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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参数犘犌犕（１，１）变形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汪孔政１

（１　浙江大学土木系，杭州市浙大路３８号，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在ＧＭ（１，１）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参数随时间的变化，用多项式逼近模型参数，同时针对ＧＭ（１，１）模

型背景值取值方法的不足，引入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建立了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变形预测模型。多项式中

的待定系数采用最小二乘法确定，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采用搜索法确定。实例计算表明，时变参数ＰＧＭ（１，

１）变形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模拟精度和预测精度，适合用于变形体的变形预测。

关键词：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变形预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

　　变形监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对变

形观测资料的处理，从现有的观测数据中预报出

下一时刻的变形值，对于防止工程事故或自然灾

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灰色ＧＭ（１，１）变形预

测模型由于所需样本少，预测精度较高，在变形预

测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由于ＧＭ（１，１）模

型的模型参数在变形发展过程中是不变的，不适

合用于长期预测，而且以固定的背景值建模，不能

反映短时间内的突变量对变形发展的影响，从而

影响了模型的预测精度。为克服这些缺点，本文

在ＧＭ（１，１）变形预测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参数

随时间的变化，用多项式逼近模型参数，同时根据

用所建模型进行计算的平均模拟相对误差达到最

小来确定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以提高 ＧＭ（１，

１）模型的预测精度。

１　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

设狓
（０）＝（狓

（０）（１），狓
（０）（２），…，狓

（０）（狀））为已

知的非负序列，其一次累加生成序列为狓
（１）＝

（狓
（１）（１），狓

（１）（２），…，狓
（１）（狀）），其中，

狓
（１）（狋）＝∑

狋

犻＝１

狓
（０）（犻） （１）

式中，狋＝１，２，…，狀；背景值生成序列为狕＝（狕

（２），狕（３），…，狕（狀）），其中，

狕（犽）＝狆狓
（１）（犽）＋（１－狆）狓

（１）（犽－１）（２）

式中，狆为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以犪（狋）、狌（狋）表

示随时间变化的模型参数，则可建立时变参数

ＰＧＭ（１，１）模型：

ｄ狓
（１）（狋）

ｄ狓
＋犪（狋）狓

（１）（狋）＝狌（狋） （３）

式（３）的白化形式为：

狓
（０）（狋）＋犪（狋）狕（狋）＝狌（狋） （４）

式（３）的解（即响应函数）为：

狓^（狋＋１）＝ ［∫
狋

０
狌（狊）ｅ∫

狊
０
犪（狉）ｄ狉ｄ狊＋犮］ｅ－∫

狋
０
犪（狉）ｄ狉（５）

式中，犪（狉）及狌（狊）为待辨识量；犮为积分常数；

狓^（狋＋１）表示狓
（１）（狋＋１）的预测值。

２　模型参数的计算

设犪（狋）、狌（狋）为连续函数，可用适当次数的多

项式逼近，即犪（狋）、狌（狋）具有如下形式：

犪（狋）＝犪０＋犪１狋＋…＋犪狆狋
狆

狌（狋）＝狌０＋狌１狋＋…＋狌狇狋
狇

式中，犪犽（犽＝０，１，…，狆）、狌犾（犾＝０，１，…，狇）为待定

系数。根据式（４），采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参数

犪（狋）、狌（狋），即令

狊＝∑
狀

狋＝２

［犪（狋）狕（狋）－狌（狋）＋狓
（０）（狋）］２ （６）

达到最小。记犃＝（犪０，犪１，…，犪狆，狌０，狌１，…，狌狇）
Τ，

则式（６）取极小值时应满足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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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

犪犽
＝０，犽＝０，１，…，狆

狊

狌犾
＝０，犾＝０，１，…，

烍

烌

烎
狇

即

∑
狀

狋＝２

［（∑
狆

犻＝０

犪犻狋
犻狕（狋）－∑

狇

犻＝０

狌犻狋
犻）＋狓

（０）（狋）］狋犽狕（狋）＝０

∑
狀

狋＝２

［（∑
狆

犻＝０

犪犻狋
犻狕（狋）－∑

狇

犻＝０

狌犻狋
犻）＋狓

（０）（狋）］（－狋
犾）＝０

（７）

记

犢＝ （狓
０（２），狓０（３），…，狓０（狀））Τ

犙＝

狕（２） …２狆狕（２） －１－２ … －２狇

 

狕（狀） …狀狆狕（狀） －１－狀 … －狀

熿

燀

燄

燅狇

则式（７）可写成矩阵形式：

犙
Ｔ
犙犃 ＝犙

Τ犢

由此可确定待定系数：

犃＝ （犙Τ犙）
－１
犙
Τ犢 （８）

犪犽（犽＝０，１，…，狆）、狌犾（犾＝０，１，…，狇）确定后即可

计算参数犪（狋）、狌（狋），然后由式（５）计算预测值

狓^（狋＋１）。根据积分复合梯形公式，可得式（５）的离

散形式为：

狓^（狋＋１） ｛＝ ［１
２
狌０＋∑

狋

犼＝２

（∑
狇

犻＝０

狌犻（犼－１）
犻）ｅ∑

狆

犻＝０

犪
犻
（犼－１）

犻

犻＋１ ＋

１

２
（∑
狇

犻＝０

狌犻（狋－１）
犻）ｅ∑

狆

犻＝０

犪
犻
（狋－１）

犻＋１

犻＋１ ］＋ ｝犮ｅ－∑
狆

犻＝０

犪
犻
（狋－１）

犻＋１

犻＋１ （９）

将狋＝０代入式（５），可得狓^（１）＝犮，因此可以取积

分常数犮＝狓
（１）（１），代入式（９）得：

狓^（狋＋１） ｛＝ ［１
２
狌０＋∑

狋

犼＝２

（∑
狇

犻＝０

狌犻（犼－１）
犻）ｅ∑

狆

犻＝０

犪
犻
（犼－１）

犻

犻＋１ ＋

１

２
（∑
狇

犻＝０

狌犻（狋－１）
犻）ｅ∑

狆

犻＝０

犪
犻
（狋－１）

犻＋１

犻＋１ ］＋狓
（１）（１｝）ｅ－∑

狆

犻＝０

犪
犻
（狋－１）

犻＋１

犻＋１

（１０）

由式（１０）可以计算得到狓
（１）（狋＋１）的预测值狓^（狋

＋１），则狓
（０）（狋＋１）的预测值狓^

（０）（狋＋１）为：

狓^
（０）（狋＋１）＝狓^（狋＋１）－狓

（１）（狋） （１１）

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狆可以根据原始观测值与

模型预测值之差的平均模拟相对误差达到最小来

确定，即

Δ＝
１

狀∑
狀

犽＝１

ε（犽）

狓
（０）（犽）

＝ｍｉｎ （１２）

式中，ε（犽）＝狓
（０）（犽）－^狓

（０）（犽）；狀为原始观测值的

个数。

文献［２］提出了一种确定狆的思路，但计算

方法复杂，在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中难以实

现。由于狆在０～１之间，可以根据需要的有效位

数，采用搜索法确定。如狆取精确到小数点后３

位数，可将狆初值取为１，然后每次递减０．００１，按

照上述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预测方法，依次

求出对应的平均模拟相对误差，直到狆＝０．００１

为止。通过比较，便可得到最小的平均模拟相对

误差与其对应的背景值最佳生成系数狆。

３　应用实例分析

以湖北省秭归县境内的链子崖危崖体某监测

点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的监测资料（数据取自文献［２］）

为例，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

型的预测精度。

首先以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的实测数值为原始数

据序列，取模型参数犪随时间线性变化，狌保持常

数，分别建立１０维时变参数ＧＭ（１，１）模型和１０

维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然后同时运用这两

个模型预测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的变形值，并与相应的

实测值以及ＧＭ（１，１）模型和ＰＧＭ（１，１）模型的

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各种模型的预测精度。

取狆＝１，以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的实测值作为原

始数据，经过生成序列的演算，得到时变参数ＧＭ

（１，１）模型的灰参数估值为：

犪＝－０．２９０５＋０．０１５０４狋，狌＝２．９８８３

由上述的生成序列，考虑狆的优化，经过计算得

狆＝０．７６１，相应的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模型的灰

参数估值为：

犪＝－０．２９９７＋０．０１５６７狋，狌＝３．２６７７

四种模型的模拟值和预测结果分别见表１和

表２。

比较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时变参数ＰＧＭ

（１，１）模型的模拟精度和预测精度都明显优于另

外三种模型。

４　结　语

本文目前只考虑了模型参数为时间的多项式

形式，实际参数随时间的发展并不一定可以用多项

式来拟合，同时，多项式的次数不宜太高，特别是当

样本数较多时，式（８）中的犙矩阵元素之间相差过

大，会导致矩阵病态，无法求解多项式系数。因此，

根据变形体的本构关系和受力特征，确定精确的

模型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关系，从而建立高精

度的长期预测模型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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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四种模型的模拟值与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

年份 序号
实测值

狓（０）／ｃｍ

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Ｐ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时变参数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１９７８ １ ０．２０

１９７９ ２ ４．２０ ５．２８８ １．０８８ ５．０５９ ０．８５９ ３．５４２ ０．６５８ ３．８８９ ０．３１１

１９８０ ３ ５．００ ６．１０５ １．１０５ ５．８１４ ０．８１４ ４．５９７ ０．４０３ ５．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１９８１ ４ ６．２０ ７．０４８ ０．８４８ ６．６８２ ０．４８２ ５．８１８ ０．３８２ ６．４８５ ０．２８５

１９８２ ５ ９．８０ ８．１３７ １．６６３ ７．６８０ ２．１０１ ７．１９１ ２．６０９ ８．０６６ １．７３４

１９８３ ６ ９．８０ ９．３９３ ０．４０６ ８．８２６ ０．９５４ ８．６９０ １．１１０ ９．８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８４ ７ １２．６ １０．８４４ １．７５６ １０．１４４ ２．４５６ １０．２７０ ２．３３０ １１．６３６ ０．９６４

１９８５ ８ １０．３ １２．５１９ ２．２１９ １１．６５８ １．３５８ １１．８７４ １．５７４ １３．５０５ ３．２０５

１９８６ ９ １５．９ １４．４５３ １．４４７ １３．３９８ ２．５０２ １３．４２６ ２．４７４ １５．３１６ ０．５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０ １５．４ １６．６８５ １．２８５ １５．３９９ ０．００１ １４．８４０ ０．５６０ １６．９６５ １．５６５

（∑犲）／ｍ １．３１３ １．２８５ １．３４４ ０．９７１

Δ（∑（犲／狔）） １５．０８％ １３．８３％ １３．４２％ ９．３４％

表２　四种模型的预测值与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

年份 序号
实测值

狓（０）／ｃｍ

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Ｐ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时变参数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

狓^（０）／ｃｍ 犲＝｜狓０－^狓０｜

１９８８ １ １８．１ １９．２６２ １．１６２ １７．６９７ ０．４０３ １６．０２２ ２．０７８ １８．３３７ ０．２３７

１９８９ ２ ２１．３ ２２．２３８ ０．９３８ ２０．３３９ ０．９６１ １６．８７５ ４．４２５ １９．３１６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３ ２０．１ ２５．６７２ ５．５７６ ２３．３７６ ３．２７６ １７．３０９ ２．７９１ １９．７９３ ０．３０７

１９９１ ４ ２２．０ ２９．６３８ ７．６３８ ２６．８６６ ４．８６６ １７．２４９ ４．７５１ １９．６７５ ２．３２５

１９９２ ５ ２２．６ ３４．２１５ １１．６１５ ３０．８７６ ８．２７６ １６．６３９ ５．９６１ １８．８９９ ３．７０１

１９９３ ６ ２１．４ ３９．５００ １８．１００ ３５．４８６ １４．０８６ １５．４５５ ５．９４５ １７．４３７ ３．９６３

（∑犲）／ｍ ７．５０４ ５．３１１ ４．３２５ ２．０８６

Δ（∑（犲／狔）） ３４．８７％ ２４．６０％ ２０．３１％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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