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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变形分析建模中常采用回归分析建模，但普通的回归模型是一种静态的模型，当变形体结构或物理

性质发生变化时，普通线性回归所建立的静态模型将不再适用。变系数回归模型是一种动态模型，有着更强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将变系数回归引入大坝变形分析建模中，采用局部线性估计的方法进行系数拟合。

仿真和大坝变形建模实验表明，变系数回归得到的大坝变形模型优于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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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分析是变形建模中一种常用的物理统计

建模方法，它是通过建立变形影响因素与变形量

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即回归方程，然后利用所建立

的回归方程来对变形体的变形进行分析以及预

报［１２］。但是，普通回归分析是一种静态模型，即

模型一旦建立，变形量与变形影响因素之间的函

数关系保持不变［３］。但在实际应用中，变形体的

结构或物理性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周边环境的

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样，利用普通线性回归而建立

的回归方程将不再适用。为了克服普通回归分析

建模的这一弊端，将变系数回归分析模型引入变

形分析建模中。该模型通过假定线性回归模型中

的回归系数是其他自变量的未知函数，是一种动

态模型，从而增加了模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本

文在介绍变系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其估计方

法进行探讨，然后通过仿真和实际大坝监测数据

建模分析，以验证变系数回归在大坝变形建模中

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１　变系数模型及其拟合方法

变系数模型是通过假定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

系数为另一自变量犝 的未知函数的模型。设犢

为因变量，犡１，犡２，…，犡狆 和犝 为自变量，若犢 与

犡１，犡２，…，犡狆 及犝 满足：

犢＝β１（犝）犡１＋β２（犝）犡２＋…＋β狆（犝）犡狆＋ε （１）

其中，β犼（·）（犼＝１，２，…，狆）为未知函数；ε为误差

项，且犈（ε｜犝，犡１，…，犡狆）＝０，Ｖａｒ（ε｜犝，犡１，…，

犡狆）＝σ
２（犝），则模型被称为变系数回归模型

［４］。

变系数回归主要的拟合方法有三种：核光滑

估计方法、多项式样条估计方法以及光滑样条估

计方法［５７］。由于变系数模型本质上还是局部线

性模型，因此更适合于用局部光滑方法来拟合。

在实际应用中，较为常用的是局部线性拟合［７８］，

其具体算法如下所示。

设（犢犻，犡犻１，…，犡犻狆，犝犻）（犻＝１，２，…，狀）为狀

组独立的观察数据，则变系数模型的样本形式为：

犢犻＝∑
狆

犼＝１
β犼（狌犻）犡犻犼＋ε犻，犻＝１，２，…，狀 （２）

式中，β犼（狌）（犼＝１，２，…，狆）为关于狌连续的导数，

μ为狌 的取值范围。对任意给定的狌０∈μ，由

Ｔａｙｌｏｒ公式，在狌０ 的邻域内有：

β犼（狌）＝β犼（狌０）＋β′犼（狌０）（狌－狌０），犼＝１，２，…，狆

（３）

设犓（狋）为给定的核函数
［８９］，且犓犺（狋）＝犓（狋／犺）／

犺，则变系数模型的局部线性拟合即选择β犼（狌０）和

β′犼（狌０）使得：

∑
狀

犻＝１

（犢犻－∑
狆

犼＝１

（β犼（狌０）＋β′犼（狌０）（犝犻－狌０））犡犻犼）
２
·

犓犺（犝犻－狌０）＝ｍｉ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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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犠（狌０）＝Ｄｉａｇ（犓犺（犝１－狌０），…，犓犺（犝狀－狌０））

犪（狌０）＝ ［β１（狌０）…β狆（狌０）β′１（狌０）…β′狆（狌０）］
Ｔ

（５）

则上述加权最小二乘问题的解可以表示为：

犪^（狌０）
Ｔ
＝ （犡

Ｔ（狌０）犠（狌０）犡（狌０））
－１·

犡Ｔ（狌０）犠（狌０）犢
（６）

因此系数函数向量β（狌）＝［β１（狌）β２（狌）…

β狆（狌）］
Ｔ在狌０ 处的局部线性估计可以表示为：

＾
β（狌０）＝ （犡

Ｔ（狌０）犠（狌０）犡（狌０））
－１·

犡Ｔ（狌０）犠（狌０）犢
（７）

因此可得因变量犢 在各设计点犝犻（犻＝１，２，…，狀）

的拟合值为：

犢^犻 ＝＾β１（犝犻）犡犻１＋… ＋^β狆（犝犻）犡犻狆

＝犡
Ｔ
犻 （犡

Ｔ（犝犻）犠（犝犻）犡（犝犻））
－１·

犡Ｔ（犝犻）犠（犝犻）

（８）

其中，犡Ｔ犻＝［犡犻１犡犻２…犡犻狆］为犡１，犡２，…，犡狆 的第

犻组观测值。

２　仿真数据分析

　　模拟实验取的变系数模型为犢＝β１（犝）犡１＋

β２（犝）犡２，模型系数函数如式（９）所示：

β１（狌）＝狌·ｃｏｓ（７π狌）

β２（狌）＝
３

５
（（ｅｘｐ（－（５狌－１）

２
＋１）＋ｅｘｐ（－

（５狌－３）
２）＋１＋２ｅｘｐ（－（２狌－３）

２
＋１））－１）

（９）

　　令犝、犡１、犡２ 分别服从均匀分布犝（０，１）、

犝（０，２）、犝（０，３），独立随机抽取了容量为５００的

随机样本，并利用已知的变系数模型计算犢 的取

值。由于实际应用中犢、犡１、犡 是通过观测得到

的，因此，犢、犡１、犡的取值再加上服从标准正态分

布犖（０，１）的误差项ε。然后采用局部线性拟合

法进行变系数回归，并与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进

行比较。

图１为变系数回归模型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

的结果比较，其中，实线条表示观测值犢，虚线条

表示普通线性回归结果，犡 形标记表示变系数回

归结果。图２为两种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其中，

圆点标记的线条表示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残差序

列，犡形标记的线条表示变系数回归模型回归残

差序列。同时，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的中误差

为０．８３３５，而变系数回归模型回归结果的中误差

为０．０８３７。由图１、２及两种回归模型回归结果的

中误差可知，变系数回归建立的模型比普通线性

回归建立的模型更准确。

图１　不同模型回归结果与真值的比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

图２　不同模型的残差值比较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３　实际数据分析

实例数据为五强溪大坝２００４０４０１～２０１０

０９０１总共２３４５ｄ的监测数据，包括大坝引张线

向下形变量以及影响因子（降雨量、水位和温度）

的观测数据。采用的变系数模型为犢＝β１（犝）犡１

＋β２（犝）犡２＋β３（犝）犡３，其中，犢 为位移量，犡１、

犡２、犡３分别表示降雨量、水位、和温度３个影响因

子，犝 为时间。实验利用变系数回归与普通线性

回归对５个监测点进行建模，图３和图４为其中

１号点的建模结果。图３中，实线条表示观测值

犢（即大坝向下形变量），虚线条表示普通线性回

归结果，Ｘ标记表示变系数回归结果。图４中，点

状线条表示普通线性回归残差值，Ｘ形线条表示

变系数回归残差值。表１为５个点两种回归建模

得到的回归残差序列的 ＲＭＳ值。从图３、４及

表１中可以看出，变系数回归建立的变形模型比

普通线性回归建立的模型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说明变系数回归模型的优越性，

又选取了其中３００ｄ的观测数据，分别利用普通

线性回归与变系数回归进行建模，并对其后３０ｄ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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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模型回归结果与真值的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

图４　不同模型的残差值比较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表１　不同模型回归残差序列的犚犕犛值／ｍｍ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ｆ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ｍｍ

回归模型 １号点 ２号点 ３号点 ４号点 ５号点

线性回归模型 ０．６８１０ ０．６２５９ １．３５７５ ２．９２３４ １．２０７６

变系数回归模型 ０．１２２８ ０．１０７２ ０．３０７２ １．０２１３ ０．２０２８

进行预报，然后将预报值与实际观测值进行比较。

图５为两种模型的预测值以及实际变形观测值的

序列图，其中，点状标记的线条表示实际值，圆型

标记的线条表示变系数回归模型预报值，倒三角

标记的线条则表示线性回归模型预报值。图６为

两种模型预测值减去实际变形观测值而得到的残

差序列图，其中，倒三角标记的线条表示线性回归

模型预测值残差，圆型标记的线条表示变系数回

归模型预测值残差。表２为５个点的两种回归模

型预测残差序列的 ＲＭＳ值。可以看出，变系数

回归模型的预测残差远小于线性回归模型预测残

表２　不同模型预测残差序列的犚犕犛值／ｍｍ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ｍｍ

回归模型 １号点 ２号点 ３号点 ４号点 ５号点

线性回归模型 ０．２７９７ ０．２６０６ ０．４２９１ １．１９０２ ０．４７８３

变系数回归模型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４７５ ０．２１４５ ０．７７９８ ０．１６２４

图５　不同模型预测值同实际值比较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ｗｉｔｈ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图６　不同模型预测结果残差比较图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差，说明变系数回归模型具有更准确的预报能力。

４　结　语

当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函数关系随着某个因

子的变化而变化时，变系数回归模型可以很好解

决这一问题。从大坝变形的变系数回归建模可以

看出：① 水位、温度及降雨对大坝变形影响是变

化的，说明实践应用中变形影响因子对大坝变形

的影响是非线性的；② 利用变系数回归建立的大

坝变形模型能更好地适应变形影响因子的这种非

线性的影响，具有更准确的预报能力，更符合实践

应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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