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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多种群算法优化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篦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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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篦冷机关键参数篦下压力为研究对象, 提出一种篦压变化趋势预测模型. 利用主成分分析对数据降维,
以主元序列作为观测序列, 构建改进的多种群算法优化隐马尔可夫模型参数. 种群内利用轮盘赌算子选择个体, 设
计双区与均匀行交叉结合的自适应交叉算子避免局部收敛, 进行动态变异率的多项式变异操作提高收敛速度, 种群
间提出混合师生交流机制的自适应移民算子保证多种群协同进化. 仿真表明本文算法可收敛到全局最优, 能提高
收敛精度和速度, 利用该算法建立的模型跟踪性能好, 预测精度高, 能满足对篦压趋势预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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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grate pressure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grate
press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is the key parameters of grate cooler.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us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data.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feature sequence is used as the observation sequence. An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the improved multiple 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hidden Markov model is constructed. Individuals
are selected by roulette selection operator to avoid local convergence, the adaptive crossover operator is designed, which is
combined with double zone crossover and uniform line crossover. The polynomial mutation operation of dynamic mutation
rate i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convergence speed within population. An immigration operator is presented which is mixed by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ensure the co-evolution of multiple popula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algorithm can converge to the global optimum and improve convergence accuracy and speed.
The model established by this algorithm exhibits good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which is suitable
for predicting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grat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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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篦冷机是水泥生产线中的关键设备, 担负着冷却
高温水泥熟料、改善熟料煅烧条件及回收热量的任
务[1] . 但篦冷机熟料换热系统工况复杂, 参数众多且
影响错综复杂, 难以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2] . 目前大
部分采用人工诊断方式, 但此方法有一定盲目性, 且
效率低, 因此对篦冷机自动控制进行研究, 建立篦冷
机气固换热系统状态预测模型, 对提高篦冷机内的热
交换效率与整体的热回收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用价值, 也是目前水泥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次风温是衡量热回收效率的重要参数, 在篦冷机熟料
换热过程中要保证二次风温的稳定, 而二次风温高低
主要取决于冷风吹过料层后与高温熟料的热交换程
度, 所以要保证一定的料层厚度, 料层过厚或过薄都
会影响二次风温. 但在实际生产中料层厚度难以直接
测得, 通常用篦压间接反映料层厚度[3] , 因此篦压是
篦冷机被控量中的重中之重, 篦压过大或过小都会影
响篦冷机内热交换效率及整体的热回收率, 导致资源
浪费, 同时也会影响水泥产量和质量, 因此选择篦压
作为研究对象.
如何对篦冷机熟料换热系统建模一直是研究的重
点和难点, 对此国内外很多专家进行了大量研究: Pani
利用径向基函数 (radial basis funtion, RBF) 神经网络
建立了高温熟料在线预测模型[4] ; Li等基于误差逆向
传播(back propagation, BP)神经网络对篦冷机生产数
据进行辨识, 建立了篦压与篦速关系的控制模型[5] ;
李海滨等结合神经网络与模糊推理, 建立了熟料流动
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6] ; Yuan利用线性、非线性回归
模型、BP神经网络及RBF神经网络分别进行了篦冷
机气固换热系统的模型辨识[7] . 已有文献在篦压预测
方面涉及较少, 且多为静态研究. 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具有完善的统计学基
础和可靠的计算性能, 已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人体
行为识别、故障诊断等诸多领域[8] . 曾承至等提出了
基于改进HMM的风电机组齿轮故障预测模型[9] ; V.
purushotham等利用HMM研究了故障轴承诊断时的
多故障分类[10] ; Ocak H等根据振动信号建立了HMM
的轴承故障诊断模型[11] ; 刘云龙等结合局部线性嵌入
(locally linear embedding, LLE) 与 HMM 对回转窑的
喂煤量趋势预测进行了研究[12] , 这都为HMM应用于
篦冷机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上述情况, 本文用改进的多种群算法优化
HMM(improved multi-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hidden markov model, IMPGA–HMM), 并将该算法与
MPGA–HMM, PSO–HMM, Baum–Welch–HMM仿真
对比, 利用基准模型进行有效性验证, 结果表明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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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避免局部最优、提高求解精度和速度, 结合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与IMP–
GA–HMM建立篦压趋势预测模型, 以避免由于篦压
状态识别不及时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 具
有实际意义, 同时为篦冷机工艺参数建模及状态识别
提供新的思路.

2

数据降维及量化

从冀东水泥厂收集篦冷机现场数据样本特征的维
度很高, 且相互之间含有大量的冗余信息, 为了降低
计算复杂度, 减少特征数、噪音和冗余及过度拟合, 利
用PCA[13] 借助正交变换将多维数据转化到低维空间.
在训练HMM模型前, 需要对PCA预处理后的数据
量化为观测序列符号送入模型, 利用归一化思想量化
数据, 具体操作如式(1)和式(2)所示:
k
t′ =
· t,
(1)
tmax − tmin

t̃ = ⌈

t′ − t′min
· D⌉,
t′max − t′min

(2)

其中: t表示输入样本x(i) 中的一列, k 为定值, 文中取
50, D为量化级数, 文中取2, ⌈ ⌉表示就近取整, t̃为量
化后的数据.

3

IMPGA–HMM算
算法构建

HMM是基于统计学的有效动态建模工具, 利用它
对观测序列预测主要包含训练和识别两个阶段, 训练
是解决参数估计问题, 识别是解决概率计算问题.
HMM包含5个参数, 记为λ = (π, A, B, N, M ), 其中
π 为初始概率矩阵, A为状态转移矩阵, B 为发射概率
矩阵, N 为状态数, 记为U1 , U2 , · · · , UN , V 表示t时刻
模型状态, 显然Vt ∈ {U1 , U2 , · · · , UN }, M 为每个状
态下的观测符号数, O表示观测序列样本. π , A, B 计
算公式如式(3)所示:


π = {πi }, πi = P(Vt = Ui ), 1 6 i 6 N,






A = {aij }, aij = P(Vt+1 = Uj |Vt = Ui ),


(3)
1 6 i, j 6 N,




B = {bj (k)}, bj (k) = P(ok |Vt = Ui ),





1 6 j 6 N, 1 6 i 6 M.
训练HMM模型常采用Baum-Welch算法, 即输入
观测序列并初始化参数, 不断迭代获得新的参数使输
出概率P(O|λ)最大, 但该算法获得的解易受初始值影
响, 易陷入局部最优, 而传统遗传算法存在未成熟
收敛问题, 为了弥补两者的不足, 本文提出 IMPGA–
HMM算法, 算法详细流程图如图1所示, 下面详细介
绍图1的各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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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烦, 为保证π , A, B 每行元素和为1, 对各矩阵归
一化. 具体形式如图2所示, 满足条件如式(4)所示:
∑

πi = 1, i = 1, 2, · · ·, N,


i


∑
aij = 1, i = 1, 2, · · ·, N, j = 1, 2, · · · , N, (4)
j



∑


 bik = 1, i = 1, 2, · · ·, N, k = 1, 2, · · · , M.
k

HMM模型的好坏取决于训练数据对模型的似然
概率P(O|λ)是否尽可能大, 但考虑到小于甚至远小于
1, 不方便进行比较, 因此将对P(O|λ)取对数作为适
应度函数, 即优化目标如式(5)所示:

fFitness = ln(P(O(k) |λ)).
3.2

(5)

操作运算

IMPGA算法初始化种群后, 经过一系列的选择、
改进交叉、改进变异、人工选择、混合师生交流机制
的移民等操作使优化目标不断向好的方向进化, 从而
获得最优个体, 进而获得HMM参数.

3.2.1

图 1 IMPGA–HMM算法流程图
Fig. 1 The flow chart of IMPGA–HMM algorithm

3.1 编码机制及适应度函数选取
利用IMPGA算法训练HMM参数, 需要确定可操
作的染色体形式. 采用实数编码, 省去了编码与解码

选择操作

本文选择轮盘赌算法[14] , 通过产生[0, 1]之间的随
机数r与每个个体的累积概率的大小比较来判断该个
体是否在下一代被选中, 累积概率的计算公式如式
(6)所示, 选择个体方式如式(7)所示:
i
∑
fFitness (xk )
qi =
(6)
,
N
k=1 ∑
fFitness (xj )
j=1

1, r < q ,
1
(7)
k, qk−1 < r < qk .

图 2 HMM染色体编码
Fig. 2 The chromosome coding of HMM

3.2.2

交叉操作

引入双区交叉与均匀行交叉相结合的交叉算子,
并根据当前个体适应度与平均适应度的差值动态调
整交叉概率. 将当前种群的平均适应度值放入集合I ,
记为Favg , 最大适应度值放入集合J , 记为Fmax , 设定
阈值η , 若当前个体适应度与Favg 的差值大于η , 选择
双区交叉且使交叉概率较小, 否则, 选择均匀行交叉
且使交叉概率较大, 有利于淘汰较差个体, 且使交叉
概率随进化代数的增加越来越小以增强局部搜索能
力, 计算公式如式(8)所示:



l
ε fmax −f , f −fave > η,
2e−L
fmax −fave
Pc =
ε=
(8)
l ,
−L

1+e
1,
f −fave < η,
其中: Pc 为交叉概率, f 为当前待交叉的两个体的适应
度较大值, l为当前迭代次数, L为最大迭代次数, ε为
与进化代数相关的系数.
将两种操作结合, 可以增强解空间的搜索能力且
不会使适应度高的个体过早收敛, 使搜索有效稳定,
自适应交叉概率使个体在初期取得合适的交叉概率,
全局搜索能力较强, 随进化代数的增加交叉概率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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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搜索能力减弱, 局部搜索能力变强, 有利于找到
全局最优解.
定义双区交叉算子为选择父代π , A, B 三区中的
任意两个区进行交叉, 进而产生新的子代, 具体操作
如图3所示, 图中Pare1与Pare2为两个父代个体, Chld1
与Chld2为经过双区交叉后产生的两个后代个体.
定义均匀行交叉为选择π , A, B 矩阵中的某一行
进行交叉, 需先生成一个长度为3的结构, 称其为掩码
Mask, 以N = 2, M = 3为例说明该操作的具体过程.
如图4所示, Mask的第1个基因位有0, 1两种取值,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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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示矩阵π 进行交叉和不进行交叉, 第2个基因位
有00, 11, 12三种取值, 分别表示A矩阵不进行交叉,
A矩阵第1行进行交叉, A矩阵第2行进行交叉, B 矩阵
与A矩阵同理.

图 3 双区交叉操作示意图
Fig. 3 The sketch map of double zone crossover operation

图 4 均匀行交叉操作示意图
Fig. 4 The sketch map of uniform line crossover operation

3.2.3

变异操作

构建基于动态变异率的多项式变异算子, 在算法
后期依靠动态变异率多项式变异算子调整变量值, 以
克服变异概率较小导致的算法多代后仍无法收敛或
易陷入局部最优的问题. 多项式变异是一种很有效且
常用的变异方法[15] , 具体形式为 vk′ = vk + α × (uk −
lk ), 其中α如式(9)所示, 在此基础上引入动态变异率,
在每代运行后调整概率值如式(10)所示:


[2u + (1 − 2u)×




v − lk βm +1 β 1+1


(1 − k
)
] m − 1, u 6 0.5,
uk − lk
α=
(9)


1
−
[2(1
−
u)
+
2(u
−
0.5)×





(1 − uk − vk )βm +1 ] βm1+1 ,
u > 0.5,
uk − lk
g
Pc (i)
Pm (i+1) = Pm (i)+( )n ×(
−Pm (i)),
G
3
(10)
其中: u是一个[0, 1]之间的随机数, βm 是用户指定的
分布指数, g 是当前运行次数, G 是运行总次数, n是变
异算子求解精度小数点后的位数, Pm (i)是第i个种群
的变异概率, Pc (i)是第i个种群的交叉概率.
由于HMM三个关键参数矩阵要求每行概率和
为1, 种群经过选择、交叉、变异后需对矩阵每行进行

归一化处理, 且为保证种群最大适应度只增不减, 进
行每次繁殖后需判断旧种群的Fmax 是否大于新种群
的Fmax , 若是, 则用旧种群Fmax 对应个体替换新种群
Fmax 对应个体.

3.2.4

移民操作

构建混合种群师生交流机制[16] 的自适应移民算
子. 该算子与传统算子相比增加了种群间的移民, 但
幅度过大的移民会导致算法在提高收敛速度的同时
陷入局部最优, 而汉明距离可衡量种群间相似性, 因
此根据种群中个体的平均加权汉明距离选择移民种
类, 计算公式如式(11)和式(12)所示:
n
k
∑ ∑
∑
1 n−1
Havg =
ω(xm ) |bim − bjm | , (11)
n i=1 j=i+1 m=1

ω(xm ) = 2m .

(12)

种群移民Pm 需找到每个种群Fmax 放入集合F , 并
对种群按适应度从大到小排序, 将F 中最大值对应种
群称为教师种群, 最小值对应种群称为学生种群, 根
据种群汉明距离的大小, 判断是否将学生种群替换为
教师种群, 以提高收敛速度. 个体移民Im 根据适应度
筛选出每个种群中的最好和最差个体, 将前一种群的
最好个体替换后一种群的最差个体, 为满足封闭性,
将最后一个种群的最好个体替换第1个种群的最差个
体, 以实现种群间的信息交换, 移民种类选择标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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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所示, 具体替换过程如图5所示.

P &I , H 1 − H 2 > ξ,
m
m
avg
avg
1
Im ,
H − H 2 < ξ.
avg



为避免移民个数η 在不同的优化问题中产生不同
的影响, 将其设计为随进化情况自适应改变移民个数
(13)

avg

的移民算子, 其计算公式如式(14)所示:







 S−1 S
∑ ∑


(0.5fi max − favg )\(0.5fi max − fj min )




i=1 j=1

η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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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其中: η 表示移民个数, S 表示种群总数, fi max 表示前
一种群中个体的最大适应度值, fj max 表示后一种群
中个体的最小适应度值, l为当前迭代次数, L为最大
迭代次数.

+




l 
0.5fSmax − favg
∧ 2(1− L )  ,

0.5fS max − f1 min 






(14)

spectra data.mat文件中的NIR矩阵随机产生50行401
列的光谱数据, octane矩阵生成50行1列的辛烷值数据
作训练集, 并利用剩余10个样本作测试集.
利用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中的neff函数创建
BP神经网络模型, 隐含层神经元数设为9, 其他参数默
认; 利用newrbe函数创建RBF神经网络模型, spread值
选取0.3, 其他参数默认, sim函数仿真测试; 利用libsvm 软件包中的 svmtrain 函数创建 SVM 模型, 采用
RBF核函数, 利用交叉验证方法寻找参数c和g , 其他
参数默认, svmpredict函数仿真测试; 利用图1流程建
立IMPGA–HMM模型, 预测结果如图6所示:

图 5 混合种群师生交流机制的移民算子
Fig. 5 Immigrant operator combining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3.2.5

人工选择操作及终止条件

在IMPGA算法进化过程中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优
良个体, 由于交叉变异的随意性会破坏种群中适应度
最大的个体, 因此利用人工选择算子选出的各种群最
好个体构成精华种群, 该种群通过比较当代和上一代
最优个体的适应度, 保留较大值作为精英个体, 过程
中只更新不进行交叉、变异、选择等遗传操作以防止
最好个体被破坏和丢失, 从而使算法朝最优解方向发
展, 以提高IMPGA算法的全局收敛性能. 同时充分利
用遗传进化过程中的知识积累, 以最好个体最少保持
代数作为终止依据.

3.3 IMPGA–HMM在
在基准模型上的仿真验证
为验证 IMPGA–HMM 建立模型的有效性, 利用
IMPGA–HMM、BP神经网络、RBF神经网络、支持向
量机(sopport vetor machine, SVM)建立汽油样品近红
外光谱及其辛烷值间的模型, 并对模型性能对比评价.
辛烷值是汽油品质的重要指标, 预测其值具有实
际意义. 仿真实验在MATLABR2014a环境下进行, 操
作系统为Windows7, CPU为i3–4160, 内存为8 G. 利用

图 6 辛烷含量预测结果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octane content

使用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及 相 对 均 方 根 误 差 (relative mean square root error,
RRMSE)对模型跟踪辛烷值变化趋势能力进行分析,
仿真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模型预测结果误差分析
Table 1 Error analysis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models
模型

RMSE

RRMSE/%

BP
RBF
SVM
IMPGA–HMM

0.517
0.495
0.43
0.331

25.80
24.70
21.50
16.50

由表1可看出IMPGA–HMM建立的汽油样品近红
外光谱及其辛烷值间的模型与真实情况的误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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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均方根误差为16.5%, 相对于BP神经网络建立的
模型误差减小了36%, 本文算法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
明显优势.

HMM模型, 对未知趋势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分别输入
到两模型中, 通过比较模型的概率输出值即可预测篦
压趋势.

4 篦压预测模型建立及验证

考 虑 到 实 际 应 用 中 存 在 平 稳 状 态, 设 定 阈 值
σ = 0.1, 当P(O|λ1 )和P(O|λ2 )均小于σ 时判定为平
稳状态, 判定标准如式(16)所示, 其中箭头分别表示下
降、上升、平稳趋势, 具体步骤如图8所示:



↓, P(O|λ1 ) > P(O|λ2 )&P(O|λ1 ) > σ




&P(O|λ2 ) > σ,



4.1 PCA–IMPGA–HMM篦
篦压模型建立
篦冷机的结构简图如图7所示, 高温熟料从窑头卸
下, 在风机和惯性作用下进入篦床冷却, 冷空气遇高
温熟料升温, 受热后的气体以二次风和三次风的形式
进行回收和利用, 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17] . 通过
对篦冷机机理的分析, 结合冷却过程的先验知识和现
场数据, 选取影响篦压(Gp)的9个重要参数作初始样
本, 分别是篦速(V)、生料下料量(M)、窑主机电流(I)、
窑头负压(Hp)、二次风温(St)、三次风温(Tt)、窑风机
开门阀度(O)、平衡主机转速(R)、物料出口温度(Et).
利用篦压变化的差异值来寻找特征点, 如式(15)所示,
其中∆为变化量, Xt 为 t 时刻的篦压, 设定阈值 δ 为
50 Pa.

∆ = Xt+1 − Xt ,

∆ > δ, X ↓,
t
∆ < −δ, Xt ↑,

↑, P(O|λ1 ) < P(O|λ2 )&P(O|λ1 ) > σ (16)




&P(O|λ2 ) > σ,




↔, P(O|λ ) < σ&P(O|λ ) < σ.
1
2

(15)

其中: ↓表示Xt 为下降趋势特征点, ↑表示Xt 为上升趋
势特征点.
经PCA对数据降维只需3个主元方差累积贡献率
已达90.881%, 即观测序列长度M = 3, 利用式(1)和
式(2)对数据进行量化. HMM状态定为上升和下降2
种 状 态, 即 状 态 数 N = 2, 通 过IMPGA–HMM对 上
升、下降趋势的观测序列建立各自的PCA–IMPGA–

图 7 篦冷机结构简图
Fig. 7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grate cooler

图 8 PCA–IMPGA–HMM篦下压力模型
Fig. 8 The grate pressure model established by PCA–IMPGA–HMM

4.2

实验数据分析(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从冀东水泥厂收集篦冷机现场数据用于训练和测
试, 选取上升特征点1731个、下降特征点1758个, 分
别用IMPGA训练HMM模型得到建立上升和下降趋

势的参数.
转移概率矩阵如图9(a)和9(b)所示, 发射概率矩阵
如图10(a)和图10(b)所示, 初始概率分布矩阵如表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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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a) 篦压上升趋势模型转移概率矩阵
Fig. 9(a)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for the upward trend
model of grat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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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b) 篦压下降趋势模型发射概率矩阵
Fig. 10(b) Emission probability matrix for the downward
trend model of grate pressure

表 2 IMPGA–HMM模型初始概率分布
Table 2 The initi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IMPGA–HMM model
模型

初始概率

初始概率

篦压上升趋势模型
篦压下降趋势模型

0.9824
0.0088

0.0176
0.9912

为验证本文算法在收敛精度、收敛速度、局部最
优情况及预测准确度方面的优势及建立模型的有
效 性, 将 PCA–IMPGA–HMM与PCA–Baum–Welch–
HMM, PCA–MPGA–HMM, PCA–PSO–HMM[18] 的
训练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图 9(b) 篦压下降趋势模型转移概率矩阵
Fig. 9(b)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for the downward trend
model of grate pressure

MPGA参数设置为: 最优个体最少保持代数为10,
交叉概率在[0.7, 0.9]之间随机产生, 变异概率初始值
在[0.001, 0.06]之间随机产生, 轮盘赌选择算子、单区
交叉、两点变异、移民算子、人工选择算子.
PSO–HMM算法具体参数为: 种群大小20, 加速度
系数φ = 2.0, 最大速度vmax = 1.0, Pb = 0.1, 繁殖概率
速度加权从0.7至0.4线性减少.
IMPGA参数设置为: 最优个体最少保持代数为10,
交叉概率在[0.7, 0.9]之间随机产生且随进化代数的增
加变小, 变异概率初始值在[0.001, 0.06]之间随机产生
且随着进化代数的增加而变大, 轮盘赌选择算子, 结
合双区交叉与均匀行交叉的交叉算子, 交叉概率在
[0.7, 0.9]之间随机产生且随进化代数的增加变小, 多
项式变异, 变异概率初始值在[0.001, 0.06]之间随机产
生且随着进化代数的增加而变大, 混合种群师生交流
机制的自适应移民算子, 人工选择算子.

图 10(a) 篦压上升趋势模型发射概率矩阵
Fig. 10(a) Emission probability matrix for the upward trend
model of grate pressure

3个算法与本文算法选取同样的观测序列和初始
值, 分别运行50次, 训练结果取平均值, 训练曲线如
图11所示. 为了更直观的体现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将
4种算法执行50次的最好值、最差值、平均值、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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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但最差值为−2.298, 说明该算法要么陷入局
部最优, 要么达到全局最优, 从均方差可看出该算法
很不稳定, 这是因为它对初值敏感, 训练过程中无新
个体加入, 一旦陷入局部最优不易跳出. 粒子群优化
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训练HMM得
到结果平均值不理想, 这主要是因为该算法对控制参
数较敏感, 无法均衡全局搜索和局部搜索能力, 易陷
入局部最优. MPGA算法引入多个种群协同搜索机制,
很大程度上改进了Baum–Welch算法, 但在收敛精度
与速度方面仍不是很理想. IMPGA算法对MPGA算法
在交叉、变异概率自适应调整、操作算子等方面进行
了改进, 利用IMPGA算法训练HMM模型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该算法的均方差值仅为0.591, 相对于Baum–
Welch算法提高48.7%, 得到最优解的适应度平均值高
达−1.499, 相对于MPGA算法提高11.1%, 说明改进
算法可找到全局最优解、收敛速度快且收敛精度高,
计算结果对控制参数的敏感度大大降低, 兼顾全局与
局部搜索能力, 对抑制未成熟收敛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均方差等性能指标统计如表3所示.
由图11可以看出利用IMPGA训练HMM参数在4
种算法中收敛速度最快, 且在50次运行结果中得到的
平均最优解最好, 这主要是因为本文算法设计了双区
与均匀行交叉结合的自适应交叉算子可以有效避免
局部收敛, 提出动态变异率的多项式变异操作以及混
合师生交流机制的自适应移民算子可提高收敛速度.

图 11 4种算法训练HMM参数曲线
Fig. 11 The training curve of HMM parameter by four

在利用IMPGA训练HMM得到篦压上升及下降趋
势的模型后, 随机选择500组数据进行测试. 不同模型
的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利用本文算法
建立的模型识别准确率最高.

algorithms

由表3可看出Baum–Welch训练HMM最好值仅为

表 3 4种算法各指标对比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results of each index of four algorithms
算法

最好值

最差值

平均值

方差

均方差

PCA–Baum–Welch–HMM
PCA–PSO–HMM
PCA–MPGA–HMM
PCA–IMPGA–HMM

−1.351
−1.389
−1.434
−1.33

−2.298
−1.881
−1.965
−1.672

−1.888
−1.614
−1.687
−1.499

1.327
0.918
0.687
0.349

1.152
0.958
0.829
0.591

表 4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
Table 4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models
PCA–Baum–Welch–HMM
上升
下降
平稳

238
246
16

识别数
161
173
11

准确率/%
67.60
70.30
68.70

PCA–PSO–HMM
识别数
189
194
9

本文算法虽与一些算法相比预测结果较好, 但是
预测准确率会受一些控制参数的影响, 如: 交叉变异
初始概率、移民个数、移民种类、选择算子、阈值、终
止迭代条件等, 因此在参数设置方面仍有待研究, 有
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为验证本文算法建立模型的优势, 选取篦压实际
变化的 60 个测试数据, 用本文模型、文献 [6] 中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文献[7]中的RBF神经网络模型、及文

准确率/%
79.40
78.90
56.20

PCA–MPGA–HMM

PCA–IMPGA–HMM

识别数
204
206
11

识别数
221
223
13

准确率/%
85.70
83.70
68.75

准确率/%
92.80
90.70
81.30

献[19]的多核极端学习机(multiple kernel extrem learing machine, MKELM)模型测试实际数据的变化情
况, 四种模型的识别数和准确率如表5所示, 由表5可
看出, 本文方法建立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 识别准
确率分别提高15%, 11.66%, 3.33%.
为了更形象的表现预测结果, 本文模型与BP神经
网络模型的预测结果如图12(a)及图1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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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种模型篦压预测结果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grate
pressure for four models
篦压模型

预测样本数

识别数

准确率/%

IMPGA–HMM
BP神经网络
MKELM
RBF神经网络

60
60
60
60

53
44
46
51

88.33
73.33
76.6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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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实验表明该模型可对篦压进行准确有效的预测,
对实际应用中如何控制篦冷机参数提供了参考, 同时
为篦冷机故障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避免了由于篦下
压力状态识别不及时导致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问
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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