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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样本集的训练问题和动态训练样本的模型更新问题，提出了动态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学习算

法。该算法充分利用已建好的模型，逐渐加入新样本，并可删除位于任何位置的非支持向量，避免了矩阵求逆

运算，保证了算法的高效率。大坝变形及电离层延迟两个时间序列的预报实例表明，该算法具有计算时间短、

预报精度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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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

是目前机器学习领域占主流的学习机器之一，应

用广泛［１３］。在训练集拥有大量样本或者训练集

的样本不停更新的情况下，常规的支持向量机学

习算法不能处理这类问题。在文献［４，５］研究的

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动态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ＤＬＳＳＶＭ）学习算法，此算法由增量学习算法和

减量学习算法两部分组成。

１　犇犔犛犛犞犕增量学习算法

设样本集为｛（狓（狋），狔（狋））｝，其中狋是逐步增

大的，狋既可以代表时间，又可以代表进入训练集

的样本序号。狓（狋）＝［狓１　狓２　…　狓狋］，狔（狋）＝

［狔１　狔２　…　狔狋］
Ｔ，狓狋∈犚

犱，狔狋∈犚。最小二乘支

持向量机（ＬＳＳＶＭ）
［４］的核函数矩阵犙、待求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犪和常值偏差犫都可以表示成与狋

相关的函数：

犙狋（犻，犼）＝犓（狓犻，狓犼），犻，犼＝１，２，…，狋

犪（狋）＝ ［犪１　犪２　…　犪狋］
Ｔ

犫（狋）＝犫狋

（１）

ＬＳＳＶＭ的输出表达式为：

狔（狓，狋）＝∑
狋

犻＝１

犪犻（狋）犓（狓，狓犻）＋犫（狋） （２）

　　设犎（狋）＝犙狋＋犆
－１犐；犝（狋）＝犎（狋）－１；狔＝［狔１

…　狔狀］
Ｔ；犲１＝［１　１　…　１］

Ｔ；α＝［α１　犪２　…

α狀］
Ｔ，则参数犪（狋）、犫（狋）的解为：

犫（狋）＝
犲Ｔ１犝（狋）狔（狋）

犲Ｔ１犝（狋）犲１
（３）

犪（狋）＝犝（狋）狔（狋）－
犲１犲１

Ｔ犝（狋）狔（狋）

犲Ｔ１犝（狋）犲［ ］
１

（４）

　　从式（３）、式（４）可以看出，求犪（狋）、犫（狋）的关

键在于求犎（狋）的逆犝（狋）。犎（狋）的阶数较高时，

求逆困难，可采用递推方法来计算。狋时刻的核

矩阵犙狋是狋阶方阵：

犙狋 ＝

犓（狓１，狓１） … 犓（狓狋，狓１）

 

犓（狓１，狓狋） … 犓（狓狋，狓狋

熿

燀

燄

燅）

（５）

犎（狋）＝犙狋＋犆
－１犐＝

犓（狓１，狓１）＋１／犆 … 犓（狓狋，狓１）

 

犓（狓１，狓狋） … 犓（狓狋，狓狋）＋１／

熿

燀

燄

燅犆

（６）

　　在狋＋１时刻新增样本（狓狋＋１，狔狋＋１），犙狋＋１为：

犙狋＋１ ＝

犓（狓１，狓１） … 犓（狓狋，狓１） 犓（狓狋＋１，狓１）

 

犓（狓１，狓狋） 犓（狓狋，狓狋） 犓（狓狋＋１，狓狋）

犓（狓１，狓狋＋１） … 犓（狓狋，狓狋＋１） 犓（狓狋＋１，狓狋＋１

熿

燀

燄

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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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狋＋１）＝犙狋＋１＋犆
－１犐＝

犓（狓１，狓１）＋１／犆 … 犓（狓狋，狓１） 犓（狓狋＋１，狓１）

 

犓（狓１，狓狋） 犓（狓狋，狓狋）＋１／犆 犓（狓狋＋１，狓狋）

犓（狓１，狓狋＋１） … 犓（狓狋，狓狋＋１） 犓（狓狋＋１，狓狋＋１）＋１／

熿

燀

燄

燅犆

（８）

　　设犞（狋＋１）＝［犓（狓１，狓狋＋１）　…　犓（狓狋，

狓狋＋１）］
Ｔ为一列向量，狏（狋＋１）＝犓（狓狋＋１，狓狋＋１）＋１／

犆为一标量，犎（狋＋１）可以写成分块矩阵的形式：

犎（狋＋１）＝
犎（狋） 犞（狋＋１）

犞（狋＋１）
Ｔ 狏（狋＋１

［ ］） （９）

　　已知犎（狋）的逆为犝（狋），为了根据犝（狋）求

犎（狋＋１）的逆犝（狋＋１）的递推公式，可根据分块矩

阵的求逆公式来推导，文献［４］推导的结果是：

犎（狋＋１）－
１
＝
犎（狋）－１ ０［ ］
０ ０

＋
犎（狋）－１犞（狋＋１）

　　－
［ ］

１
·

狕（狋＋１）犞（狋＋１）
Ｔ犎（狋）－１ －［ ］１ （１０）

其中，狕（狋＋１）＝１／［狏（狋＋１）－犞（狋＋１）Ｔ犝（狋）犞（狋

＋１）］，设犚（狋＋１）＝ 犞（狋＋１）Ｔ犎（狋）－１［ ］－１
Ｔ，

又由于犎（狋）－１是对称矩阵，故有：

犝（狋＋１）＝
犝（狋） ０［ ］
０ ０

＋

狕（狋＋１）犚（狋＋１）犚（狋＋１）
Ｔ （１１）

　　由此可知，犝（狋＋１）可根据犝（狋）、犞（狋＋１）、

狏（狋＋１）递推计算出，而且不涉及求逆计算，因此

理论上可以提高计算效率，减少计算时间。求得

犝（狋＋１）后，就可以根据式（３）和式（４）求出犪（狋＋

１）、犫（狋＋１），从而得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

增量式学习方法的缺点在于，一是纳入了所有

的数据，而不区分样本是否为支持向量，没有删除

机制；二是当样本增加到较多时，计算复杂性增大。

２　犇犔犛犛犞犕减量学习算法

事实上，有些样本对应的犪犻（狋）＝０，由式（２）

可知，这些样本对模型是没有贡献的，可以删除而

不影响模型的结果，然而这些样本并不一定位于

训练集的顶端，而可能位于任何位置。此外，在现

实的观测条件下，数据一般含有误差，甚至粗差和

错误数据，那么就很难保证进入训练集的每个样

本都没有问题。如果数据进入训练集并用于模型

修改后又发现原来的某个样本含有粗差或错误而

不能用，这样的样本是应该删除的，但文献［４］的

方法不能应对这种情况。因此，本文提出了可以

对任何位置的样本进行删除操作的减量学习算

法，这样，如果发现粗差或错误数据参与了模型的

建立，就可以执行删除该样本的操作，而使模型不

受粗差或错误数据的污染。

犪犻、犫是ＬＳＳＶＭ模型的待求参数，求犪犻、犫的

关键在于求犎（狋）的逆犝（狋）。先不考虑新样本的

加入，只考虑任何一个样本被删除的情形。设犎

为任一犾阶可逆方阵，犝 为犎 的逆矩阵，当训练集

中第犱个样本被删除时，犎 矩阵的所有第犱行元

素和第犱 列元素都要被删除，问题则变为，删除

这些元素之后的犎 矩阵的逆如何计算。由以下

的公式可以快速简洁地对犝 矩阵进行更新：

犝犻犼 ＝犝犻犼－犝
－１
犱犱犝犻犱犝犱犼，

犻，犼≠犱；犻，犼∈ ［１，犾］ （１２）

亦即

犝－犱 ＝犝犐，犐－
犝犐，犱犝犱，犐
犝犱，犱

，

犐＝ ［１　…　犱－１　犱＋１　…　犾］ （１３）

式中，犝－犱为删除犱样本后犎矩阵的逆矩阵；犝犐，犐为

犝矩阵删除第犱行和第犱列之后的剩余矩阵；犝犱，犱

为一标量，即为位于犝矩阵第犱行第犱列的元素；

犝犐，犱是犝矩阵的第犱列去掉犝犱，犱后的矩阵；犝犱，犐是犝

矩阵的第犱行去掉犝犱，犱后的矩阵。删除样本后，不

但要更新犝 矩阵，还要更新狓（狋）、狔（狋）、犲１，即从这

些矩阵中删除与犱样本对应的元素，并计算新的

犪（狋）、犫（狋），以构成完整的减量学习算法。

３　算法实例

３．１　犇犔犛犛犞犕算法步骤

１）根据训练数据集｛（狓犻，狔犻）｝
狀
犻＝１，训练样本数

狀的确定应保证模型具有一定的推广能力。采用

式（３）、式（４）计算犪犻、犫，建立初始化ＬＳＳＶＭ模型：

狔（狓）＝∑
狀

犻＝１

α犻犓（狓，狓犻）＋犫

　　２）删除犪犻中等于０、最接近０或与０距离最

近的那个样本，采用式（１３）更新犎 矩阵的逆矩阵

犝，实施减量学习算法。加入新样本，采用式（１１）

计算犝（狋＋１），实施增量学习算法，得到更新的

ＤＬＳＳＶＭ模型，并预测下一样本点的值。

３）下一样本点的观测值可用时，则与预报值

比较计算出预测误差，然后重复步骤２）。对于时

间序列而言，该过程一直重复；对于大规模样本

集，直到全部样本进入训练集时算法终止。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步骤２）中删除犪犻中

３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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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０距离最近的那个样本，对应的是训练集中训

练误差最小的那个样本点，该样本是支持向量的

可能性最小，支持向量通常位于ε误差管道的管

壁，而不是位于管道中央，因此删除该样本点是最

佳选择；训练误差最大的那个样本对应的犪犻绝对

值也最大，这与学习机器在学习过程中最关注训

练误差最大的样本、赋予训练误差最大的样本以

最大的权值不谋而合，这些样本通常是支持向量。

然而，如果某个样本的训练误差特别大，例如大于

中误差的３倍以上，且与其他样本存在明显离群

现象，则这样的样本可判断为异常样本，可能含有

粗差和错误数据。

３．２　实例分析

３．２．１　变形预报

本例为某大坝垂线测点Ｌ３Ｈ２９１Ｒ在温度、

水位影响下的变形规律研究。初始模型由５０个

观测周期拟合建立，然后预报２４３个周期，结果如

表１、图１所示。

表１　模型类别与变形预报精度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模型类别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均方根误差／ｍｍ 平均绝对误差／ｍｍ 相关系数 备注

初始模型（拟合） ４．３９１５×１０１３ ０．５２５７ ０．３９１５ ０．９９７０ ５０周期

静态ＬＳＳＶＭ（预报） ４．６７１９ ４．６２９８ ３．１７７９ ０．８９９２ 模型固定不变

在线ＬＳＳＶＭ（预报） ０．７４４４ ０．７０８０ ０．５７４２ ０．９９７３ 删顶端样本

ＤＬＳＳＶＭ（预报） ０．３７４６ ０．６８８１ ０．５５９５ ０．９９７４ 删ｍｉｎ（ａｂｓ（犪犻））样本

图１　位移观测值与ＤＬＳＳＶＭ预报值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ＬＳＳＶＭ

　　在表１中，初始模型的精度是拟合精度而不

是预报精度，其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由于存在分

母接近０的情况而导致数值异常大。其余模型的

精度均为预报精度，由表１可知，ＤＬＳＳＶＭ 的预

报精度相比在线式ＬＳＳＶＭ 而言具有优势。２４３

周期的变形预报均方根误差为０．６８８１ｍｍ，精度

很高，小于混凝土大坝监测规范规定的１ｍｍ。

而且，初始模型建立、２４３周期的ＤＬＳＳＶＭ 预报

及绘图，在Ｐ４５１２Ｍ的ＰＣ机上所需的时间总共

为１．４７ｓ，每个周期的模型修正时间仅为０．００５

ｓ，可见单个周期的模型修正计算时间是非常短暂

的。

图１显示的变形观测值与预报值十分吻合，

两序列的相关系数达０．９９７４，绝大部分预报误差

落入±１ｍｍ范围内，可见预报精度是非常高的。

３．２．２　ＧＰＳ卫星电离层延迟预报

ＧＰＳ卫星的电离层延迟与卫星运行的时间、

高度角、方位角等运行参数是存在相关性的，因而

根据这些运行参数进行电离层延迟预报是可能

的。本例根据某市ＣＯＲＳ站某日１３号ＧＰＳ卫星

的运行参数对其双差电离层延迟规律进行预报研

究，其结果如表２、图２所示。

表２　模型类别与电离层延迟预报精度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

模型类别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均方根误差／ｃｍ 平均绝对误差／ｃｍ 相关系数 备注

初始模型（拟合） ４．１３×１０１３ ０．５９１５ ０．４７１４ ０．８４９０ ５０周期

静态ＬＳＳＶＭ（预报） １．０６４７ １．８４９４ １．４６９８ ０．０７５２ 模型固定不变

在线ＬＳＳＶＭ（预报） ０．４２２６ ０．９１２１ ０．７１００ ０．６９４５ 删顶端样本

ＤＬＳＳＶＭ（预报） ０．３６３２ ０．７５５３ ０．５８８５ ０．７６１２ 删ｍｉｎ（ａｂｓ（ａｉ））样本

图２　电离层延迟观测值与ＤＬＳＳＶＭ预报值

Ｆｉｇ．２　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ＬＳＳＶＭ

　　由表２可知，ＤＬＳＳＶＭ的预报精度指标明显

优于在线式ＬＳＳＶＭ。在预报３００周期的电离层

延迟中，均方根误差仅为０．７５５３ｃｍ。初始模型

建立、３００周期的 ＤＬＳＳＶＭ 预报及绘图，在Ｐ４

５１２Ｍ的ＰＣ机上所需的时间总共为２．２３ｓ，每个

周期的模型修正时间仅为０．００６ｓ，可见模型修正

计算的效率是很高的。

由图２可见，尽管电离层剧烈波动，ＤＬ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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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Ｍ仍能跟踪其动力学行为，绝大部分预报误差

在±１ｃｍ以内。由于动态预报模型具有较高的

精度，使得ＣＯＲＳ站的误差提前预报成为可能，

从而减少用户的等待时间。

４　结　语

ＤＬＳＳＶＭ不仅可解决在线动态建模问题，还

可以作为离线超大规模支持向量机学习训练算

法。ＤＬＳＳＶＭ减量学习算法中删除的是对模型

贡献最小的样本，理论上具有合理性；算法回避了

矩阵求逆问题，充分利用了前一次建模计算的结

果，理论上可以提高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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