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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德勒参数进行时变修正的犆犔犛＋犃犚
模型在极移预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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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ＬＳ模型参数中钱德勒项的时变性质，提出了基于钱德勒参数时变修正的ＣＬＳ模型，并用ＣＬＳ＋

ＡＲ对极移进行预测。实验结果表明，ＣＬＳ＋ＡＲ模型在极移预测精度上较ＬＳ＋ＡＲ模型有较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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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极移预测方法
［１３］，

这些方法大都是利于最小二乘（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ＬＳ）模型或ＬＳ与其他方法的联合模型进行预测，

而这些方法中ＬＳ模型的构建是建立在极移中周

年项（ａｎｎｕａｌｗｏｂｂｌｅ，ＡＷ）和钱德勒项（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ｗｏｂｂｌｅ，ＣＷ）确定性的基础上的。实际上，ＡＷ

和ＣＷ 也有时变的特点
［４，５］。在求解模型参数

时，将长期的观测序列用于ＬＳ模型参数拟合求

解，可以减小观测误差对求解的模型参数的影响，

但求解的模型参数却不能很好地体现出 ＡＷ 和

ＣＷ的时变特点。而用短期的序列拟合，却又不

能很好地减少观测误差对模型参数求解的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尝试用预测时段前的长期

序列拟合ＬＳ模型参数，再用预测时段前的短期

序列来修正具有时变性质的 ＡＷ 和ＣＷ 项。实

验结果表明，只对ＬＳ模型参数中的ＣＷ 项修正

所得到的结果更好，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钱德

勒项时变修正的ＬＳ＋Ａ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ＬＳ＋ＡＲ，

ＣＬＳ＋ＡＲ）模型来对极移进行预测。

１　模型建立

１．１　犆犔犛模型建立

ＬＳ模型包括３个部分
［６］，即趋势项、ＡＷ、

ＣＷ，其形式为：

犡（狋）＝犃狓＋犅狓狋＋犆
１
狓ｃｏｓ（

２π狋
犘１
）＋犆

２
狓ｓｉｎ（

２π狋
犘１
）＋

犇１狓ｃｏｓ（
２π狋
犘犆
）＋犇

２
狓ｓｉｎ（

２π狋
犘犆
） （１）

犢（狋）＝犃狔＋犅狔狋＋犆
１
狔ｃｏｓ（

２π狋
犘１
）＋犆

２
狔ｓｉｎ（

２π狋
犘１
）＋

犇１狔ｃｏｓ（
２π狋
犘犆
）＋犇

２
狔ｓｉｎ（

２π狋
犘犆
） （２）

式（１）、（２）分别表示极移犡序列、犢 序列的ＬＳ模

型。其中，犃狓、犅狓 表示犡 序列模型中的趋势项参

数；犆１狓 和犆
２
狓、犇

１
狓 和犇

２
狓 分别表示犡 序列模型中的

ＡＷ 参数、ＣＷ 参数；犘１ 表示ＡＷ 周期，在拟合中

取犘１＝１ａ；犘犮 表示ＣＷ 周期，在拟合中取犘犮＝

１．１８３ａ；狋为序列的 ＵＴＣ时间，在进行拟合时单

位换算为ａ。同样，对于犢 序列模型，各对应参数

表示含义与犡序列模型一致。

ＣＬＳ模型是在ＬＳ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ＬＳ

模型的优劣将直接影响最终的ＣＬＳ＋ＡＲ模型的

预测精度。为得到ＬＳ拟合数据的最优长度，选

取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０３１为预测时间段，分别

选取预测时段前６、８、１０、１２ａ的长期数据来对

ＬＳ模型参数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对利用不同长度

序列进行ＬＳ拟合的ＣＬＳ＋ＡＲ模型，在预测时间

段内，进行模型预测误差的精度统计，图１为预测

精度对比图。

从图１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分量犡、犢，在

跨度为１～３０ｄ的短期预测中，１０ａ长度的ＬＳ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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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数据最优。而对于跨度为１～３６０ｄ的长期预

测来说，１～２４０ｄ的１０ａ最优，在２４０～３３０ｄ之

间，１２ａ略优于１０ａ。由于在实际应用中，短期跨

度的地球自转参数预测数据用途更加广泛，所以

本文选择预测时段前１０ａ的数据作为ＬＳ模型的

拟合数据。

图１　基于不同长度序列拟合的模型对极移犡、犢 在１～３６０ｄ跨度的预测平均绝对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Ｅ（ｆｒｏｍ１ｔｏ３６０ｄａ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ａｔａ

　　ＬＳ模型参数是利用长期（１０ａ）观测序列拟

合而得到的。利用长期数据进行拟合可以减少观

测误差对模型中参数求解的影响，而对模型中本

身具有时变性质的ＡＷ 和ＣＷ 参数来说，最终求

得的结果则是对长期数据的最小二乘均衡值。在

长期数据拟合构造的ＬＳ模型的残差中除了包括

观测序列中本身存在的观测误差、极移序列中存

在的不规律的亚周年项之外，还应包括由于模型

未能体现极移中的 ＡＷ、ＣＷ 的时变而带来的残

差。现假设这一残差主要是由ＣＷ 时变而带来

的，利用预测时段前的短期序列的模型残差对ＬＳ

模型中的ＣＷ参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ＣＷ 参数

与ＬＳ模型中的其他参数一起作为ＣＬＳ模型参

数。ＣＷ 参数的修正关键是要确定短期修正数据

序列的长度。为优选ＣＷ 修正数据长度，选取预

测时间前１０ａ的数据来对ＬＳ模型参数进行拟

合，对ＬＳ模型ＣＷ参数分别选取２ａ、３ａ、４ａ的

短期数据进行修正。利用同一建模方法对基于不

同ＣＷ修正数据长度的ＣＬＳ模型残差进行 ＡＲ

建模，构建ＣＬＳ＋ＡＲ模型，统计ＣＬＳ＋ＡＲ模型

在预测时间段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０３１期间的预

测精度（见图２）。

　　综合考虑不同数据修正长度对极移犡、犢 预

测精度的影响，最终采用３ａ作为修正数据长度。

１．２　犃犚模型建立

ＡＲ的数学模型可表达为
［７］：

狕狋＝∑
狆

犼＝１φ犼狕狋－犼＋犪狋
（３）

式中，狕狋（狋＝１，２，３，…，狀）表示平稳随机序列，在

实际预测中代表ＣＬＳ模型拟合残差序列；φ１，φ２，

…，φ狆为模型参数；犪狋表示白噪声；狆为模型阶数。

称式（３）为狆阶自回归模型，简称ＡＲ（狆）
［８］。

要建立ＡＲ模型就必须先确定模型的阶狆，

然后确定模型参数φ１，φ２，…，φ狆。本文选择应用

相对比较广的最终预测误差准则为ＡＲ的定阶准

则。

最终预测误差准则：

ＦＰＥ（犕）＝
犖＋犕
犖－犕

×犘犕 （４）

其中，

犘犕 ＝
１

犖－犕∑
犖

狋＝犕＋１
（狕狋－∑

犕

犼＝１φ犼狕狋－犼
）２（５）

　　在实际预测中，犘犕 是用ＡＲ（犕）模型去拟合

狕狋（狋＝１，２，３，…，狀）序列的剩余均方差。当 犕＝

１，２，…，犖 时使ＦＰＥ（犕）达到最小时的犕 取作模

型的阶。本文采用李文逊递推算法求解ＡＲ模型

参数。

２　模型验证与比较

２．１　精度评定标准

本文所采用的精度评定标准有：绝对误差

ＡＥ、平均绝对误差 ＭＡＥ及均方误差ＲＭＳＥ。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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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不同长度序列修正的模型对极移犡、犢 在１～３６０ｄ跨度的预测平均绝对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Ｅ（ｆｒｏｍ１ｔｏ３６０ｄａ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Ｄａｔａ

ＡＥ犼 ＝ 犘犼－犗犼 （６）

ＭＡＥ犻 ＝
１

狀∑
狀

犼＝１
犘犻犼－犗

犻
犼 （７）

ＲＭＳＥ犻 ＝
１

狀∑
狀

犼＝１
（犘犻犼－犗

犻
犼）槡
２ （８）

其中，犘犼 为犼点的预测值；犗犼 为犼点的实际值；犻

为预测跨度；ＡＥ犼为犼点的绝对误差；ＭＡＥ犻为预

报跨度为犻的平均绝对误差；ＲＭＳＥ犻 为预报跨度

为犻的均方误差。

２．２　与犔犛＋犃犚模型及犃犠、犆犠 参数同时修正

的犔犛＋犃犚模型比较

图３为３种不同方法在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０

１０３１期间对不同跨度的预测绝对误差，每一跨

度的预测间隔均为１ｄ，即每天都进行预测。方法

一为ＬＳ＋ＡＲ模型，方法二表示在ＬＳ＋ＡＲ模型

的基础上同时对ＬＳ模型中ＡＷ、ＣＷ参数进行修

正的方法，方法三表示本文提出的ＣＬＳ＋ＡＲ模

型。３种方法中ＬＳ模型的拟合数据长度数值。

时变修正数据长度数值、残差ＡＲ模型阶数均为

本文确定的最优值。

从图３中可以明显看出，方法三的预测精度

最好，方法二在部分年份（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对犡、犢 的

预测精度都不如方法一。这也说明了本文提出的

只对ＣＷ时变修正时所作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即ＬＳ模型残差中ＣＷ 时变占主要部分，而同

时引入 ＡＷ 修正反而不能很好地消除由ＣＷ 时

变性质带来的误差。

２．３　与犛犮犺狌犺预测结果比较

将ＣＬＳ＋ＡＲ模型与文献［９］中的ＬＳ＋ＡＮＮ

图３　３种方法在不同跨度上的预测绝对误差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ｐａｎ

模型进行精度比较，预测时段和精度评定指标均

与文献［９］中的一样，即预测时段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期间约７００ｄ的时间，精度评定指标为均方误

差（ＲＭＳＥ），对比结果见表１。

ＲＭＳＥ犘犕 ＝
ＲＭＳＥ２犡 ＋ＲＭＳＥ

２
犢

槡 ２
（９）

式中，ＲＭＳＥ犡 为极移分量犡 的预测均方误差；

ＲＭＳＥ犢 为极移分量犢 的预测均方误差。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对于１～３ｄ的跨度，本

文模型预测精度低于文献［９］的结果，而对于５ｄ

以上，直至３６０ｄ，本文模型预测精度均优于文献

［９］的结果。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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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模型预测精度对比／ｍａｓ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ｍａｓ

预测跨度／ｄ

预测模型

ＣＬＳ＋ＡＲ ＬＳ＋ＡＮＮ［９］

ＲＭＳＥ犡 ＲＭＳＥ犢 ＲＭＳＥ犘犕 ＲＭＳＥ犘犕

精度改善

１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２９ －２４．１％

３ １．２７ １．００ １．１４ ０．９５ －２０．０％

５ １．９９ １．５４ １．７８ １．７９ ０．６％

１０ ３．３８ ２．５１ ２．９８ ３．２５ ８．３％

２０ ５．４４ ４．０９ ４．８１ ６．２８ ２３．４％

３０ ７．１０ ５．８３ ６．５０ ８．８９ ２６．９％

４０ ９．００ ７．３９ ８．２３ １０．９６ ２４．９％

６０ １２．８６ １０．７２ １１．８４ １３．１６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９．４０ １７．３５ １８．４０ ２１．９３ １６．１％

１８０ ２０．７５ ２０．１８ ２０．４６ ２３．６７ １３．６％

２４０ ２０．５１ ２１．２３ ２０．８７ ２５．３０ １７．５％

３００ １９．５３ １９．０２ １９．２８ ２４．２７ ２０．６％

３６０ ２０．９７ ２１．５２ ２１．２４ ２５．０９ １５．３％

３　结　语

未来将尝试用 ＣＬＳ与 ＡＮＮ 的组合模型

ＣＬＳ＋ＡＮＮ来对极移进行预测。另外，本文是直

接采用极移序列进行预报的，没有考虑大气、海洋

和地下水等极移主要激发源的影响，所以，未来还

将综合考虑大气、海洋和地下水等激发因素对极

移进行联合预报。

致谢：感谢ＩＥＲＳ提供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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