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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短周期降水序列模型估计困难、滤波误差不确定问题提出了在线向量机与 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相结合的降水时间序列预测与滤波方法。从理论推导到真实数据的实验以及详细的误差分析证明了本方

法对短周期降水序列滤波有较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相比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和向量机滤波方法，该方法

有更好的滤波性能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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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理论在动力模型和状态模

型及相关参数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有较高的滤波效

率。然而，在系统模型不确定和相关参数未知的

情况下，该方法对非线性非平稳序列没有较好的

滤波性能。尽管在气象观测数据处理领域，相关

数据的滤波研究有限，但在相近非线性数据处理

应用领域，如导弹跟踪、股市变化序列、网络流量

监测序列以及水文序列等，对非线性滤波均有着

广泛的研究，并相继出现了许多适用于不同场合

的非线性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方法
［１９］。本文在文献

［１０，１１］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在线向量机的 Ｕｎ

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该方法主要从学习建

模和样本选择上进行优化，同时结合传统滤波理

论对非平稳序列进行最优估计。

１　基于犝狀狊犮犲狀狋犲犱变换的非线性建模

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变换是一个基于集合的采样变换

方法，该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相对估计任意非线

性系统的分布函数或者非线性变换函数，直接估

计概率分布更容易［１１］。

为了能用在线向量机建立原数据的系统模

型，首先需确定向量机的输入训练数据集和目标

集，本文引用嵌入维方法采样当前的观测数据。

令狓狋为狋时刻的状态向量，嵌入维数为２犾犽＋１，

时间延迟为１，且假定测量数据序列的递推关系

可以表示为：

狓犽／犽－１ ＝Ω（狓犽－１／犽－１，狓犽－２／犽－２，…，狓犽－犾犽／犽－犾犽）＋ξ犽

（１）

狓^犽／犽 ＝
１

犾犽∑

犾犽

犻＝１

狓犽－犻／犽－犻 （２）

犘^狓狓犽 ＝
１

狀－１∑

犾犽

犻＝１

（狓
犻／犻
－狓^犽）（狓犻／犻 －狓^犽）

Ｔ
＋犙犽，

犙犽 ＝ξ犽ξ犽
Ｔ （３）

其中，Ω为一非线性函数，对应犾犽 个输入、一个输

出；ξ犽 表示犽时刻的系统噪声，其期望为零；犙犽 为

方差；犘犽 为相应的误差方差矩阵；^狓犽 为犽时刻降

水预报值；狓犽 为犽时刻降水观测值；犘
狓狓
犽 为犽时刻

观测值与预报值的误差矩阵。

为了提高向量机的预测水平，降低随机噪声

的影响，对观测数据进行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变换处理（即

蒙特卡洛采样方法）：

χ０，犽－１／犽－１ ＝狓^犽－１／犽－１

χ犻，犽－１／犽－１ ＝

狓^犽－１／犽－１＋ （犾犽＋λ）^犘
狓狓

犽－１／犽－槡（ ）
１
犻
，

　犻＝１，２，…，犾犽

狓^犽－１／犽－１－ （犾犽＋λ）^犘
狓狓
犽－１／犽－槡（ ）１ 犻

，

　犻＝犾犽＋１，犾犽＋２，…，２犾

烅

烄

烆 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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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犾犽＋λ）^犘槡（ ）狓狓 犻
为协方差矩阵（犾犽＋λ）^犘狓狓

平方根的第犻列。

根据生成的ｓｉｇｍａ点集，可以得出向量机的

训练集及其方差的估计值：

χ犻，犽／犽－１ ＝ＳＶＭ（χ犻，犽－１／犽－１，χ犻，犽－２／犽－２，…，χ犻，犽－犾犽／犽－犾犽）

＾
χ犽／犽－１ ＝

１

犾犽∑

犾犽

犻＝１
χ犻，犽／犽－１

犘^狓狓犽／犽－１ ＝∑

２犾犽

犻＝０

狑犻（χ犻，犽／犽－１ －^χ犽／犽－１）（
χ
犻，犽／犽－１ －^χ犽／犽－１）

Ｔ

（５）

其中，ＳＶＭ为用向量机回归得到的第犽个预报值

与前犾犽 个观测值的回归关系；

狑犻＝
λ／（犾犽＋λ），犻＝０

１／（犾犽＋λ），犻＝１，２，…，２犾
｛

犽

由估计值狓^犽／犽－１和相应的观测值狔犽 组成在线支持

向量机的训练集和目标集，从而生成相应的向量

回归机模型。用该模型对观测序列进行相应的一

步预测。

２　基于犛犞犕犝狀狊犮犲狀狋犲犱犓犪犾犿犪狀的

降水序列滤波及误差分析

　　虽然基于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变换的向量机对非线性

系统有比较好的建模作用，但没有对预测数据进

行及时更新，忽视了模型动态变化导致一步预测

值与实际测量数据存在误差。该误差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产生误差扩散，从而降低了滤波的有效性。

为了降低在线向量机迭代误差向后传播和发散的

概率，当连续累积误差达到固定阈值时，将当前观

测样本加入训练集，并更新目标集，从而得到当前

系统的估计模型。基于在线向量机的 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ＳＶＭ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

法的基本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ＶＭ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流程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ＶＭ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具体滤波过程如下：若观测模型满足狔犻＝

犺（χ犻）＋η犻，ｓ．ｔ犈（η犻）＝０且犈（η犻η
Ｔ
犻）＝犚犽，则有：

狔犻，犽／犽－１ ＝犺（χ犻，犽／犽－１），犻＝０，…，２犾犽 （６）

狔^犽／犽－１ ＝∑

２犾犽

犻＝０

狑犻狔犻，犽／犽－１ （７）

犘^狔狔犽／犽－１ ＝∑

２犾
犽

犻＝０

狑犻［狔犼，犽／犽－１－狔^犽／犽－１］·

［狔犼，犽／犽－１－狔^犽／犽－１］
Ｔ
＋犚犽 （８）

犘^狓狔犽／犽－１ ＝∑

２犾犽

犼＝０

狑犽［χ犼，犽／犽－１－χ
＾

犽／犽－１］·

［狔犼，犽／犽－１－狔^犽／犽－１］
Ｔ （９）

滤波增益犓ｇａｉｎ为：

犓ｇａｉｎ ＝犘^
犽
狓狔（^犘

犽
狔狔 ＋犚犽）

－１ （１０）

狓^犪犽／犽 ＝狓^犽／犽－１＋犓犽（狔犽－犎（^狓犽／犽－１）） （１１）

犘^狓狓犽／犽 ＝犘^
狓狓
犽／犽－１－犓犽 （^犘

犽
狓狔）

Ｔ （１２）

　　经过式（６）至式（１２）更新的数据就是预测更

新的值。当一步预测值与观测值误差连续大于某

个阈值时，可以将最近的实际观测值作为样本值

加入在线向量机中，并生成新的向量机模型。在

本方法中，式（１）至式（５）属于系统预测阶段，该阶

段生成下一历元时间内的降水预测值，同时初始

化滤波增益；式（６）至式（１２）属于滤波阶段，该阶

段生成滤波结果、滤波增益和误差估计，同时决定

模式识别。以上两阶段反复递推，直到所有观测

序列滤波完成。

在整个迭代过程中，向量机预测和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相互影响，在线向量机决定了整个滤波系统

的模型误差，从而直接影响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增益

算子，同时，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得到最优状态估计，并

为向量机下一次准确预测提供直接支持。在实际

计算中，由于降水序列的系统模型不稳定，使得系

统模型估计函数犉（狓）在滤波过程中难以确定。

为了能优化估计系统预测模型，同时保证系统及

时更新，本文采用在线向量回归机跟踪系统模型

变化，同时也增加了误差的不确定性。假定在时

刻狋－１时，向量机产生了估计误差Δ狓，且假定观

测函数犺（χ狋）在χ狋处二阶可导，即

犺（狓）

狓 狓＝狓狋

＝犃；

２犺（狓）

狓
２

狓＝狓狋

＝犅 （１３）

犺（狓）＝犃（狓－狓狋）＋
１

２
（狓－狓狋）

２
＋ξ狋－１ （１４）

χ狋／狋－１ ＝χ
犪
狋／狋－１＋Δ狓狋－１ （１５）

其中，ξ狋－１为时间狋－１处观测函数的高阶无穷小

量；χ
犪
狋／狋－１表示时间狋－１时刻不含误差的一步预测

值；χ狋／狋－１为时间狋－１时刻包含误差的一步预测

值。则有预测残差为：

狏狋／狋 ＝犺（狓狋／狋－１）－狔狋＝

犃狋狓狋／狋－１＋犅狋狓
２
狋／狋－１／２－狔狋＋ξ狋－１ ＝

狏犪狋／狋－１＋犃狋Δ狓狋＋犅狋狓
犪
狋／狋－１Δ狓狋＋犅狋Δ狓

２
狋／２＋ξ狋－１

（１６）

所以产生的预测残差偏差为：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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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狏狋＝犃狋Δ狓狋－１＋犅狋狓
犪
狋／狋－１Δ狓狋－１＋

犅狋Δ狓
２
狋－１／２＋ξ狋－１ （１７）

产生的理论滤波值为：

狓^狋／狋 ＝狓狋／狋－１＋犓ｇａｉｎ（狔狋－犺狓狋／狋－１）＝

狓^犪狋／狋＋Δ狓狋－１－犓ｇａｉｎ（犃Δ狓狋－１＋犅狓
犪
狋／狋－１Δ狓狋－１＋

犅Δ狓
２
狋－１／２） （１８）

向量机在时刻狋处产生的模型误差为：

Δ狏狋／狋 ＝Δ狓狋－１－犓ｇａｉｎ（犃Δ狓狋－１＋犅狓
犪
狋／狋－１Δ狓狋－１＋

犅Δ狓
２
狋－１／２）∝ （Δ狓

２
狋－１／２） （１９）

因此，向量机的模型误差是滤波误差的重要指标。

影响向量机模型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支持核函数、

相关参数的合适选择及训练集的大小。

３　实验分析

在本次实验过程中，采用先建模、后滤波的基

本流程分别对单个数据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对比分

析，以及对多个数据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滤

波处理。为了定量描述滤波结果，采用如下滤波

指标：① 滤波平均偏差（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狓犻））；② 信

息熵（－∑
狀

犻＝１

狆^狓犻ｌｇ狆^狓犻）；③ 均值（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④ 方

差（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狓）（狓犻－^狓）
Ｔ）。

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至２８日的某自动气象

站采集的一次完整降水过程为例（如图２所示），

该时间序列长度为２２１２个，测量时间历元为３

ｍｉｎ。该数据序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为λｍａｘ＝

０．２２９，由文献［１２］可知，该混沌系统的可预测时

间为１／λｍａｘ＝４．３６３≈１２ｍｉｎ。为了提高系统

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同时考虑到系统的实用性，取

前１０５０个数据为在线支持向量回归机的训练

集，后１１６２个数据为目标集，嵌入维数为５，延迟

为１。向量回归机的向量模型选择ＲＢＦ径向核

函数，惩罚函数犆的初始值选１．０，误差初始空间

ε＝０．００１，核影响因子γ＝０．０１。在滤波开始时，

假定前５（嵌入维数）个为非零数据，且是其真实

值的有效估计值。根据本文提出的样本选择方法

和滤波理论，整个滤波的计算效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由于利用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估计理

论和在线动态学习模型，本文提出的方法有较好

的滤波效果。

从图２中各时间历元的降水峰值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原数据在降水序列变化的

频次及降水量的大小总体一致。在第５００个历元

图２　某自动站一次降水过程数据序列及其

预测和滤波效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ａＰｒｅｃｉ

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ＡＷＳ

处，有降水值突然增大的情况，该现象在滤波结果

序列中得到消除。即本方法对异常粗差值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对脉冲型降水序列起到“平滑”作用

（如在观测点为２００～３００之间）。为了进一步证

实本算法的有效性，同时针对降水序列“稀疏性”

和“局部性”特点，将本文方法的计算结果与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向量机的滤波方法（ｌｉｂｓｖｍ方

法）［１６］进行了对比，见表１（归一化模式下的计算

结果），对比数据属性包括与原数据的平均偏差、

信息熵、均值、方差统计值。其中，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方法是采用离线滤波方法，将时间序列分成

若干个区间，然后在每个区间内进行线性滤波。

在向量机滤波方法中，采用窗口长度为５的观察

序列均值为向量机的输入值，且惩罚系数犆＝１，

核参数γ＝１０，允许误差ε＝０．１，输出为下一个历

元的预测值。训练集合长度为１１００，剩下序列为

预测值序列。

表１　本文方法和向量机及线性ＫＦ计算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

平均偏差 均值 方差 信息熵

源序列 ０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１５５６

线性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０９８１ ０．０７２１

ｌｉｂｓｖｍ方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４８４

本文方法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４３１

　　表１表明，相对线性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和最

小二乘向量机滤波方法，本文方法有更小的方差

和更小的信息熵（即不稳定成分更少），因此更适

用于降水序列等特殊的混沌序列滤波。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算法的实用性和滤波效

果，采用其他８个自动站站点不同的降水过程进

行了验证，计算数据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以看出，对于状态模型不固定的降

水序列的滤波，本方法有比较好的计算效果，主要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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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运用本方法对８个不同站点的数据处理结果

Ｔａｂ．２　Ｌ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站点号
原数据 处理后的数据

期望 方差 信息熵 期望 方差 信息熵

Ｐ２７６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１５５７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６２ ０．１１６７

Ｐ２８２０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０８３ ０．１０２８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９１

Ｐ２８２７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８５ ０．１５９１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５８４

Ｐ２８５１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５７４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４０８

Ｐ２８６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２ ０．１４８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２８１

Ｐ２９２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１５４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０．１３６１

Ｐ２９２５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６２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２６９

Ｐ２９３３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７３ ０．１５２３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５５３

表现在滤波结果在期望与原数据序列一致的条件

下，能有效地降低数据的方差和信息熵，增加了数

据系统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由于变化的系统模型

能根据观测降水序列而实时更新，从而控制了总

的滤波累积误差，所以本方法可以为自动气象站

降水序列滤波提供新的方法，同时也为其他非线

性混沌序列提供新的滤波方法。另外，从表２也

可以看出，站点为Ｐ２８５１的运算结果和原数据保

持了相同的方差和信息熵，即该滤波方法没有对

该数据进行有效的滤波。其原因是该降水序列的

主要降水信息在时间域内非常集中，明显的降水

序列呈高斯分布的特点。如果调整支持向量核函

数，且增加训练样本规模，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性

能。图３为分别用基于径向基函数（ＲＢＦ）和高斯

径向基函数（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ＲＢＦ）为核函数的在线向

量机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以上事实表

明，降水序列模型决定了核函数的形式和训练集

的大小以及向量机的容忍值（ε值）。另一方面，

实际降水过程也决定了滤波值的数字大小，因为

实际降水很少均匀地出现在每个时间段上，而是

在某一时段集中而其他更多时间表现为“零降水”

现象。所以在本次实验中，降水序列的统计值如

均值、方差熵等的数量级都在１０－３左右。

图３　基于不同核函数的在线向量机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效果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本文将在线向量机和 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技术相结合，针对实时降水序列的非线性非平

稳的特点提出了合适的滤波方法。由于利用蒙特

卡洛采样方法，降低了奇异值对系统滤波的干扰。

另外，由于采用了在线向量机对待处理序列进行

动态建模，将系统累积误差降低到可控制范围内，

同时保持了良好的运算效率。实验表明，相对传

统非线性滤波方法，本算法能明显地提高测量降

水数据的滤波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内容是如何定

量研究降水序列的平稳性和强降水分布特征与向

量机相关参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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