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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矿产资源预测中常用的矿床模型法有两大要素z 一是反映矿床

地质成矿规律的数据p 二是符合这一数据特点的统计预测法即优良

的回归法。这就是由常用的线性回归法和分布求同法组成的求同回

归法。由于分布求同法是一种符合线性回归先进数学前提〈即相同分

布论〉的数据预处理，又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求同回归法不仅可以

克服传统线性回归法和其他回归法无法克服的非线性局限性，而且

还可以克服稳健回归在自变量中有异值<outliers} 时识别和消除异点

影响不力的弊病，从而使这种新的求同回归法在各种回归中处于最

优的地位。最后，文中给出了两个很好的利用该法进行铀资源定量预

测的实例。

·江西省自然解学基金项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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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EQUAL REGRESSION MEm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EDI~ATlON OF U RESOURCES

(In Chinese)

Cao HuUno

(GEOLOGICAL TEAM NO. 265 OF EASL CmNA BUREAU
OF GEOLOGY OF NUCLEAR INDUSTRY)

ABSTRACT

The ∞mmonly adopted de严滔it model method in mineral rl臼侃rces predication

has twomain 阳rts:one is model data that show up geol哩ical mmeralizat!on law for

de阳邸， the other is statistics predication method that ac∞Irds with characters of the

data namely pretty regr臼sion method. This kind of regression method may be

called finding-equal regression , which is made of the !inear regressir.;t and distribu

tion finding-equal methoci. 坠cause distribution finding-equal method is Q data ple

tr<曲tment which accords with advanced mathematical precondition for the linear re

gression namely equal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this kind of data pretreatment is pas
sible of realization. Therefore finding-equal regre皿ion not only can overcome non

linear limitations. that are commonly臼curred in traditionallinear regression or oth

er regression and always have no solution. but also can distinguish oudies and elimi

nate its weak in£1u~.lce. which would usually appeared when Robust regression pos

se臼es ∞dier in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us this newly finding-equal regression

stands the best status in all kind of regression methods. Finally. two good examples

of U resource quantitative pr~dicati∞ are prσvided.

• N.ture!咽酬ifi4: fund proja:t of '.npi p""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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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统计中.回归分析是研究一个幢凯变量y与另一些变量X; (i=l. …. III) 之间

定量关蠢的一个重要分支，官包括缉性回归、主成分回归、岭回归、毒健回归等方法【飞其

中缉性回归量戚'岛，应用最广 .a健回归【盯在国变量中有异值时具有识到并酣睡异值摩响的

功能，目黯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对矿产资事预测中遭到的鼓嚣，不仅存在异值〈这种异值

不仅因变量中会有，自变量中也会有}问题，而且广 E存在李辑性问踵，这就便以上的回

归法遭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披露以看到单纯用这些方法在黄雷定量预测中在得成功的报

道.

求同回归法，在理论上突敲了缉性回归正辜说，按照新理论一一相同分布说进行数据预

处理，是分布求同怯与线性回归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分布求同法，本文将予以简明扼要的

论述.矗过求同回归所具特色和矿摩模型法中鼓据特点的分析，阳明了求同回归挂在贾嚣

预测中的适用性.最后两个实例表明 g 无论是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求同回归法部具磁

带的优势.

号!

分布求同法简介

1.1 纷布京同的目的

作为已经定型了的线性回归法，要用官作出可靠预测，必缅认真考事真适用条件，即

戴学前提.对此，韧步结论【IJ是 g 无视自变量分布的因变量正辜说是不适用的s 因、自变量

均正态分布的说法虽然可用.但它只是困、自变量相同分布说的一种特倒"].

作为一种算法的适用性理论，既要看官布无理论意义.更要看这种理论者无广泛的实

践价值.实际上用相同分布论去指导线性回归的数据预处理，将使线性回归的预测结果优

于现存的各种回归结果，因此相同分布论及其指导下产生的求同回归法都得到著名数学地

质专家赵鹏大院士的肯定和赞尝.本文指出s 要成功地使用线性回归，就不可忽视数据分

布的撞撞，对于一切不符合这一理论要求的数据，都要进行分布上的求同.

1.2 辅助手段一一通用的分布撞撞法

面向一个随机向量 {X.} k=l , 2 , …. /I，为了进行可靠的统计，首先应查明真分布是
否符合统计方法的数学前提.其次，对于转换中的数据，要确保转换结果符合数学前提，都

离不开严幅的分布栓验.传统的 XI.栓验法只适用于大样本，不能满足资额定量统计命样本

数"小的要求，只有由披据的一阶原点短、二到四阶中心矩共同决定的偏、峰度植验浩才能

胜任.

由 [5J 令

1

(I)71=fzu-bvss

Yazfz〈z，一 x)'/J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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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着 .r'.=A+虱r. 价= 1.… .JI.A任童.B>O窜It) (4)

则'证明: 1'1=11, 1'2=1，.可见 11 ， 12 与撞撞分布画鼓具有相同的性质一-缉性变跳下

的不变性.融 1» 12 可统称为分布•••

分布.鼓川、 1，)与分布画鼓存在'多对一的关系.例如对于正毫分布，由文献

[6] 并计及。〉令泞{时. ~ (JI) 为正辜分布的分布.置，回宿

~(JI) = 0" ~<II) = 3~II 一】〉ω- J,rI + II + 3)/,.J(,.J - 211 + 3)(.. < 30) (5)

可见不同"的正毫分布，其分布.量'不相同.

同棒，对于均匀分布，令7';<.).7; (11) 为其分布.踵，只要令~=I ， 2,…, II. 则可

求得z

3.6 4.2. 8.4
η(n) = 0 " 7;ω=1.s-J丰1- ~~- +τ， τ(6)

由此说明了分布，慧与分布函擎的关系，但对于镜计实段中的鼓掘，样本Il..不一定是

确定的正董踵，所以要撞撞{.r.}是否属于正辜或均匀，首先可由〈日、 (6) 式求出可

'n) 或1; (时，然后算出撞撞的分布塞鼓凡，凡，用

Q,.. = 17) I + I 瓦 -1:相) \ (7)

或 毡. = 17.1 + I冉一 ηω)\ (3)

是否为o 即可作出判断.在此Q.... Q..分别为z 分布与正辜、均匀二分布的歧离.

但在多元鼓据 (.r..) ω=1. … • n' i= I. …. m) 下，由于不存在n 不同的情况.放

著求得<7.. 7.) (7:. 1~). 即可用下式是否为0 去判断另两个分布是否相同z

Q /f;; = I T.一 η1+ !r，一巧 l

(9)

I· 3 分布束周洼的基础

1.3.1 髓机量据分布'黯撞檀要

总的说来，观测数据{叫:总是随机变量母体X的一个实现.真分布既受X分布的影

响，又受曙测条件和n 有限的制约，故苟众多的表现形态，不经过分布律的变换是不可能符

合统计方法数学前提要求的.

分布律的变换是不同分布函鼓之间的变换，只可能是非线性变换.鼓据来自于观测，分

布律的转换就相应于观测中使用了另-仲非线性的标尺重新观测的新结果，故分布律转换

中的不变量是数据的大小顺序.由此出发，可撞得分布律转换的函数是遏地、非线性连续

函鼓，真性质与随机变量的连续分布函鼓-it.

对于 X·"y. 令分布函数相应为F (x) • D (y) ， 由慨率论可知

D(y) = F(x) (I O)

由此可求得It据转换前.后的美磊是

y , = D-'(F(.r.» (矗 =1 ， 2.··· ， n)

这就说明了 J (r.) 转换的理由，转换函敷的性厦和鼓据转换前后的一般联系-

1.3.% 分布隶罔的逾徨

1.].%.] 绝对事罔

当'曹操后的It据分布是均匀分布.正态分布这费标准分布时，这种分布求同就叫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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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罔，寞中当 yE (0 , 1)均匀时. D (y) =D-· (y) =y. 自(II)可'

y.. = F(xti) 估= 1.··· ...i = 1.….-) (12)

因此只要拿得备~量的卦布画鼓F (x,‘). .可宴理均匀分布上曲相同卦布.

篱笆
利用上连结果，再造行YtiE [0. 1] 一→hε(0. I>逼迫匡正毫分布画缸，即可实

现正毫分布上的相同分布.

这带求同必蟹以这种分布的庭分布画It可阻求出为菌蟹，面且-.雷要胃步才幢宠，阻，

{均匀分布上的事同饵外)，故应于以重担.

1-]' 2. 2 相对'因

在圄归 (x;. y) 中，以回变量分布 D (y) 为目标使 x' Ii=D-· (F (z.ρ) <I3)

即可在..上宴现相对事同.只是因D (y) 的任童性，真反画肇雄以估计.at幡另找童径

来宴'之，在此不瓢多远-

I.]. 3 支蜡-"军画辑撞画画的谴置

1-]']' I 分布的，樨性与分布的，迂画估计

对于观测量握在分布上的多样性，可以以常用分布@为基础，参照 1.>0/=0/<0 的

情况将它们进行归费，对于常用分布中不曾列入的 (1.<0) 的类型，撞对称性原理加以扩

充，即可得到固 1 所示的典型密度曲缉示意回.其中 I 、 I ， .分别对应于 y.>o/=o/<

O.

z

圄 I=-突分布，.t应的典型密度·缉示'因

值得指出的是，固 1 中的每一条典型曲线只是一种示意，并不是意味着只用裹一个不

变性的画敷脆能充分描述.例如对 1 \1似乎用

几位，8) = XI (x> 0 ,8 < 0) (1 4)

可以艘好地去捕遣，但宫不能代表指敷型分布，

几位，ω = Ge-G
• (x> O,G > 0) 05)

对真他密度曲绩也是如此，只布这样才可"决理可数据分布多样性与数学描述之间的

矛盾.远.是分费多眨画描述的基本出发点.

J. 3. 3.1 "迂画辑撞函'的谧置

由(13) 可以看出，将敷掘的分布函数作转换画敷可实现yεtO~ lj Jt勾转换，但更

一般的画敷

x' .. = A + BF(x，ρ(! = 1 ，… ， n.;=I.… ，n ，A 任意 ，B>O 常颤) (}In

① .觅王"缚I'..论基础及第应用· p. 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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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结果也是均匀分布.例如对(14) 额分，并令

G.- K + 1.. F1(I.G) ~ 7fIG (z> O.G* O.G < I)

在式 U的，令A=-l/G. B~l 后有

I' I = (I~ - DIG <G笋 O.G< I)或In.r<G = O.X > 0) (17)

这就是有名的广义事转接函数.由此撞面广之.凡过去用于正锚的转换臣画篝@也可

用作均匀转蜂.为完备起见，尚霸槽111 I z, • z 和七、 I 1 、 II 等转接臣画.

这种基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考事所提出的转换E画是均匀转换和真他转挠的支持基

础.

为确定起见，但世It ' 1 > 0/ = 0/ < 0 的各吏分布，一假设置 L=8 种转换硅函{篝>.

I. J. 4 均匀辑撞基础上求自洼的重现

当行将实现均匀转换基础上的分布求同时，菇、震注意到z

(1)作为转换画般的形式都是泛函，故实际转换中的问题是一个巨函参敬的逼近问题，

英中的约束条件是Q，..;= 1'11+ I 几 -η(n) !→最小E

(2)虽然对凡的不同情况都设置了足够多的泛函蘸(L=8) •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实测鼓

据，真转换结果(T，.马.罚，.式，Hi = I.… .m.ρ = 1.2.···.L) 仍然难以保证 Q~.=O 的理想

实现.

这样各变量的相同分布.就不能在理想的均匀分布上实理，丽只能在均匀分布附近去

寻找，寻找的办法是z 保存各变量的转换结果.以 l=m 为参照，以其分布号 q=O. I. ….
L 为中心，以下式为条件求得.

D.= ~丁 min( P7. • 1]'1, I .← I~ 一几 I) 对户 = O.I.···.L (8)

最后从D = min(D.) q = 0.1.….L (18)

中求得合乎要求的求同信息z

.c'. = I.(T..G.) (i O~ 1.2.….m)

式中 (T..G. )称为变量I. 的转换参数.Jt中T 为转换泛函簇中的公式I¥号 .G 为式中参

敷值.

2 求同回归法的构成及其优良性

Z.1 基本构成及其优良性

2. J. J 熏罔固归的定义及其信息联矗

求同回归是指以分布求同~为必要前提的线性回归.

这里的求同法为绝对求同法，既可以是均匀转换的基础的求同法，也可以是文献 [I]

中的二步转换基础上的求同法.线性回归包括商售计算器中的回归搓，也可以是算法先进

的逐步回归醋.J(:构成及信息班向如固 2 所示.

如果分布求同桂用的是相对求同法，则仇，等同于l'..UP预测值反滴及有关的信息 (T...

G..) 班就是多余的了.

2. J. 2 基础性求罔回归洼的优良性

① 觅，金钢.正态"'‘'哥方撞一-步 Ka协. _tilt摄计算技术. 1989. No.2. 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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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1 自动幸键性目归的功酶

这一功能的基本理论依疆是z 同秩噩噩的变量之间必穗相关.再细上同分布则必穗威

严幅的辑性关系，否则篝不存在严幅的缉性关晕，面分布求同又是保孩的李缉性变提.被

分布写在同的过程车厦上现是李缉住到续性的变换.

考虑司分布求同是在多泛函转换函敷的支持下并可撞固定规周编程在计算机上实现，

故求同回归具有自动李线性回归的功能.

2.).2. 2 适用于小挥本和具有对异点的识嗣篝力

这功能的潜在性 z 一是依靠分布形态的检验在小样本下的适用性.二是异点在一股情

况下表现为远离鼓据中心，可能是自变量的异值也可能是因变量的异值.这种异值的存在

总是无条件地使原始敢』匠的偏度民大于 O. 因而在求同转换中总是自动地导致广义事-类泛

函授入转换.

结果总是保铁地使异点向英余鼓据中u靠拢.这挥异点本来可对回归缉起到的杠抒作

用，就幢大大地削葫了.与之相反，真余王常点对回归缉的控制就得到了加强，表理是在

剩余值厅.-Y.I 中唯异.";最大.从而为通过剩余值去识别异点创造了条件，这种功能叫作异

点的识别功能.但从 Huber 数据的回归qt①可以看到.崔健回归的这种功能还是有局限性

的.只有求同回归法才具有更完善的功能.这就是求同回归的两大重要特性.

2.2 求鼻再算的意同回归法

基础性求同回归在敷据中无异点时.无疑是最优良的回归法.但在敷据中有异点时，却

无法彻底消除弄点对回归结果的野响.放在异的求同回归结果还不及人工去异作线性回归

的结果.

但如果在基础性求同回归基础上增加一个识!CJ数组 S8 (川，并且有针对性地考事

IY， --Y.I...的一个或几个点，利用散点固确证这些点的奇异性，即可用计算机结识别数组赋

值 z 异点赋 0 ， lt余点均赋 I ，这称为求异，再进行一带权S8 (旧的求同回归，整个过理

就叫求异再算的求同回归法.毫无疑问，这种二次性的求同回归法既寄自动非线性回归的

功能，里有期底消异点~响的功能.

例如对 Huber 数据一次性求同回归后，可得{S8 (剧} =1. I , I , I. I , 0，第二次

的求同回归结果即可明显优于人工去异后的传统回归，见表 I.

① 鬼，用....统计，应翼地震应用."，盒'矢'跑跚研究所. p.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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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同回归法在铀资源定量预测中的应用

3- 1 矿产量潭篝讲'蜀中的矿摩·型法

在矿产资擅篝计'田中，矿靡'型法是-个担重要的方法，在国内外受到了'遍的重

槐.藏量要求根据矿廉的地.血矿鲤..将多种撞矿地厦田'和提矿标志定量化，运用各

仲鼓掌方法矗立责.评价指标〈如金属量霸矿苟量〉与地质、'化摞筹变量的数学'盟，将

官用于跚跚区以确定拽矿远景'值并对责"力作出部份.其事心是矗立矿廉的戴学篝

噩E飞在这里，根据地质与'化挥贤"的特点，变量萄定性和定量两种，为达到定量预测的

目的，需用-定的戴学手段或将定性指标镜-到定量指标，或将定量指标镜一到定性指

标E·I. 在前一情况下，就直接形成了多元回归的预报模型，在后一情况下，周要经"征分析

«壶'倍息法，求出这些定性指标的鲸舍惰阜〈细联矗度-).最后形成了一元回归的预报

模型.

可见在矿费嚣的统计预测中，矿靡模型法篝少不了用回归法作为定量'割的手段

3.2 根据'嚣篝计的巅.".厨'的困归法

J. 2- 1 矿产囊'篝讨中的戴帽...

罐上所述，可以'到回归'报中的置'取得是-个砸复巍、并与地厦规律的认识、It

学手段的'当与否'切相关的过程.这里不描幢幢这一边疆鄙巳圃膺地完成了，即数据是

靠得住的.魏现大多踵的事现实际，这种撞据必将具布以下三个特点，

(1)俘本小.一般来说，.<30. 个剧情况下可能，，<10. 这是因为矿靡横遭隆中所建立

的横盟，所有单元'必须是来自己知矿床、已知矿点U及确知无矿的部位，而且有矿单元

的比例不能太小.而多It矿田霸矿区却只有几个矿靡.

(2)鼻点，属可来嚣于回变量，也可来雷于自变量.尤真是自变量的形成，除曼观测

条件的影响外，更受到It据预处理中多个环节的影响，融造成鼻值的机.一点也不亚于国

变量.

(3) 因费量分布的正偏性和田、自费量之间的非魏性关'自.以矿量为标志的回变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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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曲罐'量无不受撞于这样一个'矗事宴z 任一矗矿...矿画、矿区.总是篝大型、大

型矿摩居少暨-画中"矿摩居多 • I.扣矿且更多.但与此相应的自变量在分布1:.未必如此，

真结果瞿噩噩T田、画变量之间的李辑性关矗.

3-2- J 儒篝圄归撞在矿产董事'蜀中副局幢幢

如晕承认矿产资.撞计中撞撞的上远，警点，里'到包锺a健回归在内的传擅圄归洼'

要拿大樨本、限于蝇性革田的周匾笆，量不.嚼白简单地蕃用这些方法肯定悲剧收到面帽

的量果.

所谓..的辙'晨，一是从革的指标'夏相关矗撞墙，最好是大于显著性水平 .....0.01 的

相关墨幢幢界值s 二是在帽堕区内的冒商值要合理、准确.I健，如果一个预撞撞噩，章

已拥区的预报部存在幢大同匾. III矿点臣和无矿区的单元画报值多为负筐，事在经过详勘

甚至已开景的尊元的预测值出现大于回%的..草'提.这稼的洒洒方法撞及到洒洒区所

在黄潭'力的评价..tt令人相馆.所以衡量·预踊锺果'"+分重要的一是首先是帽型区

单元画画的合理性糊准确性.

为了使传统回归法能在黄雷统计预测中取得面回慧'民.文献。〕提出了一个办法是抽

出几个幢单元作预测单元.经过多次反复司董.试算，直到得出艘满意的结果.但这种办

法的赞果只是消除异点对回归结果的E响，面且搞不好.调整、试算的工作量将大得惶人，

与真如此.不副题'大院士在 (86' 宜昌〉全国II:孝地厦零术讨诠会上推荐的用帽，巨阵桂

先行识别异点更有针对性.还有由李缉性引起的绘画测结果带来的不合理性.更不能嗣望

用"调整单元'的办法在得解决.只能用人工参与的曲缉扭合法去'决.这在一元回归中

还可It髓，但在多元回归中.唰是十分麻烦丽.度假大的工作.还须指出的是 z 虽然人工

参与的曲线掘合可在得明显麓果.却不→定能在得理想放果.如文献臼]中的一个噩蒂固

归的掘合问题，人工翻含的结果是户3. 536 ~芋!. L (比-~ y•~' = 3. 56.似乎不惜.但

用求同回归法. z' = (zo.""'_ 1) /0.91601. y' =11 (1. 3719 (y-O. 2) /3.8)). 拇

z; (Ya-ya)I=0.151 ，相比之下，人工参与的结果就曼德幢幢和量色多了.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在矿产赁'统计跚跚中果用事同回归桂才是一种占踵的选择

J.J .黄潭定量'蜀中的宴倒

J. J. 1 iIlI 65 矿田"黄嚣的重量预测

旗矿田位于"杭构造带中段的南侧.且面棋为四百多平方公里.三个巳摞明的大、中

型矿席位于矿田的东西南侧，在1 I 25000 的比例尺作成的同幡单元中曹 7 个啻矿单元.根

据地质属矿攫律的认识和巳知区与未知区资料水平一重性的原则，收集了地质、卫星照片.

水文澜'拥等方面的资料，经标志绕一化处理形成了 1X22 的定性标志鼓掌幌型，再经"

征分析在得了以矿量 (t) 为因变量、醺..厦{无量铜〉为自变量的一元回归预报幌型.

对遮-敷据嘱盟，毒者先是用传统的缉性回归进行预测，从罐合指标一一复相关噩ltR

=0.936 去看，官比 cr-O.OI 下的幢界值岖.0.=0.814 哥大，似乎很可惜艘，可是从预测结

果的合理性去考事，发现在 100 t 以内的矿点区二单元为显著的负值.这一结果理所当然地

为地质人员难以接收.后来，吸收了一个咒第单位的经撞，作了对因变量取I:盾的回归，结

果矿点区为负的现..霞有了，可矗产生了两个新间圃. -是一个经详勘的大矿床主体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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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79.无事在量 90"的a撮，男一个量在巳开晕矿廉的主体'也 (4 号》跑aT近制%

的·疆.这量.不管.在这牙'曲.aτ. 开蛐了对矿产..:篝计回归算撞的研究.首先

用人工姐含量'挠了任务性嗣同匾，矗后A!..y同圄归搓.:aT合理的篝晕，且囊 2..1 "矿-董事定量·蜀...自锺晕

·臼.. L...aau量 ~.L.7•• ι........ ι噜窜去..1事事"

•• .&11.-..257$).",1." Jil l) .wC1.-" NI!5).p(J......)
z f.-y. 自… f.-y. 菌... f.-y. 胃... f.-r. 富...

' -115. 4 -I" I'" E翩 -So S -Sf -I.' -IJ

z -"'5 -I. I Jo 4 " '也' " I I. I "
' 1.' I l- lJI.‘ -II -a. -15 -ST.' -21

4 E‘11 ' -JI队 Z -5' -51- 5 -II Jr. 1 u
s 511凡' " 14‘ a JI7.' 51 ‘21-. "4 -ln.1 -IS -CS:'2 -a -]I且' -2. -1'" -,
, -In.‘ -lJ 1'71. 1 " -12- 1 -c -17.' -z

' f.-盟'且 4 f.-12-5 f.-1M.. f.-117.1

••••• .儿.. ...,z. ....z '比 til
.5.会撑怠.. 1"·0 tll.1 171.5 阳...5

..筒， ,..,为dE'Eh·".·不·• ·-E.4..霄.,••元末 5·.·舍''"-......,..·s· 贝鲁..‘.'，·.元.….·E·苟且E
大，不..周 • 禽疆

·a蠢.5".后.......

自寝 2 可以看:1::基础性求罔回归结果与传捷缉性回归结果相比. J'.在综合指标上量

蝇不大，但明显曲进步是z 第一，世有矿点区预测值为负曲理.5 第二，商 f、...握的

单元 (5. 6> 均有原因. 5 号单元的虚报，据专事们反'键是因为横地段曲储量监字是早帽偏

保守的估计值，而且又来是进一步详查s 商 6 号单元是个理部技大的矿靡，是最囊'撮数

据取了偏低值量成的.ι 是在 ι 的基础上障去 5. 6 号单元的求同回归，显露官克瞰了自

这两个.元的.+利'居响，使经过详..元的'翻精度大多有所提高.

懂得指出的是， ιι的锚.在提提 052缸"噩'机的基本 BAS1C语亩蜡血的求同回

归理序上运行还不到-1"小时的时间，这一瞿序矗撞阜帽的二步转换基画上求同的噩噩编

制曲，但实用结果'是来自;第一步糟..这种情况在处理'南篡矿田曲幢贺.1i!量预目和

其他应用中'是如此.因而本文揭示的均句转换疆'上的事同德将更为合理，运算工w量

也棉大为捕小.

3-3- 2 曹·薯地区till.霉的'先圄归'量'

这是来自一个见第单位的，撞专门办法取得的 lfiX22 定量标志It.姬障，根据回归分

析惮本缸'大于变量I: <II>"> 的原则..先用帽相关幢幢去了七个费量，成了 16X15 的

"障，各种跚跚桂的结果晃囊 3.

.3 中 ι、 ι 胃种结果是原单位同行提供的 4"蜡果中可以对比的 2 种，丽ι .L霄'

是毒者提供的，值得扭曲的是在量行后胃...回时用的属性回归'矗矗步回归法，号l入或

删除自聋量的 F恤'足为 2.5. 因此出现这量优〈ιλ 最聋 cLt> 的根本原因只能来自于

非属性圃.，晕过分布求同，便在乌中与因变量属性无关，但有李属性是赢的变量在L. 中

变得与困变量相关起来，槽"了'拇指标，膏.J于谓测膺确性的提高自同时又使在 L 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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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呈萄钱性相关的变量在~中变为强辑性相关，也糟强了预测的准确性.

寝 3 *11某矿圃..嚣，元怠量'搞蟠果

方法fi L\I求阿回归 !..o..筷"住回归 L. 多.回归 L..戴量化理论 E

K t.-y. 阳分说疆 t.-y. 睛分很撞 t.-y. 盲分ilUI 'i.-Y. 百分It盖

E -25.' ·曹 -t50.1 -23 -t31.7 -22 。.0 。

z 1.1 o /-13..t -29 -2;2.3 -t3 -1}.6 。

z z ]7.4 12 0.0 。3.t 165.11 111

4 -2.1 -3 -lt5.2 -17 '1 -17.4 -22 25.7 35

5 -0.7 -] 128.7 158 -8.1 -]0 23.2 30

e 。.1 。 -72.0 -465 -4.' -30 -]t.2 -92

7 -0.0 -1 -4.0 -42 97.3 811 2. II 30

' 0.0 。 -103.11 -1且-6,,'a- -5.3 -65 -3.6 -44

' 。'。 。 -0.1 -1 -3.' -45

10 -0.1 -1 137.71 Ull 7.3 104 0.1

11 0.1 1 266.3 5548 l.4 51 g.7 202

12 0.0 。 560.0 13333 '.9 168 0.0 。

13 。，。 。 -223.2 -"77 7.7 240 1.0 2g

14 -0.0 -1 239.5 10B88 0.0 。 -0.9 -41

15 -o. c. o /-152.: -15269 -0.4 -40 。.3 30

16 -0.0 。 -317.2 -31716 。.2 20 。.3 31l

复相关蕉It O. 99~~8 。.8620 f未收到〉 E未收IlJ 】

，。

}:(仇 -Y.)' 743.3 950271. 4 2t7896.4 1529.8
1··1 .

铮价 最优 最撞 整 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求同回归法在铺贸部定量预测中，比传统的结性周归法大大提7喝了预测准

确性，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该法在铀资霄统计中显示的优越性也必将在别的领域中显

示出来.

该项成果得到了赵鹏大教授、朱璋霖教授等专家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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