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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作物产量预测是农业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袁而气象特征的变化将对农作物的产量产生影响遥本文根据 1981要2016 年江苏省
的气象数据袁研究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关键气象特征袁并利用机器学习中的 Adaboost 算法袁对江苏省近几年的小麦产量进行预测遥结果表明
Adaboost 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袁从而为农业生产中的正确决策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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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袁粮食产量连年增长袁农业生产量和生
产方式都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袁农业生产新要求也随之产生遥
在农业生产中袁注重农产品品质尧关注农业灾害预警能力

影响冬小麦产量的主要气象因素有温度尧湿度尧降水量尧日
照时数尧有效积温等因素遥
为了获得江苏省历年气象数据袁收集了包括江苏省南

等已迫在眉睫 [1-3]遥2009 年曾有专家在联合国做出预测袁到

京尧无锡尧淮安尧常州等在内的 23 个站点 1981要2016 年共

口遥而在众多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因素中袁气候变化对农业产

照尧平均湿度尧平均风速等数据遥然后将这些站点的各类气

2050 年世界粮食产量可能需要翻一倍才足以养活全球人

36 年每天的气象数据袁包括平均温度尧降水量尧辐射量尧日

生直接影响 遥因此袁通过气象因素预测农作物产量尤为关

象数据取月平均值袁再取所有站点的月平均值为江苏省每类

键遥但由于农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气象因素有着不同的要

气象数据的月平均值遥根据相关资料可知袁江苏省冬小麦从

[4]

求袁使得建立气象因素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模型较为困难 遥
[5]

此外袁虽然目前已有较多时间序列模型袁如灰色模型预测尧
最小二乘法尧BP 神经网络尧高斯过程袁但在面对实际而复杂
的分类问题时效果并不理想 遥
[6]

1 Adaboost 模型

Adaboost 算法是 boosting 算法的一种袁属于一种迭代算

法遥它的核心思想是用同一个训练集训练不同的弱分类器袁
然后把这些弱分类器联合起来形成强分类器袁有效地解决
了单个分类器面对复杂问题时精度不足的问题遥通过江苏省

历年冬小麦的产量和江苏省历年的气象因素构建 Adaboost

模型袁以平均温度尧降水量尧平均湿度尧日照时数尧有效积温
等气象因素作为输入袁通过特征提取筛选出对产量影响较大
的特征向量袁利用交叉验证方法评估模型袁然后进行参数调
优袁最终实现较高精度的冬小麦产量预测[7]袁总流程见图 1遥
采集数据并处理
搭建 Adaboost 模型

10 月开始播种袁翌年 5 月收获[8-11]袁所以选取这几个月份的
气象数据作为训练集的输入集遥

从国家统计局官网上查找江苏省冬小麦近 30 年的产

量数据作线性拟合遥从图 2 可以看出袁圆点表示实际产量
值袁实线为拟合曲线遥用渊实际产量-拟合结果冤/拟合结果袁

如果结果大于 0 表示这一年增产渊用 1 表示冤袁如果结果小

于 0 则表示这一年减产渊用 0 表示冤袁据此得到训练集的因
变量遥

6 000
5 500
5 000
4 500
4 000
3 500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1980

训练集训练模型

NO

调节参数优化模型

输出预测效果

图 1 Adaboost 模型总流程图
2 实例分析

2.1 数据准备
预测农作物产量是实现精细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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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Boost 是基于加性模型的算法袁即基学习器的线性组

合 H渊x冤=撞琢tht渊x冤袁其中袁琢t 为每个基学习器的权值袁ht渊x冤为
每个基学习器的预测结果遥建立过程主要分为 3 个部分院指
数损失函数 lexp渊H|D冤的降低尧基学习器的权值 琢t 的更新和
训练集样本分布的更新和训练集样本分布的更新和训练集
样本分布 Dt渊x冤的更新遥
2.2.1

指数损失函数遥若为样本的实际标签值袁H渊x冤为样本

的预测标签值袁设 Ex~D[e-f渊x冤H渊x冤]为样本服从数据集分布 D 时袁

e-f渊x冤H渊x冤的期望值袁则可以表示出指数损失函数袁若存在 H渊x冤
使得损失函数可以最小化袁其中 y缀喳-1袁1札袁则可以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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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渊H渊x冤冤=

嗓 1袁P渊f渊x冤=1|x冤跃P渊f渊x冤=-1|x冤
瑟
-1袁P渊f渊x冤=1|x冤约P渊f渊x冤=-1|x冤

表 1 2005要2016 年Adaboost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rg max P渊f渊x冤=y|x冤

这证明指数损失函数是分类任务 0/1 损失函数的替代

函数遥

2.2.2 基学习器权值 琢t 的更新遥ht 和 琢t 当基学习器 ht渊x冤基

于分布 Dt 产生后袁可求得基学习器的权重 琢t 应使得 琢tht 最
小化指数损失函数袁进行偏导数并置零袁得到
坠lexp渊琢tht|Dt冤 =-e -at渊1-着t冤+e at着t=0曰
坠着t

琢t= 1 1n
2

蓸 1-着着 蔀 遥
t

t

真实值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预测值是否正确
正确
正确
错误
正确
正确
错误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几年小麦的增产减产情况全部预测正确遥

这样就得到了基学习器的权值更新公式遥

2.2.3

预测值
0
1
0
1
1
0
1
0
1
1
1
1

训练集样本分布 Dt渊x冤的更新遥获得基学习器 ht-1渊x冤

3 结语
近几年袁虽然机器学习成为了最热门的技术之一袁但实

后袁样本分布将进行调整袁可以得到理想的基学习器袁其中

际上由于机器学习需要大规模的训练集训练袁所以实际应

ht渊x冤将在分布 Dt渊x冤下最小化分类误差袁因而 ht渊x冤应该基于

用范围有限遥尤其是对于农业领域来说袁可供使用的数据

2.3 特征选择与参数调节

据集做预测与分类时精度低且结果不稳定袁而本文所用的

量影响最大的气象因素袁分别为 3 月份降水量尧1 月份平均

解决了单个分类器面对复杂问题时精度不足的问题袁在实际

分布 Dt渊x冤来训练遥

用训练集进行特征选择袁选择 6 个对江苏省冬小麦产

非常有限袁只能用小数据集进行研究遥常规的方法在用小数
Adaboost 算法将弱分类器联合起来形成强分类器袁有效地

湿度尧3 月份平均湿度尧1 月份平均温度尧5 月份平均温度和

应用中可行度较高遥

3 个袁基分类器循环次数 n_estimators尧学习速度 learning_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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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日照时数遥然后是参数调节袁Adaboost 的参数主要有
和模型提升准则 algorithm遥基分类器循环次数过多袁模型容
易过拟合曰循环次数过少袁模型容易欠拟合遥学习速度如果

过大袁则容易错过最优值曰如果过小袁则收敛速度会很慢遥模
型提升准则有 2 种方式 SAMME 和 SAMME.R袁前者是对样
本集预测错误的概率进行划分袁后者是对样本集的错分率
进行划分遥先用模型的默认参数对冬小麦产量进行预测袁
评估预测效果袁然后采用网格搜索法对模型进行调参遥最终
调整的参数为 n_estimators=40袁learning_rate=0.8袁algorithm=忆

SAMME.R忆遥

2.4 结果分析
采用留一检验法训练模型并得到最终的预测结果袁

36 年中预测正确的年份多达 30 年袁正确率为 83.3%遥根据

表 1 可知袁在 2005要2016 年的 12 年时间里袁预测错误的
年份仅有 2 年袁且 2010 年之后的预测值全部正确袁说明该
Adaboost 模型对冬小麦的产量预测精度较高袁尤其是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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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景尧步步有景袁着力形成全县野大景区冶格局 袁打造全域旅
[7]

游公园遥
4.5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袁推进乡村产业新时代
实施野互联网+农业冶行动计划袁持续拓展农村电商服务
网点功能袁加强农产品上行引导袁完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
设袁支持仓储冷库建设袁扶持发展冷链运输袁着力提高农业
农村电商综合效益遥巩固提升电商进农村全覆盖工作袁加大
绩溪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投入袁开展电商
特色小镇尧示范村创建袁引导电商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尧贫困
户深度合作袁设立网销产品种养基地袁加速推进野电商绩溪冶
创建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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