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２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７１１９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４０４５４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新息构造犃犓犉估计和预报大坝变形

李　振１　朱　锋１　陈家君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线形流形的射影方法推导出新息序列统计特性，构造新息 ＡＫＦ，基于新息序列不断地修正状态

噪声和量测噪声，实时地反映模型当前真实的统计特性。通过隔河岩大坝实测数据处理，表明该方法能很好

地提高随机模型不准确和变形突变影响下的变形估计与预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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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变形受水压、温度和时效等环境因素影

响［１］呈非线性变化，使用速度项的线性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模型的估计和预报精度不高，将非线性项认

为是各种不等方差高斯噪声及突变项的组合，使

用新息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型（ａｄａｐｔｅｄＫａｌ

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ＫＦ）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从系统模型和滤波器参

数的改进对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优化。联邦

ＫＦ
［２］和多模型ＡＫＦ

［３］使用多个滤波器来建立系

统模型，而基于模糊逻辑和基于神经网络的

ＡＫＦ
［４５］试图解决系统模型不确定性问题。针对

系统误差模型和观测误差模型处于不断变化中难

以确定的难点，提出了自适应噪声统计性的

ＡＫＦ，如自校正ＫＦ、基于方差分量估计的ＡＫＦ、

抗差ＡＫＦ等
［６８］，各种方法从不同统计量的随机

特性出发，推导误差模型。与上述ＡＫＦ不同，本

文主要从新息序列的两条统计特性出发，引入消

减因子和方差补偿同步实时修正观测噪声和状态

噪声，在只顾及到速度项的滤波模型且随机模型

不准确情况下仍能获得较高的预报精度，对突变

影响能迅速消除。对隔河岩大坝变形监测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验证了新息ＡＫＦ的有效性。

１　新息序列统计性质

讨论如下线性离散定常随机系统：

狓狋＋（ ）１ ＝Φ （）狓狋＋ （）犅狌狋＋Γ （）狑 狋 （１）

狔（）狋 ＝ （）犎狓狋＋ （）狏狋 （２）

标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递推公式如下：

狓^狋＋１狘狋＋（ ）１ ＝狓^狋＋１狘（ ）狋＋犓狋＋（ ）１ε狋＋（ ）１

（３）

狓^狋＋１狘（ ）狋 ＝ Φ^狓狋狘（ ）狋 （４）

ε狋＋（ ）１ ＝狔狋＋（ ）１ －犎^狓狋＋１狘（ ）狋 （５）

犓狋＋（ ）１ ＝犘狋＋１狘（ ）狋犎Ｔ

犎犘狋＋１狘（ ）狋犎［ Ｔ
＋ ］犚 －１ （６）

犅狋＋１狘（ ）狋 ＝Φ犘狋狘（ ）狋Φ
Ｔ
＋Γ犙Γ

Ｔ （７）

犘狋＋１狘狋＋（ ）１ ＝ 犐－犓狋＋（ ）１［ ］犎犘狋＋１狘（ ）狋

（８）

狓^０狘（ ）０ ＝μ０犘０狘（ ）０ ＝犘０ （９）

新息被定义为当前实测值对最优估计值的差［９］：

ε（）狋 ＝狔（）狋－狔^（）狋 （１０）

　　利用线形流形的射影方法推导出新息序列的

统计性质有以下两条［９］。

１）新息序列正交性：

犈［ε（犻）ε（犼）
Ｔ］＝０，犻≠犼 （１１）

　　２）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新息方差阵：

犈ε狋＋（ ）１ε
Ｔ 狋＋（ ）（ ）１ ＝犎犘狋＋１狘（ ）狋犎Ｔ

＋犚

（１２）

２　新息犃犓犉模型构造

新息是过去与当前模型信息的综合表现，当

模型的统计性质准确时，新息满足以上两条统计

性质，同样，由以上两条性质可反推模型的统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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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新息由新观测实时计算，则模型统计性得到

实时修正。

２．１　消减因子修正犚

新观测值包含更多的当前信息，通过引入消

减因子，提高过去观测噪声的权数，加大新观测值

的修正作用，逐步消减过去观测噪声不准确的积

累影响。

文献［１０］推导了消减因子滤波公式，将式（７）

改为：

犘狋＋１狘（ ）狋 ＝λΦ犘狋狘（ ）狋Φ
Ｔ
＋Γ犙Γ

Ｔ （１３）

　　下面根据性质１）推导λ的值。

将式（３）和式（５）代入式（４）得：

狓^狋＋１狘（ ）狋 ＝Φ 犐狀－ （）犓狋（ ）犎 狓^狋狘狋－（ ）１

＋Φ犓（）狋狔（）狋

（１４）

ε犽＋（ ）狋 ＝狔犽＋（ ）狋－犎^狓 犽＋狋狘犽＋狋－（ ）１ ＝

狔犽＋（ ）狋－犎［Φ 犐狀－犓犽＋狋－（ ）１（ ）犎 狓^ 犽＋（ 狋

－１狘犽＋狋－ ）２ ＋Φ犓 犽＋狋－（ ）１狔犽＋狋－（ ）１ ］

＝狔犽＋（ ）狋－犃０^狓狋＋１狘（ ）狋＋犃１狔（犽＋狋－１）…

＋…犃犽－１狔狋＋（ ）１ ＝

－犃０［Φ犐－犓（）狋（ ）犎 狓^狋狘狋－（ ）１＋Φ犓（）狋狔（）狋
烐烏 烑

］

α

＋狔犽＋（ ）狋＋犃１狔犽＋狋－（ ）１＋…＋犃犽－１狔狋＋（ ）
烐烏 烑

１

β

　　系数犃犻 由式（１４）迭代得到。可以证明β与

ε（）狋 正交，并顾及到：

犈狋＝犈ε（）狋ε
Ｔ（）（ ）狋 ＝犚＋犎犘狋狘狋－（ ）１犎Ｔ

因此有：

犈ε犽＋（ ）狋ε
Ｔ（）（ ）狋 ＝－犃０ Φ犓犈狋－Φ犘犎［ ］Ｔ

（１５）

　　根据性质１），且犽是任意的，所以使得：

（）犓狋犈狋－犘狋狘狋－（ ）１犎Ｔ
＝０ （１６）

将式（１３）代入式（６）得到犓，并一起代入式（１６），

有：

犈狋＝犎 Φλ犘狋－１狘狋－（ ）１ ＋Γ犙Γ（ ）Ｔ 犎Ｔ
＋犚

两边取矩阵迹，得到：

λ＝
ε
Ｔ
ε－ｔｒ犎犙犎

Ｔ
＋（ ）犚

ｔｒ犎Φ犘狋－１狘狋－（ ）１犎Ｔ
Φ（ ）Ｔ

（１７）

式中，ε
Ｔ
ε为当前新息计算所得。

２．２　方差补偿修正犙

根据性质２），如果知道新息和犚的统计性，

可以得出犙的统计性。定义犻步新息：

ε犻＋（ ）狋 ＝狔犻＋（ ）狋－犎^狓犻＋狋狘（ ）狋

式中，可见ε的随机性来自于狔，由式（２）、式（１）

迭代可得到下式：

狔犻＋（ ）狋 ＝犎狓犻＋（ ）狋＋狏＝犎Φ狓犻＋狋－（ ）１ ＋

犎Γ狑＋狏＝ … ＝犎Φ
犻 （）狓狋＋犎 Φ

犻－１
＋…＋Φ（ ）０

Γ狑＋狏

依据性质２）原理得：

犇εε ＝犎Φ
犻犘 （）狓 狋 Φ

犻Ｔ犎Ｔ
＋犚＋

犃犻，狋犙犃
Ｔ
犻，狋犃犻，狋 ＝犎 Φ

犻－１
＋…＋Φ（ ）０ Γ

假定任意时间段修正的犙为对角阵，即

犙＝

σ
２
１１

σ
２
２２



σ
２

熿

燀

燄

燅狀狀

并记ｄｉａｇ犙＝ σ
２
１１，σ

２
２２…σ

２（ ）狀狀
Ｔ

根 据 犈 ε
Ｔ
犻＋狋ε犻＋（ ）狋 ＝ ｔｒ 犈ε犻＋狋ε

Ｔ
犻＋（ ）（ ）狋 ＝

ｔｒ犇（ ）εε ，记ε
Ｔ
犻＋狋ε犻＋狋＝ｔｒ犇（ ）εε ＋η犻＋狋，其中η犻＋狋为零

均值随机变量，令

犈犻＋狋 ＝ε
Ｔ
犻＋狋ε犻＋狋－ｔｒ犎Φ

犻犘 （）狓 狋 Φ
犻Ｔ犎（ ）Ｔ －ｔｒ（ ）犚

ｔｒ犃犻，狋犙犃
Ｔ
犻，（ ）狋 ＝ｔｒ 犪１，犪２…犪［ ］狀 犙 犪

Ｔ
１，犪

Ｔ
２…犪

Ｔ［ ］狀（ ）Ｔ

＝σ
２
１１犪

Ｔ
１犪１＋σ

２
２２犪

Ｔ
２犪２＋…＋σ

２
狀狀犪

Ｔ
狀犪狀 ＝

犃犪犻，狋×ｄｉａｇ（ ）犙

式中，犃犪犻，狋＝ 犪
Ｔ
１犪１，犪

Ｔ
２犪２…犪

Ｔ
狀犪［ ］狀 。

因此，犈犻＋狋＝犃
犪
犻，狋×ｄｉａｇ（ ）犙 ＋η犻＋狋

令 　

犈＝ 犈１＋狋，犈２＋狋…犈犖＋［ ］狋
Ｔ

犃＝ 犃犪１，狋，犃
犪
２，狋…犃

犪
犖，［ ］狋

Ｔ

η＝ η１＋狋，η２＋狋…η犖＋［ ］狋

烅

烄

烆 Ｔ

则有：

犈＝犃×ｄｉａｇ（ ）犙 ＋η （１８）

式（１８）是关于ｄｉａｇ（ ）犙 的线性方程，当犖≥狀时，

有解，且ＬＳ估计为：

ｄｉａｇ（ ）犙 ＝ 犃Ｔ（ ）犃 －１犃Ｔ犈 （１９）

２．３　新息犃犓犉模型公式

将消减因子修正犚和方差补偿修正犙 引入

标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得到如下新息ＡＫＦ：

将式（７）改为：

犘狋＋１狘（ ）狋 ＝λΦ犘狋狘（ ）狋Φ
Ｔ
＋Γ犙Γ

Ｔ

其中，

λ＝ｍａｘ１
ε
Ｔ
ε－ｔｒ犎犙犎

Ｔ
＋（ ）犚

ｔｒ犎Φ犘狋－１狘狋－（ ）１犎Ｔ
Φ（ ）｛ ｝Ｔ

ｄｉａｇ（ ）犙 ＝ 犃Ｔ（ ）犃 －１犃Ｔ犈

　　犙需要前面几期状态的信息，在初始几期，仍

由自定初值代入。一般期数在大于犙对角线元

素个数时，才参与修正。从上面推导中，犙的修正

需要准确的犚，由于犚值较之新息小得多，其影响

不会很大。

犚值仍由自定初值代入，其修正体现在消减

因子对它的影响。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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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大坝变形应用实例

３．１　数据说明及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隔河岩大坝坝轴线某监测点在垂向

上的变形序列值进行实验，如图１。由于大坝变

形平缓，可建立速度项的运动模型，设观测点状态

向量为狓＝ 狊，（ ）狏 Ｔ，狊为位移，狏为速度，状态噪声

取加速度［１１］。以第一、二期观测值计算初值，从

第三期开始进行滤波处理，取先验状态噪声犙＝

０．０１ｍｍ，先验测量噪声犚＝０．１ｍｍ，其他模型

参数如下：

狓０ ＝ －２．６９ｍｍ，－０．０３ｍｍ／（ ）ｈ ，

犘０ ＝
０．１５ ０

０ ０．（ ）１５
Φ＝

１ Δ犜（ ）０ １
＝
１ １（ ）０ １

，犎＝ １，（ ）０ ，Γ＝
０．５（ ）１

图１　坝体轴线垂向变形序列值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ｍＡｘｉｓ

３．２　结果分析

本文比较了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

ｔｅｒ，ＫＦ）、动态ＡＲＭＡ（ＤＡＲＭＡ）预报模型
［１］及

新息ＡＫＦ３种方法的结果。ＤＡＭＲＡ建模需要

历史数据，因此，前３００个序列值用来建模，后

１０００个序列值用来比较，ＡＲＭＡ 模型阶数由

ＤＤＳ
［１］方法确定，最后取ＤＡＲＭＡ（１０，１）。

预报精度比较从第３０１个历元开始，图２～

图４为预报误差图，各方法的预报误差统计结果

如表１所示。

图２　ＫＦ预报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ＫＦ

图３　ＤＡＲＭＡ预报误差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ＡＲＭＡ

图４　新息ＡＫＦ预报残差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ＫＦ

表１　各方法预报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ｆｏｒ

Ｅａｃ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误差均值／ｍｍ 均方误差／ｍｍ

标准ＫＦ ０．１１ ０．１７

动态ＡＲＭＡ ０．１１ ０．１４

新息ＡＫＦ ０．０３ ０．０５

　　由误差图可见，各方法的预报最大误差均不

超过１ｍｍ，由于模型只到速度项，高阶加速度项

将影响位移量的剧烈变化，标准 ＫＦ方法在大坝

变形突变附近处出现误差点聚集，其预报误差偏

大，说明标准ＫＦ不能抑制突变带来的影响，该影

响造成后续短期内预报的系统偏差。ＤＡＲＭＡ

和新息ＡＫＦ能很好地消除突变带来的影响，只

在当期的预报误差会稍微偏大，然后会迅速恢复

预报准确度，但 ＤＡＲＭＡ模型非速度项的运动

模型对大坝变形预报的误差基本等分布，即使在

坝体变形缓变处，预报误差仍较大。新息 ＡＫＦ

则具有较高的预报精度，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

预报平均偏差还是均方误差都在０．１ｍｍ以内，

小于量测误差，预报十分准确。

以三倍测量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ＫＦ方法

约７．６％ 的预报值不可信，ＤＡＲＭＡ 模型约

２．８％的预报值不可信，而信息 ＡＫＦ只有０．１％

的预报值不可信。以两种方法的预报偏差之差大

于量测中误差０．１ｍｍ，（小于０．１ｍｍ的预报值，

可认为由偶然误差引起，不能判定精度优势），比

较各方法的预报精度，如表２所示。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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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方法预报准确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比较 ＡＫ ＤＡＲＭＡ 新息ＡＫＦ

ＡＫ  １８．７％ ０．６％

ＤＡＲＭＡ １５．２％  １．７％

新息ＡＫＦ ２２．７％ ３７．７％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新息ＡＫＦ

的预报精度最高，超过２２．７％的值预报精度优于

ＡＫ方法，超过３７．７％的值优于ＤＲＡＭＡ模型。

参　考　文　献

［１］　黄声享，尹晖，蒋征．变形监测数据处理［Ｍ］．武汉

大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　Ｗａｎｇ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ＧＰＳ／Ｉ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ＩＥＥ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

［３］　ＭａｇｉｌｌＤ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

ｐｌ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ＡＣ，

１９６５，１０（１０）：４３４４３９

［４］　ＡｂｈｉｋＭ，ＰａｒｔｈＰＡ，ＮａｎｄｉＰＫ．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Ｂａｓ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

ｔｅｒｉｎｇ［Ｊ］．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１）：２４５２５２

［５］　ＣｈａｉＬｉｎ，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ＦａｎｇＱｕｎ，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ｉｄ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ｓｅｎｓｏｒ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７）：２２１２３７

［６］　张双成，杨元喜，张勤．基于抗差自校正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的ＧＰＳ导航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８８１８８４

［７］　Ｙ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Ｘｕ Ｔｉａｎｈｅ．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ｇｅ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５６（２）：２３１２４０

［８］　Ｙ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ＨｅＨａｉｂｏ．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ｙＲｏｂｕｓｔＦｉｌｔｅ

ｒｉｎｇｆｏｒ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２００１，７５（２）：１０９１１６

［９］　邓自立．卡尔曼滤波与维纳滤波［Ｍ］．哈尔滨：哈尔

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徐景硕，秦永元，彭蓉．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器渐消因

子选取方法研究［Ｊ］．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４，２６

（１１）：１５５２１５５４

［１１］刘繁明，钱东，郭静．卡尔曼滤波地形反演算法的系

统方程建模［Ｊ］．武汉大学学报·科学信息版。

２０１０，３５（１０）：１１７９１１８３

第一作者简介：李振，博士生，从事地面三维激光雷达数据处理及

其应用研究。

Ｅｍａｉｌ：ｏｓｓｉｍｍａｔｒｉｘ＠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犃犓犉狋狅犐犿狆狉狅狏犲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狅犳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狀犵

犇犪犿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犝狊犻狀犵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

犔犐犣犺犲狀１　犣犎犝犉犲狀犵
１
　犆犎犈犖犑犻犪犼狌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ＫＦ）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ｉｔｉｏｕｓｔ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ｍ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ｉｓｅ（犚）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ｎｏｉｓｅ（犙）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ｏｎ

ｆｉｎｅｄ．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ＫＦ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Ｒａｎｄ

犙，ａｎｄ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ｂ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ａｄａｍ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ｃｃｅｅｄ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ａ

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ＫＦ；ｓｔａｔｅｎｏ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ｎｏｉｓ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Ｚｈｅ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Ｅｍａｉｌ：ｏｓｓｉｍｍａｔｒｉｘ＠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７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