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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变化场的 犕犈犈犕犇样本熵犔犛犛犞犕预测模型

牛　超１　李夕海１　易世华１　卢世坤１　刘代志１

１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５

摘　要：针对地磁变化场时间序列的混沌特性，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集成经验模态分解（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ＥＭＤ）样本熵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ＳＳＶＭ）的地磁变化场预测模型。首先，利用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将非平稳的地磁变化场时间序列分解为一系

列复杂度差异明显的地磁变化场子序列；然后，针对每一个子序列分别建立ＬＳＳＶＭ模型，选择各自适合的最

优模型参数；最后，以地磁台站实测的地磁变化场数据为例进行实验，并与基于单一ＬＳＳＶＭ 以及ＲＢＦ径向

基神经网络的两种预测模型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 模型的预测值能紧跟地磁

变化场的变化趋势，相比另外两种模型，体现出更好的预测效果，在地磁犓狆 指数小于３时，预测３ｈ平均绝对

误差为１．６３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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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用地磁学进行研究的许多领域都需要考

虑地磁变化场的影响［１］，比如空间环境的监测和

预报［２］、地磁活动指数的计算［３］以及地磁导航技

术［４６］等。地磁变化场严重影响着地磁导航的应

用范围和导航精度，因此，需要高精度的地磁变化

场预测模型，用以消除其对基准图的影响。此外，

地磁场环境是地球空间电磁环境的组成部分，对

其进行建模研究，对于空间环境监测、现报及预报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地磁变化场的非线性、非平稳特性非常明显，

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时空分布特征［２］，使得人们

难以用完备的理论模型精确描述。但是，地磁变

化场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相

关性等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性就可以对地磁变化

场值进行一定精度的预测，进而满足应用需求。

而且，地磁变化场具有混沌特性［７］，虽然其长期演

化过程难以预测，但短期内可以进行一定精度的

预测。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集成经

验模态分解（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ＥＭＤ）
［８］样本熵

［９］最小二乘

支持向量机（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ＬＳＳＶＭ）
［１０］的地磁变化场混沌时间序列

预测模型。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犕犈犈犕犇

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ＥＭＤ）是一种信号分解方法，较适用于分析

非线性、非平稳信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地球

物理信号分析中。地磁变化场包含着丰富的伪周

期信息，因此，可利用ＥＭＤ获取地磁信号中的伪

周期分量，进而进行建模预测，但ＥＭＤ易出现模

态混叠现象。文献［８］提出了一种 ＭＥＥＭＤ方

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些不足，具体算法见参考文

献［８］。

１．２　样本熵

近年来，对复杂度理论的研究已成为非线性

科学的热点。样本熵是文献［９］提出的一种与近

似熵相似但精度更高的时间序列复杂性的度量方

法，由于其只需较少的数据便可得出稳定的数值，

因此较适合于工程应用。样本熵刻画了时间序列

在模式上的自相似性和复杂性程度，其理论及算

法见参考文献［９］。

１．３　犔犛犛犞犕

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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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基于核函数和统计学习理论的方法，其通

过核函数能实现从样本空间到高维特征空间的非

线性映射，将低维空间的非平稳过程映射到高维

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系统的非平稳程度，因

此较适用于非线性、非平稳系统的建模。本文选

取为算法简单、求解速度较快的ＬＳＳＶＭ，其方法

原理见参考文献［１０］。核函数选取为常用的径向

基核函数，利用交叉验证法选择ＬＳＳＶＭ 的最优

正则化参数γ以及核函数参数σ。

２　基于 犕犈犈犕犇样本熵犔犛犛犞犕的

地磁变化场预测

２．１　建模数据

由于地磁扰动剧烈时地磁变化场呈现出更为

复杂的演化形态，难以实现地磁辅助导航等应用，

所以，本文的预测模型主要针对地磁活动较为平

静的时段，选用的数据为中国地磁台网乾陵台

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２４周（２００９０６０５～２００９０６１８）的

地磁变化场数据，该时段的犓狆 指数均小于３，因

此，地磁活动性很低。由文献［１１］的研究结果可

知，目前常用的地磁匹配分量为犣分量，因此，本

文选择犣分量作为模型对象，其他分量亦可使用

该模型。

２．２　建模过程

在地磁辅助导航应用中，地磁变化场数据的

时间分辨率越高越好，但随之而来的是计算量

增大及预测时长缩短。综合考虑各种情况，本

文采用地磁犣分量的１０ｍｉｎ均值作为建模对

象。文献［１２］指出，犛狇 日变幅具有显著的逐日

变化，可知预测时长超过１ｄ将难以达到较高精

度。因此，结合实际应用需求，本文预测时长最

长为２４ｈ，并以３ｈ的短时预测为研究重点。用

第２３周的数据训练模型，第２４周的数据作预测

检验。

建模具体过程如下。

１）利用 ＭＥＥＭＤ将建模所用的训练数据分

解为一系列具有不同特征尺度的本征模态函数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Ｆ），实现地磁变化场

时间序列平稳化。

２）利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样本熵对各ＩＭＦ进

行复杂度分析（样本熵反映时间序列在模式上的

自相似程度），将熵值相似的ＩＭＦ合并，产生新子

序列，以降低计算规模。

３）针对每一个具有近似特性的子序列，分别

采用ＬＳＳＶＭ模型进行建模，选择各自适合的核

函数和最优模型参数，降低地磁变化场数据非线

性和非平稳性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各子序列建模

具体步骤为：① 借用混沌相空间重构理论确定各

子序列的嵌入维数和延迟时间，本文采用改进Ｃ

Ｃ算法选择嵌入维数和延迟时间；② 利用交叉验

证法选择ＬＳＳＶＭ的最优正则化参数γ以及核函

数的参数σ；③ 令预测步数为１，根据训练集合构

造一个较为精确的单步预测器；④ 在此单步预测

器的基础上进行迭代运算，从而实现多步迭代预

测。

４）将各子序列的预测结果进行合并叠加即

可得地磁变化场预测值。

２．３　预测结果与讨论

图１为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２４周的地磁变化场曲

线及相应犓狆 指数，从图１（ｂ）可以看出，此时段

犓狆 指数均小于３，地磁活动性很低。

图１　地磁变化场曲线及对应的犓狆 指数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犓狆Ｉｎｄｅｘ

从图１（ａ）可以看出，地磁变化场时间序列具

有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稳性，为了更好地对地磁

变化场混沌时间序列进行局部分析以获得更高的

预测精度，首先利用 ＭＥＥＭＤ对训练样本数据进

行分解，得到一系列不同尺度的ＩＭＦ分量，分解

后的ＩＭＦ分量和剩余分量ｒｅｓ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由于地磁变化场时间序列

的非平稳性非常明显，ＩＭＦ分量很多，若直接利

用ＬＳＳＶＭ对每一个分量进行建模预测，将会导

致计算规模增大。为了更有效地对地磁变化场进

行预测，采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样本熵对每一个

ＩＭＦ进行复杂度评估，各ＩＭＦ的样本熵值如图３

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各ＩＭＦ分量的样本熵值随

着ＩＭＦ分量频率的降低整体上呈递减趋势，说明

从高频到低频分量复杂度是减小的，验证了样本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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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ＭＥＥＭＤ分解后的训练样本各ＩＭＦ分量

Ｆｉｇ．２　ＩＭＦ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ＭＥＥＭＤ

图３　各ＩＭＦ分量的样本熵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ｏｆＥａｃｈＩＭＦ

熵的有效性。而且，部分相邻的ＩＭＦ的熵值相差

不大，为减少建模的计算规模，对相邻的熵值相差

不大的ＩＭＦ进行合并叠加，具体合并结果如表１

所示，处理后的新的子序列如图４所示。

表１　各犐犕犉分量合并为新子序列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ｅｗ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ｂｙＩＭＦ

新序列号 １ ２ ３ ４ ５

原ＩＭＦ分量序列号 １ ２ ３，４ ５，６ ７，８，９

　　根据得到的新的子序列建立ＬＳＳＶＭ预测模

型，图５给出了预测期为３ｈ（即迭代预测１８步）

的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 模型预测结果。具

体方法是进行一次１８步的多步预测后，把刚测试

完的实际地磁场数据再送入预测模型进行训练，

继续下一次的１８步预测，如此反复即可得到１周

的地磁变化场序列的预测结果。从图５（ａ）中可

以看出，该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能很好地

吻合，说明基于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的预测

图４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处理后的地磁变化场

训练样本数据各ＩＭＦ分量

Ｆｉｇ．４　ＩＭＦ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ＭＥＥＭＤＳａｍｐＥｎ

模型能很好地描述和刻画变化磁场这个复杂系统

的特性。从图５（ｂ）可以看出，在地磁场变化相对

剧烈的时间段，误差有些偏大。这表明当地磁场

复杂多变时，预测难度增大，对应的预测误差也相

应增大。

图５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模型的

预测结果（预测期为３ｈ）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ＥＭＤＳａｍｐＥｎ

ＬＳＳＶＭ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３ｈ）

本文采用单一ＬＳＳＶＭ 模型和ＲＢＦ径向基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精度对比实验，并采用平

均绝对误差 ＭＡＥ作为预测评价函数。

图６给出了３种模型在不同预测期下的误差

变化曲线，预测时长从１０ｍｉｎ（１步预测）到２４ｈ

（多步迭代预测）。从图６可以看出，随着预测期

的增大，每种模型的预测误差逐步增大，但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 模型要明显优于另外

两种模型。为了考察该模型在不同地磁活动水平

下的预测效果，根据犓狆 指数，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９

年第１５、１６周（２００９０４０９～２００９０４２２）地磁活

动中等期以及２００９年第２５、２６周（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２）地磁较高活动期的数据进行了仿真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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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当地

磁活动性增加时，变化磁场变得复杂多变，预测难

度增大，预测期为３ｈ、地磁活动平静期的预测误

差为１．６３ｎＴ。

图６　不同预测期误差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ＭＡ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表２　犕犈犈犕犇样本熵犔犛犛犞犕模型在不同预测期及不

同地磁活动水平下的平均绝对误差／ｎＴ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ｏｆＭＥＥＭＤＳａｍｐＥｎＬＳＳＶＭ Ｍｏｄｅｌ／ｎＴ

不同地磁活动水平
时间／ｈ

１ ３ ６ １２ ２４

地磁平静期 ０．８６ １．６３ ２．３３ ２．８９ ３．０

地磁中等活动期 １．２３ ２．０８ ２．６７ ３．１２ ３．６６

地磁较高活动期 １．４４ ２．９５ ３．６１ ４．０７ ４．９８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地磁变化场的 ＭＥＥＭＤ样

本熵ＬＳＳＶＭ预测模型，以地磁台站实测的地磁

变化场数据为例进行实验，并与单一ＬＳＳＶＭ 以

及ＲＢ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相比较，结果表明，

ＭＥＥＭＤ样本熵ＬＳＳＶＭ 模型的预测值能紧跟

地磁变化场的变化趋势，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这说明该预测模型能很好地描述和刻画变化磁场

这个复杂系统的特性，为实现地磁变化场短时高

精度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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