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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空间重构与支持向量机
预测滑坡位移的一种新方法

范　千１　花向红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相空间重构与支持向量机预测滑坡位移的新方法。首先，以滑坡位移时间序列的混

沌特性为基础，对其应用互信息法计算最优时间延迟；然后，利用小波变换对滑坡位移序列数据进行频域分

解，应用Ｃａｏ氏方法对分解后的每个分量序列分别计算其最佳嵌入维数，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分量序列进行

相空间重构，利用支持向量机对每个分量单独进行建模预测；最后，将各分量预测结果进行小波重构，得到最

终预测结果。实例证明，该方法可以在滑坡位移预测中获得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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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机器学习理论的发展，一些非线性模型

如神经网络模型在滑坡位移时间序列预测中已取

得比较成功的应用［１，２］。但神经网络模型本身存

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易陷入局部极小、网络结

构难以确定，而且它是基于经验风险最小化原则

的，易导致过学习现象的产生。

文献［３］指出，滑坡位移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呈

趋势性增长的态势，而在小的时间尺度上却表现

出很明显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并且这种波动在一

定的时间尺度内也具备一定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滑坡位移时间序列信号一般由确定性的趋势项、

周期项、脉动项、具有不确定性的随机项等４个部

分组成。基于这种特性，同时考虑到小波分析具

有良好的时频局部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空

间重构与支持向量机［４］预测滑坡位移的新方法。

１　新方法的理论背景

１．１　相空间重构理论及重构参数计算

由Ｐａｃｋａｒｄ和Ｔａｋｅｎｓ等人提出的相空间重

构思想，将混沌理论引入到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

中。该理论认为，确定任一系统的状态所需要的

全部动力学信息包含在该系统任一变量的时间序

列中，把单变量时间序列嵌入到新的坐标系中所

得的状态轨迹保留了原空间状态轨道的最主要的

特征。

设单变量的时间序列为｛狓（狋犻），犻＝１，２，…，

犖｝，犖 是序列的长度。记重构相空间为：

犡犻（狋）＝ （狓（狋犻），狓（狋犻＋τ），…，

狓（狋犻＋（犿－１）τ）），犻＝１，２，…，犖－（犿－１）τ

（１）

式中，犿为嵌入维数；τ为时间延迟；犡犻是相空间中

的点。根据Ｔａｋｅｎｓ定理，如果嵌入维数犿≥２犱＋

１，犱是动力系统的维数，则重构的动力系统和原系

统是拓扑等价的。因此，可由系统的当前状态获得

下一时刻的状态，从而得到时间序列下一时刻的预

测值，这为混沌时间序列的预测提供了依据。

相空间重构的关键是时间延迟τ和嵌入维数

犿 的计算。目前，时间延迟的选取方法主要为自

相关函数法和互信息法。由于自相关函数法仅能

提取序列空间的线性相关性，而互信息法包含了

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特征，其计算结果优于自相关

法［５］。本文选取互信息法确定重构相空间延迟时

间，延迟时间τ取为互信息函数第一次达到极小

值点时对应的时间。

嵌入维数的选择一般有饱和嵌入维数法、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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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邻点法等，其中以伪最近邻点法应用最为广

泛。本文选择Ｃａｏ氏方法确定嵌入维数，它是在

伪最近邻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多优良

的性质［６］。

１．２　支持向量机的预测原理

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

是Ｖａｐｎｉｋ等人于１９９５年提出的一种新的机器学

习方法，它是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和结构风险最

小原理基础上的。用支持向量机来估计回归函

数，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一个非线性映射，把输入空

间的数据映射到一个高维特征空间中去，然后在

此特征空间进行线性回归［７］。本文采用改进的

ＳＭＯ算法
［８］来进行ＳＶＭ 求解，它是目前ＳＶＭ

实现算法中效率较高的一种。

１．３　小波变换的基本理论

小波变换是一种信号的时间尺度（时间频

率）分析方法，具有多分辨率分析的特点，而且在时

频两域都具有表征信号局域特征的能力，是一种窗

口大小固定不变但形状可变、时间窗和频率窗都可

以改变的时频局部化分析方法。它在低频部分具

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和较低的时间分辨率，在高频

部分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和较低的频率分辨

率，从而实现对信号局部特征的精确描述。

２　基于相空间重构与支持向量机的

预测模型

２．１　序列混沌特性的判断

混沌系统的重要特征在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

依赖性，这种依赖性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来度量，它

表示重构相空间中相邻两点随时间演化的分离程

度。对于一时间序列，如果其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

数大于零，就可判定它是混沌的，存在混沌吸引

子。本文采用小数据量方法［４］计算滑坡位移时间

序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以验证位移序列中

存在混沌特性。

２．２　滑坡位移时间序列的分解

对滑坡位移时间序列｛狓（狋），狋＝１，…，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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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狓（狋）可以表示为：

狓（狋）＝犪犼＋∑
犼

犱犻 （２）

２．３　基于犛犞犕的模型预测结构的确定

对于给定的滑坡位移时间序列｛狓（狋），狋＝１，

…，犖｝，假设已知狓（狋），预测狓（狋＋１），则可建立

映射犳：犚
犿
→犚，满足：

狓（狋＋１）＝犳（狓（狋），狓（狋－τ），…，

狓（狋－（犿－１）τ）） （３）

本文采用支持向量机来完成对非线性映射犳（·）

的逼近。式中，犿和τ的值由前述方法可以获得。

考虑经过小波分解后的各个分量，计算低频分量

序列犪犼和高频分量序列犱犻的最佳嵌入维数犽和

犿犻，对各个分量序列进行相空间重构，则式（３）可

以改写为：

犪犼（狋＋１）＝犳［犪犼（狋），犪犼（狋－τ），…，

犪犼（狋－（犽－１）τ）］ （４）

犱犼（狋＋１）＝犳［犱犼（狋），犱犼（狋－τ），…，

犱犼（狋－（犿犼－１）τ）］ （５）

　　由式（４）、式（５）可以对每个分量序列分别构

建出对应支持向量机模型的输入输出向量。

２．４　小波重构

利用支持向量机对各个分量进行预测，预测

结果以犪^犼和犱^犻（犻＝１，…，犼）表示。对各分量进行

小波重构，得到最终的滑坡位移预测值 犡^（狋），其

表达式为：

犡^（狋）＝犪^犼＋∑
犼

犱^犼 （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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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犡狋－^犡狋｜

｜犡狋｜
，其中犡狋≠０；②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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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实例分析

本文以小东江滑坡体４号观测点的位移监测

资料为例进行计算分析，其序列长度为９８期，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滑坡位移观测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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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得出，该位移序列的时间延迟和嵌

入维数分别为１和７，以此进行相空间重构，进而

计算出其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λ１＝０．０９２＞０，表

明该位移序列中存在混沌特性。

为了降低建模误差，对监测数据进行预处理，

将数据归一到［－１，１］区间，得到新的位移序列，

在建模分析之后，再将其还原到原始区间。

对预处理后的位移序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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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

果。经过比较分析，本文选择的分解级数为３，分

解后的各个分量序列如图２所示。

图２　分解后的各个分量序列

Ｆｉｇ．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Ｓｅｒｉｅｓ

对分解后的各个分量序列的时间延迟均取值

为１，分别利用Ｃａｏ氏方法计算其嵌入维数。与

图２相对应，图３从上到下为低频分量犪３、高频分

量犱３、犱２、犱１ 的犈１ 值随嵌入维数变化的曲线图。

从图中分析可知，其嵌入维数值分别为７、８、１０、

１２。由此可以看出，分解的级数越多，嵌入维数也

越大，其原因在于高频分量中含有噪声，需要利用

更多的数据点来预测下一个时刻的数值。

本文通过对原序列的后２０个滑坡位移监测

图３　Ｃａｏ氏方法确定嵌入维数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Ｃａｏ’ｓＭｅｔｈｏｄ

值进行单步预测来检验所提方法的预测能力。对

于分解后的每一分量，根据求取的嵌入维数构造

出对应的训练样本集和测试样本集。由于求取的

嵌入维数有所不同，各个分量的训练样本的个数

是不相同的，但测试样本集的个数都是２０个。对

各个分量采用相应的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训练和

预测，其核函数全部选用ＲＢＦ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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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敏感参数ε。本文

在训练样本集确定后，通过对模型参数进行试算，

最终选取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个分量犛犞犕预测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ＶＭ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参数

名称
低频分量犪３ 高频分量犱３ 高频分量犱２ 高频分量犱１

犆 ８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５

γ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５

ε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将各分量的预测结果进行重构，得到最终的

滑坡位移序列的预测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滑坡位移时间序列的最终预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单支持向

量机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实验，这两种

模型建模时所用的嵌入维数和时间延迟均取为７

和１。其中，单支持向量机模型参数选取为犆＝

５２０，γ＝０．０００５，ε＝０．００００１；神经网络模型采用

映射型３层结构，隐层采用１１个非线性Ｔａｎｈ神

经元，输出层为一个线性神经元，采用稳健的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进行训练。３种模型

的预测精度评价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三种模型的预测精度评价指标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类别 ＭＡＰＥ ＲＭＳＥ／ｍｍ ＭＡＥ／ｍｍ

本文模型 ０．０１１９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１８６

ＳＶＭ模型 ０．０５１２ ０．７８９８ ０．５３８４

ＡＮＮ模型 ０．０６８７ ０．８２１６ ０．６３５２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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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以看出，本文所用方法的预测精度

要远高于ＳＶＭ 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表明该方

法可以在滑坡位移预测中获得有效的应用。

４　结　语

本文在考虑滑坡位移时间序列具有混沌特性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特

性和支持向量机的非线性逼近能力，将相空间重

构理论、小波变换和支持向量机三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对滑坡位移时间序列进行预测。实例分析表

明，该方法具有很高的预测精度和较强的泛化能

力，为滑坡位移预测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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