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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表面温度是海洋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参数之一，有效预测海表面温度对海洋灾害预警、海洋经

济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针对海表面温度具有周期性、持续性、非平稳性和非线性的

特性，首先利用基于局部加权回归的周期趋势分解方法将原始海表面温度序列分解为周期项、趋势项

和余项，挖掘海表面温度的潜在信息并去除序列中的随机噪音，再结合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的优点，搭

建神经网络来预测未来 5 天内的海表面温度。通过与其它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在预测海表面温度时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能够实现海表面温度的有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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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ffective
prediction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rine disaster warning, marine economy and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ity,  persistence,  non-stationarity  and
non-linearity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firstly, the origin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eries is decomposed into
periodic items, trend items and residual items by using the Seasonal-Trend decomposition procedure based on
Loess  to  mine  the  potential  information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remove  the  random  noise  in  the
sequence.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model, a neural network is model
to  predict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next  five  days.  Comparing  with  the  prediction  effects  of  other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tter  prediction  accuracy  when
predicting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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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表面温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简称

SST）[1] 不仅是全球大气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而且对海洋生态系统也有极大的影响。SST是

赤潮、厄尔尼诺等海洋灾害发生的关键因子，同

时它的变化还可以影响降雨的分布，从而引发洪

涝灾害。准确预测 SST能够为风暴潮、台风及

赤潮等海洋灾害的精准预报提供有效支撑。现

今 SST预测方法主要分为两类：（1）数值预报法[2]，

需要考虑 SST的实际情况，然后在一定的初值和

边界条件下，通过数值计算求解方程组来预测未

来一定时间的 SST；（2）统计预报法[3]，通过筛选

出影响 SST的关键因子，再使用统计学方法预

测 SST。
SST是单要素时间序列数据，所以 SST预测

便可视为一个单要素时间序列回归问题，因此许

多研究者尝试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来预测

SST，期望获得更高的 SST预测精度。那么对于

SST预测，选择一种合适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到 SST具有周期性、

持续性、非平稳性以及非线性等特点，而传统的

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如自回归（autoregressive，简
称 AR）模型 [4]、滑动平均（moving average，简称

MA）模型[5] 以及自回归滑动平均（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简称 ARMA）模型[6] 等均是线性

模型，无法满足 SST预测的实际应用需求，因此

研究者逐渐致力于研究非线性预测方法。

1995年，Vapnik[7] 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提出

了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方

法，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小样本和非线性问题，具

有较好的鲁棒性。Lins等人 [8] 将 SVM与 SST
知识相结合来预测热带大西洋的 SST，该方法主

要侧重于 SST的季节性和季节内的变化规律，实

验数据为浮标数据，并分别以原始 SST序列、

SST曲率序列和 SST斜率序列 3种形式来预测

SST，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 ANN）作为现代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具有优良的非线性逼近能力和容错性，在众多

领域都有广泛应用，BP神经网络 [9] 是目前应用

最为广泛的神经网络模型。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简称 RNN） [10] 在自然

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 NLP）

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适用于语音识别和语

言处理等问题，但在迭代后期会出现“梯度爆

炸”的现象。为解决 RNN长时依赖的问题，

Hochreiter和 Schmidhuber[11] 在 1997年提出了长

短期记忆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简称

LSTM），通过增加门机制从而解决了该问题。门

控循环单元（gated recurrent  unit，简称 GRU） [12]

神经网络具有与 LSTM类似的门结构，常用于

NLP领域。随着海洋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紧密结

合，许多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简称 DL）方法

不断在海洋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Zhang等

人 [13] 在 2017年首次利用 LSTM提取 SST的时

间特征，通过全连接将 LSTM层的输出映射到最

终的预测结果，以中国沿海海域的 SST数据为实

验数据集，获得了高精度的预测结果，从而验证

了方法的有效性。

上述方法都是通过拟合出 SST历史数据的

变化规律来实现预测，均只考虑 SST的非线性，

而没有充分利用 SST的周期性、持续性和非平稳

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SST预测的精度。基于局部

加权回归[14]（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简称Loess）
的周期趋势分解（ seasonal-trend  decomposition
procedure based on loess，简称 STL） [15] 是一种常

见的时间序列分解算法，不仅能够探索历史数据

的规律，还可以用于预测，适用于任何周期的数

据，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但是只能将时间序列分

解为加性变化分量，目前广泛应用于海洋研

究[16] 和气候领域[17]。为了能充分利用 SST的周

期性、持续性和非平稳性，实现提高 SST预测精

度的目的，本文首次将 STL引入到 SST预测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 STL的海表面温度预测方法，

该方法首先利用 STL将 SST数据分解为季节

项、趋势项和余项，实现数据的高效利用，再将

季节分量、趋势分量和剩余分量一起作为预测

模型的输入，利用强非线性逼近能力的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来预测未来 5天内的 SST。SVM、GRU
和 LSTM都是通过挖掘 SST历史数据的非线性

变化规律来实现预测，没有考虑 SST变化的其他

特性，而 SST序列数据的变化是许多错综复杂的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采用单一的预测模型

预测 SST，预测精度不高。本文方法能够挖掘

SST变化的周期性、持续性和非平稳性，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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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影响 SST变化的多种因素，最终达到了提高

SST预测精度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实验所用数据由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数据中心提供，为 AVHRR卫星遥感数据，有

5个点的 SST时间序列数据，具体位置如图 1所

示。每条 SST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4年 1月 1日

至 2016年 12月 31日，时间分辨率为 1  d，共

4749 d。
1.2    预测模型的建立

1.2.1    基于 Loess的周期-趋势分解

SST序列可以表示为 T=T1，T2，…，T|T|，|T|是

SST序列的长度。图 2是本文方法的流程图，主

要工作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 STL将

原始 SST序列分解为季节项、趋势项和余项，不

仅可以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消除随机噪声，还能

够挖掘其中的潜在信息；第二部分是搭建神经网

络预测模型，将季节项、趋势项和余项相结合一

起作为预测模型的输入，通过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来预测未来 5 天的 SST。接下来主要介绍 STL
的相关知识，并详细描述相应的步骤。

STL最初由Cleveland等人提出，是基于Loess
将时间序列分解为加性变化分量的过滤过程。

Loess是通过提取部分局部数据，利用局部数据

来拟合多项式回归曲线，从而使曲线更加平滑，

使数据在局部范围内的趋势和规律更容易观

察。非平稳序列是指包含趋势、季节性或周期

性的序列，SST序列便是一种非平稳序列。SST
序列数据的变化是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因此采用单一的预测模型预测 SST，
预测精度不高。针对该问题，本文使用时间序列

分解方法对 SST序列数据进行分解，分析出某些

确定性因素影响下的序列分布规律，从而挖掘出

其中潜在的关键信息。影响 SST变动的因素主

要包括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和不规则变动，为了

能够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从而提高 SST预测精

度，本文利用 STL将其分解为季节分量 S、趋势

分量 C和剩余分量 R，其分解可以表达如下：
Tt = S t +Ct +Rt, (t |0 ⩽ t ⩽|T |, t ∈ Z) (1)

式中：T是原始 SST序列；S是季节分量；

 

图 1    数据采集位置分布

Fig. 1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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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STL模型的 SST预测流程

Fig. 2    SST prediction flow chart based on ST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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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趋势分量；R是剩余分量； |T|代表序列的长

度。STL是一种迭代方法，其分解的计算过程由

内循环和外循环两部分组成。经过内循环的每

次循环都包含季节性平滑，用于更新季节分量。

在内循环完成之后，在外循环中计算稳健的权

重，在下一个内循环中，用于减少异常值对更新

后续内循环中的趋势分量和季节分量的影响。

图 3是 STL内循环过程示意图，具体步骤如下。
 
 

输入原始序列T

去趋势

周期子序列平滑

子序列的低通滤波

子序列去趋势 去季节性

趋势平滑

是否

收敛？

输出S, C, R

图 3    STL内循环过程

Fig. 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ternal cycle of STL
 

T detrend
t = Tt −Ci

t

步骤①：去趋势。在内循环迭代 i+1次，用

原始序列 T减去在第 i次迭代中获得的估计趋

势分量 Ct
i 去趋势， ；

S̃ i+1
t

步骤②：周期子序列平滑。用 Loess对周期

子序列 Tt
detrend 平滑化，获得初步季节分量 ；

S̃ i+1
t

步骤③：平滑周期子序列的低通滤波。使用

低通滤波器处理步骤 2中获得的初步季节分量

，然后利用 Loess获得 Lt
i+1；

S i+1
t = S̃ i+1

t −Li+1
t

步骤④：平滑周期子序列的去趋势。季节分

量是低通值和初步季节分量的差值， ；

T deseason
t = Tt −S i+1

t

步骤⑤：去季节性。原始序列 T减去季节分

量 Si+1 获得 ；

步骤⑥：趋势平滑。利用 Loess对 Tt
deseason 平

滑化后获得趋势分量 Ct
i+1。

Rt = Tt −S t −Ct

在外循环中，利用内循环中得到的季节分量

S和趋势分量C来计算剩余分量R， 。

剩余分量 R中较大的值被视为数据中的异常值，

通过引入稳健性权重，在内循环的下一次迭代

中，权重用于减小外循环的先前迭代中识别的异

常值的影响。虽然利用 STL方法能分析出影响

SST变动因素的序列分布规律，但如何利用这些

数据来预测 SST是至关重要的。

1.2.2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SVM是一种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具有较

强的鲁棒性和优秀的泛化能力。它是通过寻求

结构化风险最小来提高泛化能力，实现经验风险

和置信范围的最小化，从而使得在小样本的情况

下也能够获得良好统计规律。但是在数据量较

大时，一是所需的训练时间较长，二是预测性能

不如神经网络模型，因此选择搭建神经网络预测

模型进行后续的预测。通过 STL分解，已经获

得了 SST序列的趋势项、季节项和余项，下一步

工作是将该 3项作为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输入，

从而实现预测未来 5 天内 SST的目的。这部分

工作的关键在于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搭建，神经

网络模型是由大量层结构组成，在其训练过程

中，其中某一层参数发生改变时，会影响后续层

的输出，使得后续层的参数需要频繁修改，严重

影响了模型的训练效率。除此之外，在进入激活

函数之前，如果神经细胞的输出显著超过激活函

数本身的适应范围，还可能导致模型训练失败。

针对上述问题，通常在输入数据之后，首先会利

用批量标准化（batch normalization，简称 BN） [18]

层对数据进行批量归一化，其作用不仅可以加快

模型的训练速度，还能防止过拟合。一维卷积[19]

可提高网络的非线性特性，其优势在于权重参数

较少，并且可以提取重要特征，能够将输入序列

转化为高级特征序列，更好地实现对输入数据的

表达。通过卷积层能够获得 N=[n1，n2，…，ni-1，
ni]，i代表的是每次输入数据的长度。全连接层

的每一个节点都会与上一层连接，用于综合提取

的特征，其公式表达如下：

F = tanh
(
W f ∗N +b f

)
(2)

式中：N是全连接层的输入；Wf 和 bf 是全连

接层的权重和偏置； tan h是该层的激活函数；

F则是全连接层的输出，同时也被作为 softmax[20]

的输入。softmax在深度学习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常用于多分类问题，公式表达如下：
S = softmax(Ws∗F +bs) (3)

式中：Ws 和 bs 是 softmax的权重和偏置，该

层的输出可以表示为 S=[s1，s2，…，si-1，si]。那么

将特征序列 N与注意力权重 S对应相乘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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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加权后的特征序列 X，即 X=N○S，其中○代表

的是对应相乘，那么 X=[x1，x2，…，xi-1，xi]，其中

xi=ni×si。
LSTM是在 RNN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适用

于处理时间序列中间隔和延迟相对较长的事件，

与 RNN相比，能够更好地处理长时间序列数

据。LSTM中共有 3个门结构，它们分别是输入

门、遗忘门和输出门。输入门的作用是有选择

性地保留输入的信息，并对细胞状态进行更新；

遗忘门的作用是有选择性地遗忘冗余信息；输出

门的作用是决定输出细胞状态的哪些部分。

GRU通过将 LSTM中的输入门和遗忘门进行合

并，这样使得 GRU比 LSTM更加简单，参数更少

且模型更容易收敛，但是在数据量较大的情况

下，LSTM的性能更佳，因此选择 LSTM用于后

续的预测。图 4是 LSTM的细胞单元，这些细胞

中增加了门的结构，可记忆和遗忘细胞中的信

息，有效解决了“梯度爆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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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STM细胞单元结构

Fig. 4    LSTM cell unit structure diagram

具体表达如下：

it = σ (Wi∗ [Ht−1, xt]+bi) (4)

C̃t = tanh (WC∗ [Ht−1, xt]+bC) (5)

gt = σ
(
Wg∗ [Ht−1, xt]+bg

)
(6)

Ct = gt∗Ct−1+ it ∗ C̃t (7)

ot = σ(Wo ∗ [Ht−1, xt]+bo) (8)

Ht = ot∗ tanh (Ct) (9)

tanh (m) =
em− e−m

em+ e−m (10)

式中：σ是线性整流函数（rectified linear unit，
简称 ReLU） [21]；Ht-1 是上一个细胞的输出；xt 是
t时刻的输入。通过 LSTM层可实现序列预测，

然后再利用全连接层[22] 将 LSTM的输出映射到

最终的预测结果，最终输出未来 5天内的 SST。
以上所述就是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具体组成形

式，通过将 STL分解获得的信息作为该预测模

型的输入，以期望信息能够被模型高效利用，从

而提高 SST预测精度。

1.2.3    模型评价指标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选择使用均方根

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简称 RMSE）和平均

绝对百分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简
称 MAPE）作为评价指标，对比不同预测模型分

别预测 SST时预测性能的好坏。RMSE和MAPE
的公式如下表示：

RMSE =

√√√√√√√√√ Nt∑
i=1

(ỹi− yi)2

Nt
(11)

MAPE =
100
Nt

Nt∑
i=1

|yi− ỹi|
yi

(12)

ỹi式中：yi 代表的是真实值； 代表的是预测

值；Nt 代表的是预测天数。模型在预测 SST时，

对于 RMSE和 MAPE指标，两者数值越小，预测

结果就越准确。

2   结果与讨论

本文算法均使用 python实现，采用 Keras框
架搭建神经网络预测模型，Keras是一个深度学

习的框架，有许多模块包，方便模型构建。实验

运行环境为Windows10，Intel Core i5, 2.6 GHz，8 G
RAM。

为综合考虑 SST的周期性、持续性、非平稳

性以及非线性，首先利用 STL从 SST原始数据

分解出季节项、趋势项和余项，再利用强非线性

逼近能力的神经网络模型来预测未来 5天内的

SST。图 5代表的是 5条原始 SST序列数据，第

1～5条序列从上到下依次排列。从图中可以发

现 SST年变化规律非常明显， 每年的趋势都是

先升高然后再下降。图 6是 STL分解后的周期

分量，可以发现其周期与原始数据是相吻合的。

图 7是 STL分解后的趋势分量，可以看出 SST
均有上升的趋势。图 8代表的是经过 STL分解

后的剩余分量。

为验证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有效性，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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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ST数据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其中将前

3799天的 SST数据用于训练模型，剩余 950天

的 SST数据用于评估模型的预测性能。同时，分

别与鲁棒性较强的 SVM和当前主流的时间序列

预测模型 GRU和 LSTM进行对比，通过比较不

同预测方法获得的 RMSE指标和 MAPE指标来

评价模型的性能。

表 1是 SVM、 GRU、 LSTM、 STL-GRU和

STL-LSTM预测 SST的 RMSE指标，Avg是 5次

预测获得的 RMSE指标的平均值。SVM在预测

第二条 SST序列时获得的 RMSE指标为 0.79，是
该方法在 5次预测中效果最好的，但相比于

GRU、LSTM、STL-GRU和 STL-LSTM预测第二

条 SST序列获得的 RMSE指标，可以看出 GRU、

LSTM、STL-GRU和 STL-LSTM比 SVM的预测

效果好。通过对比其他序列的预测效果和 Avg，
也不难看出GRU、LSTM、STL-GRU和STL-LSTM
的预测性能在整体上均优于 SVM。STL-LSTM
的平均 RMSE指标优于 LSTM，STL-GRU的平

均 RMSE指标优于 GRU，说明将 STL神经网络

相结合确实能够有效提高 SST预测精度。再对

比 STL-LSTM和 STL-GRU的预测结果，可以发

现 STL-LSTM的预测性能要优于 STL-GRU，说

明本文方法具有一定可行性。

表 2是 SVM、 GRU、 LSTM、 STL-GRU和

STL-LSTM预测 SST的 MAPE值，其中 Avg是

5次预测获得的 MAPE指标的平均值。对于每

条 SST序列，SVM的 MAPE指标都要高于其它

4种方法，表明 SVM的预测性能在这 4个预测

模型中是最差的，因此 SVM解决单变量时间序

列预测问题的能力不如 GRU、LSTM、STL-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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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Raw SST sequen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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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TL-LSTM。从平均 RMSE指标来看，LSTM
对 SST的预测能力优于 GRU。STL-LSTM在预

测每条序列时，MAPE指标都比 GRU、LSTM和

STL-GRU的低，表明 STL-LSTM的 SST预测性

能要优于它们。主要原因是 STL-LSTM不仅充

分利用了 LSTM算法的优点，并在预测前还利用

了 SST的其他特性进行预测，使得模型包含的信

息更加全面，误差得以减小。
 
 

表 1       SVM、GRU、LSTM、STL-GRU 和 STL-LSTM 的 RMSE指标

Tab.1    RMSE for SVM, GRU, LSTM, STL-GRU and STL-LSTM

次数 SVM GRU LSTM STL-GRU STL-LSTM

1 1.03 0.55 0.50 0.49 0.43

2 0.79 0.66 0.57 0.51 0.46

3 1.04 0.64 0.55 0.56 0.50

4 1.09 0.69 0.62 0.60 0.55

5 1.34 0.62 0.66 0.60 0.58

Avg 1.06 0.63 0.58 0.55 0.50
 
 
 
 

表 2       SVM、GRU、LSTM、STL-GRU 和 STL-LSTM 的MAPE指标

Tab.2    MAPE for SVM, GRU, LSTM, STL-GRU and STL-LSTM

次数 SVM GRU LSTM STL-GRU STL-LSTM

1 2.09 1.44 1.26 1.24 1.05

2 1.92 1.83 1.41 1.34 1.19

3 2.51 1.79 1.50 1.58 1.37

4 2.78 1.97 1.66 1.70 1.50

5 3.36 1.84 2.01 1.80 1.77

Avg 2.53 1.78 1.57 1.53 1.38
 
 

综上所述，无论在 RMSE指标还是在 MAPE
指标下，GRU和 LSTM均优于 SVM，而 STL-GRU
和STL-LSTM优于GRU和LSTM，其中STL-LSTM
具有最好的预测性能，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3   结　论

（1）本文利用 RMSE和 MAPE指标来评价模

型的预测性能，将基于 STL的 SST预测模型与

单一的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在 STL分解基础上应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比单

一的神经网络模型精度更高。

（2）分析 SVM、GRU、LSTM、STL-GRU和

STL-SLTM的实验结果，本文方法提高了 SST预

测的精度，验证了其有效性。

（3）在充分考虑序列数据特性的前提下，本

文方法不仅可以用于预测 SST，在未来还可以推

广至其他海洋要素序列数据的预测，具有非常广

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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