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25537.6

(22)申请日 2019.01.13

(71)申请人 胡燕祝

地址 100876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北京邮电大学

(72)发明人 胡燕祝　王松　

(51)Int.Cl.

G06Q 10/04(2012.01)

G06N 3/08(2006.01)

G06N 99/00(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

的数值预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

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属于机器学习和数据挖

掘领域，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步骤：(1)选择袋外

数据X 1( x1，x 2，...，x n )，计算袋外数据误差

error(1)；(2)随机对袋外数据所有样本的特征T

(t1，t2，...，tm)加入噪声干扰，再次计算袋外数

据误差error(2)；(3)计算所有特征T(t1，t2，...，

tm)的重要性I；(4)确定重要性较大的特征T(t1，

t2，...，ts)及其重要程度ω(ω1，ω2，...ωs)；

(5)训练BP神经网络，更新连接权值ωi；(6)将测

试集样本作为输入，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将选择好

的特征输入到BP神经网络中进行预测，得到预测

结果。本发明所建立的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

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用随机森林提取样

本集的特征并对其重要性程度进行了量化，实现

数值预测。通过多组数据实验对比结果可知，该

预测方法为数值预测，提供了在保证了预测精度

的基础上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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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其具体归类步骤如下：

(1)选择袋外数据X1(x1，x2，...，xn)，计算袋外数据误差error(1)：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N为样本总数；

(2)随机对袋外数据所有样本的特征T(t1，t2，...，tm)加入噪声干扰，再次计算袋外数

据误差error(2)：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特征中加入噪声的数据，N为样本总数；

(3)计算所有特征T(t1，t2，...，tm)的重要性I：

式中，N为决策树的个数，m为特征个数，error(1)为未加入噪声前袋外误差，error(2)为

在特征中加入噪声后的袋外误差；

(4)确定重要性较大的特征T(t1，t2，...，ts)及其重要程度ω(ω1，ω2，...ωs)：

设定最后需要预留的特征个数s，重复上述三步，删除重要性较小的特征，得到最终的

特征T(t1，t2，...，ts)和特征对应的重要性程度ω(ω1，ω2，...ωs)；

(5)训练BP神经网络，更新连接权值ωi：

将上一步骤得到的特征重要性程度设为输入层神经元和第一个隐藏层神经元之间的

连接权值ω(ω1，ω2，...ωs)，然后根据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更新连接权值ωi，具体公式如

下：

其中， 为实际输出值，yi为理想输出值，η为每次更新的步长；

(6)将测试集样本作为输入，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将选择好的特征输入到BP神经网络中

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结果，完成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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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领域，主要是一种数值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针对数值预测问题，大多数模型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拟合原始数据，但是模

型泛化能力较差。这些模型往往在训练集上表现出很好的预测性能，然而在测试集上或者

一些新出现的数据中，预测能力会大大降低。神经网络虽然具有很好的泛化能力，但是在模

型训练过程中收敛速度太慢，导致训练时间过长，不能满足数值预测对时效性的要求。以BP

神经网络为例，早期的BP神经网络存在收敛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最优等问题。虽然BP神经网

络采用误差反向传播的方法来调整各层神经元之间的权值，但是在最初始建模的时候，输

入层神经元与第一个隐藏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是通过初始化的方法设定的随机数，这

可能是导致后续网络训练是陷入局部最优的一个原因。

[0003] 我国在数值预测方面也取得了一些丰富成果。例如，利用深度学习在电力负荷、交

通流量、空气质量等方面实现了较好的数值预测。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海量

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对模型的特征选择以及预测性能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实现

准确、高效地对某些领域的数值进行预测，达到数值预测的要求，必须建立一种精确、泛化

能力强的数值预测方法，进一步减小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使得预测结果更加

准确，为我国经济和商业等领域提供一种精准、可靠的数值变化监测方式，为未来的发展和

管理提供指导性意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精确、泛

化能力强的数值预测方法，其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0005] 技术方案实施步骤如下：

[0006] (1)选择袋外数据X1(x1，x2，...，xn)，计算袋外数据误差error(1)：

[0007]

[0008]

[0009]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N为样本总数。

[0010] (2)随机对袋外数据所有样本的特征T(t1，t2，...，tm)加入噪声干扰，再次计算袋

外数据误差error(2)：

[0011]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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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特征中加入噪声的数据，N为样本总数。

[0014] (3)计算所有特征T(t1，t2，...，tm)的重要性I：

[0015]

[0016] 式中，N为决策树的个数，m为特征个数，error(1)为未加入噪声前袋外误差，error
(2)为在特征中加入噪声后的袋外误差。

[0017] (4)确定重要性较大的特征T(t1，t2，...，ts)及其重要程度w(w1，w2，...ws)：

[0018] 设定最后需要预留的特征个数s，重复上述三步，删除重要性较小的特征，得到最

终的特征T(t1，t2，...，ts)和特征对应的重要性程度w(w1，w2，...ws)。

[0019] (5)训练BP神经网络，更新连接权值wi：

[0020] 将上一步骤得到的特征重要性程度设为输入层神经元和第一个隐藏层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权值w(w1，w2，...ws)，然后根据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更新连接权值wi，，具体公式如

下：

[0021]

[0022]

[0023]

[0024] 其中， 为实际输出值，yi为理想输出值，η为每次更新的步长。

[0025] (6)将测试集样本作为输入，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将选择好的特征输入到BP神经网

络中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结果，完成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

[0026] 本发明比现有技术具有的优点：

[0027] (1)本发明采用了将BP神经网络与随机森林组合的方式，用随机森林提取样本集

的特征并对其重要性程度进行了量化，然后用选取的特征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重要性程

度度量作为神经网络的初始化连接权值，实现了数值预测，充分利用了随机森林输出的特

征向量的特征信息，减小了相对误差，提高了模型精度。

[0028] (2)本发明对多组数据进行实验，实验结果与现有技术相比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

优势，并且数据结果相对稳定。这说明本发明在保证了预测精度的基础上提高了模型的泛

化能力，能够更好的完成数值预测任务。

[002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图1是建立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模型的步骤流程图；

[0031] 图2是建立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模型的算法流程图；

[0032] 图3是简易的神经网络结构图；

[0033] 图4是多种模型的实验结果对比；

[0034] 图5是对本发明进行多组仿真实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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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案

[0035] 下面通过实施案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以电力负荷预测为例，选用的数据集是某工厂某年的电力监测数据，数据集中包

含了该工厂12个月的天气温度、日期、星期、以及各个车间各个时间段的设备用电情况等各

种信息，共8760条数据。选取数据集的80％即7008条数据作为训练集，剩下的20％即1752条

作为测试集。

[0037] 本发明所提供的数值预测方法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0038] (1)选择袋外数据X1(x1，x2，...，xn)，计算袋外数据误差error(1)：

[0039] 根据本例中训练集的数据共有7008条数据，训练集中有 数据作为袋外数据，因

此N的大小为7008，i大小为2336。

[0040]

[0041]

[0042]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N为样本总数。

[0043] (2)随机对袋外数据所有样本的特征T(t1，t2，...，tm)加入噪声干扰，再次计算袋

外数据误差error(2)：

[0044] 该式中，N的大小为7008，i大小为2336。

[0045]

[0046]

[0047] 式中，g2，g3，...，gi是没有抽到的袋外数据特征中加入噪声的数据，N为样本总数。

[0048] (3)计算所有特征T(t1，t2，…，tm)的重要性I：

[0049] 本例中特征总数为15，设定决策树个数为200。

[0050]

[0051] 式中，N为决策树的个数，m为特征个数，error(1)为未加入噪声前袋外误差，error
(2)为在特征中加入噪声后的袋外误差。

[0052] (4)确定重要性较大的特征T(t1，t2，...，ts)及其重要程度w(w1，w2，...ws)：

[0053] 设定最后需要预留的特征个数s为8，重复上述三步，删除重要性较小的特征，得到

最终的特征T(t1，t2，...，t8)分别为温度、月数、变压器温度、天气、日期、负载率、时间段、星

期和特征对应的重要性程度w(w1，w2，...w8)分别为0.55 ,0 .37 ,0 .33 ,0 .32 ,0 .28 ,0 .22 ,

0.14,0.14、0.12。

[0054] (5)训练BP神经网络，更新连接权值wi：

[0055] 构建BP神经网络，设置BP神经网络的隐藏层为2，第一层神经元个数为8，第二层神

经元个数为4，激活函数f(x)采用sigmoid函数以及迭代次数l为300。采用反向传播算法及

BP算法对卷积神经网络中的连接权值wi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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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0058]

[0059]

[0060] 其中， 为实际输出值，yi为理想输出值，η为每次更新的步长。

[0061] (6)将测试集样本作为输入，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将选择好的特征输入到BP神经网

络中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结果，完成基于随机森林特征提取的BP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

[0062] 为了验证本发明对数值预测的精度以及模型的泛化能力，用测试集对本发明进行

了多组数值预测仿真实验，并将结果与一些其他预测模型进行了对比，仿真结果如表1所

示。

[0063] 表1多种模型实验结果对比

[0064]

实验方法 MSE(％)

基于改进卷积神经网络的数值预测方法 12.10

基于SARIM和SVR的数值预测方法 15.50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的手写数字识别 18.67

本发明 9.20

[0065] 由仿真结果表1可知，在使用同样数据集的情况下，本发明通过随机森林进行特征

提取并进行BP神经网络训练以后，均方误差可以降到9.2％。与其他三种方法相比，具有更

高的精度。这表明本发明建立的数值预测方法是精确的，为建立精确的数值预测模型提供

了有效的方法。

[0066] 表2多组仿真实验对比

[0067]

序号 MSE(％)

1 10.30

2 9.20

3 9.50

4 9.55

5 10.25

[0068] 由仿真结果表2可知，在用测试集进行多组实验后，均方误差在9.2％-10 .3％之

间，波动范围仅为1.1％，这表明本发明建立的数值预测方法在保持较高精度的基础上，具

有较强的泛化能力，对未知数据能进行很好的预测，可以满足多数场景下的数值预测。本发

明为建立精确的数值预测模型提供了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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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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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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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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