

中图分类号:TL814;TL76;TL362+ .1暋暋暋文献标志码:A

1暋引言

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飞速发展,核电站安全问

题变得日益突出,这对核电站运行的实时监测技术

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操作员希望核电站在运行

过程中如果出现某种异常或故障,他们能够及时地

确定故障的类型和部位,然后能迅速、正确地采取

应对措施,以避免事故的发生或将事故的影响减小

到最低。此外,基于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的需要,
在机场、车站和海关等人流比较多的场合,需要对

物品中是否含有放射性物质做出快速和准确的判

断;在核武器检查和环境放射性监测等工作中也需

要同样的判断。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硬件和软件

两方面进行提高和突破。硬件主要指探测器和传感

器和电子学线路等硬件装置,软件主要指后续的数

据分析系统。
目前,数据分析通常采用数据拟合、傅立叶变

换和微积分等传统手段,而以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

方法为代表的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代表了更为先

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它们已经在毭能谱学、粒子种

类鉴别、核反应堆安全监控以及核电厂设备监测等

方面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迄今为止,还未见文献详

细而全面地介绍过这些方法在核领域的应用现状。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方法的基本

原理,然后详细讨论和评价这些方法在核领域的应

用现状,最后展望未来它们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及

趋势。

2暋小波变换

小波是具有波动性的函数,并且它的平均值为

零,也就是它必需满足以下的容许性条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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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小波进行伸缩和平移可得到一族小波,

它们非常相似,可用以下公式表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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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暋连续小波变换

通常,连续小波变换可通过对信号f(t)与小波

毞a,t(t)进行卷积计算得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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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连续小波变换将信号f(t)中的一维信息变换

到二维平面上,Ws(a,氂)代表这一变换的结果,被

称为小波系数。其中,a和氂 分别被称为尺度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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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因子,它们分别代表了信号的频率和位置信息,
且a与频率呈反比关系。因此,在Ws(a,氂)二维平

面上可对信号的频率及其位置同时进行定位,这叫

做小波分析的时灢频局域性。

2.2暋离散的小波变换和多分辨分析

根据抽样定理,通过对尺度和位置(时间)进行

二进制抽样,得到了离散小波变换,它用最少的数

据表示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Dw(j,k)=w(2j,k2j)暋k,j暿Z 。 (4)

暋暋小波函数系列并不是一组完备基函数,它与另

外一组与其正交的函数系列———尺度函数一同构成

了空间的完备基函数,从而构成小波分析方法一个

重要实现方式———分辨分析。图1是多分辨分析方

法的示意图,这种方法将信号f(t)逐渐分解为低频

成份a和高频成份d,它们分别代表了信号的轮廓

和细节。这一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2]:

f=aj+dj+dj-1+…+d1。 (5)

暋暋通过对高频系数d进行量化处理,是小波分析

方法实现对信号滤波的基本手段。

图1 多分辨分析示意图

3暋人工神经网络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ANN)简称神经网络,是在对

人脑组织以及出现在其中的物理化学过程的研究基

础上,提出的一种数学模型和算法,用来模拟人类

的信息处理和知识获取方法。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高

效的信号或数据处理方法,它有较高的学习、纠错、
记忆和推理能力。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信息处理单

元是神经元,神经元由以下基本元素构成:输入

(x)、网络权值(w)、求和单元、传递函数f和输出

y,可用下式表示:

yk=f(暺
m

i=1
wikxi+bk)。 (6)

暋暋由大量神经元通过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构成

群体并行式处理的计算结构,则这种结构就是人工

神经网络。它的基本拓扑结构如图2所示,主要由

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构成。

图2 神经网络基本结构

根据神经网络不同的结构以及学习能力,可将

其分成许多种类,如多层感知器(MLP)、具有反传

算法的网络(BP网络)、自组织竞争网络(SOFM)
及径向基函数网络(RBF)等。至今为止,在核物理

和核工程领域,BP网络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网络结

构。它是多层前馈型网络,可以实现由输入到输出

的任意非线性映射,它体现了神经网络的精华。

4暋毭能谱学中的应用

4.1暋小波分析方法的应用

小波分析方法的实现方式主要有连续小波变换

和多分辨分析。多分辨分析方法属于离散小波变

换,它可用于对 HPGe探测器的毭能谱进行平滑处

理,以消除统计涨落对特征峰的影响。这种方法一

般是对谱数据进行两层分解(如图1所示),然后对

高频系数进行阈值量化处理,最后对谱数据进行重

构得到平滑后的谱数据。2001年,肖刚等[3-4]首先

采用这种方法对毭能谱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结果

表明,该方法能够在保持峰的形状和位置不变的前

提下,有效地消除谱中的统计涨落。2005年,于国

梁等[5]对毭能谱的高频小波系数采用分段自适应阈

值的方法进行了处理。图3显示了133Ba核素在201
~628keV 能区的毭谱被处理前、后谱形的变化情

况。由图3可见,小波分析方法显著提高了毭能谱

中弱峰的检测能力。此外,杨祎刚等[6]、张佳眉

等[7]、Zhang[8]、闫学昆等[9]也分别报道了多分辨

分析方法在消除谱数据统计涨落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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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133Ba核素在201~628keV 能区的毭谱(a)和分段自

适应阈值处理后的谱形(b)

连续小波变换在毭能谱分析中主要用于特征峰

的快速和准确定位,以实现对放射性同位素的鉴

别。2004-2006年,Sullivan等[10-11]报道了连续小

波变换模极大值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研究结果。
结果表明,模极大值方法可对 NaI闪烁探测器的低

分辨率毭能谱的特征峰进行快速和准确的定位。此

外,于国梁等[12]详细研究了连续小波变换在 HPGe

图4 土壤样品的毭能谱(a)和小波分析法的检测结果(b)

探测器获取的毭能谱分析中的应用。研究发现,采

用bior2.6小波函数对谱数据进行连续小波变换

后,特征峰小波系数(又称“模极大值暠)随尺度逐渐

增加,并且在特定尺度上与峰面积呈线性关系。据

此,发展了一种新的适用于复杂毭能谱的快速分析

方法。该方法能快速实现对毭能谱中弱特征峰的准

确定位,并可以计算峰的强度。图4显示了该方法

对土壤样品所含137Cs核素的661keV(位于谱中1
301道附近)特征峰的检测结果。由图4可见,小波

分析方法成功检测到了该特征峰的存在。

4.2暋神经网络方法的应用

由于神经网络具有较高的学习、纠错、记忆和

推理能力,并且有较快的计算速度,因此它常被用

于核材料监控、核安全检查和核保障等工作之中。
采用神经网络对在这些工作中获取的毭能谱进行分

析,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准确的结果。其谱分

析的基本步骤是:首先用标准谱数据作为输入,对

网络进行训练;然后,用训练过的网络对未知谱数

据进行分析,进而确定样品中核素的种类及活度。

1996年,Vigeron用平面型 Ge探测器测量了含有

UO2的样品的低能区毭能谱,用BP神经网络分析

后实 现 了 对235 U 富 集 度 的 准 确 计 算[13]。Pilato
等[14]和 Yoshida等[15]则先后构造了适用于同轴型

HPGe探测器毭能谱分析的网络系统。1996年,清

华大学陈泽民等[16]发表文章指出,用训练过的神经

网络对BaF2闪烁探测器的毭能谱分析之后,可准确

判断出被检测物品中是否含有 爆 炸 物。田 东 风

等[17]、申慧等[18]和许鹏等[19]采用误差反传算法的

BP神经网络,通过对核裂变材料中不同核素的毭
能谱分析得出结论,神经网络方法能够实现对裂变

材料及有关核装置的无损检测。2003年,四川大学

白立新等[20]采用 Matlab程序实现了 OLAM 和BP
两种网络模型的 NaI(Tl)毭能谱分析方法。表1列

出了这两种网络模型对含有60Co,54Mn和137Cs3
种核素毭能谱的分析结果。对结果对比不难看出,

OLAM 比BP网络模型更适合用于 NaI(Tl)毭能谱

的谱分析工作。
除了以上应用,Dragovic等[21-22]还用神经网

络预测测量结果的误差、毭能谱的峰本比等重要参

数。这种经过训练的网络,可以根据对误差的要求

确定所需要的测量时间,同时使毭谱的峰本比满足

统计要求。2006年,Kucuk构造了基于BP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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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系统,这种系统可以准确预测毭射线在通

过不同厚度和不同材料的屏蔽层后在 NaI(Tl)探测

器中的能量沉积谱[23]。2008年,Kucuk采用多层

感知器网络(MLP)计算了不同能量的毭射线在不

同物质中的能量吸收增强因子[24]。

表1暋神经网络分析NaI(Tl)毭能谱结果

60Co 54Mn 137Cs

标准值(暳104bq) 0.888 0.361 8.23

暋暋百分误差/% 3 5 5

OLAM 网络(暳104bq) 0.915 0.367 8.44

暋暋百分误差/% 3.0 1.8 2.6

BP网络(暳104bq) 0.745 0.375 8.54

暋暋百分误差/% -16.0 3.9 3.8

5暋用于对粒子种类的鉴别

5.1暋小波分析在粒子鉴别中的应用

由于发光机制的区别,导致了闪烁探测器获取

的不同粒子的脉冲波形也是有区别的,这是在放射

性测量中进行粒子鉴别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小波分

析的主要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信号的形状进行有效

的特征提取,以实现对信号种类的鉴别。因此,用

闪烁探测器进行辐射测量时,小波分析方法可用于

对粒子种类的快速鉴别。Yousefi等[25]报道了用这

种方法对BC501液体闪烁探测器的脉冲信号进行

n灢毭鉴别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采用硬件方法时,鉴

别能力M=0.95;而采用基于连续小波变换的方法

M=1.72。其中参数M 的定义如下:

M= L
FWHMn+FWHM毭

, (7)

式中:FWHMn和FWHM毭分别代表分辨谱中中子

峰和毭峰的半高宽;L 是两者之间的距离。此外,

Yousefi还将这种方法用于由三层不同闪烁体构成

的一种闪烁探测器的毭灢毬粒子种类的鉴别,也得到

了比较理想的结果[26]。

5.2暋神经网络在粒子鉴别中的应用

神经网络也是进行粒子鉴别的一种不错的方

法,尤其是对于闪烁探测器获取的脉冲信号,它具

有很好的n灢毭鉴别能力[27]。2009年,Liu等[28]详细

研究了神经网络方法对于 EJ灢301液体闪烁探测器

输出脉冲信号的n灢毭鉴别能力。这种n灢毭鉴别系统

由2个基本单元组成,采用拟合方法的信号堆积甄

别系统和基于神经网络的粒子鉴别系统。通过对模

拟及实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具有较好的

鉴别能力,可适用于EJ灢301,BC501及NE213等不

同型号的液体闪烁体探测系统。Ronchi等[29]构造

了由2个BP神经网络组成的n灢毭鉴别系统,一个

用于堆积信号判断,一个用于粒子鉴别。通过比较

电荷积分、上升时间以及BP神经网络等不同方法

的n灢毭鉴别能力得出结论,在200~600keV 能区,
神经网络比前两种方法具有更好的鉴别能力。Liu
和Ronchi的研究结果都说明,神经网络方法用于

粒子鉴别时具有较好的抗噪声的能力,因此对于低

能粒子的鉴别比传统方法有优势。此外,四川大学

陈满采用式(8)模拟了液闪探测系统的脉冲信号,
信号由不同比例的快和慢成份构成。公式中第2项

代表慢成分,其余2项合起来代表信号的快成分,
文章详细讨论了在不同B 值条件下,BP神经网络

对于信号的甄别能力[30]。

V曚(t)=[-Be-t/tf -(1-B)暳
暋e-t/ts +e-t/tRC]。 (8)

暋暋由半导体探测器构成的 殼E灢E 探测系统常被用

于确定重带电粒子的种类和能量,Iaconomanno
等[31]和Scrimaglio等[32]通过研究发现,神经网络

方法可显著提高系统的数据处理速度及准确度。

6暋核工程中的应用

6.1暋小波分析在核反应堆分析中的应用

衰减率和中子功率谱主频是表征沸水反应堆稳

定性的2个重要参数。至今为止,已经发展了多种

分析方法用于估计这2个重要参数,以实现对反应

堆的实时监控。以加窗傅里叶变换、连续小波变换

以及多分辨分析为代表的时灢频分析方法是开展这

一工作的主要手段。对反应堆的中子功率谱进行

时灢频变换后,在时灢频平面上可以清楚地显示由中

子功率谱震荡导致的频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而

可以对反应堆稳定性进行判断。2004年,Tambou灢
ratzis和 Antonopoulos灢Domis首先报道了该方法

在核电站实时监测中的应用研究[33]。2006年,Car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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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a等[34]采用了以上3种方法对LagunaVerde和

Forsmark核电站在不同操作条件下的功率谱信号

进行了时灢频分析,并计算了衰减率随时间的变化

规律。分析表明,加窗傅里叶变换可给出稳定情况

下功率谱的主频,小波分析则可以根据频率的改变

迅速检测出功率谱的震荡。2009年,Carrera采用

同样的方法对总流量信号进行分析,成功检测出了

LugunaVerde核电站的双稳态流动现象[35]。Pare灢
des等[36]也通过小波分析方法对 Ringhals核电站

在不同操作条件下的中子功率谱进行时灢频分析,
得出了与Carrera一致的结论。

6.2暋神经网络在核工程中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了神经网络方

法在核电站实时监控和故障预测中的应用研究。它

主要通过分析核电站的各项参数来实现对反应堆的

运行状态及设备的监测,并进行故障的诊断,以便

操作员及时和正确地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方法采用

核电站在发生故障状态下的各项参数训练网络模

型,然后用训练过的网络对实际运行的核电站进行

实时监控。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知识,只是从训练事

件中抽取各种故障类型的特征,就可以对故障类

型、性质及部位迅速作出判断。Uhrig等[37]最早报

道了神经网络方法在核电站瞬态辨识中的应用,报

道指出这种方法能很早地对瞬态进行辨识,可给操

作员提供足够的时间来采取应对措施。1990年,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的Jouse指出,自适应神经网络在

反应堆加热瞬态控制过程中可以控制系统稳定的加

热和加压[37]。2000年以后,神经网络方法在核电

站实时监控中的应用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的热点问

题。姚良忠等[38]先后对这种方法在核电站实时监测

中的应用做了详细的报道。喻海滔等[39]详细讨论了

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该领域应用神经网络的

实现步骤,周刚等[40]则全面介绍了神经网络在核电

站各种设备实时监测中的应用。2006年,哈尔滨工

程大学Shi等[41]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 RBF神经网

络实现了核电站故障类型的监测和诊断,该网络可

在3s内对所发生故障的类型做出判断[41]。

7暋展望

由于神经网络需要用标准样本数据进行训练,

因此对于未知的情况,神经网络往往不能做出响

应。而小波分析方法需要采用合适的小波函数以及

合理的变换尺度,否则,达不到理想的检测结果。
因此,不同网络模型相结合、神经网络与小波分析

相结合或者二者与其它方法结合可以构成功能更为

强大的数据处理系统,这代表了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新的发展方向。清华大学窦伶等[42]和上海交通

大学张晓文等[43]将模糊系统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用

以核反应堆及核电站设备的实时监控。2007年,刘

峰等[44]及其合作者 Yu等[45]用BP网络与 RBF网

络构成了复合型网络模型,该模型对没有学习过的

核电站故障也能做出响应。此外,小波分析与神经

网络结合构成的小波神经网络兼有二者的优点,既

能充分利用小波变换的局部化性质,又具有神经网

络的自学习能力。因此,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逼近

和容错能力以及较快的收敛速度和较好的预测效

果。将小波分析与神经网络相结合主要有以下两种

途径:
(1)松散型结合,即小波分析作为神经网络的

前置处理手段,为神经网络提供输入特征向量。
(2)紧致型结合,小波和神经网络相融合,小

波函数和尺度函数构成神经元。
至今为止,小波神经网络在核领域的应用研究

主要是采用松散型的结合方式,但相关文献比较

少,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例如,通过对核电站沸

腾曲线变化规律的分析,可以确 定 临 界 热 流 量

(CHF)和最小模沸腾起始点(qmin)这两个参数,而

CHF是核电站安全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2009年,Wei等[46]研究发现,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

结合起来对这2个参数的预测误差在10%以内。此

外,白立新等[20]构造的用于NaI探测器的毭能谱分

析软件,就是由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组成的复合系

统,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经过了小波分析的预处

理。
总之,以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为代表的现代数

字信号处理技术在核物理及核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它们提供了在该领域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

方法。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解决问题的优越性,未来它们在核电站的实时监

控、核安全检查、环境监测以及辐射防护等工作中

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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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ofWaveletAnalysisandNeutralNetworks
inNuclearPhysicsandEngineering

YUGuo灢liang1,1),HOUlong1,ZHANGXiao灢peng1,WANGZhao灢hui1,KANGGuo灢guo1,

WANGQi1,SUXiao灢bin1,ZHANGYi灢yun2

(1.InstituteofPhysics,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102413,China;

2.CollegeofPhysicalScienceandTechnology,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5,China)

Abstract:Applicationsofwaveletanalysisandneutralnetworksinthefieldofnuclearphysicsandengi灢
neeringarereviewed.Theprincipleofthesetwomethodsareintroducedbriefly,andthentheapplications
ofmultiresolutionanalysistechniqueinthesmoothingof毭灢rayspectroscopy,andinnuclearpowerplant
monitoringarediscussedindetail.Applicationsofthecontinuouswaveletanalysismethodin毭灢rayspec灢
troscopyanalysis,inparticleidentification,andinnuclearreactorsafetymonitoringarealsotalkedover.
Inaddition,theapplicationsofneutralnetworksinabovefieldsareintroduced.Finally,thetrendsofthe
futuredevelopmentforthesetwomethodsareprospected.
Keywords:waveletanalysis;neuralnetwork;multiresolu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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