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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混沌和随机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特征, 对这两种特征的描述方法各不相同, 确定流域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

混沌性和随机性是对其进行模拟和预测的重要基础。近 10 多年来, 许多学者相继开展了流域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

混沌识别及其预测研究。着重回顾其中最为重要的相空间重构、混沌识别和混沌预测方法, 对将混沌理论应用于降

雨径流时间序列的限制条件(序列的数据量大小和数据噪声)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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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分析降雨径流现象主要有两条途径: 确定性途径和随机性途径。确定性途径多用于洪水的短期

预报, 而随机性途径多用于长期的洪水分析计算。近些年来, 国内外的许多水文学者相继将混沌理论的研究成

果引入水文学中, 试图利用混沌分析法进行水文混沌识别和预测研究, 以开辟一条不同于确定性和随机性的新

途径。但由于混沌理论自身的研究历史较短, 将其应用于水文学中的研究才十余年时间, 研究还处于比较肤浅

的阶段, 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本文对近年来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以及相关问题

进行介绍, 并进行较为简单地评述。

1 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相空间重构

由于降雨径流序列一般为离散时间序列, 通常的模型只是简单地从离散时间序列去分析它的演变规律, 但

对于非线性系统的时间序列, 其变化是很多物理因子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 该系统的时间序列只能反映出其中

的一部分信息。Takens[ 1]指出, 系统中的任一分量的演化都是由与之相互作用着的其它分量所决定的, 因此,

这些相关分量的信息就隐含在任一分量发展过程之中。为了充分利用此分量信息, 达到对系统预测的目的, 必

须从时间序列出发, 构造一组 m 维的向量, 支起一个嵌入空间, 只要嵌入空间的维数足够多, 就可以在只相

差拓扑变换的意义下, 恢复系统原来的动力学形态, 这就是所谓的重构相空间。要想进行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

混沌分析研究, 必须首先构建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相空间。

Packard等[ 2]提出了一种从单变量时间序列重构相空间的方法, 并且Takens[ 1]为其进行了严格的数学解释。

由于重构相空间技术能够从一维时间序列中挖掘更多的信息, 并能够解答许多问题, 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最

常用的重构相空间方法为时间延迟坐标法, 其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延迟时间 和嵌入维数m, 这两个参数对于重

建相空间影响甚大。

1 1 延迟时间 的确定

在Packard和Tankens等
[ 1, 2]
提出的方法中, 对于延迟时间 的选择理论上没有任何限制。但是, 实际研究

中延迟时间 的选择非常复杂, 至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 太小, 那么序列的相邻值 x i 和x i+ 在数

值上就彼此接近, 因此不能相互独立; 而当 太大时, 就混沌吸引子而言, 由于蝴蝶效应的影响, 使得 xi 和

xi+ 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变成随机的了。因此, 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来选择延迟时间 , 使得 xi 和 xi+ 之间

既相互独立, 又不至于在统计意义上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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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已经论述了延迟时间 的选择问题, 并且提出了多种方法, 主要包括自相关函数方法、互信息

函数方法及关联积分方法。自相关函数方法计算简单, 所以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通常将自相关函数首次通过零

点时的时间作为延迟时间 , 还有将自相关函数达到某个值, 例如 0 1或 0 5时的时间作为延迟时间 [ 3]。

自相关函数方法只是描述变量间线性相关程度的一种方法, 所以它并不适合于非线性动力系统, Frazer

等
[ 4]
建议采用互信息函数方法, 将其极小点对应的时间作为延迟时间 , 它可以反映出数据点之间的一般相关

性。互信息函数方法往往需要很大的数据量, 否则计算出来的维数很小, 且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另外, Liebert

等[ 5]提出关联积分方法, 它与互信息函数方法类似, 将关联积分取对数后得到的第一个极小值所对应的时间作

为延迟时间 , 它所要求的数据量比互信息函数方法要少。

由于自相关函数法较为简单, 在降雨径流混沌研究中, 一般采用它来确定延迟时间 。在实际利用自相关

函数方法时, Rodriguez Iturbe等[ 6]建议采用不同的延迟时间 来计算关联维数, 以便弄清延迟时间 对关联维

数计算结果的影响, 该法也被 Sivakumar 等[ 7]用来研究新加坡的日降雨序列中的延迟时间对关联维数的影响。

1 2 嵌入维数 m 的确定

设原动力系统吸引子维数为 d , 根据Takens的嵌入定理[ 1] , 当 m> 2d 时即可对原动力系统相空间进行完

全重构, 但这个条件只是充分但不必要条件。在实际应用中, 嵌入维数 m 不宜过大和过小。如果嵌入维数 m

过大, 将减少可以使用的数据长度, 使得所建相空间中的相点显得过于稀疏, 甚至还可能由于多余维数而引起

噪声干扰; 如果过小, 将无法容纳水文动力系统的吸引子, 因而无法全面展示水文系统的动力特性。在实际确

定嵌入维数时, 一般采用关联指数法和伪临近点法。关联指数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其概念明确、直观, 但存在

着序列是否有饱和关联指数以及要求样本量很大的问题; 伪邻近点法目前被认为是较有效的一种方法, 其概念

明确, 计算简单, 但存在着如何判定是否为伪邻点的问题。关联指数法在降雨径流混沌分析中应用得最为广

泛, 已有许多学者利用此方法来确定嵌入维数
[ 8~ 13]

。

目前, 实际应用中寻找最佳 和嵌入维数m 的方法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冗余度法、信息熵法、广义关联

积分 C1法、预报效果法、真实矢量场法、波动积法、填充因子法、累计局部变形法、简单轨道扩张法、奇异

值分数法、Jacobi行列式法等[ 14, 15]。

显然地, 确定延迟时间 和嵌入维数m 的方法众多,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确定无疑地确

定出这些参数。因为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故在实际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分析工作中, 建议多选用几种

方法进行综合评判, 以防止采用单一方法由于某种局限性而引起差错。

2 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识别

2 1 混沌识别方法

一个给定的降雨径流时间序列, 究竟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 如果是确定性的, 那么究竟是周期的、准

周期的还是混沌的? 这就是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识别问题。目前可供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关联维数法、

Lyapunov指数法、Kolmogorov熵法以及非线性预测法等。

关联维数法由 Grassberger Proccica[ 16]提出, 如果在重构的相空间中可以得到较小的分维数, 那么就认为该

动力系统具有混沌特征, 该方法是一类最为常用的用以识别混沌特性的方法,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降雨径流时间

序列的混沌识别中。Lyapunov 指数反映了混沌动力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已被用于识别混沌存在及其

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序列长度限制和噪声影响, 准确计算Lyapunov 指数整个谱是十分困难的, 通常只考

虑最大的 Lyapunov指数 1, 如果 1> 0, 则动力系统就为混沌的。尽管目前计算 Lyapunov指数的方法很多, 但

应用最为广泛的为Wolf等于1985年提出的方法[ 17] , 该方法较为实用, 便于实际计算。Kolmogorov 熵 k 常被用

来描述混沌特征及其程度, 对于混沌系统, 0< k< , k 越大混沌程度越严重, 采用 Grassberger Proccica[ 18]提

出的计算式可以较为简便地计算出 Kolmogorov熵。

非线性预测法是指在相空间中进行混沌预测, 利用预测误差来判断时间序列的混沌特性。如果时间序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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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 当嵌入维数 m 增加到接近最优嵌入维数m
* 时, 预测误差突然减少到接近于零的一个值, 且当 m>

m
* 时, 它仍然接近于零; 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的, 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9]。另外, 如果时间序列是混沌的,

预测误差随着预测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但对于随机过程, 预测误差并不随预测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 20]
。

2 2 降雨径流序列的混沌识别

上述各种识别混沌特性的方法都有其自身的限制条件, 都从某个侧面来判别降雨径流时间序列是否为混

沌, 都不能肯定地指出降雨径流时间序列存在混沌现象, 因此必须综合利用各种不同的识别方法加以判定。

Hense等[ 21]于 1987年首次提出降雨序列可能存在混沌, 利用关联维数法分析 Nauru 岛的 1008个月降雨量

资料组成的序列, 计算出关联维数大约为 2 5~ 4 5, 进而指出月降雨量序列可能存在混沌现象, 为混沌分析方

法在水文学中的应用开辟了先河, 后来许多学者相继对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Rodriguez Iturbe 等[ 6]于 1989

年利用关联维数法和 Lyapunov指数法分析两类降雨序列的混沌特性, 指出 Genoa的 148年周降雨量序列不存在

混沌现象, 而 Boston的一场实际暴雨序列则为混沌的。Sharifi等[ 8]于 1990年利用关联维数方法得到三个日降雨

量时间序列的关联维数均较低, 从而认为这三个序列均为混沌的。

Jayawardena等
[ 3]
于 1994年分别应用关联维数法、Lyapunov 指数法、Kolmogorov 熵法以及非线性预测法研究

了香港地区3个雨量站的日降雨量序列和 2个水文站的日径流量序列的混沌特性, 指出香港地区的日降雨径流

序列确实存在着混沌现象。Puente 等[ 22]于1996年利用关联维数法、Kolmogorov 熵法、伪临近法以及 Lyapunov法

分析了 Boston城的日降雨量序列, 从多种途径均得出日降雨量序列存在混沌特征。Porporato 等
[ 23]
于 1997年以

意大利 Po河的支流Dora Baltea 河流的日径流资料为例, 利用关联维数方法和非线性预测方法来研究由 14 246

个数据组成的日径流量序列, 结果表明存在着明显的混沌特征。

Sivakumar 等
[ 7, 9]
于 1998和 1999年分别研究了新加坡 6个雨量站的不同长度的日降雨量序列, 他们首先利

用替代数据法来证明降雨时间序列缺乏线性关系, 利用关联维数方法和非线性预测方法证明这些日雨量序列确

实存在着混沌现象。

在国内, 丁晶等[ 10]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就此问题率先进行了探讨, 并指出洪水过程可能存在混沌。傅

军等[ 11]以金沙江屏山站洪水期日径流量过程为例, 分别计算日径流序列的关联维数、Lyapunov 指数以及

Kolmogorov熵等特征值, 从多种途径均得出该站的洪水期日径流序列可能是一种混沌时间序列。温权等[ 12]计算

了Lyapunov 指数及关联维数, 判断出葛洲坝等水电站的日径流时间序列可能为混沌序列。Yinkang Zhou等[ 13]采

用功率谱和关联维数方法, 研究了近 500年来淮河流域洪水的混沌特性, 指出该序列存在着混沌特征。

10多年来, 大多数研究者都利用关联维数方法得到较小的关联维数, 作为降雨径流序列存在混沌的条件。

由于线性随机过程也可以得到较小的关联维数, 故此必须首先证明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数据缺乏线性关系, 但

是少有学者对此加以判别。很多研究结果表明, 在以上所有常用方法中, 尽管非线性预测方法得到的预测精度

很低, 但该方法还是被认为是较有前景的方法[ 3, 7, 9, 22, 32]。

3 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预测

对于一个降雨径流时间序列而言, 如果判定该序列以混沌为主, 尽管无法进行长期预测, 但仍然可以用非

线性方法进行短期预测。非线性时间序列的预测是对相空间中动力轨迹的预测, 它与传统的单一标量时间序列

的预测有着本质的不同。

水文混沌预测方法, 按建模使用数据情况, 分为全域和局域预测模式。按所采用的数学模型, 可分为多点

相似法、回归法、模糊数学法、灰色法、人工神经网络法、小波网络法以及 Lypunov 指数预报法等[ 14, 15]。

如果选择了恰当的延迟时间 和嵌入维数m, 降雨径流时间序列就可映射到 m 维相空间中而转化为状态

向量, 则可利用 t 时刻的状态 y ( t )预测 t+ T 时刻的状态y t+ T , 因此单变量时间序列的预测就转化为 m 维相空

间中状态点变化的预测, 即

y t+ T = fT y t +  ( 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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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为时间间隔; f T 为预测函数;  ( t )为动力噪声。运用统计方法构造模型去逼近预测函数 fT , 即找到某

种函数 f
 

T , 使 f
 

T !fT , 于是预测状态 y
 

t+ T= f
 

T yt+  ( t ) , 则 t+ T 时刻的预测值为

x
 

t+ T = hT ( y t+ T ) (2)

式中 hT 为状态向量到标量值的转换关系。

实际上这种预测思想是将时间序列上的外延转变为相空间上的内插,使用什么样的内插方法逼近预测函数

fT 是决定预测成功与否的关键。寻求预测函数 f
 

T的方法可分为全域预测法和局域预测法。全域预测法是指对

相空间中所有状态点 yt 拟合一个光滑或m 维超曲面 f
 

T , 该方法计算量很大,而且仅适用于光滑函数, 对混沌运

动并不太适合。局部预测法的基本思想是在相空间中选择时间 t 的x ( t )邻域内的若干点, 建立一个线性或非线

性的局部预测函数进行预测, 该预测法使用较为广泛。

丁晶等[ 10]利用多点相似法进行局域相空间预测, 对相似点进行加权平均预测出屏山站的洪水过程, 模拟

精度较高, 并揭示出相空间预测方法较传统的线性模型更能反映动力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温权等[ 24]利用

局域水文相空间模式, 采用最小二乘法来拟合函数, 对葛洲坝和隔河岩的入库日径流序列进行了预测。权先璋

等[ 25, 26]利用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 对葛洲坝水库的日径流过程进行预测, 获得了满意的精度, 后来权先璋

等[ 27]又以葛洲坝和隔河岩的日径流序列为例, 对局域预测方法、全域预测方法和基于随机理论的 AP (P )模型

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 局部预测方法往往优于其余预测方法。Jayawardena 等[ 3]利用局部近似法进行

日降雨径流序列的预测, 主要是利用该方法进行混沌识别, 得到的预测精度较低。

4 其它问题

混沌识别方法假定时间序列为无限长, 且不存在噪声。而降雨径流时间序列总是有限长的, 且由于多种因

素造成数据总存在误差, 使得数据序列具有噪声, 因而将混沌识别方法应用于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基本假定发

生了改变。如果实际降雨径流序列的数据量较小, 可能会使得计算出来的关联维数过小, 噪声的存在可能会影

响关联维数计算中正确确定标度区, 以及非线性预测方法得出的预测精度。所以, 数据量大小和噪声问题对于

混沌识别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尤其当采用关联维数方法和非线性预测方法进行混沌识别时显得更加重要。

4 1 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大小

当采用关联维数方法识别混沌特性时, 数据量大小显得非常重要。由于数据量大的时间序列在其重构的相

空间中包含了大量的数据点, 在关联维数计算中就会形成较大的标度区, 便于计算标度区的斜率。但是, 如果

数据序列点据较少, 那么在其重构的相空间中就有很少的数据点, 由于小标度区间的斜率难以确定, 并常带来

较大的计算误差, 这样就很难确定出标度区的斜率。所以, 必须采用很大的数据量来进行关联维数计算。

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必须很大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满足关联维数计算所需的最小数据量究竟取多少一直存在

很多争论
[ 28~ 30]

。Smith
[ 28]
于 1988年首先研究最小数据量问题, 他提出最小数据量 Nmin应该等于 42

m
, m 是为

比吸引子维数稍大的最小整数。Nerenberg 等[ 30]于 1990年对 Smith[ 28]的计算过程进行了重新论证, 发现他的计

算过程存在问题, 所要求的最小数据量也没有那么大, 他们建议最小数据量为 102+ 0 4m。

由于缺乏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 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通过计算不同数据量时的关联维数来确定最小数

据量。如果当数据量为某个值时, 所得到的关联维数发生了较大变化, 那么该数据量就是所需要的最小数据

量
[ 6, 31, 33]

。Sivakumar等
[ 7, 9]
利用该方法确定出新加坡的日降雨序列的最小数据量大约是 1 500, 他们还发现利用

30年的日降雨资料所得到的关联维数与利用 4年的数据量所得到的关联维数几乎相同。所以, 只要满足一定

的数据量 (通常为几千个) , 数据量大小对降雨径流序列的关联维数计算结果的影响就不会太大。由于在几乎

所有的降雨径流序列的混沌研究中, 研究者一般都利用了至少数千个数据序列, 由此得出的较小的关联维数可

能就是所研究的降雨径流序列的实际关联维数。换句话讲, 采用关联维数方法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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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噪声问题

由于实测降雨径流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诸如风、湿度、蒸发、仪器类型以及读数据时的人为误差等,

导致降雨径流序列存在噪声。噪声影响降雨径流系统的识别和预测, 影响程度主要决定于噪声的水平和特性。

总体来说, 当噪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计算结果就会变得非常不可靠。噪声的存在使得在计算关联维数时,

标度区域很小, 使关联维数的计算不可靠, 尤其在比较小的尺度上影响更为显著[ 22, 32]。

由于在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分析中, 许多学者常使用关联维数方法和非线性预测方法来识别混沌特

性, 故此分析研究噪声对这些方法所得结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噪声的水平和特性很难确定, 使得少

有学者试图涉足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噪声问题研究。直到 1999年, Sivakumar等[ 33]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噪声减少

问题, 并提出一个系统的噪声减少方法, 即将确定噪声水平的方法和减少噪声水平的方法相耦合, 分别将该方

法应用于人工混沌时间序列和天然河流的日降雨序列, 用预测精度作为调整噪声水平的总标准, 关联维数作为

辅助标准。研究结果表明, 噪声的存在对关联维数的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但对预测精度的影响较大。由此还可

以得到这个结论: 可能正是由于噪声的存在, 才使得降雨径流混沌预测的精度较低, 但噪声的存在并不影响采

用关联维数方法和非线性预测方法对降雨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特性识别[ 32, 33]。

5 研究展望

混沌理论可能会为水文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确定性分析又不同于随机性分析的新途径, 故引起了

水文学者的兴趣。近些年来, 国内外水文学者在降雨径流序列的混沌识别方面已经开始了初步探索, 但由于混

沌学自身的发展历史较短, 而应用于降雨径流序列的研究才不过十余年时间, 再加上混沌理论和降雨径流过程

均较复杂, 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非常肤浅的状态, 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 目前已经应用于降雨

径流中的混沌学研究成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新方法新观点还没有被涉及或者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为此

需要更多地利用这些新方法新观点对降雨径流过程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以揭示出降雨径流过程的本质特性。

利用降雨径流时间序列可以揭示出水文现象复杂的内在规律, 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序列进行预测, 这也正是

降雨径流序列混沌分析的目的所在。目前混沌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多, 而混沌预测研究得相对较少, 需要更

多地加以研究。混沌是一种现象与行为, 神经网络是一种特定计算模式的拓扑结构, 它们各自具有自身的特

征, 但也有共同的规律, 即非线性动力学特性。因此, 利用神经网络来进行混沌预测研究应该具有很大的生命

力, 实践证明, 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是一类优越的网络结构, 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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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dvances in diagnosis of chaotic behaviour and its prediction

for rainfall and streamflow time series in watershed

HUANG Guo ru, RUI Xiao fang

(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ohai University , Nanj 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Chaotic and stochastic behavior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 in essentiality, the describing methods for the two

characters are not same each other,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aot ic and stochast ic behavior of rainfall and streamflow time series

in the watersh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basement for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it In the last decade, many hydrologists hav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he diagnosis of chaotic behavior and the chaot ic prediction methods of rainfall and streamflow t ime

ser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ase space and the diagnosis of chaotic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chaotic prediction methods of

rainfall and streamflow time series are reviewed The two limiting conditions, the problem of data size and data noise are also

discussed in chaos theory application to rainfall and streamflow t ime series

Key words: rainfall runoff; t ime series;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ase space; diagnosis of chaotic behavior; chaotic predi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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