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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中蜂囊状幼虫病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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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评估是降低蜜蜂病害发病率，促进蜂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中蜂囊状幼虫病为研究对象，提出
一种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在参照专家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因子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再将目
标对象病情态势描述与黄金分割法生成的标尺云进行语义匹配，获得态势隶属度矩阵，把指标权重带入矩阵进行归
一化处理，最终形成目标对象的综合评估云，实现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病势风险评估。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所得
结果符合蜂学领域的实际情况，能够有效地对中蜂囊状幼虫病进行评估，为进一步病害预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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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for Chinese bee metacercariae disease based on AHP and clou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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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k assess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bee disease incide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e industry.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hybrid assessment method of AHP and cloud model for Chinese bee metacercariae disease. On the based of experts’ knowledge, the index weight factor could be got through
factor calculation, and scale cloud could be obtained by golden section method. The bee region’s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was then matched with scale cloud to generate the membership degree matrix, and finally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loud was achieved according to matrix normalization with the weight factor, to realiz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bee metacercariae. The experiment results conform to the reality
of bee knowledge. The method is a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scheme for determining the disease severity,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revention of disease.
Key words: Chinese bee metacercariae; risk assessment; AHP; cloud model
中蜂囊状幼虫病作为一种主要的中蜂病害[1]，
有感染周期长、危害程度高的特点，严重影响着中
蜂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风险评估是防治中囊病的
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促进产业高效发展的有力保障。
目前，蜂学领域的多数研究学者进行着风险评
估的探索，福建农林大学陈颖等基于欧氏距离方法
构建刺桐姬小蜂适生区预测模型[2],西南林业大学刘
建宏等利用遗传算法构建滇柏大痣小蜂的评价模
型[3]。然而，常用的评估方法多以定量计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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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兼顾模糊性和随机性。
针对病害评估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作者提出
一种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在
专家知识的基础上得出评估指标集和目标对象病情
态势描述，通过 AHP 法对指标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
出权重因子，利用黄金分割法[4]进行指标概念取值
的集结，形成云滴通过云发生器生成标尺云，最终
将目标对象的态势描述匹配标尺云得出隶属度矩
阵，融合指标权重因子进行加权归一化处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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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云，从而依据云图推断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AHP 法
AHP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层次分析
法）[5]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组成因素，形成一个
多目标、多层次、有序的逐阶层次结构模型，然后
采用相对标度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层次中诸要素的相
对重要性，对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
最后确立各元素的权重。整个过程体现了人类决策
思维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断和综合。
一个复杂系统有必要进行群组决策，将人们对
问题判断的思维结果与定量因素统一处理，针对同
一准则获得多个判断矩阵，把各个判断矩阵所对应
的排序向量予以组合得到综合排序向量，使结果更
有说服力。
1.2 云模型
云模型（cloud model）[6]是语言描述的定性概
念与其数值表示之间的不确定性转换模型，反应自
然语言中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云由许许多多云
滴组成，云滴则是对定性概念的定量描述，其产生
过程表示定性概念和定量值之间的不确定性映射。
云利用期望、熵、超熵 3 个数字特征来表征。
期望 E = 1 n x ，xi 为专家评估分值：表示云滴
1.1

X

∑

n i =1

i

在评价集空间中分布的期望，是云重心对应的 x 值，
也是最能够代表定性概念的点；
熵 E = π 1 n x − E ：表示定性概念的不确定度；
n

∑

2 n i =1

i

x

超熵 He = S 2 − En2 ：它是熵的熵，表示云滴的凝

∑(x − X ) 。
n −1

聚程度，其中方差 S 2 = 1

n

i =1

2

i

正向云发生器是从定性到定量的映射，将定性
概念通过不确定性转换定量地表示出来；逆向云发
生器是从定量到定性的映射，将一定数量的精确数
据转换为若干云滴，组成一维正态云，得出定性概
念的 3 个数字特征，确定云参数[7-8]。

2

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风险评估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风险评估
方法，利用 AHP 方法得到评估指标集的权重因子，
并通过云模型的正向云发生器将描述病害的定性知
识转化为定量知识进行处理，实现中囊病的风险评
估。具体方法如下：
步骤 1 通过专家群体决策、反馈交互、信息修
正等环节，使大量分散的指标逐次收敛在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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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集上，形成评估指标集及其概念取值区间。
步骤 2 采用 1～9 比例标度法对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进行比较和赋值，得到 m 个指标间的判断矩阵
C=(cij)m*m。
步骤 3 求归一化判断矩阵 C*=(c*ij)m*m。其中：
m

c *ij = cij / ∑ ckj (i = 1,2,..., m)
k =1

步骤 4 C*按行求和，得向量 w=(w1,w2,…,wm)T。
步骤 5 向量 w 进行归一化，得到 m 个指标各
自的权重值。
步骤 6 针对病害的 5 个程度等级（重度、偏重、
中度、偏轻、轻度），专家对各个指标下的所有概念
取值进行独立重复评估。
步骤7 利用黄金分割法对于语言评估信息进行
集结，得出对应各个程度等级的数字特征，构成多
组云滴，形成不确定性转换的映射元。
步骤 8 利用正向云发生器生成概念对应 5 个程
度等级的云图，形成此概念取值的隶属云，即标尺
云。同理可得不同指标不同概念取值的标尺云。
步骤 9 在评估指标集的基础上，通过专家评
估得出目标对象的态势描述。
步骤10 从态势描述中提取单个指标的概念取
值与标尺云匹配，得出对应于 5 个程度级数的数学
期望值作为此指标的隶属度。同理匹配出 n 个指标
的隶属度向量集，构成 n×5 阶的程度矩阵。
步骤11 程度矩阵每列进行加权求和，使 5 列元
素归一化为全等级行向量，其元素为评估目标的数
学期望。熵和超熵的计算方法与之相同。多维全等
级向量构成融合所有指标信息的全等级数字特征矩
阵，分别对应 5 个程度等级，利用正向云发生器产
生目标对象的综合评估云。
步骤12 独立目标评估时，程度结果由 5 个程
度等级中期望值最大的一朵综合评估云所对应的概
念隶属度确定。多个目标对象的染病程度判断，只
需比较各自程度等级为重度时的综合评估云。目标
对象之间期望值相等或者相近时，可以优选熵和超
熵较小的云作为判断依据。若熵和超熵较大，表明
在评估过程中，专家对于本目标对象非共识度较大，
则可以进行二次评估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评估结果。

3

实例分析

实验数据：采样时间为 2012 年 3 月，采样地点
为合肥、扬州、广州、福州 4 个养蜂区域，结合蜂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和试验站站长专家组领域
知识，首先通过本文提出的评估方法步骤 1 形成中
囊病的评估指标集及其概念取值区间，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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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及概念取值
Table 1 Indexes and concepts
指标
Index
蜂群群势（尤其越冬后群势）Bee colony

概念取值
Concept
＜1 脾，1～2 脾，2 脾以上

蜂脾关系（紧松程度）Spleens of bee

蜂少于脾，蜂脾相称，蜂多于脾

蜂群中蜂子比（哺育负担）Brood ratio

哺育蜂不足，哺育蜂充足

蜂巢（巢脾年限、换脾次数）Hive

＞1 年的旧脾，1 年以内的新脾

蜂种（蜂种抗病性、蜂王质量）Bee species

体小、产卵量低、抗逆性弱，体大、产卵量高、抗逆性强

蜂场卫生消毒措施 Disinfection measures

从不消毒，1 年消毒 1 次，1 年消毒 1 次以上

春繁时间（早繁）Spring propagation

外界无蜜粉源时人工促进繁殖，外界有蜜粉源时开始繁殖

饲料（食物）Feed

不充足，充足

气候环境[蜂场朝向、温度(越冬保温)、湿度、通风透气、光线]
Climatic environment
蜜粉源条件（尤其春繁初期）Nectar

低洼阴湿，通风不良，高燥通风，背风向阳
丰富，稀少

疫区（新病区、老病区、引种、爆发间隔年数） Epidemic area

是，否

春繁初期幼虫体内病原量 Pathogen of larvae

潜伏，发病，流行

春繁初期成年蜂体内病原量 Pathogen of adult bee

潜伏，发病，流行

图 1 蜂群群势<1 脾的标尺云
Figure 1 The scale cloud of group less than one

经过评估方法步骤 2 到步骤 5 的计算，得出指

区域
Area
合肥 Hefei

表 2 数字特征综合
Table 2 The comprehensive digital characteristics
项目
重度
偏重
Item
Serious
Lopsidedness
8.06
16.25
期望 Expected value
熵 Entropy

扬州 Yang zhou

标权重因子：[0.076 7，0.048 9，0.087 4，0.064 4，
0.154 7， 0.071 0，0.032 2，0.054 0，0.057 2，0.076 9，
0.108 8，0.075 6，0.092 2]；以“蜂群群势”指标为
例，取其<1 脾，经过步骤 6～8 得出其标尺云，如
图 1 所示。
专家对于养蜂区域的态势描述，例如：蜂群群
势在 2 脾以上，蜂脾相称，哺育蜂充足等，经过步
骤 10～11 得出综合评估云的数字特征，如表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广州区域程度等级为严重的期望
相对较高，说明该区域较容易感染中囊病，建议作
为重点预防对象。扬州和福州区域程度等级为严重
的期望值相近，而福州区域程度等级为偏重的期望
值较扬州区域大，则 4 个区域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
广州＞福州＞扬州＞合肥。

2.81

2.61

中度
Moderate
22.56

偏轻
Light
39.12

轻度
Slight
12.35

2.42

2.51

2.45

0.49

0.51

超熵 Hyper entropy

0.53

0.49

0.44

期望 Expected value

24.03

17.65

25.36

6.18

5.61

4.41

熵 Entropy
超熵 Hyper entropy

0.65

0.58

广州 Guang zhou

期望 Expected value

43.56

20.12

3.23

2.65

福州 Fuzhou

超熵 Hyper entropy
期望 Expected value
熵 Entropy

0.51
28.21
5.79

0.59
24.86
5.45

超熵 Hyper entropy

0.66

0.49

熵 Entropy

0.51

12.4
4.24

8.91
4.84

0.55

0.59

16.12

11.01

2.54

2.61

2.21

0.56
19.96
4.54

0.55
15.59
4.61

0.51
9.21
4.19

0.46

0.49

0.4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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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和福州区域的熵值较大，说明离散程度较
大，随机性也就较大，表明在评估过程中，专家组
对于这 2 个养蜂区域的共识程度较低，故针对这 2
个区域进行二次评估，得出重度等级的期望分别为
26.13 和 25.37，熵和超熵分别小于 3.20 和 0.50，如
图 3 所示。最终评估结果确定为：广州＞扬州＞福
州＞合肥。

图 2 一次评估综合评估云
Figure 2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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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为后期防治对象。
可见，本方法的评估结果与文献基本一致，符
合蜂学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另
外，本方法可以延展到 5 个感染程度，进行深度对
比，并且能够体现出主观评估的偏差，通过二次评
估使得结果精确度更高、适应性更强。

4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 AHP 和云模型的中蜂囊状幼
虫病风险评估方法，能够依据专家知识得出目标对
象的评估指标集和概念取值区间，合理计算各指标
的权重因子，并利用云模型对态势语言描述进行定
量转化，最终得到目标对象的评估结果。本方法不
仅体现语言描述的模糊性，而且反映隶属程度的不
确定性，揭示了模糊性与随机性的关联，最大限度
地保留评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各指标属
性的影响，评估结果具有参考价值。
下一步将结合专家组成员的科研贡献、学术能
力等因素，为各位专家赋予权值，以得出更加合理
的指标集及权重因子。同时，收集大量的中囊病历
史爆发信息，利用完全定量评估方法，进一步优化
评估结果，形成病害预防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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