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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动力系统的相空间延迟坐标重构，利用混沌序列固有的确定性和非线性，提出了用于混沌时间序列

预测的一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在*+,-.//0自适应滤波器的基础上引入1234+25函数来

减少待定参数)实验研究表明，这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器仅需用$#个样本经&#次预训练后，就能有效

地预测一些低维混沌序列，且这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器更便于工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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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混沌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混

沌时间序列的建模和预测已成为近年来混沌信号处

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混沌现象的惊人

之处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简单非线性模型也会产生有

如随机过程的复杂行为特征，如果有幸发现这些相

对简单的模型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的预测就有可能实

现)<0=.>1的嵌入定理为我们提供了预测混沌时间

序列的理论证据)基于<0=.>1的嵌入定理和相空间

重构思想，人们已提出了许多预测混沌时间序列的

非线性预测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分为全局预测

法［"—$］、局域预测法［!，(］和自适应非线性滤波预测

法［7—"#］)其中基于相空间重构的基本思想和混沌时

间序列产生的确定性非线性机制的混沌序列自适应

非线性滤波预测法能对低维混沌序列进行精确地预

测［7—"#］)
由于各类神经网络如小波网络、模湖神经网络、

径向基函数网络、递归神经网络等具有普遍的非线

性函数逼近能力［"—$］，因而它们是用于混沌时间序

列预测的主要工具之一)然而，对混沌时间序列而

言，如果只是就输入?输出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事

实上只是调节神经网络去模拟混沌系统行为的个特

定轨迹，即得到的只是个给定激励的特定解，当一个

新的激励输入系统时，这类预测模型就可能得不到

正确的系统行为［$］)基于*+,-.//0级数展式的自适

应非线性滤波预测模型由于综合利用了线性和非线

性项，其本质上属于参数辩识模型，因而较之神经网

络对特定的低维混沌序列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但

由于二阶*+,-.//0滤波器逼近非线性函数的能力有

限，使其在预测高阶混沌序列和时变混沌序列方面

有一定的局限性；自适应高阶非线性滤波器在逼近

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能够对包括高维耦合混沌

在内的混沌时间序列进行有效地预测，但是，这两种

自适应非线性滤波预测模型的共同缺点是当输入维

数较大时，其计算复杂性问题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

问题)为此本文在二阶*+,-.//0自适应预测滤波器

基础上，提出了引入1234+25函数来构造非线性滤

波预测模型，以期达到减少其待定参数和提高其逼

近非线性函数)

& 一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

模型和自适应算法

混沌序列预测的基础是状态空间的重构理论!
假设观测到的混沌时间序列为｛"（#），#@"，&，⋯，

$｝，则在状态空间中重构的一点状态矢量可表示为

!（#）@（"（#），"（#A!），⋯，"（#A（%?"）!））&，

其中% 为嵌入维数，!为延迟时间!由<0=.>1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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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混沌序列的预测重构本质上是一个动力系统

的逆问题!既通过动力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去构造系

统的模型，也就是建立

"（#$%）&’（!（#）） #·&!，"，⋯，(，（!）

其中%为前向预测步长（%!#），’（·）为重构的预

测模型!由于时间序列不可能全为原动力系统产生

的干净序列值，它还叠加有测量误差等各种噪声，则

一个实际的预测模型应为

"（#$%）&’$（!（#））$!（#）， （"）

其中!（#）为噪声或拟合误差!这就变成了一个预测

模型的构建问题!
众所周知，线性自适应滤波能够处理一些时变

和非线性、非平稳信号，其原因在于：自适应滤波技

术利用前一时刻已获得的滤波器参数等结果，自动

地调节现时时刻的滤波器参数，以适应信号和噪声

未知的或随时间变化的统计特性，从而实现最优滤

波［!!，!"］!但是，由于线性自适应滤波器本质上的线

性性，限制了它们在探究混沌信号的高阶统计冗余

性方面的能力和逼近非线性函数的能力!人们已在

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神经网络模型和基

于%&’()**+级数展式的非线性多项式滤波预测模

型!由于各类神经网络如小波网络、模糊神经网络、

径向基函数网络、递归神经网络等具有普遍的非线

性函数逼近能力［!—,］，因而它们是用于混沌时间序

列预测的主要工具之一!基于%&’()**+级数展式的

非线性多项式滤波预测模型由于综合利用了线性和

非线性项，其本质上属于参数辨识模型，比神经网络

对特定的低维混沌序列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其中

一个原因在于：如果只是就输入-输出对神经网络

进行训练，事实上只是调节神经网络去模拟混沌系

统行为的个特定轨迹，即得到的只是个给定激励的

特定解，当一个新的激励输入系统时，这类预测模型

就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系统行为［,］，显然，自适应技

术是提高预测性能的原因之一!
具有非线性表达能力的二阶%&’()**+自适应滤

波器对.种低维混沌序列已进行了较好地预测［.］，

相应的二阶%&’()**+预测滤波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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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滤波系数总个数为/0!1+1+（+1!）／"!

由于二阶%&’()**+自适应预测滤波器同时包含有线

性和非线性项，符合混沌动力系统的本质!当+ 等

于最小嵌入维数时，其预测性能最佳［!!，!"］!
不过，二阶%&’()**+预测滤波器逼近非线性函

数的能力有限，使其在预测高阶非线性混沌序列和

时变混沌序列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当预测滤

波器的阶数较大时，滤波器的系数呈几何级数增长，

使其硬件实现困难!由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表达能

力来自有界的2345&36函数，因此，我们在（/）式的

基础上，引入2345&36函数来构造非线性滤波预测

模型，以期提高二阶%&’()**+预测滤波器的逼近非

线性函数和减少待定参数，这种非线性预测滤波器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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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0$（#）0"（#1%）为非线性自适应系统的输出，

!（#）为输出误差!相应的滤波系数总个数为 /0
/+1/!我们将（7），（,）两式描述的这种非线性模型

称为基于2345&36函数的少参数二次滤波器模型，

图!给出了相应的实现结构!
在现有的各种自适应算法中，归一化最小均方

（:;<=）自适应算法具有良好的自适应性能，且控

制收敛的参数选择范围大，能够直接应用于非线性

自适应滤波器!为了（7），（,）两式能够利用:;<=
算法来调整其待定参数，重新定义滤波器的参数和

输入矢量为

4&［!（#），!（#）2345（5%!（#））］%， （>）

67&［1#，1!，⋯，1+，2#，2!，⋯，2+］%，

5&［3#，3!，⋯，3+］%! （?）

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

53@8（#）&53@9｛:"（#）｝

&53@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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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函数的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预测滤波器结构

根据归一化的()"（*()"）算法［!!，!+］，则有

!!+（"）#"!!+（"$!）%（!$"）!!!+，（,）

&’（"%!）#&’（"）%#!
(（"）

#!%!!+（"）!，（!-）

!)+（"）#"!)+（"$!）%（!$"）!!（"）!+，

（!!）

*（"%!）#*（"）%#+
(（"）

#+%!)+（"）

·（!$.#$%+（·））!（"）+ （!+）

其中#!和#+分别为控制学习收敛的步长参数，"
/-0!+

1 仿真结果与讨论

下面就这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器对混沌

时间序列的预测性能进行实验研究+实验中，每一种

连续混沌序列分别用四阶234$5673889算法求解获

得:---点数据，取其后+---点数据作为实验数据，

然后按下式对混沌序列进行归一化处理：

)（,）# -（,）$!."
.

/#!
-（/［ ］）

／［%9;（-）$%#4（-）］， （!1）

其中｛-（,）｝为原始的混沌序列，｛)（,）｝为归一化的

混沌序列，. 为混沌序列的总长度+取｛)（,）｝前<-
个点作为训练样本用于训练这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

应滤波 预 测 模 型，经+-次 预 训 练 后 来 预 测 最 后

!:--点归一化的混沌时间序列+以预测均方误差和

相对误差作为评测标准，其预测的均方误差和相对

误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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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采用这种少参数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

对混沌序列进行预测的具体实验研究结果，其中，真

实值为)（2）333#，预测值为)1（2）333B+其预测的

均方误差和相对误差分别按（!?）和（!<）进行计算+
例! 少参数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对(&A54C系统)
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见图++

)·#4（-$)），

-·#5)$)6$-，4#!-，

7#:／1，5#1?+-，

6·#)-$76+

例" 少参数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对(D..5A系统)
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见图1+

)#$-$6，

-#)%4-， 4#-+!<，

7#-++-，8#!-+-，

6#7%6（)$8）+
例# 少参数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对一个四维系统

)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见图?+
)·#4)$-，-·#)$-6+，

6·#$7!-$7+6$719， 9·#6%89，

4#-0<E，7!#!+-，7+#!+-，

71#E+-，8#-+:-+
例$ 少参数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对FG39混沌电

路系统)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见图<+
)·/$（-H)H:（)）），

-·/)H-H6，$/!-+-，%/!?+:I，

4/H!++I，7/H-0E:，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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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系统!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 （(）为)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为)步的误差，+,-./0//!1，2%$$

./0//3/；（4）为3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5）为3步的误差，+,-./0/)61，2%$$./0/6)3

图6 对7899:%$系统!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 （(）为)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为)步的误差，+,-./0//;/，

2%$$./0/);)；（4）为3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5）为3步的误差，+,-./0/<!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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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一个四维超混沌系统!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 （"）为#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为#步的误差，%&’(

)*))+)，,-..()*))/#；（0）为1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2）为1步的误差，%&’()*)3//，,-..()*)1!!

图4 对567"混沌电路系统!分量混沌序列的预测结果 （"）为#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为#步的误差，%&’(

)*)!3+，,-..()*)84!；（0）为1步预测与真实值的比较；（2）为1步的误差，%&’()*)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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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用本文提出的这种基于

’()*+(,函数的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

对四种连续混沌时间序列&步预测的均方误差，相

对误差；所作超前-步预测的均方误差 ./0，相对

误差1这些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这种基于’()*+(,
函数的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能够有效

地预测这些连续混沌时间序列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的实验仅用$#个样本对这种预测模型进行2#
次预训练即能对这些混沌序列作出有效预测，这一

结果不仅是目前所有预测模型所不具备的，更符合

工程实际情况1其原因可能是这种模型本身同时具

备线性和非线性，符合混沌产生的本质，且’()*+(,
函数的引入对非线性表达能力比二阶3+456778滤波

器有进一步提高；最优9:./自适应算法本身具有

一定的非线性和最佳地自适应跟踪混沌的运动轨迹

而不是重构混沌系统的全局或局部运动轨迹1另一

方面，从工程实现的角度来看，本文提出的这种基于

’()*+(,函数的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

仅需三个;<=自适应预测滤波器和简单的非线性

变换（即’()*+(,函数变换）、一次乘法与加法即可

实现预测（见图&），比二次3+456778自适应滤波预

测器的非线性状态扩展的复杂性大大减少，在工程

应用领域具有现实意义1

> 结 语

基于混沌动力系统的相空间延迟坐标重构，利

用混沌序列固有的确定性和非线性，提出了用于混

沌时间序列预测的一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

测模型1该预测模型在3+456778自适应滤波器的基

础上引入’()*+(,函数来减少待定参数1由于最优

归一化的:./自适应算法来自适应地跟踪混沌的

运动轨迹而不是重构混沌系统的全局或局部运动轨

迹，致使这种基于’()*+(,函数的少参数非线性自

适应滤波预测模型能够有效地预测这些连续混沌时

间序列1实验研究表明，仅用$#个样本对这种预测

模型进行2#次预训练即能对连续混沌序列作出有

效预测，这一结果不仅是目前所有预测模型所不具

备的，更符合工程实际情况1另一方面，从工程实现

的角度来看，本文提出的这种基于’()*+(,函数的

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预测模型仅需三个有限冲

激响应（;<=）自适应预测滤波器和简单的非线性变

换、一次乘法与加法即可实现预测，比二次3+456778
自适应滤波预测器的非线性状态扩展的复杂性大大

减少，在工程应用领域具有现实意义1

［&］ /1?8@A(B，:1C(8+D+，&’()$*+++，!"（&EE$），E>1
［2］ :1F8+，G1?+B)，?1;8B)，H1?6，&,-./)%，#!$（&EE$），

22$1
［I］ J1/1KL8B)，C1F1C(8+10,/1$&,-.$2344$，%&（2###），MM1
［>］ :1N1.8)O(76，P1=+QL6，R1.1.QH(BB(5@，:1J1.QS8(,，

*1!(’5%4/(16)/31)3，%%’（&EEM），&IT1
［$］ J1/1KL8B)，C1F1C(8+10,/13.3&,-./).，(（2###），>#M1
［-］ S1J1;87*67，J1J1/(,+7+U(QL，&,-.$738$2344$，$(

（&EMT），M>$1
［T］ K1:(O，C1:1=6B，K1V1KLO，&,-.$2344$，)’’&（&EET），IT1

［M］ J1/1KL8B)，C1F1C(8+，9)4%&,-./)%6/1/)%，*(（2###），>#I
（(BFL(B6’6）［张家树、肖先赐，物理学报，>E（2###），>#I］1

［E］ J1/1KL8B)，C1F1C(8+，9)4%&,-./)%6/1/)%，*(（2###），&22&
（(BFL(B6’6）［张家树、肖先赐，物理学报，*(（2###），&22&］1

［&#］ J1/1KL8B)，C1F1C(8+，’OD*(556,5+&,-.$2344$)1
［&&］ /1?8@A(B，W,8X5(Y6Z(45675L6+7@，（I7,6,1）（0B)46U++,

Q4(ZZ’，96UG+7A：N76B5(Q6[?844，&EE-）1
［&2］ /1F1S+O)48’，R1?1G1.6B)，*+++:’%1.$6/;1$&’()$，

*’（&EE>），&I$21

MII2 物 理 学 报 >E卷



!"!#$!%&’&(&)*$+%)’%($,*$"!"-,.&"*$,*$/%0%’$%0
1$*.&’%(2,%()&’&/%*%’!"!#$!%&’&(&)*$+%-$#*%’!

!"#$%&’#()"* +’#,+’#$(-’
（!"#$%&’"(&)*+,"-&%)(.-+(/.(""%.(/，0(.1"%2.&3)*+,"-&%)(.-4-."(-"$(56"-7(),)/3)*87.($，87"(/59 ./0012，87.($）

（345467489:;<=000；>476?48@;AB?5>6CD>4546748/.&BE<=000）

#F)G3#-G
F;?48HADI484D4>@6A6?D65;A8AHAE6A4;>5I;>;5D4>6J;D6HAHKDI45I;HD65?6LA;E?，;A4M>48B548C;>;@4D4>AHAE6A4;>

;8;CD674K6ED4>6?C>HCH?48DH@;N4;8;CD674C>4865D6HA?HK5I;HD65D6@4?4>64?OGI4?6L@H68KBA5D6HA6?6AD>H8B548DHAHA(
E6A4;>C>4865D674K6ED4>KH>>48B56ALBANAHMAC;>;@4D4>?HKDI4?45HA8(H>84>PHED4>>;K6ED4>?O#>48B548C;>;@4D4>AHAE6A(
4;>;8;CD674K6ED4>6ALC>4865D6HA?5I4@46??BLL4?D486AH>84>DHD>;5N5B>>4AD5I;HD65D>;Q45DH><R<B?6ALC>45484ADC>4865(
D6744>>H>KH>;8QB?D6ALK6ED4>C;>;@4D4>?>;DI4>DI;A;CC>HS6@;D6ALLEHR;EH>EH5;E@;CHK5I;HD65?4>64?OTSC4>6@4AD;E>4(
?BED??IHMDI;DDI6?>48B548C;>;@4D4>AHAE6A4;>;8;CD674K6ED4>，MI65I6?HAE<D>;6A48M6DI10?;@CE4?;A8=06D4>;D6HA?，

5;AR4?B554??KBEE<B?48DH@;N4HA4(?D4C;A8@BED6(?D4CC>4865D6HA?HK5I;HD65D6@4?4>64?O

3456789:：5I;H?，AHAE6A4;>;8;CD674C>4865D6HA，>48B548C;>;@4D4>AHAE6A4;>K6ED4>，;8;CD674;ELH>6DI@?
)&,,：0121

!U>HQ45D?BCCH>D48R<DI4$;D6HA;EV4K4A?4WHBA8;D6HAHK-I6A;（%>;AD$HOXY&)01O2O/OV!0=01）O

X99=/=期 张家树等：用一种少参数非线性自适应滤波器自适应预测低维混沌时间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