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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和支持向量机的大坝变形预测方法。通过小波变换把变形时间序列分解成

具有不同频率特征的分量，根据各分量的特点构造不同的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预测，然后把各分量的预测结

果进行重构，作为最终的变形预测结果。实例证明，该方法具有很高的预测精度和较强的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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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变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

具有随机性和难以解析的非线性，使得对大坝变

形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测显得十分困难。为了排除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可以把大坝在不同时

间段的位移值作为一时间序列，不需要根据影响

大坝位移的变形因素来进行预测，而仅仅依据变

形本身的历史数据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分析。目

前，应用较多的大坝变形预测方法主要有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法、ＡＲ模型法、灰色ＧＭ 模型法等。

同时，伴随着机器学习理论的发展，一些非线性模

型如神经网络模型已被成功应用于大坝变形时间

序列预测中［１］。然而，当采用神经网络模型来进

行预测时，存在易陷入局部极小、网络结构难以确

定等缺点，而且它是基于经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

易导致过学习现象的产生。本文提出用小波变换

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２，３］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大

坝变形预测。

１　基于小波变换和支持向量机（犠犜

犛犞犕）的大坝变形预测模型

１．１　变形时间序列的分解

将大坝在不同时间段的位移值作为一时间序

列｛犡（狋），狋＝１，…，狀｝，对该序列数据进行小波分

解，分解级数为犼，得到一个低频分量犪犼和一组不

同尺度下的高频分量犱犻（犻＝１，…，犼）。则犡（狋）可

以表示为：

犡（狋）＝犪犼＋∑
犼

犱犻 （１）

１．２　基于犛犞犕的模型预测结构的确定

对于｛犡（狋），狋＝１，…，狀｝，假设狋时刻的大坝

位移值犡（狋）可由狋－１、狋－２、…、狋－犿 时刻的历

史位移值犡（狋－１）、犡（狋－２）、…、犡（狋－犿）来进行

预测，则可建立映射犳：犚
犿
→犚，预测模型可表示

为：

犡（狋）＝犳［犡（狋－１），犡（狋－２），…，犡（狋－犿）］

（２）

式中，犿为嵌入维数。

考虑经过小波分解后的各个分量，则模型变

为：

犪犼（狋）＝犳［犪犼（狋－１），犪犼（狋－２），…，犪犼（狋－犿）］

（３）

犱犼（狋）＝犳［犱犼（狋－１），犱犼（狋－２），…，犱犼（狋－犿）］

（４）

　　对于每个分量，分别构建出一个多输入、单输

出的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以低频分量犪犼 为例，

按照表１可以得到对应支持向量机模型的输入向

量和输出向量。

１．３　小波重构

利用支持向量机对各个分量进行预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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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的结构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ｐｕｔ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Ｖｅｃｔｏｒｓ

样本数 输入向量 输出向量

第１个样本 犪犼（１），犪犼（２），…，犪犼（犿） 犪犼（犿＋１）

  

第狋－犿个样本 犪犼（狋－犿），…，犪犼（狋－２），犪犼（狋－１） 犪犼（狋）

  

第狀－犿个样本 犪犼（狀－犿），…，犪犼（狀－２），犪犼（狀－１） 犪犼（狀）

结果以犪^犼和犱^犻（犻＝１，…，犼）表示。对各分量进行

小波重构，得到最终的大坝位移预测值 犡^（狋），其

表达式为：

犡^（狋）＝犪^犼＋∑
犼

犱^犼 （５）

　　综上所述，可得到基于小波变换和支持向量

机的大坝变形预测模型的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ＷＴＳＶＭ预测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ＴＳＶ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１．４　评价指标

为了评价模型的预测性能，采用如下统计量

对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评估：① 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 ＭＡＰＥ＝
１

狀 ∑
狀

狋＝１

狘犡狋－犡^狋狘

狘犡狋狘
，其中，犡狋≠０；

② 标准差 ＲＭＳ＝
１

狀∑
狀

狋＝１

（犡狋－犡^狋）槡
２ ；③ 平均

绝对误差 ＭＡＥ＝
１

狀
∑
狀

狋＝１
｜犡狋－犡^狋｜，其中，犡狋 为实

测值，^犡狋为预测值。

２　应用实例

本文采用的是东江大坝在进行安全监测时建

立的６个坝体垂线观测点在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之间的径向位移观测数据。以Ｌ３Ｈ２９１

测点为例，各个时间段的历史位移值形成一时间

序列（２４５个），利用小波变换支持向量机模型对

其预测过程进行分析。

为了降低建模误差，对变形数据进行预处理，

利用式（６）将数据归一到［－１，１］区间，得到新的

变形时间序列，在建模分析之后，再将其还原到原

始区间：

珡犡（狋）＝
２（犡－犡ｍｉｎ）

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１ （６）

式中，珡犡（狋）表示归一化后的序列值；犡ｍａｘ和犡ｍｉｎ分

别表示原序列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预处理后的变形时间序列｛珡犡（狋），狋＝１，…，

狀｝，选择ｄｂ６小波进行信号分解。对于小波分解的

级数，应根据信号变化的具体情况和数据采样率进

行恰当选择。实验研究表明，当信号波动性较强而

数据采样点过稀时，过高的小波分解级数会对信号

确定性的波动现象进行过滤，引起对原信号恢复的

失真。一般情况下，进行３层或４层分解便可达到

理想效果［４］。经过比较分析，本文选择的分解级数

为３。Ｌ３Ｈ２９１测点处的变形时间序列｛珡犡（狋），狋＝

１，…，狀｝及其分解后的各个分量如图２所示。

图２　原变形时间序列及其各个分解分量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ｔ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分解后，各个分量序列的数据个数都为２４５

个，根据经验取嵌入维数犿＝８，按照表１对每个

分量可分别构造出２３７个样本。用前１５０个样本

作为训练样本，后８７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对各

个分量采用不同的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训练和测

试，其核函数全部选用ＲＢＦ核。经过试算，本文

选取的支持向量机模型参数的选择对预测结果的

影响较大，这些参数包括惩罚参数犆、核参数γ和

不敏感参数ε。各个分量对应的模型参数如表２

所示。

各分量测试样本的预测结果如图３所示，图

中，实线表示实测值，虚线表示预测值。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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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个分量犛犞犕预测模型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ＶＭ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参数名称 低频分量犪 高频分量犱１ 高频分量犱２ 高频分量犱３

犆 ８ ２０ ２８ ３６

γ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４２５

ε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图３　各个分量的预测值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根据式（５），对各分量的预测结果进行重构，

得到最终的变形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如图４所

示。

图４　变形时间序列的最终预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与Ｌ３Ｈ２９１测点处变形时间序列分解与重构

的过程相似，可用 ＷＴＳＶＭ 模型对其余５个测

点处的大坝位移值进行预测。为了说明该方法的

优越性，建立单支持向量机模型（ＳＶＭ）和神经网

络模型（ＡＮＮ）进行预测实验，其中，神经网络模

型采用稳健的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
［５］。三

种模型的预测精度评价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三种模型的预测精度评价指标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ｅｘ

测点名
ＷＴＳＶＭ模型 ＳＶＭ模型 ＡＮＮ模型

ＭＡＰＥ ＲＭＳ／ｍｍ ＭＡＥ／ｍｍ ＭＡＰＥ ＲＭＳ／ｍｍ ＭＡＥ／ｍｍ ＭＡＰＥ ＲＭＳ／ｍｍ ＭＡＥ／ｍｍ

Ｌ３Ｈ２９１ ０．１６４０ ０．７３１４ ０．４８１６ ０．４８９３ １．３６１８ １．０６９４ ０．４４５６ １．４０５１ １．０８１１

Ｌ５Ｈ２９１ ０．１２６９ ０．６０２３ ０．４４１８ ０．２８５６ １．２９５７ １．０１８６ ０．３１９５ １．３６３１ １．０７６１

Ｌ７Ｈ２９１ ０．１５４９ ０．７７７０ ０．５０７８ ０．４０４９ １．５３９２ １．１８５１ ０．４１５９ １．５５１１ １．２２４０

Ｌ９Ｈ２９１ ０．２４６７ ０．３７２０ ０．２５４２ ０．６９５０ ０．８０５７ ０．５８４４ ０．６９２８ ０．８２２８ ０．６２２２

Ｌ５Ｈ２０５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８５６ ０．１４２５ ０．３２３８ ０．５０８１ ０．３９７１ ０．４１２４ ０．８０３９ ０．５７１３

Ｌ７Ｈ２０５ ０．０６７２ ０．１１１４ ０．０８４９ ０．２４７３ ０．４２５６ ０．３１４６ ０．２５５６ ０．４２６８ ０．３０９３

　　由表３可以看出，ＷＴＳＶＭ模型的预测精度

明显高于ＳＶＭ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表明 ＷＴ

ＳＶＭ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大坝变形预测实践

中，并且有很高的可信度。该方法具有很高的预

测精度和较强的泛化能力，为大坝变形的预测提

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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