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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场景更新的多阶段非线性模型预测聚合反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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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聚合过程中时不变不确定性参数不能直接估计的情况, 导致的多阶段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中场景树
生成的合理性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贝叶斯概率加权的在线场景更新算法. 该方法利用前一时间步中每个场景的模型
预测信息和过程状态测量信息计算对应场景的概率权重, 然后通过合适的自适应步长在线更新场景树中不确定性
的离散实现场景. 所提方法在保证过程约束满足的同时, 逐渐缩小不确定性集合逼近不确定性的真实值, 从而降低
保守性, 提升控制器性能. 通过多个批次的半间歇聚合反应过程实例仿真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批
次反应时间, 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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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ase where the time-invariant uncertainty parameter cannot be estimated directly in polymerization
process, an online scenario update algorithm based on Bayesian probability weighting has been proposed to generate
scenario trees in multi-stage 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NMPC). The model prediction information and process
state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of each scenario in the previous time step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weight of the
corresponding scenario. Then, using an appropriate adaptive step to update the uncertainty discrete scenario in the scenario
tree.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process constraints are met, the uncertainty set is gradually reduced to approach the actual
value of uncertainty, thereby reduce conservatism and improve controller performanc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multiple
batches of semi-batch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process example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atch reaction time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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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于提高化工生产效率的目的, 复杂化工过程控
制的经济性指标被愈发重视, 且此类系统通常伴随强
非线性、工艺约束条件复杂等特性, 导致控制系统设
计极具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非线性模型预测控
制(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NMPC) 利用过

程数学模型, 采用在线优化的方式, 将操作约束、系统
非线性及经济性指标等多个方面同时考虑在内, 以确
定最优控制输入[1] . 然而, 经济性指标达到最优往往
伴随着系统状态运行于可行域的边界[2] , 进而导致系
统性能显著恶化, 甚至在模型不确定性的影响下造成
经济损失和安全问题[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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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复杂系统存在严格的状态量及输出量约束,
额外的鲁棒性裕度应被引入以抵消模型不确定性的
影响. 最大最小方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NMPC的鲁棒
性[3] , 该方法通过最小化最坏情况下的损失函数获取
最优控制输入轨迹, 同时确保可靠的约束满足, 但优
化是以开环方式针对最坏情况执行的, 并未利用任何
的反馈信息, 通常导致解决方案较为保守.
在文献[4]中作者认为不确定性的有效处理需要
反馈模型, 因此通过求解开环优化问题计算的控制输
入轨迹并不是最优的. Lucia等人提出的多阶段非线性
模型预测控制(multi-stage 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SNMPC)[5] 提供了一种利用反馈信息闭环
优化的思路, 该方法通过将预测时域上的不确定性传
播用离散的场景树表示, 然后针对不同的场景计算不
同的控制输入轨迹. 即MSNMPC式明确考虑了新的
信息在未来的时间步中将变得可用, 并且新的最优控
制输入将被重新计算. 这一概念在随机规划中通常被
称为追索权[6] , 是不确定条件下最优决策的一个重要
性质.
对于各种应用场景, MSNMPC方法已被证明比传
统的最小–最大NMPC方法具有更低的保守性[7–9] . 且
文献[10]中给出了MSNMPC方法的稳定性和递归可
行性的严格证明. 尽管如此, 为了确保场景树中考虑
的所有场景都满足鲁棒性约束, MSNMPC提供的解
决方案仍将是保守的. 选择场景树中不确定性的离散
实现场景的常用方法是使用不确定参数的最大值、最
小值和标称值的组合. 如果不确定参数考虑的范围很
大, 则场景树建模的跨度也很大, 对于时不变的不确
定性参数, 该解决方案将是保守的, 尽管与传统的最
小–最大NMPC相比不那么保守.
半间歇聚合反应过程具有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复
杂特性, 如何在确保约束满足的条件下(如: 温度约
束、安全约束等), 提升过程的生产效率是目前研究的
重点[11] . 不同批次反应过程之间相对独立, 不确定参
数在每个新的批次中是未知的常数(或较小范围波
动), 对于这类问题可能需要从自适应框架而不是鲁棒
框架来处理, 典型的自适应控制框架涉及参数估计器
的使用, 该参数估计器在线调整不确定参数, 使得它
渐近收敛于真实系统[12] . 受到文献[13–14]中自适应
鲁棒方法的启发, 本文采用更新不确定性特征, 而非
不确定性参数的方法实现低保守性的不确定非线性
系统的鲁棒预测控制.
对应于自适应鲁棒方法估计不确定性参数的所有
可能值的不确定集的处理方式,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递归贝叶斯概率方法更新场景树, 该方法在每个时间
步计算场景树中每个场景的模型预测信息与实际过
程输出测量信息的偏差, 为不同场景计算和分配贝叶
斯权重; 然后利用权重信息以固定步长更新场景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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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场景树的跨度. 即通过计算不同不确定性离散实现
场景的贝叶斯权重, 逐渐消除不确定性集合中发生概
率较低的情况, 使得场景树的跨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缩小, 从而降低标准的MSNMPC方法的保守性. 总而
言之, 这是一种基于可用度量和模型预测在线更新场
景树的直观方法.

图 1 MSNMPC的场景树结构图
Fig. 1 Scenario tree structure of MSNMPC

2 鲁棒的MSNMPC框
框架
MSNMPC是一种闭环鲁棒控制方法, 如图1所示,
它将不确定性参数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通过场景树
的形式表示, 该树在每个预测步骤中针对不确定性极
值的组合进行分支, 其中不确定性可能是参数扰动或
外界干扰. 假设过程全状态可测量或估计, 由树结构
可以看出未来的控制输入可根据先前的状态信息做
出调整, 在一定的范围内抵消不确定性的影响. 场景
树结构不一定代表时变的不确定性或干扰, 但它反映
了一个事实, 如果不确定性在当前采样时刻是未知的,
那么在下一个采样时刻也是未知的. 因此一个随时间
变化的新的场景树必须被考虑.
在场景树设定下, 假设具有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系
统的离散时间式如下所示:
p(j)

r(j)

xjk+1 = f (xk , ujk , dk ),

(1)

由上式可知时间步k + 1的状态xjk+1 是关于前一时间
p(j)
r(j)
步的状态xk , 控制输入ujk 以及不确定性dk 的函
数. 假设场景树在所有节点上具有相同数量的分支,
r(j)
在时间步k 由dk 给出不确定性的S 个不同可能值.
Si 表示从根节点x0 到其中一个叶节点的第i个场景.
构建场景树的合理策略是将不确定性极值的所有可
能组合视为分支. 随着预测时域的增加, 优化问题的
规模呈指数增加. 通过假设不确定性在特定鲁棒时域
后保持不变, 以缩小优化问题的规模[5] . 这种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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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是, 由于NMPC的滚动时域特性, 对未来较
远时刻非常精确地建模并不是关键, 因为最优控制输
入都将在下一个采样时刻被重新计算.
在每个时间步k 基于场景的多阶段式的最优控制
问题可以表示为
S
∑
min
wi Ji (xjk+1 , ujk ), ∀(j, k) ∈ I,
j
j

(2a)

xk ,uk i=1

s.t. xjk+1 = f (xk , ujk , dk ), ∀(j, k) ∈ I,
p(j)

r(j)

g(xjk , ujk ) 6 0, ∀(j, k) ∈ I,
p(j)

ujk = ulk , xk

(2b)
(2c)

= xk , ∀(j, k), (l, k) ∈ I, (2d)
p(l)

其中: I 表示场景树所覆盖的节点相对应的所有索引
组合(j, k), S 表示场景的数目, wi 为每个场景Si 对应
的权重. g(xjk , ujk )表示对场景树的每个节点的状态和
控制的非线性约束. 为了正确地表示实时决策问题,
控制输入不能预测在相应决策点之后实现的不确定
性的值, 因此非预期约束式(2d)要求具有相同父节点
p(j)

xk 的控制输入ujk 也必相等, 以便施加正确的控制器
因果关系. 对于半间歇聚合反应过程, 带有权重wi 的
每个场景Si 的损失函数定义如下:

Ji (xjk+1 , ujk ) =

Np
∑

(xjk − xsp )T Q(xjk − xsp )+

k=1

(∆uk )T R∆uk ,
∀xjk+1 , ujk ∈ S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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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p 为预测时域, 损失函数由状态变量跟踪的惩
罚项和控制变量变化的惩罚项组成, Q和R分别为对
应的对角加权矩阵.

3

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

传统的MSNMPC通常选择不确定性参数极值的
组合作为场景树中不确定性传播的场景. 一旦确定了
不确定性参数及其范围, 固定的场景树也就随之生成.
如果不确定性参数变化范围很大, 场景树的表示范围
也会很广. 但对于时不变的不确定性参数, 该解决方
案显然过于保守.
提出的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 其结构如
图2所示. 在每个时间步k 中, 通过求解式(2)中的优化
问题获取最优控制输入u∗(k,j) 应用于实际过程和S 个
场景的预测模型中, 然后根据每个场景的模型预测信
息y(k,j) 和实际过程的测量信息yk 计算场景偏差, 利
用场景偏差计算贝叶斯概率权重, 根据权重信息以固
定的步长在线更新场景以预测不确定性值的真实实
现, 使场景树建模逼近不确定性的真实值.
在半间歇聚合反应过程中, 不确定性参数在新的
批次中是未知的, 如果仅考虑传统的组合方案, 可能
导致该方法趋于保守, 性能退化. 因此需要考虑一种
自适应的在线场景更新方法, 在每个时间步k 中, 依据
已经获取的信息推算该场景对应的不确定性值与实
际过程中不确定性真实值的差距, 采用自适应机制更
新场景树中可能性较低的场景来缩小场景树的跨度,
使控制器性能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

图 2 MSNMPC在线场景更新方法
Fig. 2 MSNMPC online scenario update method

对于实际的不确定性半间歇聚合反应过程, 首先
确定不确定参数的数量及相应的取值范围, 构造初始
U
L
U
不确定性集D = [dL
1 , d1 ] × · · · × [dnd , dnd ]. 然后利
用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算法缩小场景树对应的
不确定性集D. 该算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所述:

步骤 1

初始化每个场景的权重P(0,j) = 1/S, j

∈ {1, · · · , S}, 其中S 为场景树的总场景数, 初始化不
确定性集合D;

步骤 2

计算当前时间步k 中S 个场景对应的模

型预测值y(k,j)
p(j)

r(j)

y(k,j) = f (xk−1 , ujk−1 , dk−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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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当前时间步k 的模型预测值y(k,j) 和过程测
量值yk 和计算残差ε(k,j) , 其式描述为

ε(k,j) = yk − y(k,j) ,

(5)

其 中ε(k,j) = [ε1 · · · εn ]T , ε1 , · · · , εn 为 对 应 的n个
状态的残差值;

步 骤 3 利用残差信息ε(k,j) 和前一时间步的每
个场景权重P(k−1,j) 计算当前时间步k 的贝叶斯概率
权重P(k,j) , 其式描述为
−εT
(k,j) Kε(k,j)

P(k,j) =

e
S
∑

e

∗ P(k−1,j)

−εT
Kε(k,m)
(k,m)

,

(6)

∗ P(k−1,m)

m=1

其中K 是一个加权矩阵, 通常选择为对角线, 可以看
作是残差协方差的倒数:


1/ cov(ε1 , ε1 ) · · ·
0


..
..
 ; (7)
K=
.
.


0
· · · 1/ cov(εn , εn )

步骤 4 根据当前时间步k 的每个场景的贝叶斯
概率权重P(k,j) , 找到S 个场景中最大的权重对应的场
景pmax 和最小的权重对应的场景pmin :

(8)

步 骤 5 通过将最不可能的场景pmin 移向最有
可能的场景pmax 来更新pmin 和Dk+1 . 如下式表示了场
景树的更新过程:

(9)

其中β 为自适应步长, 可以控制不确定性集缩减的速
度, 应该保持在一个较小范围;

步骤 6

min
j
j

S
∑

xk ,uk j=1

wj Jj (xjk+1 , ujk ),
p(j)

r(j)

s.t. xjk+1 = f (xk , ujk , dk ),

y(k+1,j) = xjk+1 , wj = P(k,j) = 1/S,
r(j)

dk

∈ Dk ∈ · · · ∈ D1 ∈ D,

g(xjk , ujk ) 6 0,
p(j)

若xk

p(l)

= xk , 则ujk = ulk ;

(10)

步骤 7 重新初始化每个场景的初始权重P(0,j)
= 1/S, j ∈ {1, · · · , S};
步骤 8

重复步骤2–7, 直至批次反应过程结束.

4 半间歇聚合反应模型
本文以实际工业半间歇聚合反应器模型(如图3所
示)为研究对象, 该系统由一个进料单体的反应器组
成, 反应器配有一个夹套和一个外部热交换器, 它们
可以用来控制反应釜内温度. 根据物料守恒和能量守
恒, 该过程模型由8个常微分方程组成:

ṁA = ṁF wA,F − kR1 mA,R − kR2 mAWT mA /mges ,
ṁP = kR1 mA,R + kR2 mAWT mA /mges ,
1
ṪR =
[ṁF cp,F (TF − TR )+
cp,R mges
∆HR kR1 mA,R −

pmin = pmin + β(pmax − pmin ),
Dk+1 ∈ Dk ∈ · · · ∈ D1 ,

定集合构建的场景树求解MSNMPC最优控制问题获
得最优控制动作u∗k :

ṁw = ṁF wW,F ,

pmin = min(P(k,0) , · · · , P(k,S) ),
pmax = max(P(k,0) , · · · , P(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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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时间步k + 1, 根据新的不确

kK A(TR − TS ) − ṁAWT cp,R (TR − TEK )],
1
ṪS =
[kK A(TR − TS ) − kK A(TS − TM )],
cp,S mS
1
IN
ṪM =
[ṁM,KW cp,W (TM
− TM )+
cp,W mM,KW

图 3 半间歇聚合反应工艺图
Fig. 3 Semi-batch polymerization process diagram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774

ṪEK

kK A(TS − TM )],
1
=
[ṁAWT cp,W (TR − TEK )−
cp,R mAWT
α(TEK − TAWT )+
kR2 mA mAWT ∆HR /mges ],

IN
ṪAWT = [ṁAWT,KW cp,W (TAWT
− TAWT )−

α(TAWT − TEK )]/(cp,W mAWT,KW ). (11)
该模型包含水mW , 单体mA , 聚合产物mP 的物料
守恒方程以及加入单体的总量macc
A , 反应器内温度
TR , 管道温度TS , 夹套温度TM , 外部热交换器中混合
物温度TEK 和冷却剂离开热交换器温度TAWT 的能量
守恒方程以及冷却失败时将达到的温度Tadiab . 变量U
表示反应釜中聚合物与单体的比例, mges 表示反应釜
内物质总量, kR1 表示反应器内反应速率, kR2 表示外
部热交换器反应速率, kK 表示反应釜内混合物总的热
传递系数, mA,R 表示反应釜内单体目前的总量. 控制
IN
变量为进料流量ṁF , 夹套入口处的冷却剂温度TM
IN
以及外部热交换器入口处的冷却剂温度TAWT
. 控制
任务是在一个批次聚合物生产过程中, 在满足安全约
束和所得产品质量约束的条件下, 通过操纵控制输入
IN
IN
变量ṁF , TM
和TAWT
使得反应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平
稳的进行. 关于模型的其他参数可查阅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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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仿真批次中不确定性参数考虑的真实值为∆HR
= 950 kJ/kg, k0 = 7. 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
标准NMPC(黑色点线)最先完成规定产量的产品, 但
由于未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违反了反应器内温度TR
的约束. 而另两种方法由于将不确定性考虑到了优化
问题中, 因此可以很好的将反应器内温度TR 和安全温
度Tadiab 控制在约束范围内. 并且, 在线场景更新的
MSNMPC方法(绿色点虚线)的批次反应时间为1.75 h
相比于标准 MSNMPC (蓝色虚线)的 1.861 h缩短了
0.111 h, 批次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5 仿真分析
基于上节中的半间歇聚合反应模型, 考虑的不确
定性参数为反应热焓∆HR 和反应速率k0 , 它们的值
在标称值的± 30%内变化, 因此∆HR 的不确定范围
为[665, 1235], k0 的不确定范围为[4.9, 9.1]. 不确定性
值在每个新的批次中是时不变且无法测量估计的. 场
景树中考虑不确定性的离散实现场景数为S = 5, 对
应于两个不确定性参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组合. 考
虑的预测时域为Np = 15, 鲁棒时域为Nr = 1, 采样
时间tstep = 50 s.
考虑每个场景Si 的经济型损失函数如下:
K−1
∑
Ji (xjk+1 , ujk ) =
−mjP,k+1 + r1 (∆ṁjF,k )2 +
k=0
IN,j 2
IN,j
r2 (∆TM,k
) + r3 (∆TAWT,k
)2 ,
j
∀ṁjF,k , mjP,k+1 , TR,k+1
,
IN,j
IN,j
∆TM,k
, ∆TAWT,k
∈ Si .

(12)

其 中: q , r1 , r2 和r3 分 别 为10000, 0.004, 0.02和0.004.
本文求解过程首先采用有限元正交配置方法进行离
散化处理, 然后利用CasADi[15] 工具包中的IPOPT求
解器解决由此产生的非线性规划问题.
首先, 将提出的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与
标准的NMPC方法和标准的MSNMPC固定场景树方
法应用于半间歇聚合反应模型中, 其中在线场景更新
的MSNMPC方法考虑的更新步长设置为β = 0.05.

图 4 不同方法的单批次反应仿真对比图
Fig. 4 Single batch reaction simulation comparison chart of
different methods

场景树的更新过程如图5所示. 由于控制器的最优
控制问题是所有场景的综合损失函数最小, 随着场景
树的跨度逐渐缩小逼近不确定性的真实实现, 优化问
题求解的控制输入也在逐步逼近最优轨迹, 控制器性
能得到提升, 从而缩短批次反应时间.
为了验证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的通用
性, 随机选取100个不同批次的不确定性值进行测试
(图6). 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 7(a)和7(b)分别表示100个
不同批次的不确定性值, 7(c)为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与标准MSNMPC方法在对应批次过程的反
应时间对比图. 可以看出在线场景更新MSNMPC方
法对应的批次反应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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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h, 进一步说明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图 5 场景树的在线场景更新过程
Fig. 5 Online scenario update process of scenario tree

图 7 100个不同批次过程仿真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100 different batch process simulations

表 3 不同批次的反应时间对比
Table 3 Reaction tim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batches
图 6 100个不同批次的不确定性真实实现
Fig. 6 Real realization of uncertainty in 100 different batches

由表3的批次反应时间对比数据可知, 标准NMPC因未考虑不确定性因素, 在许多不确定性的真实实
现过程中会出现大幅度的违反约束, 导致控制不可行.
而在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与标准MSNMPC
方法对于不同场景均可满足约束要求, 完成反应过程,
且前者在性能上更优. 对于100个不同批次反应过程,
标准MSNMPC方法的平均批次时间为1.961 h, 而在
线场景更新的 MSNMPC 方法仅为1.807 h, 缩短了

∆HR

k0

NMPC

+30%
+30%
不可行
+30%
−30%
不可行
0
0
1.69
−30%
+30%
1.50
−30%
−30%
2.88
100批次平均批次时间 不可行

MSNMPC

更新的
MSNMPC

2.028
2.653
1.875
1.458
2.611
1.961

1.931
2.486
1.750
1.375
1.986
1.807

为了更好理解场景更新过程, 选取图6中∗标记的
3个不同批次过程, 其场景更新过程如图8所示.

图 8 不同批次过程的场景更新过程
Fig. 8 Scenario update process of different b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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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本文基于MSNMPC的场景树框架, 针对时不变不
确定性参数不能直接估计的情况下场景树生成的合
理性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贝叶斯概率加权的在线场景
更新的MSNMPC方法, 通过计算每个场景的模型预
测信息和状态输出测量信息的偏差, 为不同场景计算
和分配贝叶斯概率权重, 然后在线更新场景树中不确
定性的离散实现场景, 缩小场景树的跨度, 降低了标
准MSNMPC方法的保守性. 通过对半间歇聚合反应
模型的仿真结果表明, 与标准MSNMPC方法相比, 在
线场景更新的MSNMPC方法在确保约束满足的条件
下, 针对多个不同批次的不确定性真实实现过程, 具
有更好的控制性能, 更短的批次反应时间, 从而提升
提升了过程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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