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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数据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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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极限学习机（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ＥＬＭ）是一种新型的前馈神经网络，该网络由广义逆

直接求出输出层权重，使得其具有误差小、速度快的优点。但针对具体问题，ＥＬＭ不能自动寻找到最佳

的网络结构，从而造成该算法模型针对复杂、无规律性的数据精度及稳定性较差。为了提高极限学习机

的泛化能力和预测精度，提出利用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算法对不同数据进行预测。使用粒子群算法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选择最优的隐含层偏差和输入权值矩阵，计算出输出权值矩阵，从而提

高ＥＬＭ的精度及稳定性。并通过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分别对复杂程度不同的汽油辛烷值和交通流量数据

进行算法预测比较发现，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对无规律性、复杂程度高的数据可以获得更高的精度，提高

了数据预测的拟合能力。实验结果表明，ＰＳＯＥＬＭ对于非线性、无规律性等复杂特性的数据预测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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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汽车使用不断增加，车用汽油的质量备受关

注。辛烷值是汽油发动机燃料的抗爆性能高低的一项

重要指标，位于车用汽油规格的首项［１］。高压缩比的汽

车必须使用辛烷值高的汽油，否则发动机内会发生爆

震，导致发动机损坏。但是过高辛烷值汽油在气缸内又

不能完全燃烧，形成积碳同样会造成汽发动机寿命的减

短。因此只有选择合适的辛烷值汽油，才能提高燃油的

动力经济性能和实用性能［２］。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检

测法是研究汽油辛烷值的一种快速定量分析方法［３］，测

得的汽油辛烷值常含有显著的非线性、无规律性等复杂

特性。

传统的 ＢＰ神经网络通过由误差反馈不断调整权

重，虽然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达到相对较好的效

果，但是在训练过程中，采用的梯度下降算法容易导致

陷入局部最优和学习速度慢的问题［４］。针对这些问题，

黄广斌等人提出了极限学习机（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

ｃｈｉｎｅ，ＥＬＭ），该算法由广义逆直接求得输出层权重，在

确保证精度的同时提升了算法的学习速度。但是针对

具体问题时，ＥＬＭ不能自动寻找到最佳的网络结构，从

而导致该算法模型针对复杂性、无规律性的数据精度和



稳定性不高。孔令春等人［５］为了提高传统电力负荷预

测的准确性，提出了利用蝙蝠算法（ＢＡ）优化极限学习

机，利用ＢＡ的全局寻优特点对ＥＬＭ进行优化从而得到

最优隐含层偏置和输入权重，通过实验仿真验证该优化

算法的预测准确率得到了提升。毛羽等人［６］针对 ＥＬＭ

训练需要大量隐含层节点的问题，提出了差分进化与克

隆算法改进人工蜂群的极限学习机（ＤＥＣＡＢＣＥＬＭ），利

用改进人工蜂群计算 ＥＬＭ的隐含层节点，通过实验验

证，改进后的算法相比于其他算法具有更好的数据回归

和分类预测效果。张文等人［７］针对体育竞赛成绩预测

速度和准确率低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果蝇优化极限学习

机算法（ＦＯＡＥＬＭ），实验结果表明优化算法相比于其他

算法具有更快的学习速度和更高的预测精度。黄清宝

等人［８］针对ＥＬＭ预测精度不高、网络泛化能力较差的

问题，提出了和声搜索优化极限学习机的网络算法新模

型（ＨＳＥＬＭ），利用和声搜索优化输入权值和隐含层阈

值，以达到选择最优网络的目的，实验结果表明该优化

算法在同等情况下所需的隐含层节点数和预测精度均

优于ＥＬＭ。周靖楠［９］针对ＥＬＭ稳定性泛化能力较弱的

问题，提出了利用自适应算法优化极限学习机，并通过

选用海表异常温度作为该优化算法的输入因子，研究结

果表明，该优化算法对干旱预测相比于 ＥＬＭ，其预测精

度与稳定性均有所提高。

本文通过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ＮＩＲ）收集汽油的光

谱及辛烷值数据［１０］，针对传统极限学习机（ＥＬＭ）其预

测稳定性差和精度低的问题，提出了利用粒子群优化

ＥＬＭ的权值和阈值，达到提高 ＥＬＭ的精度及稳定性的

目的，并通过对复杂程度不同的汽油辛烷值和交通流量

数据预测进行实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对回归预测无

规律性、复杂程度高的数据时，ＰＳＯＥＬＭ的预测精度及

稳定性均明显优于ＥＬＭ。

１ 极限学习机

极限学习机（ＥＬＭ）是由黄广斌在２００４年提出来的

针对单隐含层前馈神经网络的一种算法［１１］。极限学习

机的特点是隐含层权重和偏置初始化后就不再需要更

改，其输出层权重由广义逆直接求得，而传统ＢＰ神经网

络需要由误差反馈不断调整权重，因此极限学习机相比

于ＢＰ在训练学习上的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ＥＬＭ是一个单隐含层神经网络，对于有Ｎ个任意样

本（Ａｉ，ｂｉ），其中 Ａｉ ＝［ａｉ１，ａｉ２，．．．，ａｉｎ］
Ｔ∈ Ｒｎ，ｂｉ ＝

［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ｎ］
Ｔ∈ Ｒｍ。隐含层有 Ｍ个神经元的单隐

含层神经网络可以表示为：

∑
Ｍ

ｉ＝１
βｉｈ（ｗｉａｉ＋δｉ）＝ｔｊ，ｊ＝１，．．．，Ｎ （１）

ｈ（ｘ）为激活函数，Ｗｉ＝［ｗｉ１，ｗｉ２，．．．，ｗｉｎ］
Ｔ为网络

输入权重，βｉ为网络输出权重，δｉ为隐含层的第ｉ个神经

元偏置，ｔｊ是网络输出。ｗｉａｉ表示ｗｉ和ａｉ的内积。为了

达到训练效果，需要得到 Ｗ^ｉ，^δｉ和 β^ｉ，

使得：

Ｈ（^Ｗｉ，^δｉ）^βｉ－Ｔ ＝ｍｉｎＨ（Ｗｉ，δｉ）^βｉ－Ｔ （２）

其中：Ｈ是网络隐含层输出，Ｔ是网络期望值，ｉ＝

１，．．．，Ｍ。式（２）等价于最小化损失函数：

Ｅ＝∑
Ｎ

ｊ＝１
∑
Ｍ

ｉ＝１
βｉｈ（ｗｉａｉ＋δｉ）－ｂ( )ｊ

２
（３）

在传统的基于梯度下降法算法中，求解最小化损失

函数的问题可以被解决，但在求解过程中所有的参数需

要通过迭代误差反馈来不断更新。而在 ＥＬＭ算法中，

输入权重Ｗｉ和隐含层的偏置 δｉ一开始就被随机确定，

因而隐含层的输出矩阵Ｈ就不再更改。训练ＥＬＭ网络

可以转化为求解一个线性方程Ｈβ＝Ｔ。而且输出权重β

可以被唯一确定：

β^＝Ｈ′Ｔ （４）

其中：Ｈ′是矩阵 Ｈ的广义逆。可以证明得到的解 β^的

范数最小、并且唯一。

２ 粒子群优化算法

在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

中［１２］，所有粒子都有一个适应值，该适应值由适应度函

数决定，每个粒子能保存搜寻到的最佳位置，粒子还被

赋予速度，用来决定搜索方向和距离。搜索过程中，粒

子通过跟踪两个“极值”来完成迭代。一个粒子搜索的

最优解为个体极值 ｐＢｅｓｔ，整个粒子群搜索的最优解为

全局极值ｇＢｅｓｔ。

Ｄ维空间里，由 ｎ个粒子组成的粒子群 Ｓ＝（Ｓ１，

６３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Ｓ２，．．．，Ｓｎ），第ｉ个粒子所处位置为 Ｓｉ＝（ｘｉ１，ｘｉ２，．．．，

ｘｉＤ）
Ｔ。将Ｓｉ放入适应度函数ｇ（Ｓｉ）中可以得出该粒子的

适应值位置 Ｆｉｔｎｅｓｓｉ。第 ｉ个粒子速度为 Ｖｉ ＝（ｖｉ１，

ｖｉ２，．．．，ｖｉＤ）
Ｔ，该粒子 ｉ的 ｐＢｅｓｔ为 Ｐｉ ＝（ｐｉ１，ｐｉ２，．．．，

ｐｉＤ）
Ｔ，粒子群的ｇＢｅｓｔ为Ｐｇ ＝（ｐｇ１，ｐｇ２，．．．，ｐｇＤ）

Ｔ。

粒子在迭代寻优过程中，通过ｐＢｅｓｔ和ｇＢｅｓｔ不断更

新自身的速度和位置，即：

Ｖｍ＋１ｉｄ ＝αＶｍｉｄ＋ｃ１ｔ１（Ｐ
ｍ
ｉｄ－Ｘ

ｍ
ｉｄ）＋ｃ２ｔ２（Ｐ

ｍ
ｇｄ－Ｘ

ｍ
ｉｄ）（５）

Ｘｍ＋１ｉｄ ＝Ｘｍｉｄ＋Ｖ
ｍ＋１
ｉｄ （６）

其中：α为惯性权重，调控搜索范围，ｄ＝１，２，．．．，Ｄ，

ｉ＝１，２，．．．，ｎ，Ｄ为需要求解问题的维数，ｎ为粒子群

的大小，ｍ为当前迭代寻优的次数，Ｖｉｄ为当前粒子的速

度，ｃ１、ｃ２为粒子的加速因子，一般取ｃ１ ＝ｃ２ ＝２，ｔ１、ｔ２

为两个取值范围为（０，１）的随机数，目的是增加搜索随

机性。一般将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限制在 ［－Ｓｍａｘ，Ｓｍａｘ］、

［－Ｖｍａｘ，Ｖｍａｘ］，目的是为了保证粒子不会盲目地进行搜

索［１３］。

３ 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

本文采用 ＰＳＯ优化 ＥＬＭ算法中的连接权值和阈

值，建立对近红外汽油辛烷值检测的 ＰＳＯＥＬＭ模型和

某城市交通流量的 ＰＳＯＥＬＭ模型，对比 ＰＳＯＥＬＭ算法

和ＥＬＭ算法针对复杂程度不同数据的预测效果。把

ＥＬＭ的输入权值和阈值作为ＰＳＯ中的粒子，粒子的长度

为Ｄ＝ｍ·（ｎ＋１），式中，ｍ为隐含层的节点数，ｎ为输

入各向量的维数。θｋ为粒子群中的第ｋ（１≤ｋ≤ｐｏｐｓｉｚｅ）

个粒子，可以表示为：

θｋ ＝［βｋ１１，β
ｋ
１２，．．．，β

ｋ
１ｍ，β

ｋ
２１，β

ｋ
２２，．．．，β

ｋ
２ｍ，

．．．，βｋｎ１，β
ｋ
ｎ２，．．．，β

ｋ
ｎｍ，ｂ

ｋ
１，ｂ

ｋ
２，．．．，ｂ

ｋ
ｍ］

其中：βｋｉｊ、ｂ
ｋ
ｉｊ为 ［－Ｘｍａｘ，Ｘｍａｘ］范围内的随机数，通常

Ｘｍａｘ＝１
［１３１５］。

对于粒子群中的每个粒子，将隐含层偏差和输入权

值矩阵，然后利用 ＥＬＭ算法计算输出权值矩阵。将粒

子群中各个粒子的均方误差（ＭＳＥ）作为 ＰＳＯ优化算法

的适应度函数［１６］，由 ＥＬＭ的学习样本计算出每个粒子

的ＭＳＥ。具体的ＰＳＯＥＬＭ算法如下：

（１）给定学习样本（输入向量和期望输出向量）。

（２）构建ＰＳＯＥＬＭ的优化新模型（确定输入层、隐

含层、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和激活函数）。

（３）产生粒子群（ＥＬＭ的输入权值和阈值）。

（４）粒子位置和速度初始化，并设置粒子速度和位

置的寻优范围（根据权值和阈值的范围）。

（５）选择粒子寻优适合的参数，其中主要有粒子训

练的最大迭代次数Ｔ＝６０，粒子群规模 Ｍ＝１００，粒子的

惯性权值 βｍａｘ ＝０８，βｍｉｎ ＝－０８，粒子的学习因子

ｃ１ ＝２４，ｃ２ ＝１６，粒子维数Ｄ
［１７］。

（５）确定以ＥＬＭ训练集的ＭＳＥ作为粒子群优化的

适应度函数，计算出ｐＢｅｓｔ和ｇＢｅｓｔ。

（６）通过迭代比较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７）判断是否取得最小误差或者达到最大迭代次

数。若达到，粒子群优化停止迭代，输出最优隐含层节

点阈值和输入权值；若没达到，粒子群继续迭代求其

ｐＢｅｓｔ和ｇＢｅｓｔ。

其工作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ＰＳＯＥＬＭ工作流程图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实验数据介绍

用于验证本文建立的 ＰＳＯＥＬＭ数据预测研究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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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量数据来源于 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 ４３个案例分

析［１８］，首先采集８天的交通流量数据，每隔１６分钟记录

一次该时段内的交通流量，一共记录７２０个时间点的数

据，用前７天的６３０个交通流量数据训练粒子群优化的

极限学习机，最后用训练好的粒子群优化的极限学习机

对第８天的交通流量进行预测。用于 ＰＳＯＥＬＭ数据预

测研究的汽油辛烷值数据来源于 ＭＡＴＬＡＢ智能算法３０

个案例分析［１９］，首先采集５４０个基于近红外光谱的汽油

辛烷值数据，用４５６个辛烷值数据训练粒子群优化的极

限学习机，然后对剩下的８４个样本数据进行预测。

４２ 交通流量数据预测

本文交通流量数据预测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交通流量预测仿真结果对比图

　　如图２所示，图２（ａ）为ＰＳＯＥＬＭ优化迭代图，可以

看出粒子开始时均方误差大于００１２，经过６０次优化迭

代后下降到了０００８５左右；图２（ｂ）为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

预测交通流量正确率对比图，通过对９０个样本预测的

结果可以得出，该城市的交通流量用 ＥＬＭ算法预测的

正确率达到了９４２４３％，用 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进行预

测的正确率达到了９８０３７％，提升了４％左右；图２（ｃ）

为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预测交通流量误差对比图，图２（ｄ）

为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预测交通流量均方根误差对比图，

综合图２（ｃ）和图２（ｄ）可以看出，使用ＥＬＭ算法预测数

据的误差值在±３０左右，均方根误差多数在３左右，使

用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预测数据的误差值在 ±１０左右，

均方根误差多数在１左右，可以得出 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

法在预测精度与稳定性均比 ＥＬＭ算法有了一定的

提升。

４３ 汽油辛烷值预测

本文汽油辛烷值预测结果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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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汽油辛烷值预测仿真结果对比图

　　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ＰＳＯＥＬＭ优化迭代图，可以

看出粒子开始时均方误差大于００２，经过６０次优化迭

代后下降到了０００２左右；图３（ｂ）为 ＰＳＯＥＬＭ和 ＥＬＭ

预测汽油辛烷值正确率对比图，通过对８４个样本预测

的结果可以得出，该汽油辛烷值数据用 ＥＬＭ算法预测

的正确率为４４８１９％，用 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进行预测

的正确率达到了９９５３６％，提升了５０％以上；图３（ｃ）为

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预测汽油辛烷值误差对比图，图３（ｄ）

为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预测汽油辛烷值均方根误差对比

图，综合图３（ｃ）和图３（ｄ）可以看出，使用 ＥＬＭ算法预

测数据的误差值在±２左右，均方根误差多数在０１５左

右，使用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预测数据的误差值在 ±０３

左右，均方根误差均小于００５，可以得出ＰＳＯＥＬＭ优化

算法在预测精度与稳定性均比 ＥＬＭ算法有了大幅度的

提升。

４４ 仿真对比结果分析

表１为某城市交通流量与汽油辛烷值预测准确率

对比情况。从表１可以看出，ＥＬＭ算法预测汽油辛烷值

的效果比预测某城市交通流量的预测效果差很多，而

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对汽油辛烷值和某城市交通流量的

预测精度高并且稳定。从图２和图３的分析来看，本文

所采用的某城市交通流量数据包为该城市８天的交通

流量组成，并且城市交通流量高峰期和低谷期具有规律

性，而采用汽油辛烷值数据包则是随机性与多变化性。

根据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交通流量预测仿真结果对比图、

ＰＳＯＥＬＭ和ＥＬＭ汽油辛烷值预测仿真结果对比图和交

通流量与汽油辛烷值预测准确率对比图可以得出，针对

复杂多样性的数据回归拟合预测，从样本预测和均方根

误差等指标得出，本文提出的 ＰＳＯＥＬＭ优化算法的预

测精度及稳定性明显优于ＥＬ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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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预测准确率对比预测

预测数据
准确率

ＥＬＭ模型 ＰＳＯＥＬＭ模型

某城市交通流量 ９４２４３％ ９８０３７％

汽油辛烷值 ４４８１９％ ９９５３６％

５ 结束语

本文利用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模型在回归拟合

应用中的特点，将该模型应用于汽油辛烷值的数据预

测，并且与有规律性的交通流量数据预测相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地对非线性、无规律性的数据

做出较好的回归拟合预测。在训练学习样本数据相同

的情况下，将极限学习机与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两种

模型的回归拟合预测实验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使用

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模型的回归拟合预测在预测精

度及训练稳定性均要优于极限学习机模型。粒子群优

化极限学习机模型提高了算法训练精度和泛化能力，可

有效避免训练过程中“过学习”等问题，使得模型的稳定

性获得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粒子群优化极限学习机算

法是一种预测汽油辛烷值的有效新方法，在其他类似的

预测与评价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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