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３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３７４００９，４１２７４０１８）；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ＣＢ７３３３０２）。

第一作者：孙佳龙，博士，主要从事空间大地测量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ｌｏｎｇｓｕｎ＠１２６．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２０４３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４１０４

利用夹角余弦和聚类分析的电离层犜犈犆混沌预测

孙佳龙１　郭金运２
，３
　郭淑艳１

１　淮海工学院测绘工程学院，江苏 连云港，２２２００５

２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１０

３　海岛（礁）测绘技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１０

摘　要：利用１２０°Ｅ、４５°Ｎ上空的２００８年年积日１０１～１５０ｄ时间段内共６００个电离层格网ＴＥＣ数据，分析了

该点上空电离层ＴＥＣ参数的混沌特性，发现其关联维数为２．２６３２，嵌入维数犿＝５，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为

０．０８３３，该ＴＥＣ时间序列具有混沌的特征，存在混沌现象。利用加权一阶局域法对ＴＥＣ时间序列进行预测

时，提出了利用夹角余弦和聚类分析方法对相似相点进行选择的方法，结果表明，在５维相空间中，该方法除

在第４分向量略不及欧氏距离和夹角余弦方法外，其余４个分向量均优于后两种方法。利用该方法选择的相

似相点进行一阶局域预测时，得到的标准差ＳＴＤ（０．６１８ＴＥＣＵ）和ＲＭＳ（０．６２３ＴＥＣＵ）均小于欧氏距离和夹

角余弦得到的ＳＴＤ和ＲＭＳ，说明该方法可以准确地搜索到与基准点相关性更强的相似相点，预测精度更高。

关键词：电离层ＴＥＣ；混沌特征；夹角余弦；聚类分析；加权一阶局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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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浓度总含量（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ＥＣ）是描述电离层形态和结构的重要参数，通过

对ＴＥＣ的准确定量预报，可以准确地反映电离层

的基本变化情况［１］。

对于电离层ＴＥＣ的预报，特别是对于数小时

至数天的短期预报，通常采用线性时间序列预测

模型（如ＡＲＭＡ或ＡＲ模型）进行预报
［２］，而对于

电离层ＴＥＣ的非线性预报模型特别是混沌模型

的研究则较为少见［３］。混沌现象所固有的确定性

表明许多随机现象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而混沌

现象所固有的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又意味着预

测能力受到新的根本性限制［２］。根据拟合相空间

中吸引子的方式，混沌预测可分为全域法和局域

法两种。当相空间很复杂时，全域法将无法求出

真正的映射，从而导致预测精度迅速下降［４］。加

权一阶局域预测法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混沌时间

序列预测方法，当嵌入维数较小时，通过欧氏距离

选择的参考邻域可以反映基准相点的相关性，但

当嵌入维数逐渐增大时，其局限性开始逐步显

现［５］。而夹角余弦利用向量空间中两个向量夹角

的余弦值衡量两个向量间差异的大小，夹角余弦

值越大，夹角越小，相关性越高，可以作为反映向

量相关性的一种指标［６］。为了更好地搜索与基准

相点（相空间最后若干（嵌入维数）个点）最为相似

的参考点，除了以夹角余弦作为相似度指标外，还

利用了聚类分析方法对相空间轨迹点进行分类，

从分类结果中选择最优的相点作为拟合参数的参

考点进行加权一阶混沌预测。

采用Ｉ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全球

经度方向间隔５°、纬度方向间隔２．５°格网，时间

间隔（采样率）为２ｈ的全球电离层ＴＥＣ时间序

列，利用混沌理论分析了时间序列的混沌特征，并

利用夹角余弦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加权一阶局域

混沌预测模型对电离层ＴＥＣ进行准确预报。

１　混沌序列的相空间重构理论与预

测

　　重构系统相空间时只需考察一个分量，通过

某些固定的延时点上的观测值找到相应的犿 维

分量，就可重构出一个等价的相空间［４］。如何选

择适当的时间延迟和嵌入维数是相空间重构的主

要内容。在利用重构的相空间进行预测时，最大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不仅可以作为判定系统是否具有

混沌特性的依据；同时，其倒数还可作为系统的可

预报尺度，为预报的准确性提供尺度上的依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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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时间延迟τ

时间延迟τ表示相空间中相矢量的各分量在

时间序列中时间间隔的大小［６］。计算时间延迟的

方法主要有自相关法、平均位移法、复自相关法、

去偏自相关法、互信息法和ＣＣ法等
［１２］。由于

去偏自相关法具有很强的理论依据，数学表达式

简洁，复杂程度适中，且容易计算，因此，采用去偏

自相关法计算时间延迟。

１．２　嵌入维数犿

计算嵌入维数犿 的方法主要有伪最近邻域

法、真实矢量法、Ｃａｏ方法和饱和关联维数（ＧＰ）

法等［４］。其中ＧＰ法是最常用的计算嵌入维数

的方法，因此，采用ＧＰ算法计算嵌入维数。

１．３　最大犔狔犪狆狌狀狅狏指数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是定量描述混沌运动对初值

条件的敏感性的吸引子特征量［５］。若系统的最大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为正，则系统是混沌的，其值越大，

混沌特性越强，对初始值的敏感性也越强；反之则

敏感性越弱。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的倒数可作为

系统的可预报尺度，即只有在该预报尺度范围内，

才能对系统作高精度的预测。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可定义为：

λ＝ｌｉｍ
狀→!

１

狀∑
狀

犻＝１

ｌｎ
犱犻＋１
犱犻

（１）

１．４　混沌预测方法

加权一阶局域法以相空间轨迹的最后一点作

为中心点，把离中心点最近的若干轨迹点作为相

关点，用犡（狋＋１）＝犪＋犅狓（狋）来拟合中心点周围

的小邻域［４］。对于中心点周围犽个点，则犡（狋＋

１）＝犪＋犅狓（狋）可以表示为：

犡（狋１＋１）

犡（狋２＋１）



犡（狋犽＋１）

＝犪＋犫

犡（狋１）

犡（狋２）



犡（狋犽）

（２）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犪和犫，再通过犡（狀＋１）＝

犪＋犫犡（狀）得到相空间中轨迹的趋势，从而可以从

犡（狀＋１）中分离出时间序列的预测值。对于中心点

周围邻域内相关点的个数犽，如果犽值过大，则会影

响预测的效果，通常选择犽≥犿＋１即可，犿为嵌入维

数。在选择相关点时，采用了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

其中，夹角余弦是用向量空间中两个向量夹角的余

弦值作为衡量两个向量间差异的大小，其表达式为［７］：

ｃｏｓθ＝
∑
犿

狋＝１

犡犻［狋］·犡犼［狋］

∑
犿

狋＝１

犡犻［狋］槡
２· ∑

犿

狋＝１

犡犼［狋］槡
２

（３）

式中，犿为嵌入维数；犡犻和犡犼为基准相点邻域内

任意两个相点。

２　电离层犜犈犆的混沌特征分析与

预测

　　选取１２０°Ｅ、４５°Ｎ上空的２００８年年积日１０１

～１５０ｄ时间段内共６００个电离层格网ＴＥＣ数据

为时间序列样本，时间间隔为２ｈ。利用去偏自

相关法计算时间延迟τ＝２，利用ＧＰ法计算的关

联积分和关联空间维数如图１所示。从图１（ａ）

中可以看出，当犿＞５以后，曲线的左端有一段近

似直线的线段，其斜率为２．２６３２，且基本不随嵌

入维数犿的变化而变化。从图１（ｂ）也可以看出，

在犿≥５的区间内，关联维数犱在一定误差范围

内保持不变。理论上，嵌入维数犿 应在犱～２犱＋

１之间，本文取嵌入维数犿＝５。

图１　电离层ＴＥＣ的关联积分和关联空间维数

Ｆｉｇ．１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由 Ｗｏｌｆ方法
［８］计算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

λ＝０．０８３３，最大预报尺度为：

１／λ≈１２

即有效预报尺度为１２个相空间点，由于该时间序

列的时间间隔狊即它的平均周期为１４，换成时间

序列中的点则是１６８个点（１２狊＝１２×１４＝１６８）。

将ＴＥＣ数据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用来分析，

在对ＴＥＣ数据前半部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后

半部分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和实测值进行比

较。由于时间序列的嵌入维数为５，因此，利用加

权一阶局域法预测时，基准相点周围邻域内相关

点的个数犽＝６，而利用夹角余弦和 ＫＭｅａｎｓ聚

类算法对轨迹点进行分类时，当标准测度函数开

始收敛，同时以基准相点为中心的聚类中包含６

个相关点时，聚类结果即为最为相似的相关点。

由欧氏距离、夹角余弦和基于夹角余弦与聚类分

析结合得到的相似相点与基准相点如图２所示。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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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三种方法得到的相似相点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ｈａｓｅＰｏｉ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中，实线为基准相点，虚线为相似相点。

可以看出，三种方法得到的相似相点一部分是重

合的，说明利用欧氏距离和夹角余弦在某种情况

下选择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由于存在不同的相似相点（距离基准相点最

近的几个相点），因此，导致三种方法在最终搜索

到的所有相似相点与基准相点的运动趋势上有所

差别。而基于夹角余弦（图２（ｂ））及基于夹角余

弦和聚类分析（图２（ｃ））得到的相似相点与基准

相点在相空间的运动趋势比基于欧氏距离（图２

（ａ））得到的相似相点更为相似，相关性更高。为

了更细致地比较利用三种方法搜索到的相关相点

的相似性情况，分别将基于欧氏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Ｄ）、夹角余弦（ｃｏｓｉｎｅ，Ｃ）以及夹角余

弦与聚类分析（ｃｏｓｉｎｅ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Ｃ）相结合的

方法得到的相关点各分向量与基准相点的分向量

求取差值，并比较差值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ＳＴＤ和ＲＭＳ，结果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６个相似相点与基准相

点的差值中，除第４分向量，夹角余弦（Ｃ）及夹角

余弦和聚类分析（ＣＣ）相结合得到差值的最大值

高于欧氏距离外，其余最大值结果均基本相同。

说明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在整体上差异不大。在

差值的平均值上，ＣＣ方法在三个向量（１、２、５）上

小于ＥＤ方法，而在另外两个分量上则大于后者。

说明在不同的分向量上，相似相点与基准相点相

似情况有所差异。而三种方法得到的差值的

ＳＴＤ中，Ｃ和ＣＣ方法除在第４分向量略大于ＥＤ

方法外，在其他４个向量中，两种方法均小于ＥＤ

方法。而Ｃ和ＣＣ方法相比，除在第４分向量两

者相同外，其余分向量ＣＣ方法得到的ＳＴＤ均小

于Ｃ方法。由此说明，Ｃ和ＣＣ方法得到的相似

相点在整体离散程度上优于ＥＤ方法，而ＣＣ方

法又优于Ｃ方法。而在衡量相似相点与基准相

点之间偏差的指标ＲＭＳ中，Ｃ和ＣＣ方法除在第

４分向量略不及ＥＤ方法外，在其余４个分向量

中，均优于ＥＤ方法。而Ｃ和ＣＣ方法相比，ＣＣ

方法得到的ＲＭＳ均优于Ｃ方法。由此可见，ＣＣ

和Ｃ方法得到的相似相点在整体上比ＥＤ方法更

相似于基准相点，而ＣＣ方法则比Ｃ方法更优。

表１　相关点和基准相点各分量差值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ｈａｓｅＰｏｉｎｔｓ

分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ＳＴＤ ＲＭＳ

ＥＤ Ｃ ＣＣ ＥＤ Ｃ ＣＣ ＥＤ Ｃ ＣＣ ＥＤ Ｃ ＣＣ ＥＤ Ｃ ＣＣ

１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７５ －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３７

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７０ －０．１ －０．３５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２９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２１

３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２０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５７

４ ０．３０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０５ －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１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２５

　　为了验证以上三种方法选择的相似相点的预

测效果，对时间序列最后１６８个ＴＥＣ数据进行了

预测，预测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三种方法得到的预测值

与ＴＥＣ实测值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而在时间序

列的峰值和谷底，由Ｃ及ＣＣ方法得到的预测值

比ＥＤ方法得到的预测值更接近于实测值。预测

值与实测值差值的各种指标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使用ＣＣ方法得到的预

测值与实测值之间的最大差值比其他两种方法

小，说明在时间序列的峰值和谷底，该种方法得到

的预测值更接近于实测值。而该种方法得到的差

值的ＳＴＤ和ＲＭＳ都小于另外两种方法，说明无

论在差值本身离散程度上还是与实测值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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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２０°Ｅ、４５°Ｎ上空ＴＥＣ预测值与实测值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ＣＶａｌｕｅｓ

Ａｂｏｖｅ１２０°Ｅ，４５°Ｎ

表２　预测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方法 最小 最大 平均值 ＳＴＤ ＲＭＳ

ＥＤ ２．１７４ －２．７５０ ０．２００ ０．７５８ ０．７８３

Ｃ ２．０１７ －２．５７２ ０．１１５ ０．６６０ ０．６７０

ＣＣ ２．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０．０８１ ０．６１８ ０．６２３

离程度上，基于夹角余弦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都优于其他两种方法，因此，精度更高。另外，

夹角余弦得到的ＳＴＤ和 ＲＭＳ也小于欧氏距离

得到的ＳＴＤ和ＲＭＳ，说明夹角余弦的预测精度

要高于欧氏距离预测的精度。然而，当相空间向

量比较复杂时，根据距离最小或夹角余弦最小准

则，有时并不能找到与基准相点最相似的几个相

点。聚类分析能自动确定标记实现类间的分离，

并以此作为评价聚类结果的质量，因此，能对数据

集合提供很好的分类结果，由此可以搜素到与基

准相点更为相似的相关相点，从而能进一步提高

预测精度。

３　结　语

采用三种方法选择与基准相点相似的相关相

点。结果表明，夹角余弦、夹角余弦与聚类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除在第４分向量略不及欧氏距离方法

外，在其余４个分向量中，均优于欧氏距离方法。

夹角余弦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与夹角余弦相

比较，前者优于后者。利用三种方法选择的相似

相点进行一阶局域预测时，夹角余弦和聚类分析

相结合得到的ＳＴＤ和 ＲＭＳ均小于欧氏距离和

夹角余弦得到的ＳＴＤ和ＲＭＳ，说明夹角余弦和

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准确地选择与基准点

相关性更强的相似相点，从而提高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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