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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ＡＲ并将其推广到ＣＡＲ模型对时间序列统一建模的新观点和方法，并以实例对动态模型

与静态模型分别作了应用比较。结果表明，时间序列分析动态模型预测精度高，用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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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模型综述

通常，传统时间序列狓（狋）的建模方法基于

ＡＲＭＡ（狆，狇）模型：

狓（狋）－犪１狓（狋－１）－…－犪狆狓（狋－狆）＝

犲（狋）＋犮１犲（狋－１）＋…＋犮狇犲（狋－狇） （１）

式中，狆、狇为模型的阶；犪犻、犮犻为模型的参数；犲（狋）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犲２的白噪声。当所有犮犻＝０

时，式（１）化为自回归（ＡＲ）模型；当所有犪犻＝０

时，式（１）转化为滑动平均（ＭＡ）模型。

传统时间序列是用极大似然（ＭＬ）法来估计

参数犪犻、犮犻，但用 ＭＬ方法的计算量很大，并且也

没给出决定狆、狇的有效方法，只给出了基于考察

时间序列自相关函数的选择阶的猜测法。由于决

定阶狆、狇的困难，因而，对时间序列要选择一个

合适的模型，通常事先要建立许多可能的不同阶

的ＡＲＭＡ模型，这使得建模的工作量很大。对

此，吴贤铭和Ｐａｎｄｉｔ
［１］从系统分析角度出发，证明

了任何一个由白噪声激发的狀阶随机微分方程对

应的采样模型是ＡＲＭＡ（狀，狀－１），因此，提出了

基于如下的ＡＲＭＡ（狀，狀－１）模型对时间序列统

一建模方法：

狓（狋）－犪１狓（狋－１）－…－犪狀狓（狋－狀）＝

犲（狋）＋犮１犲（狋－１）＋…＋犮狀－１犲（狋－狀＋１）

（２）

　　这样，依次由低阶到高阶建模ＡＲＭＡ（１，０），

ＡＲＭＡ（２，１），…，ＡＲＭＡ（狀＋１，狀），并用犉检验

法，通常只需建立狀＋１个模型就可得到时间序列

所服从的ＡＲＭＡ（狀，狀－１）模型，避免了定阶的困

难，改进和简化了Ｂｏｘ和Ｊｅｎｋｉｎｓ的建模方法。

引入单位延迟算子犅，犅狓（狋）＝狓（狋－１），则

式（１）可简写为：

犃（犅）·狓（狋）＝犆（犅）·犲（狋） （３）

式中，犃（犅）＝１－犪１犅－…－犪狆犅
狆；犆（犅）＝１－犮１

犅－…－犮狇犅
狇。

　　式（１）为可逆，假如以犅 为自变元多项式

犆（犅）的零点在单位圆外，此时式（１）可表达为：

犃（犅）

犆（犅）
狓（狋）＝犲（狋）

展开可得：

犃（犅）

犆（犅）
＝∑

∞

犻＝０

α犻犅
犻 （４）

其中，系数α犻用比较如下等式两边犅 的系数计

算：

犃（犅）＝犆（犅）（α０＋α１犅＋…） （５）

显然，α０＝１。因此，可逆的ＡＲＭＡ（狆 ，狇）模型可

用无穷阶ＡＲ（∞）模型表示为：

狓（狋）＝－∑
∞

犻＝１

α犻狓（狋－犻）＋犲（狋） （６）

　　当犆（犅）的零点在单位圆外时，α犻→０（犻→

∞），因此，当狀充分大时，ＡＲＭＡ（狆，狇）模型可用

如下的有限阶ＡＲ（狀）模型逼近到任意精度：

狓（狋）＝－∑
狀

犻＝１

α^犻狓（狋－犻）＋^犲（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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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犻 是基于对犡（狋）的犖 个观测数据用序贯

最小二乘法所估计的ＡＲ（狀）参数白噪声犲^（狋）是

相应的模型残差。可证明（略）：当犖→∞，狀→∞

时，其均方误差为：

犈（犲（狋）－→犲^（狋））
２
→０

　　因此，可基于有限阶ＡＲ（狀）模型对时间序列

统一建模，优点是对ＡＲ（狀）模型可用序贯线性最

小二乘法估计其参数，其算法十分简单，且计算量

和存储量很小，在计算机上，进行２０阶左右的

ＡＲ模型的辨识，通常已能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

要求，因而大大改进了传统的建模方法［２］。对预

报目的而言，建立ＡＲ模型十分方便。当对动态

变形有必要用时间序列建立 ＡＲＭＡ模型时，也

可由所拟合的 ＡＲ模型得到相应的 ＡＲＭＡ 模

型。时间序列的统一建模方法［３］比较见表１。

表１　时间序列建模方法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特性
Ｂｏｘ和

Ｊｅｎｋｉｎｓ方法

吴贤铭和

Ｐａｎｄｉｔ方法
本文方法

模型类 ＡＲＭＡ（狆，狇） ＡＲＭＡ（狀，狀－１） ＡＲ（狀）

参数个数 狆＋狇 ２狀－１ 狀

定阶法 猜测法，χ
２检验 犉检验 犉检验

参数估计方法 ＭＬ方法 非线性ＬＳ方法 线性ＲＬＳ方法

时间序列类 平稳或非平稳 平稳或非平稳 平稳或非平稳

计算量 很大 较大 小

２　邻近点变形因素项的动态模型

在对地表数据动态模型的辨识过程中，为考

虑相邻点［４］变形的影响，将 ＡＲ模型推广到考虑

邻近点变形因素项的自回归ＣＡＲ模型。

ＣＡＲ模型辨识原理是在 ＡＲ模型基础上增

加一个考虑因素项序列狌（狋），并由低阶开始对系

统建模，然后逐次增加模型阶数，并用犉检验对

这些模型进行自动筛选。

设时间序列狔（狋）、考虑因素项序列狌（狋），可

用ＣＡＲ（狀）模型描写为：

狔（狋）＝犪１狔（狋－１）＋…＋犪狀狔（狋－狀）＋

犫０狌（狋）＋犫１狌（狋－１）＋…＋犫狀狌（狋－狀）＋犲（狋）

（８）

式中，狀为模型的阶；犲（狋）是均值为零的正态白噪

声。

若犪狀≠０或犪狀＝…＝犪狊＋１＝０，而犪狊≠０，则

ＡＲ的阶为狀或狊；若犫狀≠０或犫狀＝…＝犫犿－１＝０，

而犫犿≠０，则子阶为狀或犿；若犫０≠０或犫０＝…＝

犫犽－１＝０，而犫犽≠０，则模型的时滞为０或犽。这样，

就可把决定模型的阶、子阶和时滞归结为检验

式（８）中的某些系数为零的问题。

３　参数估计的序贯最小二乘解法

　　引入向量：

θ＝ （犪１，…犪狀，犫０，…，犫狀）
Ｔ
＝

（θ１，…，θ狀，θ狀＋１，…，θ２狀＋１）
Ｔ

φ
Ｔ（狋）＝ （狔（狋－１），…，狔（狋－狀），狌（狋），

…，狌（狋－狀）） （９）

则式（８）可写为：

狔（狋）＝φ
Ｔ（狋）θ＋犲（狋） （１０）

经推导，在时刻狋的θ的ＲＬＳ估值为：

θ^（狋）＝θ^（狋－１）＋犽（狋）（狔（狋）－φ
Ｔ（狋）^θ（狋－１））

（１１）

犽（狋）＝
狆（狋－１）φ（狋）

（１＋φ
Ｔ（狋）狆（狋－１）φ（狋））

（１２）

狆（狋）＝ ［犐－犽（狋）φ
Ｔ（狋）］狆（狋－１） （１３）

初值取为θ^（０）＝θ０，犘（０）＝犘０。

３．１　考虑时变特性的序贯解法

当模型参数随时间变化时，随着观测数据的

增加，用以上序贯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的误差有

时较大，这是因为新数据被旧数据所淹没的原因。

为了体现过程的时变性，应强调新数据的作用，渐

渐淡化旧数据的影响，这就有必要引入衰减因子，

并采用加入衰减因子的序贯最小二乘解法。

对于ＣＡＲ模型，对残差平方和的每项采用

一个加权系数λ
狋－犻（λ为衰减因子，０＜λ＜１），则其

残差平方和可写为：

犳（θ）＝∑
狋

犻＝１

λ
狋－犻（狔（犻）－φ

Ｔ（犻）θ）
２

当λ＜１时，就体现了在残差平方和中强调新数据

的作用。当λ＝１时，即为不考虑时变特性的序贯

最小二乘解法。

平行于式（１１）～式（１３）的序贯解法推导，可

得到如下考虑时变特性的序贯解法公式：

θ^（狋）＝θ^（狋－１）＋犽（狋）（狔（狋）－φ
Ｔ（狋）^θ（狋－１））

犽（狋）＝
狆（狋－１）φ（狋）

（λ＋φ
犜（狋）狆（狋－１）φ（狋））

（１４）

狆（狋）＝
１

λ
［犐－犽（狋）φ

Ｔ（狋）］狆（狋－１） （１５）

　　在系统辨识领域中，最小二乘法是应用最广

泛的参数估计方法，其优点是可实行序贯计算且

计算简单；但对模型噪声统计特性有一定限制，否

则容易出现有偏参数估计。

假如当狋→∞，^θ（狋）→θ，则称参数估计是一致

的。ＲＬＳ算法参数估计是一致的充分条件是模

型噪声犲（狋）是白噪声，此时称式（１５）为标准的最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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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乘法结构。若犲（狋）是有色噪声，则通常ＲＬＳ

算法参数估计将是有偏的。

３．２　衰减因子优选法

笔者在这里提出了一种衰减因子的优选方法，

采用等区间搜索的方法。设搜寻区间为［０，１］，则

优选目标函数犳（λ）应使系统输出的残差平方和在

区间［０，１］上具有极小值。如图１所示，首先将区

间［０，１］四等分，得到３个计算点１／４、１／２、３／４。假

定５个函数值犳（０）、犳（１／４）、犳（１／２）、犳（３／４）、犳（１）

中犳（１／２）最 小，那 么 极 小 点 一 定 落 在 区 间

［１／４，３／４］内，第二步再将区间［１／４，３／４］四等分，

得到３个新的搜索点３／８、４／８、５／８，其中点４／８处

的函数值犳（１／２）及区间端点的函数值已经在第一

步计算过了，因此，第二步只需要计算两个函数值

犳（３／８）、犳（５／８），然后比较这５个函数值犳（１／４）、

犳（３／８）、犳（４／８）、犳（５／８）、犳（３／４），假如仍然是

犳（１／２）最小，则第三步要在区间［３／８，５／８］上进行

搜索。如此继续，直到规定优选步数为止。优选的

步数可以事先规定，也可以搜索到误差（１／２）狀＋１

内。优选因子范围直接影响优选质量［５］，一般凭经

验与机理给出优选范围。

图１　衰减因子优选法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Ｆａｃｔｏｒ

４　模型阶的犉检验判决法

４．１　模型适用性检验

对于模型的适用性，主要的检验准则是基于

已知的犖 组观测数据｛狌（犻），狔（犻）｝，犻＝１，２，…，

犖，由低阶到高阶递增地对系统拟合ＣＡＲ模型，

并依次对相邻的两个ＣＡＲ模型用以下检验判定

模型的合适性。

若记高、低阶模型阶次分别为狆犺、狆犾，构造统

计量：

犉＝

（犛犾－犛犺）
（狆犺－狆犾）

犛犺
（犖－狆犺）

～犉（狆犺－狆犾，犖－狆犺） （１６）

式中，犛犺、犛犾分别为高、低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犖

为观测序列长度。对于ＣＡＲ（狀）到ＣＡＲ（狀＋１）模

型，有狆犺＝２狀＋３，狆犾＝２狀＋１。对于给定的显著水

平α，一般选α＝０．０５～０．１０（对应的置信度为９０％

～９５％）。当按式（１６）算得的犉＞犉α（狆犺－狆犾，犖－

狆犺）时，表明犛犺、犛犾有显著差异，低阶模型不适用，

可升阶建模；反之，则认为低阶模型适用。

４．２　模型修正

经过模型适用性检验后的模型具有ＣＡＲ（狀）

的形式，但并不一定为最终合适模型。ＣＡＲ（狀）

模型中某些参数犪狀，犪狀－１，… 或犫狀，犫狀－１… 的估值

可能非常小，接近于零，这暗示自回归部分的阶或

控制部分的阶可能比狀小，即实际上可能某些参

数犪狀，犪狀－１，… 或犫狀，犫狀－１… 为零。也可能估值

犫０，犫１，…，犫犽－１很小且接近于零，因而，实际上可能

犫０＝犫１＝…＝犫犽－１＝０，即系统的时滞是犽。

上述情况归结为统计假设检验所得到的

ＣＡＲ（狀）中某些系数为零，这主要通过模型参数

估计的置信区间和犉检验进行模型修正。

依据白噪声犲（狋）计算的标准差为：

σ^＝
犛（狀）

犖－槡 狀
（１７）

未知参数向量^θ（犖）和协方差阵σ
２犘（犖），其中θ^和

犘（犖）可由式（１１）、式（１４）和式（１５）计算得到，记：

犘（犖）＝ （犘犻犼） （１８）

则θ犼的估值^θ犼（犖）的方差为σ
２犘犼犼，当σ的估值σ^

由式（１７）计算时，由正态分布性质，θ犼以９５％的概

率落在如下区间内：

θ^犼（犖）－１．９６^σ 犘槡 犼犼 ＜θ犼＜θ^犼（犖）＋

１．９６^σ 犘槡 犼犼，犼＝１，２，…，２狀＋１ （１９）

式中，^θ犼（犖）是^θ（犖）的第犼个分量；犘犼犼是犘（犖）的

第（犼，犼）对角线元素。

模型修正原则如下。

１）判别哪些参数θ犼 的９５％置信区间包含零

点。

２）从ＣＡＲ（狀）模型中删去这些参数后，重新

用序贯最小二乘法建立较少参数的ＣＡＲ（狀）模

型，记为ＣＡＲ－（狀）。

３）用犉检验法对原来拟合的ＣＡＲ（狀）与这

个重新建立的ＣＡＲ－（狀）进行检验。如不显著，

则ＣＡＲ－（狀）模型为修正后的模型；如显著，这说

明不是所有删去的这些参数为零，此时，为得到修

正后的模型，应保留那些实际上不为零的参数，而

去掉那些实际上为零的参数。这可用逐一删去或

保留的办法进行：先删去一个９５％置信区间含零

点的参数，重新建立模型，并用犉检验法与原来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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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的ＣＡＲ（狀）进行比较。如不显著，正式删去

这个参数；如显著，则应保留这个参数。对其余

９５％置信区间含零点的参数作类似的处理，即可

得到修正后的模型。

５　应用实例

地表变形数据的时间序列取用是以盾构开挖

面为中心设立坐标系，故笔者以上海浦东东方路

至东昌路区间位于距开挖面某一距离上的同名点

所对应的地表沉降量序列来进行建模和预测。

５．１　应用犃犚模型进行辨识及预测

实例取用５２期观测数据。用前３７期沉降数

据值来建模，后１５期沉降数据值用来验证预测

值。用ＡＲ（狀）模型经程序辨识，获得合适的阶狀

为１１，模型参数为：

θ^＝ （^α１，^α２，…，^α１１）
Ｔ ＝ （０．６４８１，０．３４６５，

－０．１０５０，－０．２７０４，０．２３２２，０．２３２３，

－０．０１３５，－０．２０３５，０．０８８０，－０．０９８４，

０．１７２１）Ｔ

用经辨识后的１１阶ＡＲ模型来对第３８期至

５２期的变形值进行预测，则实测变形值与预测结

果的比较见表２。从表２可看出，最大预测误差

为５．８ｍｍ，预测误差不大于３ｍｍ约占１５期观

测数据的８０％，回归效果比较好。

５．２　应用犆犃犚模型进行辨识与预测

ＣＡＲ模型与ＡＲ模型不同的是，不仅考虑某

监测点本身的沉降变形值，而且还考虑了相邻点沉

降变形数据的控制作用，即从时间上隧道向前推进

中地表相应的沉降量狔（狋）还受到后面相邻点沉降

量狌（狋）的控制作用。数据犉α值选择α＝０．０５的

犉（２，∞）值为３．００。这个数比∞改为实际观测数

目犖的犉α要小，因此统一取这个数。运行ＣＡＲ模

型辨识的程序，得辨识结果列入表３。

ＣＡＲ（１）参数中犪^１、^犫１ 的置信区间为：

犪^１ ＝０．４３２６１８±０．４３８６１３９，

犫^１ ＝－０．１１７４６０４±０．３７６６６５６

表２　分别用犃犚（１１）、犆犃犚（１）模型和多项式模型
［６］预测，并与实测数据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Ｒ（１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

观测序号 实测变形／ｃｍ
动态ＡＲ（１１）模型法

预测变形／ｃｍ 残差／ｃｍ

动态ＣＡＲ（１）模型法

预测变形／ｃｍ 残差／ｃｍ

静态多项式拟合法

预测变形／ｃｍ 残差／ｃｍ

３８ ３．４４ ３．６４９ －０．２０９ ３．７５５ －０．３１５ ３．４０６ ０．０３４

３９ ３．１２ ３．５０４ －０．３８４ ３．５０３ －０．３８３ ２．７４４ ０．３７６

４０ ３．２５ ３．８３４ －０．５８４ ３．２３０ ０．０２０ １．６４６ １．６０４

４１ ４．１８ ４．０５７ ０．１２３ ３．１８２ ０．９９８ －０．０４２ ４．２２２

４２ ４．０６ ４．１６３ －０．１０３ ３．８８３ ０．１７７ －２．５０２ ６．５６２

４３ ３．８３ ３．９７５ －０．１４５ ４．２０１ －０．３７１ －５．９５２ ９．７８２

４４ ３．８２ ４．０４２ －０．２２２ ３．９８９ －０．１６９ －１０．６５１ １４．４７１

４５ ３．７１ ３．９２０ －０．２１０ ３．８８３ －０．１７３ －１６．８９６ ２０．６０６

４６ ４．２４ ４．１３４ ０．１０６ ３．８０３ ０．４３７ －２５．０３２ ２８．２７２

４７ ４．３０ ４．３３３ －０．０３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７７ －３５．４５７ ３９．７５７

４８ ４．２４ ４．３５２ －０．１１２ ４．３９３ －０．１５３ －４８．６２１ ５２．８６１

４９ ４．４７ ４．４２８ ０．０４２ ４．３７７ ０．０９３ －６５．０３６ ６９．５０６

５０ ４．２３ ４．３３６ －０．１０６ ４．５１１ －０．２８１ －８５．２７５ ８９．５０５

５１ ４．５３ ４．３４９ ０．１８１ ４．４４４ ０．０８６ －１０９．９８４ １１４．５１４

５２ ４．７７ ４．４０８ ０．３６２ ４．５４８ ０．２２２ －１３９．８８３ １４４．６５３

　　显然，其置信区间包含零点，计算机自动从所

得的ＣＡＲ（１）参数中删除后，直接拟合如下ＣＡＲ

（１）模型：

狔（狋）＝犫^０狌（狋）＋犲（狋）

程序再次辨识结果为犫^＝１．００３４３４，并得到犉＝

３．５２。犉检验后发现犉＞犉α，故判别结果为全参

数ＣＡＲ（１）模型合适。预报沉降变形计算公式

为：

狔^（狋）＝０．４３１２６１８狔（狋－１）＋

０．６９３６６４７狌（狋）－０．１１７４６０４狌（狋－１）

对后续１５期地表沉降进行了预测，其结果列入

表２。ＡＲ模型预测曲线、ＣＡＲ模型的预测曲线与

实测曲线的比较，见图２。

表３　犆犃犚模型自动辨识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ＡＲＭｏｄｅｌＡｕ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参数
ＣＡＲ模型

ＣＡＲ（１） ＣＡＲ（２）

α^１ ０．４３１２６１８ ０．２５８８２７７

α^２ ０．１５１４０２９

犫^０ ０．６９３６６４７ ０．６８９９１２４

犫^１ －０．１１７４６０４ －０．１５４１８６９

犫^２ ０．０７０３０５６

犛（狀） １．００５９９６０ ０．９３９９１９８

判

决

犉＝０．４９２１＜犉α

ＣＡＲ（１）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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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Ｒ模型预测曲线、ＣＡＲ模型

预测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Ｒ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ｃｔｕ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

　　 从以上结果比较来看，用 ＡＲ（狀）模型需要

阶数为１１，而用ＣＡＲ（狀）模型需要的阶数仅为１，

因而用ＣＡＲ（狀）模型预测更简便。

６　结　语

１）在建立ＡＲ或ＣＡＲ模型的过程中，由于

需要反复用到历史数据，故本文在原有传统最小

二乘法的基础上推出序贯最小二乘解法，使计算

简单化，计算量和存储量小，便于上机实现。

２）对ＡＲ或ＣＡＲ模型，不用传统的定阶法，

即不用协方差函数与偏协方差函数的截尾与拖尾

来判断，而采用相邻阶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进行

犉检验法来判定模型的阶。

　　３）ＡＲ或ＣＡＲ模型能较好地模拟观测数据

和进行预报。其特点是当观测数据输入后，可自

动地输出合适模型的阶及其参数的序贯最小二乘

法估值。实例结果表明，时间序列分析动态模型

是系统分析的重要方法，是统计预测法中的高级

预测方法，预测精度高，适应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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