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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

测方法，属于三七种植领域，所述的方法其步骤

是：通过波文比采集连续三七田两年里的5‑9月

中气象因子作为总样本；再随机选取全部样本的

75%作为训练集；将全部样本所剩的25%作为测试

集，随后获得一个基于随机森林训练中的最佳预

测模型；然后利用梯度下降算法在随机森林训练

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模型，梯度下降算法的

学习率为0.01、迭代次数为400次，对第c个随机

森林模型，计算目标函数关于 的负梯

度，作为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的目标函数值，当第

c‑1个随机森林模型中第i个样本的残差收敛时，

可获得一个基于气象因子的三七病害预测模型，

从而实现对三七发病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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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预测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1.连续几年采集三七田5‑9月中的气象因子数据，气象因子数据每0.5h采集1次；

步骤2.将步骤1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对训练集数据进行随机森林训练；

步骤3.将每一个随机森林作为基础学习机模型，累加获得一个集成学习机模型；

步骤4.建立最终优化预测模型；

步骤5.将待测定的气象因子数据带入步骤4所得到的最终优化预测模型中，得出对应

时间的三七预测发病率，从而在三七病害的高发期前进行防治；

所述的步骤1详细方法如下：连续几年采集三七田5‑9月中的气象因子数据，气象因子

数据每0.5h采集1次，气象因子包括太阳净辐射、棚内温度、棚内湿度、棚内土壤热通量、棚

内饱和水蒸气压、土壤温度、三七冠层上方温度、三七冠层上方湿度、三七冠层上方土壤热

通量、三七冠层上方饱和水蒸气压，并分别记为X1＝{X11,X12,…,X1i}、X2＝{X21,X22,…,

X2i}、X3＝{X31,X32,…,X3i}、X4＝{X41,X42,…X4i}、X5＝{X51,X52,…X5i}、X6＝{X61,

X62,…,X6i}、X7＝{X71,X72,…,X7i}、X8＝{X81,X82,…,X8i}、X9＝{X91,X92,…,X9i}、

X10＝{X101,X102,…,X10i}；

同时连续几年采集三七田5‑9月的三七发病率数据；

所述的步骤2详细方法如下：

将步骤1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对训练集数据进行随机森林训练，随机森林的最大

节点数、最大树深度、最小子节点数、模型数量分别选取为1000、10、5和100，通过自助法从

训练集中有放回的采样得到构建n棵树所需的n个子集即n个子模型，n≥50，从气象因子中

随机选择5个因子，采用均方差作为节点分裂标准，递归执行选取最优分枝的操作，获得一

个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输出；

每个模型目标函数均为：

式中，m为样本个数，f(θ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预测值，yi为第i的三七样

本的真实发病率；

每个随机森林子模型的性能评价指标为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

RMSE)，评价指标如下式所示：

式中，h(θ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最佳预测值；

当RMSE收敛时，获得第n个随机森林子模型的最优初始模型；

所述的步骤3详细方法如下：将每一个随机森林作为基础学习机模型，累加获得一个集

成学习机模型，如下式所示

式中，FC(θ)由100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模型机模型线性组合而成，fc(θn)为第c个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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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αc为第c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的权重，因每个随机森林模型的

本质是降低方差，故所有权重αc记为1，c＝1，2，…，100为随机森林模型，θn为系数项；

通过随机森林拟合已经将数据降维，使训练集样本量和模型复杂度相匹配，训练集和

测试集的特征分布均匀，这弥补了梯度下降算法局限处，利用梯度下降算法在随机森林训

练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模型，梯度下降算法的学习率为 迭代次数为N次，N

≥50；定义模型训练的目标函数，采用平方误差函数如式所示：

式中：E为平方误差；

再根据梯度下降算法，对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计算目标函数关于FC‑1(θ)的负梯度，作

为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的目标函数值，如式所示：

式中， 为第c‑1个随机森林模型中第i个样本的残差；

所述的步骤4详细方法如下：当 收敛时，即梯度下降的代价函数为J(θ0,θ1…,θn)收

敛，J(θ0,θ1…,θn)表示计算输出结果，即经梯度下降优化后的预测三七发病率与三七真实

发病率间的误差，该函数值越小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间误差越小，J(θ0,θ1…,θn)如下式所

示：

式中，式中 为训练集中第0个特征的第i个三七样本，其中x0＝1，θ0,θ1…θn为系数项，

也称作权重，表示特征对于预测值的影响大小，用 表示最终优化预测模型；

此时可以将 改写为：fθ(x)＝C+ax1+bx2+cx3+dx4+ex5+fx6+gx7+hx8+jx9+

kx10
式中C为常数项，x1为太阳净辐射，x2为三七棚内温度，x3为三七棚内湿度，x4为三七棚内

土壤热通量，x5为土壤温度，x6为三七冠层上方的温度，x7为三七冠层上方的湿度，x8为三七

冠层上方的土壤热通量，x9为棚内的饱和水蒸气压，x10为三七冠层上方的饱和水蒸气压，a,

b,c,d,e,f,g,h,j,k分别为所对应的气象因子的权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未将三七病害高发期边界月份5月、9月的气象因子和三七发病率的数据作为噪点删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将每个气象因子进行1次标准归一化，以使不同气象因子间的量纲等价，且每个维度均服从

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标准归一化定义如式所示：

式中，X为样本值，X'表示标准化后的样本值， 为样本均值，σ为样本数据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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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从规模为10的特征变量集中随机选择5个变量，对于回归，采用均方差作为节点分裂标

准，递归执行选取最优分枝的操作获得一个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输出。

5.根据以上任意一条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三七发病率数据是在三七田中随机选取若干个区域进行统计，每间隔几天统计1次，每

个区域的发病率为该区域发病植株数与总植株数之比，为使发病率采集频率与气象因子采

集频率对应，未实际统计的发病率由参数估计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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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三七病虫害防治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

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七(Panax  notoginseng)是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云南白药气血康、

云南白药膏等的主要成分，广泛分布于云南和广西等地。三七生长喜阴湿环境，但其生长环

境对水分比较苛刻，过低的土壤水分不利于三七的生长，过高的土壤水分、空气湿度与温度

容易滋生病害，每年6‑8月为集中降雨期，亦为三七病害高发期。因此，研究三七病害高发期

气象数据特征，获得三七病害与田间气象因子之间的关系，对三七病害的绿色防控具有重

要意义。

[0003] 尽管前人研究围绕光强、相对空气湿度、土壤温度与三七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定性描述，但降雨会改变土壤的温度和热通量、大气温湿度和太阳辐射等气象环境条件，

现有研究并没有围绕气象因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评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预测方法，将气象因子与作物病害间的关

系进行定量的研究和评价，为降低三七病害的设施环境调控和病害预警提供理论依据和技

术支持。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是采用一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1)采集连续三七田两年里的5‑9月中气象因子总样本，气象因子样本数据每0.5h

采集1次，气象因子包括太阳净辐射(W/m2)，棚内温度(℃)，棚内湿度(％)，棚内土壤热通量

(W/m2)，棚内饱和水蒸气压(kpa)，土壤温度(℃)，三七冠层上方温度(℃)，三七冠层上方湿

度(％)，三七冠层上方土壤热通量(W/m2)，三七冠层上方饱和水蒸气压(kpa)，其分别记为X1
＝{X11,X12,…,X1i}、X2＝{X21,X22,…,X2i}、X3＝{X31,X32,…,X3i}、X4＝{X41,X42,…X4i}、X5＝

{X51 ,X52,…X5i}、X6＝{X61 ,X62,…,X6i}、X7＝{X71 ,X72,…,X7i}、X8＝{X81 ,X82,…,X8i}、X9＝

{X91,X92,…,X9i}。(2)：对所采集数据进行随机森林训练，随机森林的最大节点数、最大树深

度、最小子节点数、模型数量分别选取为1000、10、5和100，通过自助法从训练集中有放回的

采样得到构建100棵树所需的100个子集即100个子模型，每个模型目标函数均为：

[0007]

[0008] 式中，m为样本个数，f(θ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预测值，h(θi)为第i的

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最佳预测值，y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真实发病率。(3)：为进一步保

证预测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所以引入集成学习的概念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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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式中，FC(θ)由100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模型机模型线性组合而成，fc(θn)为第c个

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αc为第c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的权重，因每个随机森林模

型的本质是降低方差，故所有权重αc记为1，c＝1，2，…，100为随机森林模型，θn为系数项。

(4)：利用梯度下降算法在随机森林训练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模型。梯度下降算法的

学习率为0.01、迭代次数为400次。定义模型训练的目标函数，采用平方误差函数如式所示：

[0011]

[0012] 式中：E为平方误差。(5)：再根据梯度下降算法，对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计算目标

函数关于FC‑1(θ)的负梯度，作为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的目标函数值，如式所示：

[0013]

[0014] 式中， 为第c‑1个随机森林模型中第i个样本的残差。(6)：当 收敛时，即梯

度下降的代价函数为J(θ0,θ1…,θn)收敛，J(θ0,θ1…,θn)表示计算输出结果即经梯度下降优

化后的预测三七发病率与三七真实发病率间的误差。该函数值越小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间

误差越小，J(θ0,θ1…,θn)如式(8)所示：

[0015]

[0016] 式中，式中 为训练集中第0个特征的第i个三七样本，其中x0＝1，θ0,θ1…θn为系

数项，也称作权重，表示特征对于预测值的影响大小，用 表示最终优化模型。

[0017] 所述步骤(1)中，未将三七病害高发期边界月份(逐年的5月和9月)的气象因子和

三七发病率的数据作为噪点删除。

[0018] 所述步骤(1)中，将每个气象因子进行1次标准归一化，以使不同气象因子间的量

纲等价，且每个维度均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标准归一化定义如式所示：

[0019]

[0020] 式中，X为样本值，X′表示标准化后的样本值， 为样本均值，σ为样本数据的标准

差。

[0021] 所述步骤(2)中，三七高发期发病率在三七试验基地中随机选取30个1m×1m的区

域进行统计，每5d统计1次，共计300个，每个区域的发病率为该区域发病植株数与总植株数

之比，未实际统计的发病率由参数估计补齐，补齐后共计7200个。随机选取全部样本的75％

作为训练集；将全部样本所剩的25％作为测试集。

[0022] 所述步骤(2)中，从规模为10的特征变量集中随机选择5个变量，对于回归，采用均

方差作为节点分裂标准，递归执行选取最优分枝的操作，最终获得一个基于随机森林训练

的最佳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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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24] 1)在本发明中，将数据经过随机森林构建模型后，在此基础上再用梯度下降算法

进行模型优化，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模拟能力、泛化能力，可以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避

免传统拟合方式带来欠拟合的问题，

[0025] 2)能够处理连续型、非线性变量且能较好的容忍异常值和噪声，能生成多个分类

器模型，各自独立地学习和做出预测，最后结合成单预测，优于任何一个单分类的做出预

测，具有相对高效而准确，

[0026] 3)大幅度提高代价函数收敛速度，降低偏差，与传统上建立单个或多个气象因子

回归方程的预报方法有明显区别，所构建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变化

规律。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梯度下降算法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便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本发明，现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进一

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9] 实施例一、

[0030] 在三七地中安装1000型波文比观测系统，连续测量三七田两年里的5‑9月中气象

因子总样本，气象因子样本数据每0.5h采集1次，包括太阳净辐射(W/m2)，棚内温度(℃)，棚

内湿度(％)，棚内土壤热通量(W/m2)，棚内饱和水蒸气压(kpa)，土壤温度(℃)，三七冠层上

方温度(℃)，三七冠层上方湿度(％)，三七冠层上方土壤热通量(W/m2)，三七冠层上方饱和

水蒸气压(kpa)。三七高发期发病率在三七地中随机选取30个1m×1m的区域进行统计，在30

个区域内计算得5组加权平均数，每5d统计1次，共计300个，每个区域的发病率为该区域发

病植株数与总植株数之比，未实际统计的发病率由参数估计补齐，补齐后共计7200个。随机

选取全部样本的75％作为训练集；将全部样本所剩的25％作为测试集。

[0031] 因无法直接判断试验样本中气象因子与三七发病率之间是否存在多元共线性的

问题，随机森林对多元共线性并不敏感，为此首先进行主效应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处理，为获得不同气象因子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大小，将任意一个指标

(气象因子或发病率)记为变量X，将另一任意指标记为变量Y进行PCA处理，重复该步骤，至

到获得所有指标两两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止。通过主效应分析后，通过皮尔逊相关系

数的大小可以反应出不同气象因子对三七病害影响的权重大小，是否有高度共线性关系以

及不同气象因子间的共线性程度，皮尔逊相关系数"r(X,Y)"的取值范围为[‑1,1]，取值在

(0，1]间表示取值越大正相关性越强，取值在[‑1,0)间取值越小负相关性越大，0值表示无

相关。评价指标如下式所示。

[0032]

[0033] 式中Cov(X,Y)为X与Y的协方差，Var(X)为X的方差，Var(Y)为Y的方差。

[0034] 对所采集数据进行随机森林训练，随机森林的最大节点数、最大树深度、最小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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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模型数量分别选取为1000、10、5和100，通过自助法从训练集中有放回的采样得到构

建100棵树所需的100个子集即100个子模型，每个模型目标函数均为：

[0035]

[0036] 式中，m为样本个数，f(θ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预测值，h(θi)为第i的

三七样本的森林随机模型最佳预测值，yi为第i的三七样本的真实发病率。

[0037] 引入集成学习的概念如式所示：

[0038]

[0039] 式中，FC(θ)由100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模型机模型线性组合而成，fc(θn)为第c个

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αc为第c个随机森林基础学习机模型的权重，因每个随机森林模

型的本质是降低方差，故所有权重αc记为1，c＝1，2，…，100为随机森林模型，θn为系数项。从

规模为10的特征变量集中随机选择5个变量，对于回归，采用均方差作为节点分裂标准，递

归执行选取最优分枝的操作，最终获得一个最佳的初始预测模型。

[0040] 此时将测试集用于验证其习得模型性能，试验结果表明均方根误差(RMSE)为

0.23，与真实值间的误差较小，表示模型拟合较好，预测效果可以被信赖，由模型预测的三

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如下表所示。表中置信下限存在负值，表示负值越大，预测三七发病的

可能性越低，从而将负值部分取倒数的绝对值后记为正值发病率，置信上限存在＞100％的

情况，发病率超出100％越多，表示预测三七发病的可能性越大，故将其记为100％。由该表

可知，预测发病率为[5,25)的频率<500次，而预测发病率为[60,80)的频率>1500次，这与三

七病植株病害从侵入期到高发期感染其他植株的速度呈指数增长的现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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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利用梯度下降算法在随机森林训练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模型。梯度下降算

法的学习率为0.01、迭代次数为400次。定义模型训练的目标函数，采用平方误差函数如式

所示：

[0043]

[0044] 式中：E为平方误差。

[0045] 再根据梯度下降算法，对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计算目标函数关于FC‑1(θ)的负梯

度，作为第c个随机森林模型的目标函数值，如式所示：

[0046]

[0047] 式中， 为第c‑1个随机森林模型中第i个样本的残差。

[0048] 当 收敛时，即梯度下降的代价函数为J(θ0，θ1…，θn)收敛，J(θ0，θ1…，θn)表示计

算输出结果即经梯度下降优化后的预测三七发病率与三七真实发病率间的误差。该函数值

越小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间误差越小，J(θ0，θ1…，θn)如式(8)所示：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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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式中，式中 为训练集中第0个特征的第i个三七样本，其中x0＝1，θ0，θ1…θn为系

数项，也称作权重，表示特征对于预测值的影响大小，用 表示最终优化模型。

[0051] 此时将随机森林的每个输出模型导入梯度下降算法，迭代N次至代价函数收敛(由

下图1可知N＝200)，此时可得使代价函数收敛的系数项θ值，此时代价函数J(θ0，θ1…，θn)值

为241.003，即优化后的模型预测的三七发病率与三七真实发病率间相差1.5％。将通过梯

度下降算法的集合学习的预测函数计算输出结果fθ(x)即预测公式写为：

[0052]

[0053] 式中x1为太阳净辐射，x2为三七棚内温度，x3为三七棚内湿度，x4为三七棚内土壤

热通量，x5为土壤温度，x6为三七冠层上方的温度，x7为三七冠层上方的湿度，x8为三七冠层

上方的土壤热通量，x9为棚内的饱和水蒸气压，x10为三七冠层上方的饱和水蒸气压。

[0054] 在进行田间试验测试时，模型优化后的预测发病率与三七真实发病率间相差

1.5％，表明所构建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三七病害高发期发病率变化规律，这为定性、定量

分析气象因子病害与三七病害之间的关系以及三七病害高发期的病害预测提供了较优的

思路和方法，可为降低三七病害的设施环境调控和智能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在处理由于该地区气象指标在时间分布上不具备明显的决策边界、连续且非线性、单个指

标在数值上具有明显的重叠性的问题上具有较好的性能。

[0055] 此外，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法加以描述，但具体实施方式并非仅包含这一个

独立的技术方案，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

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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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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