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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非侵入式约化基模型在瑞利－泰勒不稳定中
的应用

温晓１ꎬ刘琪２∗ꎬ高振２ꎬ曾维新２ꎬ吕咸青１

(１.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ꎻ ２.中国海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ꎬ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局部的非侵入式约化基模型用于模拟瑞利－泰勒不稳定性(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ＲＴＩ)随时间演化的过程ꎬ其中初

始小扰动的振幅和时间可视为自由参数ꎮ 约化基模型把解看作一组基函数的线性组合ꎬ其中ꎬ基函数由本征正交分解获得ꎬ
人工神经网络用于建立参数与基函数系数之间的映射关系ꎮ 由于 ＲＴＩ 随着时间的增加ꎬ相应的结构越来越复杂ꎬ尤其是后期

会产生小规模旋涡的卷曲结构ꎬ因此考虑将 ＲＴＩ 分为早期发展(线性)和中后期(拟非线性和弱非线性体制)发展阶段ꎬ即分段

考虑时间参数ꎮ 将时间参数分为 ３、５、６ 段ꎬ局部的非侵入式约化基模型与全局的非侵入式约化基模型相比ꎬ在精度相似的情

况下ꎬ计算时间最快可以提高 ４ 倍左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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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Ｂ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ＴＩ)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ｆｒｅ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ＲＢＭ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ＴＩ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ｕ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ꎬ ＲＴＩ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ｑｕａ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ｅ. ｔｉ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ꎬ ｆ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ｉ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ＢＭ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ｅｅｄｕｐ ｕｐ ｔｏ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ＢＭ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０　 引言

近年来ꎬ瑞利－泰勒不稳定(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ＲＴＩ) [１￣２] 现象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ꎬ包括星际介质和星系团[３]、太阳上的丝状结构[４]等ꎮ 由于其广泛应用ꎬ 越来越多的数值方法被用



　 １１０　　 山　 东　 大　 学　 学　 报　 (理　 学　 版) 第 ５５ 卷　

来模拟 ＲＴＩꎬ包括通量校正传输方法[５]、水平集方法[６]、前跟踪法[７]、平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方法[８]、边界积分

法[９]、直接数值模拟[１０]等ꎮ 此外ꎬＺｈａｎｇ 等[１１￣１３]研究了球形和平面几何中弱非线性无压缩单模 ＲＴＩ 和多模

ＲＴＩꎬＺｈａｏ 等[１４]提出了球形几何中非线性 ＲＴＩ 的二维薄壳模型ꎮ 这些方法在模拟 ＲＴＩ 的精细结构时ꎬ都需

要高分辨率的网格划分ꎬ并反复求解高维偏微分方程系统(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ＤＥｓ)ꎬ因此有计算

效率低、计算时间长的缺点ꎮ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ꎬ提高计算效率ꎬ将 ＲＴＩ 的控制方程视为具有参数化初始条件的 ＰＤＥｓꎬ其中可变参数

为初始扰动中的振幅(Ａ)和时间( ｔ)ꎮ 约化基模型(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ＲＢＭ) [１５￣１６] 是一种解决参数化问

题的有效方法ꎬ可以用少量基函数的线性组合取代高保真模型ꎬ从而大大降低计算时间和内存存储成本ꎬ并
有效控制精度损失[１７]ꎮ 非侵入式的 ＲＢＭ 的优点在于原始的全阶模型系统只用来生成快照解ꎬ并且和投影

过程无关ꎮ 本征正交分解(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ＰＯＤ)是非侵入式的 ＲＢＭ 方法中常用的提取约

化基(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ｉｓꎬ ＲＢ)的方法ꎮ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ꎬ许多非侵入式的 ＲＢＭ 方法被提出ꎬＡｕｄｏｕｚｅ 及 Ｈｅｓｔ￣
ｈａｖｅｎ 等[１８￣１９]提出了基于 ＰＯＤ 和径向基函数(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ＲＢＦｓ)的非侵入式 ＲＢＭ 方法ꎬ其中

ＲＢＦｓ 用来近似参数域中的解ꎮ Ｈｅｓｔｈａｖｅｎ 和 Ｕｂｂｉａｌｉ[１７] 用人工神经网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ＡＮＮ)来
计算 ＲＢ 对应的系数ꎬ测试了三个算例:具有参数化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边界的一维和二维非线性 Ｐｏｉｓｓｏｎ 方程ꎬ以及二

维不可压缩的稳态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ꎮ
本文利用分段方法改进了基于 ＰＯＤ 和 ＡＮＮ 的 ＲＢＭ、局部的 ＲＢＭ 能够快速有效的模拟 ＲＴＩ 现象ꎮ

ＲＢＭ 把解看成 ＲＢ 函数的线性组合的形式:在线下阶段ꎬ通过加权本质无振荡格式(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ｎｏ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Ｚ ｓｃｈｅｍｅꎬ ＷＥＮＯ－Ｚ) [２０]得到 ＲＴＩ 的一组参考解ꎬ对参考解做 ＰＯＤꎬ得到一组基函数进而得到其

相应的系数ꎬ随后利用 ＡＮＮ 建立参数与基函数的系数之间的映射关系ꎮ 在线上阶段ꎬＲＢ 函数的系数即可

根据参数由 ＡＮＮ 仿真得出ꎬ进而得到 ＲＴＩ 的近似解ꎮ 约化基模型可以在线快速地恢复给定参数的期望解ꎬ
而不会造成精度的损失ꎮ ＲＴＩ 问题随着时间的增加ꎬ小规模旋涡的卷曲结构会逐渐变得复杂ꎬ本文在时间参

数上进行分段ꎬ可以根据解的复杂程度采用不同数量的 ＲＢꎬ在模拟扰动空间的早期发展时所需 ＲＢ 比后期

发展时少ꎬ因此可以有效减少线下阶段 ＰＯＤ 计算时间和 ＡＮＮ 训练时间ꎮ 数值实验表明ꎬ与全局 ＲＢＭ 相

比ꎬ局部 ＲＢＭ 在保持精度不降低的前提下ꎬ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ꎮ

１　 约化基方法

一般地ꎬ满足适定性的参数化时间依赖问题为

Ｌ [Ｑ(ｘꎬｔꎻν)]＋Ｎ [Ｑ(ｘꎬｔꎻν)] ＝Ｓ(ｘꎬｔꎻν)ꎬ (ｘꎬｔꎻν)∈Ω×Ｔ ×Ｗ ꎬ (１)
以及合适的初边值条件ꎮ 式中:Ω⊂Ｒｄ(ｄ＝ １ꎬ２ꎬ３)为时间域ꎻＴ ⊂[０ꎬＴ]ꎬ Ｗ ⊂Ｒｍ(ｍ 是参数的个数)为参数

域ꎻＳ 是源项ꎻＱ:Ω ×Ｔ ×Ｗ →Ｒｎ 是参数化问题的解ꎬ其中 ｎ 是独立变量的个数ꎻＬ [ꎻν]和 Ｎ [ꎻν]分别

是关于 ｘ、ｔ、ν 的线性和非线性算子ꎮ
通过一些稳定精确地离散格式把方程(１)离散化之后ꎬ可以得到参数化常微分方程系统

Ｌｈ[Ｑｈ( ｔꎻν)]＋Ｎｈ [Ｑｈ( ｔꎻν)] ＝Ｓｈ( ｔꎻν)ꎬ ( ｔꎻν)∈Ｔ ×Ｗ ꎬ (２)
式中:Ｑｈ:Ｔ ×Ｗ →ＲＭ 是离散的解ꎬ这里 Ｍ 是自由

度ꎻＬｈ、Ｎｈ 和Ｓｈ:Ｔ ×Ｗ→ＲＭ 分别是线性算子Ｌ、非
线性算子 Ｎ 和源项 Ｓ 的离散形式ꎮ 考虑一个或多

个参数的高维非线性 ＰＤＥｓ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参数 μ 和参数域 Ｐ 的选取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μ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Ｐ

算例 参数 μ 参数域 Ｐ
Ａ ｔ Ｔ
Ｂ (νꎬｔ) Ｗ ×Ｔ

　 　 传统的方法在求解时需要多次重复求解式(２)ꎬ计算成本高ꎮ 而 ＲＢＭ 方法可以解决重复计算全阶模型

耗时、耗力的缺点ꎮ ＲＢＭ 把方程(１)的数值解看作与参数无关的 ＲＢ 函数{ψｌ} １≤ｌ≤Ｌ 的线性组合的形式ꎮ
ＲＢ 函数可从高保真的快照解{Ｑｈ(μ１)ꎬＱｈ(μ２)ꎬꎬＱｈ(μＮ)}中获得ꎬ其中 ＰＮ ＝{μ１ꎬμ２ꎬꎬμＮ}⊂Ｐ 是参数域

Ｐ 上给定参数的离散有限集合ꎮ 本文采用文献[２１]中介绍的本征正交分解生成 ＲＢ 函数{ψｌ} １≤ｌ≤ＬꎬＬ 是

ＲＢ 的个数ꎬ 由
∑

Ｌ

ｉ ＝１
λ ｉ

∑
Ｍ

ｉ ＝１
λ ｉ

≥ Ｃ计算得到ꎬ这里ꎬλ１ ≥ λ２ ≥≥ λＬ 是相关矩阵 Ｄ ＝ ＱＴＱ的特征值ꎬ ０ < Ｃ < 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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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定义的阈值比率ꎬ可以解释为由 ＲＢ 保留下来的 ＰＤＥｓ 的能量ꎬ文中选择 ９９.９９％ 或 ９９.９９９％ꎮ Ｖｒｂ ＝
ｓｐａｎ{ψ１ꎬψ２ꎬꎬψＬ} 是 Ｌ 维的 ＲＢ 空间ꎮ 因此ꎬＲＢＭ 是在线性子空间 Ｖｒｂ 中寻找近似解 Ｑｒｂ(ｘꎻμ)ꎬ即

Ｑ(ｘꎻμ) ≈ Ｑｒｂ(ｘꎻμ) ＝∑
Ｌ

ｉ ＝１
ｃｉ(μ)ψｉ(ｘ) ∈ Ｖｒｂꎬ (３)

式中 ｃ(μ) ＝[ｃ１(μ)ꎬｃ２(μ)ꎬꎬｃＬ(μ)] Ｔ ∈ ＲＬ 为 ＲＢＭ 的系数向量ꎮ 简单起见ꎬ用列向量Ψｉ ＝ψｉ(ｘｊ)( ｊ ＝ １ꎬ
２ꎬꎬＭꎬ ｉ ＝ １ꎬ２ꎬꎬＬ) 表示 ＲＢ 函数 ψｉ 在 ｘ 点的值组成的向量ꎬ并且定义有限维 ＲＢ 矩阵

Φ ＝ [Ψ１ꎬΨ２ꎬꎬΨＬ] ∈ ＲＭ×Ｌꎮ (４)

２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由简单神经单元所构成的互连网络ꎬ它接收输入ꎬ根据输入改变内部状态(激活)ꎬ并根

据输入和激活产生输出ꎮ 它能够“模拟生物神经系统对真实世界物体所作出的交互反应” [２２]ꎮ 网络的形成

是通过将某些神经元的输出与其他神经元的输入连接起来ꎬ形成一个有向加权图ꎬ权重可以通过学习过程进

行调整ꎮ
多层感知(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ꎬ ＭＬＰ)神经网络[２３]是应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ꎬ可以学习输入

－输出映射ꎬ而不需要显式地表达描述映射的数学方程ꎮ 为了提高模拟的精度ꎬ本文采用五层(三个隐含层)
的 ＭＬＰ 神经网络ꎬ设置各隐含层的节点数均为 １３ꎮ 为在网络模型中引入非线性ꎬ在每个隐含层引入非线性

激活函数 ｆ(ｘ)＝ １
１＋ｅｘｐ(－ｘ)

ꎮ 如图 １ 所示ꎬ本文使用函数逼近中最常用的 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ｏｒｗａｒｄ 网络[２４]ꎬ它包含从

输入层到每一层以及从每一层到连续层的权重连接ꎬ以提高学习速度ꎮ 这里 ＡＮＮ 的输入变量是参数 μꎬ对
应的目标输出是 ＲＢ 对应的系数ꎮ

图 １　 三层 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ｏｒｗａｒｄ 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３　 基于神经网络的局部约化基方法

ＲＢＭ 的计算效率依赖于计算的线下和线上阶段的解耦:线下阶段ꎬＲＢ 函数是从全阶解的高保真快照解

中得到的ꎬ与参数 μ 无关ꎻ线上阶段ꎬ新参数值对应的降阶解可以快速地恢复出来ꎮ
ＭＬＰ 神经网络用于建立输入 μ 和目标输出 ｃ(μ)的映射关系 ｄꎬ它把每一个输入参数 μ∈Ｐ 映射到近似

的 ＲＢ 系数 ｄ(μ)ꎮ 对于给定任意参数 μ∗∈Ｐꎬ神经网络就可以线上输出一个近似系数 ｄ(μ∗)ꎬＲＢ 解可以

写为

Ｑｒｂ(μ∗)＝ Φｄ(μ∗)＝ ΦΦＴＱｈ(μ∗)ꎮ (５)
值得注意的是ꎬ需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全阶解 Ｑｈ(μ)ꎬ用于 ＭＬ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ꎮ

为了方便讨论ꎬ表 ２ 给出了用于神经网络训练的训练数据集表示(对应表 １)ꎮ
表 ２　 训练输入和目标输出的两种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算例 参数 μｔｒ 参数个数 目标输出

Ａ ｔｔｒ ＝{ ｔｉ:ｉ＝ １ꎬ２ꎬꎬｎ} １ ΦＴＱｈ(ν)
Ｂ Ｄｔｒ ＝{(νꎬｔ):ν∈{νｊ:ｊ＝ １ꎬ２ꎬꎬｑ}ꎬ ｔ∈ｔｔｒ} ２ ΦＴＱｈ(νꎬ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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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ꎬ训练输入 μｔｒ:Ｄｔｒ ＝{(νꎬｔ):ν∈νｔｒꎬ ｔ∈ｔｔｒ}是由参数域和时间域中的点集做张量积生成的ꎬ目标

输出的个数由 ＲＢ 的数量决定ꎮ
算法 １　 局部 ＲＢＭ 算法

１. 线下阶段:
(１) 给定 Ｎ 个参数{μｉ} ｉ＝１ꎬ２ꎬ ꎬＮ∈Ｐꎬ将时间参数域平均分为 ｍ 段ꎮ
(２) 对每一段 ｋ(ｋ＝ １ꎬ２ꎬꎬｍ)ꎬ执行步骤(３)—(４)ꎮ
(３) 构建快照矩阵 Ｑｋꎬ并对其分别做 ＰＯＤꎬ得到 ＲＢ 矩阵 Φｋꎮ
(４) 准备训练神经网络的输入集(参数)μｔｒｋꎬ以及对应的目标输出集(ＲＢ 系数)ｃ(μｔｒｋ)＝ ΦＴ

ｋＱｈ(μｔｒｋ)ꎬ神
经网络经过学习ꎬ得到输入－输出的映射关系 ｄｋꎮ

２. 线上阶段:
(５) 给定的任意参数 μ∗∈Ｐꎬ首先寻找时间参数 ｔ∗所在的参数域分段 ｋ(ｋ∈{１ꎬ２ꎬꎬｍ})ꎬ然后根据

(４)中得到的映射关系 ｄｋꎬ估计系数 ｄｋ(μ∗)ꎮ
(６) 恢复降阶解 Ｑｒｂ(μ∗)＝ Φｋｄｋ(μ∗)ꎮ
注 １　 在对时间参数域的分段时ꎬＮ / ｍ 平均分段会导致 ＭＬＰ 网络无法学习(μＮ/ ｋꎬ μＮ/ ｋ＋１) (ｋ ＝ １ꎬ２ꎬꎬ

ｍ)部分的信息ꎮ 因此ꎬ在分段过程中将区间右端点向右移ꎬ设置分段区间为(μＮ/ (ｋ－１)ꎬ μＮ/ ｋ＋１) (ｋ ＝ １ꎬ２ꎬꎬ
ｍ)ꎮ

注 ２　 当分段数量 ｍ＝ １ 时ꎬ局部 ＲＢＭ 算法即为全局 ＲＢＭ 算法ꎮ

４　 数值结果

ＲＴＩ 问题的控制方程是有源项的二维双曲守恒律方程ꎬ即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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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方程 Ｐ＝(γ－１) Ｅ－ １
２
ρ(ｕ２＋ｖ２)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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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 ꎮ 式中:ρ 为密度ꎬｕ、ｖ 分别为 ｘ 方向和 ｙ 方向的速度ꎬＰ 为压力ꎬＥ 为总

能量ꎬｇ＝ １ 为引力常数ꎮ
初始条件为

(ρꎬｕꎬｖꎬＰ)＝
(２ꎬ０ꎬ－Ａｃｃｏｓ ８πｘꎬ ２ｙ＋１)ꎬ ｙ≤ １

２
ꎬ

１ꎬ０ꎬ－Ａｃｃｏｓ ８πｘꎬ ｙ＋ ３
２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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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ꎬ ｙ> １

２
ꎬ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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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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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式中 ｃ＝
　 γＰ

ρ
是声速ꎬγ＝ ５

３
是特定的热比率ꎮ 计算区域是 ０ꎬ １

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ꎬ１]ꎻ左、右边界条件是反射边界条件ꎻ

上边界的流量值设置为 ρ＝ １ꎬ Ｐ＝ ２.５ꎬ ｕ＝ ｖ＝ ０ꎬ下边界的流量设置为 ρ＝ ２ꎬ Ｐ＝ １ꎬ ｕ＝ ｖ＝ ０ꎬ对应的 Ａｔｗｏｏｄ 数

为 Ａτ ＝
１
３
ꎻ模拟的最终时刻是 Ｔ＝ １.９５ꎮ 本文将时间 ｔ 和初始条件中的振幅 Ａ 看作参数ꎬ使用网格分辨率为

Ｎｘ×Ｎｙ ＝ ６０×２４０ 的七阶 ＷＥＮＯ－Ｚ 格式[２０ꎬ２５]计算得到的密度 ρ 来训练神经网络并验证局部 ＲＢＭ 的准确性ꎮ
本文模拟表 １ 中两种情况:
算例(Ａ):固定振幅 Ａꎬ只把时间 ｔ 作为参数ꎬ即 μ＝ ｔꎬ恢复任意时刻 ｔ∗∈[０ꎬ１.９５]的密度 ρꎮ
算例(Ｂ):把初始振幅 Ａ 和时间 ｔ 都作为参数ꎬ即 μ ＝ (Ａꎬｔ)ꎬ恢复具有任意初始振幅 Ａ∗ꎬ在任意时刻

ｔ∗∈[０ꎬ１.９５]的密度 ρꎮ
ＲＴＩ 的小平滑扰动界面的演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阶段:线性、准线性(弱非线性)和完全非线性阶段ꎮ

在不稳定的早期ꎬ界面线性地变大ꎬ同时保持平滑的简单结构(线性状态)ꎮ 在某个时间点ꎬ取决于扰动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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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和 Ａｔｗｏｏｄ 数 Ａτꎬ界面的增长加速形成尖钉和气泡ꎬ混合层宽度(尖钉和气泡之间的距离)比线性(准线性 /
弱非线性状态)增长得快得多ꎮ 由于分层流体的斜压(压力梯度和密度梯度的错位)ꎬ沿着界面产生小尺度

旋涡结构ꎬ涡流呈指数增长ꎬ沿着细长的界面流动变得越来越湍流(完全非线性区域)ꎮ
ＲＢＭ 的模拟精度取决于 ＲＢ 的个数、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和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ꎬ为了比较局部的方

法与全局方法的精度ꎬ考虑相对误差

ε＝
‖Ｑｈ(μ)－Ｑｒｂ(μ)‖¥

‖Ｑｈ(μ)‖¥

ꎮ

算例(Ａ)
首先固定初始扰动的振幅为 Ａ ｔｅｓｔ ＝ ０.０２５ꎬ仅把时间 ｔ 作为可变参数ꎮ 在线下阶段ꎬ计算了 ρ 在时间 ｔ ＝

{０:Δｔ:１.９５}ꎬ Δｔ＝ ０.００７ ５ 处的 Ｎ＝ ２６１ 个全阶解ꎬ之后随机选取了其中的 ｔｔｒ ＝ ２４０ 个时间点做训练集ꎬ将其

平均分为 ｍ(ｍ＝ ３ꎬ５ꎬ６)段ꎬ在每一段上对相应的快照矩阵做 ＰＯＤꎬ得到的 ＲＢ 的个数见图 ２ꎮ 同样的训练集

和快照矩阵也用来构建了五层的神经网络ꎮ

图 ２　 局部与全局 ＲＢ 个数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Ｂ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图 ３ 展示了取 Ａ ｔｅｓｔ ＝ ０.０２５ 时ꎬ在时间 ｔｔｅｓｔ ＝ ｔ＝{０.８５５ꎬ １.５６７ ５ꎬ １.７１７ ５ꎬ １.９５}处的四个 ρ＝ １.５ 的密度等

值线ꎬ其中分段 ＲＢＭ 取 ｍ＝ ３ꎬ可以看出局部的降阶解(黑色虚线)和全阶解(红色实线)吻合得很好ꎮ

注:红色实线表示全阶解ꎻ黑色虚线表示降阶解(ｍ＝ ３)ꎮ
图 ３　 恢复的降阶解的 ρ＝ １.５ 密度等值线和相应的全阶解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ｒｄ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ｓ ｏｆ ρ＝ 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ｕｌｌ￣ｏｒｄ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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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数据不在训练集里ꎮ
图 ４　 全局解和局部解相对误差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ｒｄ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为了进一步说明分段 ＲＢＭ 的优点ꎬ图 ４
展示了全局 ＲＢＭ 和局部 ＲＢＭ(ｍ ＝ ３ꎬ５ꎬ６)
所得解与全阶解之间的相对误差ꎬ图中黑色

的点为不在训练集中的 ２１ 个点ꎮ 可以看出ꎬ
局部 ＲＢＭ 比全局 ＲＢＭ 相对误差小ꎮ 此外

表 ３ 给出了全局 ＲＢＭ 和局部 ＲＢＭ 做 ＰＯＤ
和神经网络训练的时间ꎬ分段大大提高了计

算效率ꎬ其中局部 ＲＢＭ(ｍ ＝ ６)所需的时间

比全局 ＲＢＭ 快了 ５ 倍ꎮ
表 ３　 全局和局部 ＲＢＭ 的 ＰＯＤ 和神经网络

训练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ｔ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Ｏ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ＢＭ
方法 全局 ｍ＝ ３ ｍ＝ ５ ｍ＝ ６

ＣＰＵ 时间 ｔ / ｓ ２１９.６５ １０３.２８ ５７.７７ ４１.９３

　 　 算例(Ｂ)
考虑多于一个参数时ꎬ必须将更多快照

解添加到训练数据集中以获得 ＲＢ 和相应的系数ꎮ 因此ꎬ在线下阶段ꎬ在参数域中选择 Ｎｔｒ ＝ ５ ３４０ 个样本ꎬ它
是由 Ｎμ ＝ ８９ 个振幅和 Ｎｔ ＝ ６０ 个时间做张量积形成的ꎬ样本 Ｄｔｒ ＝{(μｔｒꎬ ｔｔｒ)}为

μｔｒ ＝Ａ ｔｒ ＝{(０.００５:ΔＡ: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５ꎬ ０.０２８ ５}ꎬ
ｔｔｒ ＝{(０:Δｔ:１.９５)} ＼{０.５７ꎬ０.８７ꎬ１.１７ꎬ１.４７ꎬ１.７７ꎬ１.８９}ꎬ

ΔＡ＝ ５×１０－４ꎬ Δｔ＝ ０.０３ꎮ
这里ꎬ把时间域上的 Ｎｔ ＝ ６０ 个数据分别平均分为 ｍ(ｍ＝ ３ꎬ５ꎬ６)段ꎬ然后分别和 Ｎμ ＝ ８９ 个振幅做张量积形成

样本ꎬ对每段样本分别做 ＰＯＤ 和神经网络训练ꎬ三种情况下ꎬ通过 ＰＯＤ 生成的 ＲＢ 个数见图 ５ꎬ同样构建了

一个五层的网络来近似系数ꎮ

图 ５　 局部与全局 ＲＢ 个数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Ｂ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线下阶段恢复了具有参数{(Ａꎬｔ) ｔｅｓｔ} ＝ {(０.０１４ ５ꎬ１.１７)ꎬ(０.０２８ ５ꎬ１.１７)ꎬ(０.０４８ ５ꎬ１.１７)ꎬ(０.０１４ ５ꎬ
１.９２)ꎬ(０.０２８ ５ꎬ１.９２)ꎬ(０.０４８ ５ꎬ１.９２)}的六个降阶解ꎬ其中ꎬＡ ｔｅｓｔ ＝ ０.０４８ ５ 在训练集的外部ꎬ其他数据在训练

集内部ꎮ 如图 ６ 所示ꎬ无论样本 Ｄｔｒ ＝{(μｔｒꎬｔｔｒ)}是否在训练数据集中ꎬ全阶解(红色实线)与降阶解(黑色虚

线)吻合得很好ꎬ但是由于 ＲＢ 截断的原因ꎬ在一些小规模结构中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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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色实线表示全阶解ꎻ黑色虚线表示降阶解(ｍ＝ ３)ꎮ

图 ６　 不同时间 ｔ 和初始振幅 Ａ 下ꎬ恢复的降阶解的 ρ＝ １.５ 密度等值线和相应的全阶解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ｒｄ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ｓ ｏｆ ρ＝ 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ｕｌｌ￣ｏｒｄ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ｔ

　 　 为了证明方法的有效性ꎬ图 ７ 比较了全局 ＲＢＭ 和局部 ＲＢＭ 所得结果的相对误差ꎬ不难看出ꎬ当 ｔ≤１.３
时ꎬ两种方法的相对误差类似ꎬ但是当 ｔ>１.３ 时ꎬ局部 ＲＢＭ 更精确ꎮ 此外ꎬ表 ４ 给出了不同情况下做 ＰＯＤ 和

神经网络训练的时间ꎬ局部 ＲＢＭ 所需的时间比全局 ＲＢＭ 快了 ３~４ 倍ꎮ
表 ４　 全局和局部的 ＰＯＤ 和神经网络训练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ｔ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Ｏ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ＢＭ
方法 全局 ｍ＝ ３ ｍ＝ ５ ｍ＝ ６

ＣＰＵ 时间 ｔ / ｓ ３ ０３８.３８ １ ２６２.３８ ８２６.８１ ７８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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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初始振幅 Ａ 下ꎬ全局解和局部解相对误差的比较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ｒｄ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５　 小结

本文将瑞利－泰勒不稳定性的控制方程视为参数化偏微分方程ꎬ提出了一种局部的非侵入式约化基模

型ꎮ ＲＢＭ 通过本征正交分解从快照解中提取约化基ꎬ基函数的系数由人工神经网络通过输入参数确定ꎮ 局

部 ＲＢＭ 将参数域中的时间参数进行适当的分段ꎬ在每一段上分别做本征正交分解和神经网络训练ꎬ从而得

到每一段上的约化基函数及其对应的系数ꎻ与全局 ＲＢＭ 相比ꎬ选取了更少的约化基ꎬ减小人工神经网络的

训练规模ꎬ提高模型计算效率ꎮ 本文模拟了单参数和多参数瑞利－泰勒不稳定现象ꎬ结果表明局部 ＲＢＭ 能

够在保持精度不减小的情况下大幅减少计算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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