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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子对径流预报神经网络模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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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均匀设计来安排遗传算子组合进行数值实验，研究了遗传算子对神经网络径流预报精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输入模式对最终种群中个体的分布影响不明显，不同算子组合对其影响则明显得多。通过回归分

析发现，采用不同算子组合优化神经网络初始权重径流预报精度差别较大，对未归一网络的优化效果较归一

网络好，同时采用数据归一输入模式与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初始权重未产生叠加效果。

关键词：遗传算子；人工神经网络（ＡＮＮ）；径流预报；均匀设计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１８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是一种随

机优化搜索算法。遗传算法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

和遗传机制，按一定条件构造含一定数目个体的

种群，通过建立适应度函数，模拟种群的进化过

程。它利用简单的编码技术和繁殖机制来表现复

杂的现象，从而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遗传算法

具有稳健性、适于并行处理等优点，目前已有广泛

应用［１～３］。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是人脑及其活动的理论化数学模型，它由

大量的处理单元通过适当的方式互联构成，是一

个大规模的非线性的自适应系统［４］。ＢＰ网络是

神经网络中采用误差反向传播（ｅｒｒｏｒ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

ｇａｔｉｏｎ）算法的神经网络。ＡＮＮ 通过权重的设

置、修改来逼近函数进行预测、预报，其初始权重

的设置对 ＡＮＮ 的预测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ＡＮＮ的初始权重一般都是随机生成的。ＧＡ有

着极强的优化搜索能力，将ＧＡ用于 ＡＮＮ的初

始权重的选取，可以实现优势互补［５］。但是，前人

的工作很少涉及不同遗传算子及其组合对神经网

络预报效果的讨论。本文着重讨论遗传算子（选

择、交叉、变异）及其组合在河流流量预报模型中，

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对预报效果的影响。

１　数值实验

本文实验中，水文数据采用长江支流渔洋河

聂家河站与渔阳关站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８７年月平均流

量资料，建立一个用上游聂家河站流量来预测下

游渔阳关站流量的神经网络。以２２ａ的月平均

流量为训练样本，２ａ的月平均流量为测试样本。

数据的输入模式有归一化处理与不进行归一

化处理两种情况。数据归一化公式如下：

狓犵 ＝
狓－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１）

其中，狓ｍａｘ、狓ｍｉｎ分别为输入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狓为原始数据；狓犵为归一后的数据。本文将

采用数据归一化输入的神经网络简称为归一网

络，将未采用数据归一化输入的神经网络简称为

未归一网络。

本文数值实验选定三层ＢＰ网络，结构为１０

５１，即隐含层第一层有１０个神经元，第二层有５

个神经元；输出层、输入层各有１个神经元。转移

函数采用隐含层为ｔａｎｓｉｇ型的函数、输出层为

ｐｕｒｅｌｉｎ型的函数。本研究中，采用确定性系数

犇狔
［６］作为神经网络对径流预测性能检验的指标。

确定性系数犇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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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狔 ＝１－
狊２

σ
２

（２）

其中，

狊２ ＝
１

狀∑
狀

犻＝１

（狔犻－狔^犻）
２

σ
２
＝
１

狀∑
狀

犻＝１

（狔犻－珔狔）
２

式中，狔犻、^狔犻分别表示第犻个流量实测值以及对应

的神经网络的流量预测值；珔狔表示实测值的均值，

即月平均流量的平均值。本次实验中，通过比较

犇狔的变化来说明预报精度的变化，即犇狔值越大，

说明预报值与实测值的差距越小，预报精度越高。

遗传算法采用的适应度函数为：

犳犻狋（狓）＝１００００－狓 （３）

式中，狓为神经网络的预测均方误差狊２。由于本次

实验中用同一组流量数据作为检验数据，故样本差

σ
２值为常数。狊２值越小，犇狔的值越大，预测值与实

际值的差距越小，神经网络预报的精度就越高。因

此式（３）的目的是让遗传算法寻找使均方误差狊２最

小、径流预报神经网络预报精度最高的权重组合。

遗传算法的搜索具有随机性，本次计算中选

定在同样条件下进行重复计算４６次。每次计算

中，设定初始种群规模为６０个个体，每个个体将

一个神经网络的所有权重按一定方式组成，遗传

算法迭代到１００次停止。

本文采用的选择算子为均匀选择犛１（犛１ 为该

算子简称，以下同）、轮盘赌选择犛２、锦标赛选择

犛３；交叉算子为算术交叉犡１、启发式交叉犡２、简

单交叉犡３、几何交叉犡４、均匀交叉犡５、多重交叉

犡６；变异算子为边界变异 犕１、多重非均匀变异

犕２、非均匀变异犕３、均匀变异犕４、交换变异犕５、

三点交换变异犕６。本研究由于因素（算子类型）

较多（三因素）、水平（每个类型下不同算子个数）

较多（一个三水平，两个六水平），因而采用均匀设

计［７］来实验。根据水平、因素数选用由犝１８（１８×

６２）均匀表通过拟水平设计得到的犝１８（３×６
２）均

匀表来计算分组。第一列为选择算子，第二列为

交叉算子，第三列为变异算子，采用拟合回归方程

进行各因素影响分析。为了使最终拟合的方程能

包含全部可能的组合，对犝１８（３×６
２）均匀表增加

了三组组合。实验见表１。

表１　均匀实验安排表

Ｔａｂ．１　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

组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 犛１ 犛１ 犛１ 犛１ 犛１ 犛１ 犛２ 犛２ 犛２ 犛２ 犛２ 犛２ 犛３ 犛３ 犛３ 犛３ 犛３ 犛３ 犛１ 犛３ 犛２

２ 犡３ 犡５ 犡１ 犡３ 犡６ 犡２ 犡４ 犡６ 犡２ 犡５ 犡１ 犡３ 犡５ 犡１ 犡４ 犡６ 犡２ 犡４ 犡１ 犡６ 犡３

３ 犕３ 犕６ 犕２ 犕５ 犕１ 犕４ 犕６ 犕３ 犕５ 犕２ 犕４ 犕１ 犕３ 犕６ 犕２ 犕５ 犕１ 犕４ 犕１ 犕６ 犕３

２　计算结果分析及讨论

２．１　不同算子组合下最终种群中的个体分布变

化的分析

初始种群在通过遗传计算后生成的最终种群

中个体的分布发生了变化，即最优个体所占个体

数变大，不同个体数变少。种群集中度（犘集中）指

经过一定次数迭代演化后，种群中最优个体所占

种群个体总数的百分比，即

犘集中 ＝
犜最优

犜
×１００％ （４）

式中，犜最优表示种群中最优个体的数目；犜 表示

种群中个体的数目。种群多样度（犘多样）指初始种

群在经过一定演化迭代次数后，种群中不同个体

的数目与初始种群中不同个体数目之比。数学表

达式如下：

犘多样 ＝
犿
犿０

×１００％ （５）

式中，犿表示演化迭代后种群中不同个体的数目；

犿０表示初始种群中不同个体的数目。

通过计算个体间的欧氏距离来判别个体是否

相同，判别公式如下：

犇犻犼 ＝ ∑
狀

犽＝１

（狓犻犽－狓犼犽）槡
２ （６）

式中，犇犻犼表示第犻个个体与第犼个个体间的距

离；狓犻犽、狓犼犽表示第犻、犼个个体的第犽个染色体。

如果犇犻犼＝０，则判定第犻、犼个个体相同；否则第犻、

犼个个体不相同。

采用１６次计算进行种群集中度及种群多样

度分析。种群集中度说明了种群中最优个体的优

势程度，种群集中度越高表明最优个体在以后遗

传演化过程中具有的优势越大。表２为不同组合

下，１６个测次最终种群的集中度的均值。从表２

中可以看到，在同一组合下，归一网络的种群集中

度与未归一网络没有明显差别，不同组合间种群

集中度有明显的差别。这说明采用何种数据输入

方式对种群集中度没有大的影响，而在不同的算

子组合下集中度有明显的变化。

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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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１算子组合下最终种群的集中度的均值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ｅｏｆＥ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２１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组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归一 ５３．８５８３．８５４５．５２８１．８８８８．３３７８．４４２５．３１２０．３１２７．０８１３．８５１６．６７２０．９４４７．５０６３．５４４１．８８５９．９０７１．２５６８．９６７７．９２７１．２５１９．１７

未归一６６．３５７１．８８４７．７１７１．５６８８．７５７０．７３２３．５４１５．７３２０．００１４．０６１４．４８２０．２１４３．６５４７．０８４９．２７４７．４０６９．３８６５．６３７０．３１５５．１０１６．４６

　　种群的多样度说明了在一定次数进化后，种

群中的个体的分散程度。多样度愈高，愈有利于

在进一步演化计算中产生新的个体。表３为不同

组合下，１６个测次迭代１００次最终种群的多样度

均值统计数据。从表３可以看到，数据的输入方

式对于种群的多样性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在不同

的算子组合下，多样度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不同

的组合对种群多样性也是有影响的。

表３　２１算子组合下最终种群的多样度的均值

Ｔａｂ．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ＧｒａｄｅｏｆＥ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２１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组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归一 １５．６３ ８．２３２６．８８ ９．９０８．３３１０．３１３２．９２４０．６３３１．１５４８．８５４３．９６３３．４４１９．７９１８．６５２７．５０１３．１３１１．６７１４．２７１３．２３１２．０８３８．０２

未归一１４．３８１１．３５２５．９４１３．０２８．９６１２．９２３２．０８４１．１５３５．８３４９．４８４３．０２３４．９０２１．２５２１．７７２４．５８１９．４８１２．８１１５．９４１６．９８１６．２５３８．３３

　　结合表２、表３可以看到，种群的集中度和多

样度随组合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具有一定规律

性。实验发现，发生跳跃的地方第一因素水平发

生变化。这表明在本次计算条件下，遗传算子中

算子选择对最终种群中的种群集中度及多样度有

明显的影响。

２．２　不同数据输入模式下不同遗传算子对预报

精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由于采用了均匀设计安排计算，组合数较少，

对各算子的影响分析必须通过拟合回归方程来进

行。定义各自变量的涵义如下：狓１１表示第一因素

的第一水平犛１，狓２１、狓３１等自变量以此类推。由于

各因素水平均为定性变量，故采取伪变量来进行

回归拟合［８］，狔表示因变量，选择各算子组合下４６

测次神经网络预报的均方误差狊２的均值。

未归一神经网络的拟合方程的表达式如下：

狔＝１６．９７２５－０．８８７１狓１１＋１１．９５４５狓１２－

２．７６７０狓２１＋１．３４７４狓２１＋１．３４７４狓２２－

２．７２９３狓２３－２．２１０２狓２４－４．１９５７狓２５－

１．４０９狓３２＋１．９５６７狓３３－０．８３５３狓３４＋

４．３５６７狓３５－３．５０５狓１２狓２３－１０．９１７６狓１２狓１３＋

５．６８８６狓２１狓３１－１．８２４９狓１２狓２４ （７）

归一神经网络的拟合方程的表达式如下：

狔＝８．７１５６＋０．２２９５狓１１－０．１９３９狓１２－

０．４１５４狓２１＋０．３４３狓２３＋０．２４８３狓２５＋

１．５９４１狓３１－１．３５６５狓２１狓３１＋１．０１１狓２３狓３１

　 ＋０．９９６４狓２５狓３２－０．４８１狓２２狓３１　　　（８）

　　安排四个组合（其中一个为实验中包含的组

合）运算４６次得出狊２的平均值，同时与用以上拟

合的方程来预测这四种组合的预测值，以检验方

程的可靠性。检验组合见表４，预测值、实测值见

表５。从表５中可以看到，未归一第二组合预测

误差较大，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预测值

有一定的精度，拟合的方程还是可信的。

表４　检验组合表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组合 １ ２ ３

１ 犛１ 犡４ 犕３

２ 犛２ 犡１ 犕６

３ 犛３ 犡３ 犕２

４ 犛１ 犡２ 犕４

表５　检验组合的预测值与实测值

Ｔａｂ．５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ｅｓ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组合
未归一均值

预测值 实测值

归一均值

预测值 实测值

１ １５．８３ １５．１３ ８．９５ ８．０３

２ ２６．１６ ３３．７８ ８．１１ ７．６３

３ １２．８３ １１．１６ ９．０６ ９．４２

４ １６．６０ １７．０４ ８．９５ ９．１２

　　从式（７）可看到，线性项中系数最大的出现在

第一因素的自变量中（狓１２），而在交互项中系数最

大的项亦含有第一个因素的自变量（狓１２狓３５），这

说明第一因素及选择算子对未归一网络的影响是

三个因素中最大的。从式（８）可看到，线性项中系

数最大的出现在第二或第三因素中（狓３１），第一因

素的系数退居最后；而在交互项中亦含有第二或

第三因素，不含有第一因素。这说明选择算子的

影响已明显小于其余两算子，其余两算子（交叉、

变异算子）对狊２值的影响较大且二者交互作用明

显。以上分析表明，本次计算中，在不同的数据输

入模式下对预测精度起主要影响的算子是不同

的，在归一数据输入模式下是交叉、变异算子，而

在未归一数据输入模式下是选择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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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数据输入模式下不同算子组合对神经

网络径流预报精度的影响

由前所述，均方误差狊２与确定性系数犇狔呈线

性关系，且均方误差狊２越小，确定性系数犇狔越大，

神经网络的径流预测值就越逼近实测值。对于归

一和未归一数据输入模式，采用遗传算法后提高

预测精度的效果不同。表６统计了在每一算子组

合的４６个测次中，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

初始权重后，均方误差狊２值小于其优化前（即预报

精度降低）的次数。

从表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无论是归一还是未归一数据输入模式，不

同遗传算子组合对神经网络的径流预报精度的影

响有明显差异。

２）对于未归一数据输入模式，遗传算子提高

神经网络预报模型精度的效果明显好于归一数据

输入模式。在２１个组合中，１７个组合归一网络

预测精度降低的次数多于未归一网络，这表明在

未对输入数据归一化处理的前提下，采用遗传算

法优化径流预报神经网络的初始权重，较容易提

高径流预报的精度。

表６　优化后均方误差未减小的次数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ＭＳＥｎ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组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总计

未归一 ３ ８ ２ ６ ７ ７ １４ ２２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４ ３ ５ ３ １０ ６ ４ １０ ７ ２５ ２０２

归一 ２２ ２５ １６ ２９ ３０ １６ １３ １２ １８ ３１ ９ ４０ ２４ １０ １７ １５ ３１ １２ １７ ２２ １６ ４２５

　　图１为不同数据输入模式下，采用遗传算法

优化初始权重后，神经网络４６个测次的确定性系

数犇狔均值（已剔除各测次中的不可信点）变化。

图中实线为未归一网络的未优化初始权重的犇狔

均值；点划线为归一网络的优化初始权重前的犇狔

均值；虚线为未剔除训练、提前停止未归一网络的

犇狔均值。图１（ｂ）为局部放大图。

图１　优化后神经网络预报的确定性系数犇狔的均值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ＡＮＮ’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从图１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２１种组合中，有１８个组合的优化初始权

重后的归一网络确定性系数犇狔均值大于剔除不

可信点的优化初始权重后的未归一网络的犇狔值，

所有组合中归一网络优化初始权重后的犇狔均值

大于０．８５０２。即归一网络优化初始权重后模型

预测精度优于未归一网络未优化初始权重模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优于未归一网络优化初始

权重模型。

２）绝大多数点落在实线与点划线之间的区

域中，在选定的这些算子组合下，遗传算法优化神

经网络初始权重使神经网络预测能力的改善仍不

能抵消归一网络与未归一网络之间的差别，即在

一定程度上，就本文选定的遗传算子组合，采取输

入数据归一化处理比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初始权重

对改善神经网络性能的作用要大。从图１可以看

到，归一网络仅有５个组合的确定性系数犇狔大于

０．９８５９，未归一网络则一个也没有。

如前所述，尽管采用遗传算法对初始权重进

行优化时，对归一神经网络的优化没有对未归一

的神经网络的优化效果明显，但由于归一神经网

络本身径流预报的精度明显优于未归一网络，采

用遗传算法优化初始权重减小了采取两种数据输

入模式的神经网络的预测性能的差距。这也表

明，在选定的算子下，采取输入数据归一化与采用

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初始权重并举没有很好

地改善预测性能。

综合前面的分析，对于种群的演化结果，数据

输入模式是没有影响的，而在不同的数据输入模

式下，对预测精度产生主要影响的算子是不同的。

因而，在采用数据归一输入的条件下，为提高经遗

传算法演化初始权重后的神经网络的预报精度，

应在变异、交叉算子上作努力。

３　结　语

１）数据的输入模式对经１００次迭代后生成

的最终种群没有明显影响；不同算子组合对最终

种群的影响是明显的，而且可以认为选择算子的

影响是三种算子最大的。

２）通过回归分析可知，不同的输入模式下对

预报精度产生主要影响的算子是不同的，选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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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未归一输入模式下对径流预报精度的影响是

明显的，而在归一输入模式下则退居其次。

３）在本次计算选定的算子组合下，不同遗传

算子组合对神经网络的径流预报精度的影响有明

显差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预报精度的

提高。采取数据归一化处理与遗传算法的优化并

没有实现预报精度改善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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