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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序列和多元模型的集约化猪舍温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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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挖掘猪舍历史环境参数数据时序信息角度出发，提出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模型序列的猪舍
温度预测模型。 【方法】 采取缺失部分环境因子统计预测，评估猪舍环境中相对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
等环境因子对温度预测的影响程度。针对猪舍温度时间序列进行数据预处理，滤除错误值和缺失值，采用时间
序列模型构建基于门控循环单元网络 (Gated recurrent unit，GRU) 的猪舍温度预测模型，采用多元模型建立基于
梯度提升决策树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 缺失值重要程度的猪舍温度预测模型。将该预测模型用
于预测广东省某集约化猪场母猪分娩舍温度，并与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模型、反向神
经网络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 模型进行对比试验。 【结果】 对比温度预测值与实测值发现，基
于 GRU 模型对应的猪舍温度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 0.25 和 0.19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
0.65%；基于 XGBoost 多元模型的猪舍温度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 1.21 和 0.71 ℃，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为 2.50%。在时间序列的温度预测模型中，GRU 模型表现出更优的预测效果；在多元模型的温度预测中，
XGBoost 模型的预测效果更优。 【结论】 本研究使用的 GRU 模型在时间维度上对母猪分娩舍温度的变化起到
了预警作用，确定了各种环境参数对温度的影响程度，为养殖环境的精细调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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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prediction of intensive pig house based on
time series and multivariat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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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n account of history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
farrowing hou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a farrowing house of a modern pig farm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temperature prediction model of pig house was studied based on time series and multivariate models.
【Method】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humidity,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oxygen concentration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emperature prediction in pigsty was evaluated by statistical prediction of missing part
environmental factors. Data preprocessing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time series of piggery temperature to filter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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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ror value and missing value. The time series model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temperature prediction model
of piggery based on gated recurrent unit (GRU). Based on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 the
temperature prediction model of missing value importance degree in pigsty was established using multivariate
model. The predict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predict the temperature of a farrowing house of an intensive pig
farm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model and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 model. 【Result】 Comparing the predicted value with the measured valu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and 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MAPE) of the
GRU model were 0.25 ℃, 0.19 ℃ and 0.65% respectively, while RMSE, MAE and MAPE of the XGBoost
multicomponent model were 1.21 ℃, 0.71 ℃ and 2.50% respectively. For temperature prediction based on time
series models, GRU model showed better prediction effect. The XGBoost model was better in temperature
prediction for multivariate model. 【Conclusion】 The CRU model used in this study plays an early warning
role on the temperature change of the farrowing house in time dimension, an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n temperature is also determine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ine regulation
of the breed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farrowing house; temperature prediction; time series model; multivariate model; feature importance

集约化猪舍是一个复杂的小气候环境，受内、
外部环境的影响，猪舍内部温度具有波动、滞后、强
干扰、多耦合等特征。而温度是养猪生产过程中的
重要影响因素[1]。猪舍内部环境过热、过冷、潮湿等
不良环境条件，可导致猪体不适、生产能力下降、成
活率降低，甚至诱发感冒、腹泻或呼吸道疾病等 [2] 。
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报道，在一定范围内，气温每升高 1 ℃，猪采
食量减少 40 g；在持续高温 (28~35 ℃) 环境下，生
猪日采食量较常温下降 14%，日增质量下降 21%，
料重比增加 0.23。为降低能耗、减少饲料消耗、优化
猪舍环境，前人研究了生猪养殖环境下相对湿度、
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氨气浓度、硫化氢浓度等
环境因子对温度预测的影响[3-4]，进而精准预测猪舍
温度，并提出环境调控与预警方案 [5-6] ，提高了生猪
养殖存活率，对我国养猪产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化统计模型和算法
分析 2 个方面对养殖场温度预测进行相关研究[7-14]。
Norton 等[15] 和 Andonov 等[16] 探索了自然通风下畜
舍温度的变化规律，但受限于应用场景，模型稳定
性尚不明确，预测精度还不能满足应用。随着计算
机性能的发展，算法分析展现其稳定性和预测精度
高的特点。杨柳 [17] 提出基于历史温湿度序列进行
多尺度分析，得到温湿度的变化规律曲线，并通过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出下一时刻猪舍内温湿度值，
该算法发挥了支持向量机对线性数据的拟合特性，
但是对温度的预测精度及准确性较低。前人基于模
糊方法技术，利用组态软件研究了猪舍内环境因子
的相互影响规律[18-21]，但模型并未对环境因素进行

针对性调控 [22] 。陈昕等 [23] 基于神经网络和二次聚
类，进一步对温室温度进行二次预测，相比于未聚
类的 BP 神经算法，提高了温度预测的准确度。杨
亮等[24] 和 Rodriguez 等[25] 提出基于 EMD-LSTM 的
猪舍氨气浓度预测模型，将氨气进行尺度分解，能
够较好地拟合猪舍内环境参数与氨气浓度之间的
关系。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模型[20]，预测未来 10 min 的
温度数据；基于多元模型，研究环境因素中的各个
特征对温度的影响程度，同时添加 BP 神经网络模
型 [26] 、循环神经网络 [27] 等，开展对比研究。结合猪
舍多点多源环境监测系统，建立基于时间序列和多
元模型的猪舍温度预测模型，为猪舍环境的精细调
控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门控循环单元网络算法
门控循环单元网络 (Gated recurrent unit，

GRU) 内部结构如图 1a 所示。GRU 是一种在长短
期神经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 基础
上进行改进的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 算法[28-29]，图 1b 为随时间展开的 RNN
单元，该算法能够克服传统 RNN 算法梯度消失的
问题。与 LSTM 相比，减少了训练所需的参数、降
低模型复杂度、提升训练效率。
GRU 算法具体公式如下：
r (t) = sigmoid[Ur h (t − 1) + Wr x (t)],

(1)

z (t) = sigmoid[Uz h (t − 1) + Wz x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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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序列和多元模型的集约化猪舍温度
预测模型
猪舍温度数据序列受猪舍内其他环境因子影

x (t−2)
x (t−1)
x (t)
b: 随时间展开的 RNN 单元 RNN cell with time expansion

响，例如相对湿度、空间位置、氧气浓度、二氧化碳
浓度等。本研究在同一时刻，探讨环境因子缺失对

h(t−1) 为上一个传输下来的状态；x(t) 为当前节点的输入；z(t) 为控制
更新的门控；r(t) 为控制重置的门控；h̃ (t) 为重置后的数据；h(t) 为当前的
隐藏状态
h(t−1) is the last state transferred down; x(t) is the input for the current
node; z(t) is a gating control for controlling updates; h̃ (t) is the reset data;
h(t) is the current hidden state

猪舍温度数据预测的影响，构建基于时间序列与多
元模型的猪舍温度预测模型 (图 2)。

x

图1
Fig. 1

猪舍温度数据序列
Pig house temperature data series

循环神经网络结构图

Cyclic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h̃ (t) = ReLU {U [r (t) ⊙ h (t − 1)] + W x (t)} ,

(3)

h (t) = [1 − z (t)] h (t − 1) + z (t) h̃ (t) ,

(4)

GRU 模型
GRU model

BPNN 模型
BPNN model

XGBoost 模型
XGBoost model

式中，Ur 和 Wr 分别是各个门的隐藏状态权重和输
入变量权重，⊙是 Hadamard 积，h(t) 表示 t 时刻的

基于评价指标判定模型的可靠性
Determine the model reliability
based on evaluation index

隐藏状态， h̃ (t) 为重置后的数据，x(t) 为 t 时刻的输
入，y(t) 是 t 时刻的输出，同时也作为 t+1 时刻的
输入。
1.2

单变量缺失模型评估试验
Evaluation experiment of
univariate missing model

极端梯度提升
极端梯度决策树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 是梯度提升 (Gradient boosting) 的一种高
效系统实现，其对梯度提升决策树 (Gradient

温度预测结果
Temperature prediction results

boosting decision tree，GBDT) 进行了优化改进，能
够并行计算、近似建树和对稀疏数据进行有效处
理，对 CPU 和内存的使用进行了优化，使其在机器
学习领域展现了很好的效果[30]。其目标函数为
Obj (φ) =

n
∑
i=1

l (ŷi , yi ) +

g
∑

Ω ( fk ) ,

(5)

Fig. 2

基于时间序列和温度序列的猪舍温度预测流程图
A flow chart of temperature prediction of piggery
based on time series and temperature series

具体步骤如下：
1) 数据采集与处理。利用无线多点多源远程监

k=1

1
Ω ( fk ) = γT + λω2 ,
2

图2

(6)

测系统[31]，采集母猪分娩舍内温度、氧气浓度、二氧
化碳浓度、相对湿度等参数，然后对系统采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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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点
ZigBee node

进行预处理分析。

环境感知层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

2) 基于 GRU 时间序列猪舍温度预测模型的可
靠性检测。采用 GRU 算法，构建基于温度的时间序
列预测模型，模型的输入参数是分娩母猪舍二氧化

主节点
Coordinator

碳浓度、相对湿度和氧气浓度，模型的输出参数是
分娩母猪舍未来 10 min 的舍内温度值。首先，初始
化 GRU 预测模型参数；随后，不断优化调整预测模

DTU

型参数，提高分娩舍内温度预测的准确度。

无线传输服务层
Wireless
transmission

3) 基于单变量缺失的模型评估检测。删减单个
环境因子，构建缺失单个变量的模型，采用步骤

云服务器
Cloud server

2) 的方法预测分娩舍内温度，定义评价单变量缺失
模型的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得到各个环境因
子的重要程度。首先，基于 GRU 温度预测模型，将
模型的输入参数删减某一个环境因子，模型的输出

移动端
Mobile
terminal

PC

参数是分娩舍未来 10 min 的舍内温度预测值；其
图3

次，根据评价指标，计算该环境因子对猪舍温度预
测模型的影响程度；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各个

1.4.1

妊娠期 107 d(产前 7 d) 的待产母猪共 30 头。建筑

集约化猪舍温度预测试验
数据采集

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of monitoring system

进行了产前分娩舍的试验测试。试验分娩舍内存有

环境因子的重要程度。
1.4

Fig. 3

多客户端应用层
Multi-client
application

以广东省云浮市某集约化种猪

外墙一侧设置有降温湿帘，舍内通风采用屋顶小窗

场的母猪分娩舍作为研究对象，该猪舍长度 1 990 cm、

进风，侧墙负压风机排风方式。屋顶小窗为横向排

宽度 1 100 cm，屋顶采用平顶式设计，地板类型为

列，每排 5 个小窗共 2 排。侧墙负压风机为纵向排

半漏缝式地板，通风方式为机械通风。利用无线多

列，风机包括 1 台变频风机 (80 cm) 和 3 台恒速风

点多源远程监测系统进行数据采集

机 (100 cm)。试验猪舍长度 1 990 cm、宽度 1 100 cm、

[32]

，采集频率为

每 10 min 采集 1 次。该场区猪舍配备降温湿帘、屋

高度 260 cm，过道宽度 104 cm；每个哺乳母猪栏单

顶小窗及侧墙负压风机等环控设施。试验开始前，

格长度 240 cm、宽度 182 cm，总计 30 格。单格内限

提前进入猪舍内进行勘察踩点，详细记录猪舍的猪

位栏宽度 70 cm，仅容纳 1 头哺乳母猪。猪舍地面

只类型和数量、建筑尺寸、通风方式、环控原理等。

下方为水泡粪地沟，沟内设有地沟风机进行排风。

绘制猪舍平面布局图并进行监测区域划分，为节点

试验分娩舍内部空间适中，待产母猪的限位栏

设备的合理布置提供参考。试验时间为 2018 年

间隔较宽，3 排栏体单格均为纵向排列。母猪头对

7 月 15—17 日，除去设备布置、清理节点、电池充电

头、尾对尾分布，待产母猪腹部一侧留有仔猪活动

等耗时，总有效测试时长约 72 h。选取舍内 41 台无

空间。根据实地勘察结果，结合猪只分布及舍内通

线监测节点 (下文统称“节点”) 采集到的 16 981

风特点，选取部分限位栏单格内的母猪及仔猪猪头

条有效环境信息数据作为原始试验数据，包括温

区域作为节点设备的主要监测点，并选取舍内出风

度、相对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数据包上

口区域及舍外区域作为试验对照组。

传时间、节点号等各类试验环境信息。试验完成后，

将节点设备进行合理布置划分，以研究试验分

下载试验数据并分类编排整理，对原始数据进行预

娩舍内各环境因素的分布特性。为此，将舍内监测

处理，剔除异常数据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图。

区域详细划分为母猪呼吸区域高度平面 (0.70 m)、

节点工作原理

图 3 为无线多点多源远程

仔猪呼吸区域高度平面 (0.35 m)、出风口区域高度

监测系统工作原理的拓扑结构，舍内各个节点测得

平面 (0.70 m) 及舍外区域，分别挂设 15、9、3 和

的环境数据经 DTU 上传至服务器，工作人员可登

2 台从节点设备，设置每 10 min 采集 1 次数据。主

录网站或者移动端查看。

节点置于入口信号较好区域，确认主、从节点位置

1.4.2

节点布置方法

为避免产后母猪的应激反

编号并开启电源进行 72 h 不间断监测。试验过程

应对哺乳仔猪造成影响，在猪场管理人员的许可下

中通过后台定时查看各节点设备数据上传记录。试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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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娩舍平面结构图及监测区域主、从节点分布如
图 4 所示。

和预测集。
3) 归一化处理。由于数据中各种变量的量纲不

2
1 100 cm

同，为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本文对数据进行归一化

3

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X∗ =

260 cm

78 cm

104 cm

1

6

115

Xmin 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

1.4.5

a: 侧视图 Side view
11

182 cm

104 cm

平稳性检验的 P 小于 0.05 时，该序列是平稳序列，
反之为非平稳序列；当白噪声检验的 P 小于 0.05
时，该序列是非白噪声序列，反之为白噪声序列。从

170 cm

66 cm

20 cm

8

为了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具

性检验和白噪声检验，指标为单位根检验 P 值，当

138 cm

10

结果评价指标

有预测价值，基于统计学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

7

5
165 cm

9
1 990 cm

(10)

式中， X ∗ 为归一化后的数值，Xn 为观测值，Xmax 和
4

5

Xn − Xmin
,
Xmax − Xmin

而判断该组时间序列是否具有预测价值。

3
2

为了比较不同预测方法的预测结果，采用 3 种

1

误差指标：平均绝对误差 (Mean absolute error,
MAE)、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

6

b: 俯视图 Top view

error, MAPE) 和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1：湿帘, 2：负压风机, 3：屋顶小窗，4：地沟，5：限位栏，6：传感器从节
点 (舍外)，7：传感器从节点 (出风口区域)，8：传感器从节点 (母猪呼吸区
域)，9：传感器从节点 (仔猪呼吸区域)，10：网关主节点，11：保温灯
1:Wet curtain, 2:Negative pressure fan, 3:Roof window, 4:Trench,
5:Limit column, 6:Sensor slave node(outisde), 7:Sensor slave node(outlet
area), 8:Sensor slave node(sow breathing area), 9:Sensor slave node(piglet
breathing area), 10:Gateway master node, 11:Heat lamp

error, RMSE) 来衡量各模型的预测结果，指标数值

Fig. 4

图 4 试验分娩舍侧、俯视图及各区域节点分布
Side and top views of test farrowing pig house and
node distribution in each region

1.4.4

数据预处理

1) 异常数据处理。本次采集到的数据中，数据
异常情况主要为缺失值和错误值 2 种。因间歇断电
造成的数据异常、少数数据丢失，即为缺失值；本试
验中数据的错误值主要是指温度或者相对湿度值，
小于或等于 0 的数据，由试验条件可知显然这是不
合理的数据。对这 2 类异常数据使用拉格朗日插值
法，以异常点两侧的正常数据取平均值填充，计算
{

三者的表达式如下：

Xn = Error − Value
Xn−1 + Xn+1 ,
Xn′ =
2

1∑
|Observedt − Predictedt | ,
n
n

MAE =

(11)

t=1

1 ∑ Observedt − Predictedt
× 100%, (12)
n
Observedt
n

MAPE =

t=1

参照文献 [33] 对系统采集到

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分为 3 个步骤：

公式如下：

越小，预测方法的精度越高，说明预测效果越好[34]。

Ã
RMSE =

1∑
(Observedt − Predictedt )2 ,
n
n

(13)

t=1

式中， Observedt 和Predictedt 分别表示第 t 个观测值
和预测值，n 表示样本规模。
选取最优多元模型，采用单变量缺失预测温
度。分别使用 XGBoost、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N)[35] 和线性回归
(Linear regression，LR)[36] 建立多元模型，构建缺失
单个变量的模型 (以下称为“缺失变量预测模

(9)

型”)，该模型误差越大，说明对应的缺失变量对预
测结果的误差越大，定义某一自变量对预测结果的

式中，Error 为异常值，Value 为正常值，Xn和Xn′ 分别为

贡献度得分为 Scorei , Scorei 越高，对应的缺失变量

异常数据值及替代值，n 表示样本所在的时刻序列号。

对预测结果越重要。计算公式如下：
Scorei = lg MAPEi ,

2) 按节点划分数据集进行时间序列化处理。由

(14)

于时间序列的试验需要在同一观测节点，因此按节

式中，MAPEi 指的是第 i 个缺失变量的 MAPE。

点将数据分成了 41 组，并根据时间形成序列。根据

1.4.6

程序设定，按照时间序以 2∶1 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

模型的效果，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添加 RNN 模型 [37]

对比模型

为了评估 GRU 模型和 XGBoost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http://xuebao.scau.edu.cn/zr/hnny_zr/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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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基于多元模型，添加 BPNN 和 LR 模型
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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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娩舍温度时间序列数据集进行统计，得出
其原始序列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序列平稳性值和
一阶差分序列白噪声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13、

2 结果与分析

2.07×10−15 和 2.77×10−49。可见，温度的一阶差分序
列为平稳非白噪声序列，该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序

性测试结果

列有较强的短期相关性，可对其进行时间序列建

针对猪舍温度时间序列数据特点，采取基于 GRU

模。使用 GRU 和 RNN 预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得

检验温度时间序列，验证其是否具有预测价值。首

到对应模型的 MAE、MAPE 和 RMSE 3 个指标，结

先，基于统计学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

果见图 5。图 5a、5b 和 5c 的结果表明，相对于

白噪声检验 ；然后，采用基于 GRU 神经网络算法

RNN 模型，GRU 模型的 RMSE、MAE 和 MAPE 均

对模型进行训练和测试，预测未来 10 min 分娩舍温

较小；图 5d 可以看出，相比于 RNN 模型，GRU 模

度的数值；最后，添加 RNN 模型，选取最优模型。

型的数据预测值曲线与观测值曲线更加接近。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RNN

0

5

1.2

10

15 20 25
节点编号
Node ID

30

35

40

1.5
1.0
0.5
0

30
29

0.6
0.4

b

RNN

RNN

0.8

GRU

2.0

c

GRU

1.0

2.5

θ/℃

5

10

15 20 25
节点编号
Node ID

30

35

40

GRU 的预测值 Predicted values of GRU

d

RNN 的预测值 Predicted values of RNN
观测值 Observed values

28
27

0.2

26
0

5

10

15 20 25
节点编号
Node ID

图5
Fig. 5

30

35

40

:0
2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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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8:0
:0 0
0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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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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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8:0
:0 0
07 8:0
:0 0
0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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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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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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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

均方根误差 (RMS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

GRU

19

平均绝对误差 (MAE)/℃
Mean absolute error

[38]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APE)/%
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基于 GRU 时间序列的猪舍温度预测模型可靠

2.1

时刻
Time

GRU 和 RNN 时间序列模型温度预测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prediction results of GRU and RNN time series models

基于上述试验结果，对每个模型的 3 项指标进
行计算，得到全部节点的指标平均值，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对于不同的误差指标 (RMSE、MAE
和 MAPE)，GRU 模型取得的值都比 RNN 模型的要
小。表明在时间序列预测试验中，GRU 模型的性能

表 1 温度预测试验中 GRU 和 RNN 时间序列模型的指标1)

优于 RNN 模型。所以，选取 GRU 模型，进行基于

Table 1

单变量缺失模型的评估检测。

Indexes of GRU and RNN time series models in
temperature prediction test

2.2

模型 Model

RMSE/℃

MAE/℃

MAPE/%

GRU

0.25

0.19

0.65

RNN

0.31

0.24

0.84

1)RMSE：均方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MAPE：平均
绝对百分比误差
1)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 MAE：Mean absolute
error, MAPE：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基于单变量缺失模型评估检测结果
为研究环境因子缺失对猪舍温度预测的影响，

采用单变量缺失的多元模型和 GRU 预测模型，得
到温度预测的结果，进而得到该环境因子对猪舍温
度预测的贡献度。首先，选取经过预处理的数据集，
在不区分节点的情况下，按照 2∶1 的比例随机划分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然后，选取 BPNN 和 LR 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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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模型的输出是温度序列，模
型的输入是剩余的环境因子。测试集验证结果 (表 2)
表明，XGBoost 和 BPNN 模型的 3 项指标均优于
LR 模型。XGBoost 模型的 MAPE 和 MAE 最低，
XGBoost 模型的 RMSE(1.21 ℃) 略高于 BPNN 模
型 (0.89 ℃)，这可能是因为 RMSE 对于个别离群点
的敏感性以及较小的数据量对预测结果造成了
影响。

Table 2

表 2 温度预测试验中多元模型的指标1)
Indexes of multivariate model in temperature
prediction test

模型 Model

RMSE/℃

MAE/℃

MAPE/%

XGBoost

1.21

0.71

2.50

BPNN

0.89

0.72

2.54

LR

1.25

0.89

3.14

1)RMSE：均方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MAPE：平均
绝对百分比误差
1)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 MAE：Mean absolute
error, MAPE：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由表 2 可知，XGBoost 和 BPNN 模型相比
LR 模型较为可靠，为了避免单个模型的预测结果
的偶然性，选择这两者同时用于构建缺失变量预测
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根据 XGBoost
和 BPNN 模型的预测结果，变量重要程度 (Score)
排名得出了相同的结果，2 个模型的 Score 排序由
高到低均为节点编号 (即空间位置)>相对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XGBoost 和 BPBN 的模型
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保证了该方法和排名结果的
可靠性。
表3

温度预测试验中变量缺失的 XGBoost 和 BPNN 多元
模型的 Score 值
Table 3 Score values of XGBoost and BPNN multivariate
models with missing variables in temperature
prediction test
缺失变量
Missing variable

Score

测方法。1)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对猪舍温度序列进
行纵向预测，试验结果表明 GRU 模型优于 RNN 模
型，MAPE 分别为 2.50 和.031，在分娩舍的实际环
境参数调控管理中属于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在时间
维度上对分娩舍温度的变化起到了预警作用。2) 基
于多元模型，对猪舍温度序列进行横向预测，本文
从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这一事实出发研究其他
因素对温度的影响，提出一种基于 XGBoost
模型的猪舍温度预测方法，并与 BPNN 和 LR 模型
的效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XGBoost 和 BPNN 模
型优于 LR 模型，但在不同的评价指标上，XGBoost
和 BPNN 模型性能各有优劣。从 RMSE 来看，
BPNN 模型的误差小于 XGBoost 模型；但从 MAE
和 MAPE 来看，XGBoost 模型的误差小于 BPNN
模型。从 RMSE、MAE 和 MAPE 的公式来看，RMSE
受离群点的影响较大，本文的数据集也存在着部分
的噪点且采集的数据不够多等问题，这些因素对预
测结果造成了影响。总体来看，XGBoost 模型有较
大的应用潜力。3) 在探究某一自变量对预测结果贡
献度的试验中，确定了各种环境参数对温度的影响
程度。其中，节点对试验结果影响最大，即空间位置
对温度影响最大，建议在猪舍温度的调控中，可以
在不同的空间位置采用不同措施，精细化调控养殖
环境。
本研究试验数据在时间和空间的数量不足，今
后应采用有线数据采集系统补充全年度全过程的
数据，同时研究季节性变化对于分娩母猪猪舍温度
变化的影响，并根据机器学习预测模型，补充温度
调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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