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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和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
模型在猩红热发病率中的预测效果比较
朱玉夏结来王静
【导读】探讨单纯求和自回归滑动平均（ＡＲＩＭＡ）模型和求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与广义回
归神经网络（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在猩红热发病率研究中的应用。该研究对某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猩红
热月发病率资料建立ＡＲＩＭＡ模型，然后将其拟合值作为ＧＲＮＮ的输入，实际值作为网络的输出
训练网络，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效果。结果表明，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组合模型的平均误差率
（ＭＥＲ）分别为３１．６％、２８．７％；决定系数（砰）分别为０．８０１、０．８７２。组合模型的效果要优于单纯
ＡＲＩＭＡ模型，可以用于发病率的拟合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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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猩红热发病虽有大幅度下降，但由于

平均（ＡⅪＭＡ）模型进行拟合，由于ＡＲＩＭＡ模型的

缺乏特异预防措施，控制其流行的任务依然很艰

拟合值与实际值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可以作为

巨［１］。在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对发病率的预测有着

一组训练样本建立广义回归神经网络（ＧＲＮＮ），建

重要的作用，而发病率的预测方法有多种，本研究以

立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探讨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

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猩红热月发病率资料

与组合模型两种方法的可行性，为猩红热的监测和

进行发病率拟合与预测，首先采用求和自回归滑动

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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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１．ＡＲＩＭＡ模型乜圳：该模型是用于描述非平稳
资料的一种方法，由自回归ＡＲ（ｐ）、差分Ｉ（ｄ）和滑动

研室（夏结来）

平均ＭＡ（ｑ）三个部分组成，模型中ｐ表示模型的自
回归阶数、ｄ表示非平稳资料转化成平稳资料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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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数、ｑ表示模型移动平均阶数，当时间序列资料

统计学系（朱玉、王静）；第四军医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ｑ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６５·

含有季节性变动趋势时建立ＡＲＩＭＡ乘积模型。

１）。在训练过程中只需改变光滑因子，来调整各单

ＡＲＩＭＡ（ｐ，ｄ，ｑ）表达式：

元的传递函数，以获得最佳回归估计结果。人为调

Ｑ（Ｂ）Ｖｄｘ（。）＝０（Ｂ）ａ（。）

节的参数只有一个光滑因子，网络的学习全部依赖

平（Ｂ）＝Ｉ一啦Ｂ一仰２一…一‘ｐＰＢ９

样本，使网络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因素对预测结果

０（Ｂ）＝１－－０。Ｂ一０２８２一·一Ｏ母ｎ

的影响。该网络在逼近能力、分类能力和学习速度

其中Ｖ表示差分算子，Ｂ表示后移算子，ａ∽属于白

上比ＢＰ神经网络模型有较强的优势，最后又收敛于

噪声。

样本量聚集较多的优化回归面，有很好的外推能力；

（１）模型的识别：ＡＲＩＭＡ建模的前提条件是要
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概率

当样本量很少时，其预测效果也较好，并能处理不稳
定的数据。

分布不随时间变化，称为严格的平稳时间序列；如

ＧＲＮＮ初始化就是对训练样本的学习过程，学

果时间序列的一、二阶距存在，并在任意时刻均值

习样本确定，则相应的网络结构和各神经元之间的

是常数、协方差为时间间隔的函数，称为宽平稳时

连接权值也随之确定，所以网络的训练实际上只是

间序列，一般所谓的平稳是指宽平稳。对于非平

确定光滑因子的过程。与传统的误差反向传播算法

稳的时间序列资料，可以通过差分和数据变换实

不同，ＧＲＮＮ的学习算法在训练过程中无需调整神

现序列的平稳化。通过观察时间序列资料的序列

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而是改变光滑因子，从而调整

图（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ｔ）及自相关系数（ａｕｔｏｅ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各单元的传递函数，获得最佳回归估计结果。光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ＣＦ）和偏自相关系数（ｐａｒｔｉａｌ

因子。对网络的预测性能影响较大，当光滑因子越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ＣＦ）初步判断序列的平

小，网络对样本的逼近性能就越强；而光滑因子越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稳性，其中还可以根据ＡＣＦ、ＰＡＣＦ初步确定Ｐ、ｄ、ｑ

大，网络对样本数据的逼近过程就越平滑。
（１）学习样本的选择：在建立ＧＲＮＮ神经网络之

值。通常先对序列的季节性成分进行识别，再识别

前要选择合适的输入与输出样本，即学习样本。学

非季节成分。
（２）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的阶数确定后，要对

习样本一般需事先确定，如不够明确，再进行一番筛

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的方法主要有矩估

选。输人样本必须是对输出样本影响大且能够检测

计法、最小二乘估计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等。

的样本，另外输入样本互不相关或相关性小，这就是

（３）模型的诊断：建模后，要对模型进行诊断以

选择输入样本的两点原则。输出样本代表网络要实
现的功能，其选择相对简单。

选择最佳模型，对模型进行诊断的指标有决定系数
（砰）、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舒瓦茨（ＢＩＣ）及舒瓦茨

（２）数据处理：需要对学习样本进行尺度变换

贝叶斯准则（ＳＢＣ），还可以根据残差是否为白噪声

也称归一化处理，使输入输出样本控制在［０，１］或
［一１，１］之间，数据已位于其区间内，无需再进行归一

序列等。
２．ＧＲＮＮ［５圳：该网络是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的

化处理。另外在学习样本中随机选取一个或是两个
样本为待估点，用来确定网络的光滑因子。

一个分支，含有输入层、中间层和输出层结构，输入
层到隐含层采用径向基函数变换，而从隐含层到输

３．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建立组合模型

出层采用特殊线性变换，其权函数是规范化点积权

时［８］，首先是要根据原始数据信息建立ＡＲＩＭＡ模

函数，是一种新颖有效的前馈式神经网络模型（图

型，利用最优的ＡＲＩＭＡ模型，计算每个观察对象的

输入

径向基层

特定的线性层

图１

ＧＲＮ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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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值，很显然每个观察对象的拟合值与实际值之
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然后将每个观察对象的拟
合值作为输入样本，将实际值作为输出样本，建立一
维输入、一维输出的ＧＲＮＮ，通过ＧＲＮＮ不断的训
练，可以模拟、归纳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关
系。当ＧＲＮＮ训练完成后，可以用于发病率的预
测。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相当于应用ＧＲＮＮ的
优势对ＡＲＩＭＡ模型值进行校正，使结果更符合观察
对象的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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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图３猩红热月发病率的ＡＣＦ图

１．资料来源：某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猩红热月发病
人数与总人口数是由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这样可以精确计算猩红热的发病率，保证了资料的
可靠性。
２．ＡＲＩＭＡ模型的建立过程及结果：
（１）模型的识别：绘制猩红热月发病率的序列
图（图２）。可见发病率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是一个平稳的
状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有波动，可能含有异常值，总体
上看资料不平稳，并含有季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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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猩红热月发病率的ＰＡＣ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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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拟合上述６种模型，计算６种模型的Ｒ２、ＢＩＣ值（表

槲
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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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综合考虑了各项评价指标后最终决定ＡＲＩＭＡ
（１，０，０）Ｘ（１，０，０）。：模型为最优模型。参数的估计
值如表２。

』卫业业业业业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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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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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侄

时间

图２猩红热月发病率的序列图

表１各个模型的Ｒ２、ＢＩＣ值

指标嬲黜岔糌：滕｛溉｛撇
Ｒ２

０．６４４

０．６９２

Ｏ．６２９

０．８０１

０．５９８

０．６９０

绘制猩红热月发病率的ＡＣＦ、ＰＡＣＦ图。从图３
可见前３阶的自相关函数值有意义，随后自相关函

表２

ＡＲＩＭＡ（１，０，０）×（１，０，０）．：模型的参数估计

数没有下降为０，反而在１１～１３阶表现出有意义，说
明序列不平稳或是季节性；从图４可见序列存在ｌ阶

ＡＲＩＭＡ（１。Ｏ，０）Ｘ（１，Ｏ，０）。：
参数
口

ｆ值Ｐ值

自回归，即为ＡＲ（１）；再考虑分别采用不同阶数的差
分及季节差分。所以初步定下ＡＲＩＭＡ（１，０，０）、
ＡＲＩＭＡ（０，１，１）、ＡＫＩＭＡ（１，１，１）、ＡＲＩＭＡ（１，０，
０）×（１，Ｏ，０）。：、ＡＲＩＭＡ（０，１，１）×（１，０，０）ｍ

（３）模型的诊断：ＡＲＩＭＡ（１，０，０）×（１，０，０）。：模

ＡＲＩＭＡ（１，１，１）×（１，０，０）。：６种模型进行发病率的

型尺２为０．８０１、ＢＩＣ为－４．９０４；残差的ＡＣＦ、ＰＡＣＦ与

拟合，并比较模型的效果。

Ｂｏｘ．Ｌｊｕｎｇ Ｑ为０．４０８（Ｐ＝０．４０８），可知残差属于白

（２）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的阶数确定后，要对

噪声，用该模型回代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月发病率的拟合

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分

值与实际值如图５，可见用模型拟合的值与预测值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ｆｌ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基本吻合。说明建立的模型是可以用来预测猩红热
的月发病率。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６７·

经过对输出结果的检查发现，光滑因子越小，网
络对样本的逼近性能就越强；光滑因子越大，网络对
样本数据的逼近过程就越平滑。从图６可见当光滑
因子为０．０４时，待估点的ＲＭＳＥ值达到最小为
Ｏ．０２８５，所以确定光滑因子为Ｏ．０４。确定了光滑因
子后，用训练好的ＧＲＮＮ拟合往年发病率，并与实际
值比较，结果如图７。训练网络的程序：
确定光滑因子的程序：
Ｐ＝［０．０９７１８

Ｏ．１０３２９

０．３１２１５

０．１０７９４……０．０８８６８］；

Ｔ＝［Ｏ．１１５１９

０．０９２１５

０．３４５５７

０．２９９５０……０．１５０６５］；

Ｐ＿ｄａｉｇｕｄｉａｎ＝【０．０７４７８ ０．２０８８２］；
１

５

９

１

５

９

１

５

９

１

５

９

Ｉ

５

９

Ｉ

５

１

９

５

９月

忑石万１丽Ｔ－１石万１丽ｒ １石矿１丽Ｆ １石万年
时间

图５

ＡＲＩＭＡ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Ｔ＿ｄａｉｇｕｄｉａｎ＝［０．０４３０４ ０．１７２１７］；
ｆｏｒ ｓｐｒｅａｄ＝０．０１：Ｏ．０１：Ｏ．１；

ｎｅｔ＝ｎｅｗｇｒｎｎ（Ｐ，Ｔ，ｓｐｒｅａｄ）；
ａ＝ｓｉｍ（ｎｅｔ，Ｐ ｄａｉｇｕｄｉａｎ）；

３．组合模型的建立过程及结果：
（１）学习样本的选择：因为用ＡＲＩＭＡ模型回代
的每个拟合值与其实际值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以ＡＲＩＭＡ模型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月发病率

ｅｒｒｏｒ－－－－ａ－Ｔ＿ｄａｉｇｕｄｉａｎ
ｅｎｄ；

用网络预测的程序；

训练ＧＲＮＮ神经网络。

０．１０３２９

Ｐ＿ｙｕｅｅ＝［０．０９７１８

的拟合值作为输入，实际值作为输出为学习样本，来

０．３１２１５

Ｏ．１０７９４……

０．２０８８２］；
Ｔ

ｔｅｎ（ｍｉｓ＝ｃｕｙ．；）Ｊ”，

Ｐ

（２）数据处理：由于样本数据已位于区间［０，１］，
无需再进行归一化处理。从学习样本中随机选取两
个样本为待估点，用来确定网络的光滑因子。
（３）网络的建立与训练：利用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软件中

＾

ｋ

的神经网络工具箱编程构建猩红热月发病率的

２
ｏ

ＧＲＮＮ模型。由于光滑因子对ＧＲＮＮ的性能有很大

槲
堠
越

的影响，所以在学习样本中随机选取两个样本作为
待估点，来确定最优光滑因子。通过对光滑因子的
不同取值进行多次尝试来确定最优值。光滑因子从
０．０１开始取值，每次增加一个单位量０．０１到０．１，分

！§！！§！上．业Ｌ三旦Ｌ王旦Ｌ三旦！§！月

别对待估点进行预测，计算待估点预测值与实测值

２０００

误差序列的ＲＭＳＥ值，将不同光滑因子对应的
ＲＭＳＥ值绘图６。

２００ Ｉ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每

时间

图７组合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４．精度评价：对于发病率的拟合已结束，用平均
误差率（ＭＥＲ）及帮评价单纯的ＡＲＩＭＡ模型与组合
模型的效果，评价结果如表３。
ＭＥＲ＝平均误差绝对值／实际值的均值
砰＝（ＳＳ宴－－ＳＳ谩）／ＳＳ

其中ｓｓ为离均差平方和。
表３
０．０ｌ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光滑斟子

图６不同光滑因子对应的ＲＭＳＥ值

０．１１

ＡＲｌＭＡ模型与组合模型的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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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可以看出组合模型的效果要优于单纯的

的ＡＲＩＭＡ模型时，发现发病率序列中存在异常点，

ＡＲＩＭＡ模型，提示组合模型可以用于发病率的拟合

这必然影响了ＡＲＩＭＡ模型的拟合，这也是影响组合

与预测，且模型的效果很好。

模型效果的一个原因。再者，判断哪个模型最适合

讨

论

猩红热发病率的预测，尚需要扩大地区范围、扩大样
本含量进一步探讨。

用于发病率拟合与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对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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