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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形分布的数据拟合数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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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Ｓ形曲线有着广泛的应用，以往的研究模型仅含三个参数，大多以对称Ｓ形分布的基本光滑数据为

例，这使得自由度受限的和以理想数据为研究对象所得到的研究结果难以适用于更实际的、非对称（左偏Ｓ

形分布、右偏Ｓ形分布）的非光滑观测数据。为此，提出并建立了含有５个参数的二次有理模型，作为对Ｓ形

分布的观测数据进行拟合的模型，并进一步分为带导数拟合、５分段和值拟合和５特征点拟合，使Ｓ形分布的

各种情况（左偏、对称和右偏）的拟合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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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Ｐ２０８

　　概括地说来，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变化有三种

基本形式：匀速直线型、指数爆炸型与受限增长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在众多科技文献中，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与Ｓｉｇｍｏｉｄ往

往是同义语，均被解释为“Ｓ形曲线”
［１］。本文是

对具有Ｓ形分布的ＧＩＳ数据序列寻求适宜的数

学模型，即Ｓ形分布的数据序列拟合研究。

Ｓ形曲线有两种形式：正Ｓ形（递增型）与反

Ｓ型（递减型）。然而这两种类型的Ｓ形曲线在本

质上是一样的，可把其中一种看成另一种的镜像。

Ｓ形曲线模型反映着很多自然与社会现象的

变化规律，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领域，如人口学、

生物学、生态学、新发明的扩散以及政治和经济领

域等。它既可描述系列观测数据变化的经验规

律，也可根据系列观测数据预测未来，特别是在生

物科学领域更为突出，因为生物的增长受制于周

围的环境影响。

在一般文献中有一些示例数据。在地图学与

ＧＩＳ领域，也有不少呈Ｓ形分布的信息变化，如河

流长度与地图比例尺的关系［２］，特别是地图载负

量与比例尺的关系［３］。

在地图学与ＧＩＳ领域，地图载负量随比例尺

的变化是一种典型的受限增长，因为图面的最大

承载力是有限的。若考虑到地图的清晰易读性等

要求，则图面承载力就更为有限了。

在一般文献中，通常所见的Ｓ形分布数据过

于典型或对称，这不易暴露在数据拟合中所遇到

的一些关键问题。为此，笔者建立了３种类型的

模拟数据，以突出暴露数据拟合过程中的主要问

题。这３种模拟数据类型为左偏Ｓ形分布、基本

对称Ｓ形分布和右偏Ｓ形分布。

１　拟合前的若干预处理

数据拟合旨在寻找光滑连续函数来逼近原始

数据序列的变动趋势，因此，通过滤波光滑将锯齿

状曲线变换为光滑趋势曲线，使数据拟合的任务

转变成对光滑趋势曲线数据的逼近。

在数据光滑过程中，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的单

调递增性（或单调递减性），光滑滤波的第１个终

止条件是自动检测纵坐标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

减）问题。

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的凹凸分段特征，需要对

坐标单调数据再进行滤波，使其斜率分段连续（递

增与递减）。为此，在近似确定拐点（犡犌，犢犌）的条

件下，根据Ｓ形分布的凹凸交替性，第１个子段

要保持凹性，第２个子段则相反，即要保持凸性。

这种交替凹凸条件的满足可称为滤波终止的第２

个条件。

下面的任务就是建立适应性良好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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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逼近所得的Ｓ形光滑趋势数据（曲线）。

２　光滑Ｓ形曲线数学模型的建立

常用的表达Ｓ形曲线数学函数主要有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模型、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型和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此外，还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模型、ＭｏｒｇａｎＭｅｒｃｅｒＦｌｏｄｉｎ

模型、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等
［４］。

２．１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受限增长）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受限增长模型有多种称呼，如受限

增长模型、密度制约模型和生长模型等。它最早

是由比利时生物数学家Ｖｅｒｈｕｌｓｔ于１８３８年为研

究人口增长过程而导出的，但长期被湮没失传，直

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才被美国生物学家及统计学家

Ｐｅａｒｌ和Ｒｅｅｄ在研究果蝇的繁殖中重新发现和

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故又把该模型叫作

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Ｐｅａｒｌ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在开始时增长缓慢，然

后逐渐加快，按指数式增长。再后，由于负反馈因

子的作用，系统的限制因子越来越强大，使系统的

增长速度在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小，当犡→＋∝

时，函数值趋于渐近线值狔＝狔ｍａｘ。反向地观察，

当自变量减小时，函数值单调地减小，当犡→－∝

时，函数值逼近于另一条渐近线值狔＝狔ｍｉｎ，即曲

线存在拐点，像一个拉伸了的Ｓ，故又称为Ｓ形生

长模型。在这种“Ｓ”型增长过程中，可以用孕育

期、持续增长期和稳定期３个阶段来描述（图１）。

图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的基本特征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一般数学形式为：

狔＝
犔

１＋犪ｅ
－犫狋

（１）

式中，犔为上限渐近值（环境容纳量），是函数狔增

长的上限，又称为未知常数；犪决定水平位置，或

是移动点（ｔａｋｅｏｆｆｐｏｉｎｔ）；犫控制曲线陡度
［１］。式

中犔＞０，犪＞０，犫＞０是参数。该函数曲线的拐点

坐标为（ｌｎ犪／犫，犔／２）。

求解参数犔、犪、犫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三点法

和三分段和值法。

１）三点法

所谓三点法是指给定首点、中点和末点，同时

要求相邻两点间的距离相等（均为狀）。对于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狔＝犔／（１＋犪ｅ
－犫狋）用给定的已知三点

可求出其三个待定参数犔，犪和犫
［５］。

用三点法所作的拟合实验如图２所示。在图

２中处于锯齿线中间位置的带有小圆点曲线是用

滤波法所得的趋势线，另一条用较粗圆点表示的

是三点法逼近曲线。此处，滤波线所起的作用是

提供较合理的中点坐标。

图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三点法拟合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

ｂｙＧｉｖｅｎ３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由图２看出，三点法拟合效果欠佳。对于左

偏与右偏Ｓ形分布，拟合曲线基本上呈抛物线。

而对于对称Ｓ形分布，拟合偏差很大，它实际上无

法顾及不同程度的凹、凸情况。

２）三分段和值法

关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三分段和值解法主要参

考文献［６，７］。这里要求横坐标要为等步长，且数

据点数最好为３的整数倍。

因为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需要求定３个参数，

所以需将整个横向坐标区间分成相等的三个区

段，对序列数据分三组求和，形成３个方程，借此

解出所需的３个参数犔、犪、犫。用三分段和值法所

作的拟合试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三分段和值解法拟合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ｙ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３ＧｒｏｕｐＳｕｍｓｔｏ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

由图３看出，三分段和值法与前一方法比较，

拟合效果略有改善，但对右偏Ｓ形分布的拟合效

果仍不可接受。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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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犌狅犿狆犲狉狋狕模型

另一种重要的 Ｓ 形模型为 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

型［１］：

狔＝犪犫
犮
狓

（２）

　　用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型对上述三种试验数据的拟

合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型的数据拟合

Ｆｉｇ．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ａｔａＢｙＧｏｍｐｅｒｔｚＭｏｄｅｌ

上面两种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对左偏分布较

好，其他两种情况（基本对称和右偏）较差。

２．３　犔狅犵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是把狔的Ｓ型路线描述为

狔在两个极限值狔ｍｉｎ和狔ｍａｘ之间的函数
［８］，用此方

法所作的拟合试验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拟合

Ｆｉｇ．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

ｂｙ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由图５看出，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仅适用于对称

的Ｓ形分布。对于左偏和右偏的Ｓ形分布，其适

用性很差。

总体说来，上述三种方法对Ｓ形分布数据的

拟合效果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本质的问题是这些

模型中包含的参数少，即为数据拟合提供的自由

度少，从而缺少对数据分布特征的控制能力。可

以想到为增多拟合参数采用次数更高的代数多项

式，但研究表明，代数多项式的次数越高，其可能

引起的“振荡”越多，其所产生的曲线图形与所期

望的图形大相径庭。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是既增

加拟合参数，又不提高多项式的次数。有理函数

就具有这种特性。下面所提的二次有理模型的意

图就是要提供更多的自由度（５个参数），来更广

泛地适应多种Ｓ形分布（对称的和偏态的）。

３　二次有理分式拟合模型

所谓有理函数（或称有理多项式）即它可表达

为两个多项式之比犳／犵，且犵的系数不全为０，除

常数以外，犳、犵无公因式，即犳、犵不可约。

有理函数属于更为广义的多项式函数，通常的

多项式可看成有理多项式的子集。它可为曲线或

曲面的形成提供更多的自由度，这就启发我们选择

有理分式作某类函数的插值函数［９］，通常用来逼

近一些比较因难的函数。有些函数，例如有高峰的

函数或有水平渐近线的函数，如用多项式近似表达

很不方便，若用有理函数就能做到很好地近似［１０］。

但是，运用有理分式作插值函数，对计算方法的建

立及误差的研究都比多项式困难得多。有理函数

曲线插值并不总是能够取得好的结果［１１］。

本文的主旨是一方面增加拟合参数的个数，

另一方面使函数的幂限于２次，借此在整体上控

制曲线的形状。二次有理分式（３）可满足上述要

求：

狔＝
犪狓２＋犫狓＋犮

犪１狓
２
＋犫１狓＋犮１

＝
犳（狓）

犵（狓）
（３）

式中，犳（狓）的根决定着狔的０点，犵的根决定着狔

的极点，犳与犵 均为连续函数。故当犵≠０时，狔

恒为狓之连续函数。

虽然式（３）有６个待定系数，但实际上只有５

个自由度。因为对于式（３）的分母与分子可用任

一个不为０的待定系数去除，从而使某一系数为

１，如式（４）所示：

狔＝
犪狓２＋犫狓＋犮

犪１狓
２
＋犫１狓＋１

（４）

　　笔者在下面二次有理函数拟合模型中分为三

种途径来实现：带导数拟合、５特征点法拟合与５

分段和值法拟合。

３．１　带导数拟合

二次有理分式（４）的导数为：

狔′＝
犳（ ）犵 ′＝犵犳

′－犳犵′

犵
２

（５）

简化整理后，有：

狔′＝
（犪犫１－犫犪１）狓

２
＋２（犪－犪１犮）狓＋犫－犫１犮

犵
２

（６）

　　此处采用规格化（０，１）坐标系的方法来确定

５个待定系数。

３．１．１　通过首末点的坐标条件

当狓＝０时，狔＝犮，但这时狔＝０，因此由

式（４）有：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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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０

而当狓＝１时，狔＝１，且顾及到犮＝０时，有：

犪＋犫＝犪１＋犫１＋１ （７）

３．１．２　通过首末点的导数条件

根据水平切线即狔′＝０的要求，有 ：当狓＝０

时，狔′＝０，从式（６）可得：

犫＝０

而当狓＝１时，狔′＝０，从式（６）得：犪犫１－犫犪１＋２犪＝

０。由于犫＝０，故有犪犫１＋２犪＝０，亦即

犫１ ＝ －２ （８）

至此，式（７）变为：

犪＝犪１－１ （９）

３．１．３　带导数拟合试验

式（９）表明，根据４个条件（通过首末两点和

首末两点处的导数值）只能求定４个未知系数，仍

有一个系数需要求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第５个

自由度。

第５个待定系数的出现，为顾及首末点之间

的其他数据点提供了可能性。根据上面所得的待

定系数，式（４）变为：

狔＝
（犪１－１）狓

２

犪１狓
２
－２狓＋１

（１０）

　　为了求出犪１，一种最为简单的方法是把数据

序列的中位点（０．５，狔犕）（或最大矢高点、拐点、最

大曲率点等具有最大信息量的特征点）代入

式（１０）中，狔犕可通过扫描数据序列或对其插值而

得到。此处以中位点为例来求参数犪１：

狔犕 ＝
（犪１－１）（０．５）

２

犪１（０．５）
２
－２（０．５）＋１

（１１）

或

犪１ ＝
１

１－狔犕
（１２）

　　若采用拐点（犡犌，犢犌），则由式（１０）得：

犪１ ＝
２狓犌狔犌－狔犌－狓

２

犌

狓２犌狔犌－狓
２

（１３）

　　把犪１的值代入式（１０），得出可以顾及中位点

（或中部某几个点的平均值）的２次有理分式带导

数插值公式。当用式（１０）进行数据拟合时，该式

的分母不能为０。因此，要及时检验犵（狓）有无实

根的存在。若出现实根，一般可用内部带导数拟

合法作进一步的处理，有关细节情况此处从略。

利用式（１０）对三种不同的Ｓ形分布数据作拟合，

其结果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看出，对于不同分布的Ｓ形图形，按狓

＝０．５来确定中位点拟合结果与上述其他方法比

较，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对难度最大的右偏Ｓ形

分布的拟合（图６（ｃ））。

图６　二次有理分式带导数拟合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Ｆｉｔ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ｗｏＧｉｖｅ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ａｔ

Ｃｕｒｖｅ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Ｂｙ２Ｏｒｄ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２　特征点法拟合

５个特征点指的是首点犃、末点犅、拐点犌和

两个最大曲率点犕 和犖（图７）。此处，拐点是最

为重要的，它不仅决定Ｓ形曲线的凹、凸段的分段

点，而且还进而影响着两个最大曲率点 犕 和犖

的定位。对于标准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来说，拐点的

坐标值为（ｌｎ犪／犫，犔／２）；而对于观测数据，拐点的

位置则需要根据具体分布来确定。拐点的自动查

找可参考相关文献［１２］。

对三种不同的Ｓ形分布的数据作５特征法拟

合，其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７的三个分图来看，

其整体拟合结果较之其他方法又有更为显著的改

善。在图７的三个分图中，Ｓ形趋势线和拟合曲

线几乎全程重合（只是在各分图的两端能看出二

者的微小差异）。

图７　Ｓ形曲线特征点的确定和５特征点法拟合

Ｆｉｇ．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ｄＤａｔａｂｙｔｈｅ５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ｓ

３．３　分段和值法拟合

采用５分段和值法的原因是由于此处有５个

待定参数，这就要求把原始数据序列按顺序划分

为５段。根据二次有理分式函数式狔＝（犃狓
２＋

犅狓＋犆）／（犃１狓
２＋犅１狓＋１），可形成５元一次方程

组，由此解出所求参数犃１、犅１、犃、犅、犆。

对上述三种不同的Ｓ形分布数据，用５分段

和值法所作的拟合试验结果如图８所示。图中

犚１、犚２分别为中位点（拐点犌或中点犕）存在的上

下界。中位点为形成光滑趋势线所必需。

由图８看出，除了在图８（ｃ）的左下部趋势线

与拟合线有点差异以外，在其他分图中无法在视

觉上区分趋势线与拟合线，它们几乎完全重合。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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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５分段和值法对Ｓ形曲线的拟合

Ｆｉｇ．８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ＳｈａｐｅｄＤａｔａｂｙ

ｔｈｅ５ＧｒｏｕｐＳｕｍｓＭｅｔｈｏｄ

５分段和值法有着更好的数学特性，因为它

在不受首末点的约束条件下能作出良好的Ｓ形拟

合，表明它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４　结　语

由本文第３节的拟合结果看出，二次有理分

式模型克服了通常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

型和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在拟合各种不同Ｓ形分布

数据序列时的缺陷，使拟合效果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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