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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的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牧群采食量估测模型
孟云琪 1，宣传忠 1, 2*，张蒙秦 1，樊先涛 1，布 库 3
(1. 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2. 内蒙古自治区草业与养殖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和浩
特 010018；3.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为了能够较为精准的估测牧群的采食量信息，提出一种基于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和长短时
记忆神经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的牧群采食量估测模型。首先通过皮尔森系数法分析得出影响牧
群的采食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以减少输入维度并解决信息冗余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 LSTM 神经网络算法
的牧群采食量估测模型，并引入遗传算法来优化 LSTM 神经网络模型参数来增加模型的可靠性。最后，利用该模
型对牧群采食量进行估测。试验结果表明：该采食量估测模型各评价指标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MAPE)、以及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分
别为 2.982、9.85%和 6.108。与单一的 LSTM 神经网络以及 GRU 神经网络模型相比，均优于其他模型；且该模型
具有较好的估测性能和较强的泛化能力，能够为合理轮牧提供科学指导，对草地保护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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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model of feed intake in herding sheep based on optimized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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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feed intake information of herds, a herd feed intake estim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GA) and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LSTM) was proposed.
Firstl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feed intake of herds were analyzed by Pearson coefficient method to reduce the input dimens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redundancy. On this basis, a herd feed intake estimation model based on LSTM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was constructed, and genetic algorithm was introduced to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LSTM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Finally, the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feed intake of her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of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feed intake estimation model were 2.982, 9.85% and 6.108,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LSTM
neural network and GRU neural network model, they were better than other models; the model had a good estimation performance and strong generalization ability, which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reasonable rotational grazing, and it 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for grassl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grazing sheep; estimation of feed intake; LSTM; neural network improved GA; trajectory data
草地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
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21 世纪初，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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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严重威胁中国的生态安全[2]。因此，能够
大范围、快速评估放牧羊群采食量信息并制定出相
应的划区轮牧[3]、轻牧还草[4]、草原生态补偿[5-6]、
围栏封育[7]等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现有的放牧
羊群采食量估测方法有畜牧业工作者直接通过人工
观察法进行估测[8]，也可以通过给试验羊只佩戴相
关传感器监测采集放牧羊只采食信号，进而估测采
食量数据[9]。以及利用 GPS 技术与网格分析方法分
析放牧轨迹获得放牧分布，并通过网格叠加法得到
给定时空范围内的牧群采食量模型[10]。但人工观察
法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而传感器监测法操作
复杂，同时传感器的佩戴会对试验羊只的采食行为
造成影响，并不适合长时间牧群采食量的采集与估
测；GPS 技术结合网格分析法虽可以大范围的估测
牧群的采食量分布，但估测精度不足。
随着机器学习的深入研究，以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为代表的深
度学习网络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11]，同时，在
对文本序列的非线性特征学习上具有一定优势的循
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逐渐发
展起来[12]，LSTM 循环神经网络能够较好地保存早
期的信息以便后面使用，从而防止较早期的信号在
处理过程中逐渐消失[13]，可较好地处理以时间序列
为引导的文本数据。
因此本研究提出 GA-LSTM(genetic algorithm
long short-term memory)模型估测牧群采食量，通过
利用遗传算法选取最优 LSTM 网络参数，来提高
LSTM 模型估测精度，并进一步评估模型性能，验
证模型的可靠性，方便牧群采食量的估测以及相关
科学决策的制定。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点及对象
试验选取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阿尔巴斯绒
山羊为研究对象，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胜
利队当地牧场进行试验。该试验牧场地表面积约为
4.993 7 km2，牧场有 1 个羊舍、1 个饮水区，羊只
共计 325 只。羊只于 7:00—20:00 时间段处于全牧
区自由放牧状态，其余时间可在羊舍自由活动。
1.2 原始数据来源
通过 GPS 卫星定位系统和传感器监测设备共
同采集放牧羊群试验数据。试验时，随机选取大、
中、小体型羊各一只，并将太阳能定位追踪器宽松
捆绑在试验羊背部，对试验羊只进行自由放牧。并
设置定位器以 3 min 为单位时间上传定位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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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追踪器采集所得信号通过 GPRS 无线传输模块
传输到数据云存储平台进行保存。为保证不影响试
验个体的正常牧食活动，试验人员远距离跟踪观察，
通过望远镜观察记录试验羊只单位时间内的采食口
数，通过应用模拟采食法[14]合理估测试验羊只采食
量。并实时采集风速、风向、空气温度、空气湿度、
气压以及试验羊只所处地形植被情况。
本课题试验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到 2020 年
11 月 30 日，试验数据有效记录天数合计 85 d，其
中 6 月记录了 10 d 数据，7、8、9 月份各记录了 16
d 数据，11 月记录了 11 天数据。总结整理有效定位
点信息共计 9 846 条，大、中、小 3 种不同体型试
验羊只分别获取有效定位点信息分别为 3 956、3739
和 2 151 条。
1.3 数据预处理
为了方便试验羊只采食量标定、提高采食量数
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创建线追踪间隔将相邻时
间 2 个轨迹点 Pi、Pi+1（0<i<n）连接形成轨迹段 Li，
使用轨迹段 Li 内采食量数据取代单个定位点的采食
量数据。同时，轨迹段 Li 所包含的两点之间的距离
li、时间间隔 Ti 以及羊只行进速度 Vi 等信息也可作
为采食量估测模型的影响因子，有助于提高模型的
泛化性。
按照天数比例随机抽取大、中体型试验羊只轨
迹段信息各 2 151 条并与小体型试验羊只轨迹段信
息共同组成试验样本数据集，该试验样本集包含
6 453 条数据，每条试验样本包括羊只体型编号、轨
迹起始点 Pi、Pi+1 的经纬度坐标、定位时间、高程、
坡度、坡向、所处位置植被覆盖度、轨迹段距离、
轨迹段时间间隔、羊只行进速度、空气温度、空气
湿度、风速、风向、气压以及轨迹段内采食量标定
数据。
由于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不同的维度和量纲，同
时数据差距过大会对模型的估测造成较大的误差。
因此，需要将输入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来调整到合
理的范围内。本研究选用 z-score (zero-mean normalization)标准化方法完成标准化，其标准化处理
的表达式为
x−μ
x* =
（1）
σ
式中 x 为输入参数；μ 该输入参数的均值；σ
该输入参数的标准差；x*为该输入参数标准化后的
数据。
由 1.2 节可知，本试验收集了大量的试验样本
数据，若将采集到的试验样本数据直接输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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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会变得非常复杂，极易出现无法收敛、收敛速
度慢等问题[15]。因此，本研究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
法筛选影响采食量的关键因子，通过减少输入维度
来达到解决信息冗余的目的。
由采食量与部分影响因子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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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表 1）可知， 不同影响因子对于采食量所占影
响权重排序为植被覆盖度、轨迹段距离、轨迹时间
间隔、羊只体型、温度、高程、坡度、坡向、坡位
和风速。本试验选取前 6 个影响因子作为采食量估
测模型的输入样本，以降低数据维度和复杂度。

表 1 采食量与部分影响因子的皮尔森系数
Table 1 Pearson coefficients between feed intake and Partial influencing factor
时间间隔
温度
羊只体型
风速
高程
坡度
坡向
坡位
0.431
0.345
0.396
0.145
0.324
0.234
0.174
0.169

1.4 试验方法
图 1 为羊只牧食信号采集处理架构图。图中虚
线框为在服务器上运行的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划分与采食量估测模型创建流程，具体流程为将已
标定好采食量的试验数据分为训练集、验证集与测
试集，并将训练集数据输入到 GA-LSTM 神经网络
中进行采食量估测训练，并使用验证集进行验证，
得到具有泛化能力和记忆性的采食量估测模型。然
后将准备好的测试集数据输入到训练好的采食量估
测模型中，进行模型性能的评估。

1.试验羊只；2.太阳能 GPS 定位器；3.GPRS 网络通讯；
4.GPS 信号接收平台；5.服务器；6.数据集；7.平稳进食的羊只。
图 1 羊只牧食信号采集处理架构图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sheep grazing signal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1.5 基于 GA_LSTM 神经网络的采食量估测模型
由于本课题研究数据是以时间序列为引导的文
本数据，而具有长短时记忆的 LSTM 神经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擅长处理具有长时间间隔的时
间序列预测问题[16]，因此，选用 LSTM 神经网络能
够较好地提高模型的估测精度，而神经网络参数的
选取对模型准确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避
免 人 工 选 取 的 主 观 性 和随 机 性 ， 通 过 遗 传 算法
（genetic algorithm, GA）[17]筛选并设定最优神经网
络参数可提升 LSTM 模型的可靠性。

植被覆盖度
0.694

本课题将 GA 算法与 LSTM 神经网络相结合，
构建了基于 GA_LSTM 的采食量估测模型。模型估
测流程主要包括牧群采食量数据的获取与预处理、
影响采食量关键因子的筛选、基于 GA_LSTM 神经
网络模型的训练以及模型的验证与应用。其估测流
程如图 2 所示，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通过 GPS 定位系统和环境与采食量监测
系统获取试验羊只时空轨迹、气象、采食量和地形
数据，并对其进行修正和归一化预处理。
（2）利用皮尔森相关系数筛选影响试验羊只采
食量的关键影响因子，以降低模型输入的维度和复
杂度，并划分相应的样本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3）初始化 GA 参数：种群数量为 20、DNA
个数为 2、每条 DNA 的长度为 8、DNA 的交叉率
为 0.5、变异率为 0.01 以及遗传迭代次数为 40。
（4）设定并初始化 DNA 参数：本研究 GA 算
法中的 DNA 参数主要表现在 DNA 所含基因上，其
中每个 DNA 所含基因依次表示 LSTM 堆叠层的层
数、Dense 堆叠层的层数、每个 LSTM 堆叠层所包
含神经元的个数以及每个 Dense 堆叠层所包含神经
元的个数。
（5）设置 GA 适应度函数：GA 适应度函数用
来评价 LSTM 估测模型的性能。当 LSTM 模型的训
练误差越小，模型的性能越好。
因此，定义 GA 适应度函数为：
fitness() = 10 −

1
M

M

∑Y −y
i =1

i

i

（2）

式（2）中，M 为验证集样本数，Yi 为模拟采食
法估测的采食量，yi 为模型估测的采食量。
（6）采食量估测与结果分析：通过 GA 算法完
成遗传迭代计算，选取 GA 适应度最高时的 DNA
参数代入 LSTM 采食量估测模型，建立 GA_LSTM
神经网络采食量估测模型，然后将测试样本集输入
到新建立的模型中进行采食量的估测，并与其他估
测模型进行模型性能对比，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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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A_LSTM 估测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GA-LSTM

1.6 试验运行平台与软硬件环境
试验所使用计算机的配置如下：处理器为
Xeon(R) Gold 6130 双处理器，CPU 频率为 2 GHz；
内存为 128 GB；操作系统为 Windows10 下 64 位
操作系统；GPU 为 Inter(R) 4 块 NVIDIA GetForce
Rtx2080 Ti 显卡。代码编写语言为 python3.7，集成
开发环境为 Anaconda3 ，并基于 tensorflow2.2.2 框
架下在 Jupyter Notebook 中完成 GA-LSTM 模型的
实现。

2

比，进而评估 GA-LSTM 模型的性能。本研究除了
与 单 一 的 LSTM 估 测 模 型 进 行 对 比 外 ， 还 将
GA-LSTM 模型与 GRU（gated recurrent unit）门控
循环网络进行估测性能的对比。

结果与分析

2.1

模型性能评估指标
为了验证 GA-LSTM 采食量估测模型的估测性
能，本研究分别选用平均绝对误差（MAE）、平均
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以及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18]作为估测模型的损失函数对 GA-LSTM
估测模型进行训练和测试。如下所示，公式(3)为平
均绝对误差的计算公式，公式(4)为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的计算公式，公式(5)为均方根误差的计算公
式。
MAE =

1
N

N

∑Y
i =1

1
MAPE =
N
RMSE =

i

− fi

（3）

Y − f
∑i =1 i Y i
i
N

1
N

∑ (Y
N

i =1

图 3 GA_LSTM 模型估测值散点图
Figure 3 Scatter plot of GA_LSTM estimated value

i

（4）

− fi )

2

（5）

式中，N 为训练集和样本集的总数量，Yi 为模
拟采食法估测的采食量，fi 为模型估测的采食量。
MAE、MAPE 和 RMSE 的值越低，模型的估测效果
越好。
2.2 模型对比分析
GA-LSTM 模型需要与不同的估测模型进行对

图 4 GA_LSTM 模型的估测误差
Figure 4 Estimation error of GA_LSTM

为保证数据可靠性，同时提高模型训练速度，
本试验使用 1.3 节所创建的试验样本数据集对模型
精度进行评估。首先通过 1.5 节描述的方法构建
GA-LSTM 采食量估测模型，模型训练迭代次数设
定 3 000 次、模型优化函数选用可自主调节学习率
的 Adam 算法。经 GA 优化处理得出 LSTM 最优参
数组合为 LSTM 层数为 3 层：第 1 个 LSTM 层神经
元个数为 166 个；第 2 个 LSTM 层神经元个数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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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第 3 个 LSTM 层神经元个数为 56 个。dense 层
数为 2 层：第 1 个 dense 层神经元个数为 218 个；
第 2 个 dense 层神经元个数为 1 个，并利用该参数
组合进行模型的训练与验证。图 3 和图 4 为训练
GA-LSTM 模型得到的估测值散点图和估测误差。
图 5 和图 6 分别为通过单一的 LSTM 循环神经
网络和 GRU（gated recurrent unit）门控循环网络估
测模型得到的估测误差。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
GA-LSTM 神经网络的估测值和通过观察法得到的
估测值误差最小，预测效果较为理想，单一的 LSTM
循环神经网络次之，GRU 神经网络效果最为一般。
并且 GA-LSTM 神经网络模型的误差波动较小。

图 5 单一的 LSTM 模型的估测误差
Figure 5 Estimation error of simple LSTM

图 6 GRU 模型的估测误差
Figure 6 Estimation error of GRU
Table 2

表 2 模型估测结果分析
Analysis of model foreca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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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MAE、
MAPE 和 RMSE 分别达到了 2.982、
9.85%
和 6.108，与单一的 LSTM 模型相比，MAE、MAPE
和 RMSE 分别提高了 13.52%、1.24%和 9.55%，由
此可以直观地发现，利用遗传算法极大地提升了
LSTM 模型的估测精度和稳定性。除此之外，与
GRU 神经网络模型相比，GA-LSTM 神经网络模型
明显优于 GRU 神经网络模型。

3

结论

本研究引入遗传算法(GA)来优化长短时记忆
神经网络(LSTM)，建立了自由放牧状态下牧群采食
量的非线性估测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
（1）采用皮尔森系数法确定影响因子对采食量
估测的影响权重，进而筛选出影响采食量的关键因
子，减少模型输入的维度，提高模型工作效率，避
免了非关键因子对模型的干扰，提高了模型的估测
精度。
（2）通过遗传算法(GA)来优化长短时记忆神
经网络(LSTM)参数选取，合理的避免了 LSTM 模型
参数选取的盲目性，减少了人工选择参数的主观影
响。
（3）将本研究提出的 GA-LSTM 模型与单一的
LSTM 模型、
GRU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估测性能对比。
GA-LSTM 模型估测结果最为精确，拟合效果较为
理想，能够较大程度上解决传统采食量估测方法估
测精度低，泛化性差等问题，同时具有可以快速、
大范围地进行牧群采食量估测的优点。
本研究所得采食量估测模型在试验牧场采食量
估测中具有优良的估测性能，但对于其他类型的牧
场和不同种类的试验个体还需进行进一步试验与讨
论。同时，需不断对模型进行完善，提升模型估测
性能，为划区轮牧、围栏封育等决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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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在微生物源土壤有机碳领域取得研究进展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田鹏副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王清奎研究员为通讯作者，在环境科学领域
权威期刊《总体环境科学》发表题为“真菌与细菌残体积累对氮沉降的差异化响应与氮沉降速率有关”论文。
土壤有机碳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活性碳库，在土壤上部 100 厘米中储存了约 1500 Pg 碳。因此，
土壤有机碳库的微小改变可能导致对气候变化的强烈反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生物残体对土壤有机
碳固存的贡献远超之前的认知。氮沉降是一种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已被广泛证明有可能通过促进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改变土壤酸性来增强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土壤有机碳固存。然而，迄今为止，对不同水
平氮沉降如何影响细菌和真菌残体积累的了解非常有限，限制了对陆地生态系统中碳氮循环耦合规律的深
入理解。
针对这一问题，森林土壤生态与全球变化课题组在中国东部七个不同纬度的森林生态系统中采集了土
壤样本，对氮沉降如何响应土壤微生物残体的积累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真菌和细菌残体积累对氮
沉降的响应与氮沉降速率紧密相关，高氮沉降促进真菌残体的积累，使真菌残体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率
从 29.1%提高到 35.2%；而低氮沉降使微生物总残体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降低了 12.1%。总体来看，氮
沉降背景下更有利于真菌残体的积累，在高氮水平下，真菌残体贡献的比例显著更大。土壤中微生物残体
的积累受土壤理化性质的调控，包含养分化学计量、粘土含量、pH 值，而微生物残体的组成则受土壤性
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共同影响。随着纬度的增加，微生物残体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呈单峰状分布，并在
35°N 附近达到峰值。氮沉降并未改变微生物残体的纬度分布规律，这是由于受气候和土壤因素的控制。
该研究揭示不同纬度地区微生物残体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为中国东部森林土壤中细菌和真菌残体
积累在氮沉降背景下的不对称响应提供了证据。研究结果可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下陆地生态系统中微生物
残体积累的分布，并增强微生物源碳固存提供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