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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次指数平滑法的黄山风景区
旅游营业总收入预测分析

方 亮

(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指数平滑法就是将历史统计数据消除统计数据的起伏波动状况，使其规则化，以便把握事物发

展的方向和趋势的方法，根据近几年黄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收入数据分析。利用三次指数平滑法预测2010

年和2011年黄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收入将达到12．3906亿元和13．28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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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数平滑法概述

指数平滑法是美国学者布朗所提出，他认为时

间序列的态势具有稳定性或规则性，所以时间序列

可被合理地顺势推延；他认为最近的过去态势，在

某种程度上会持续到最近的未来。所以将较大的权

数放在最近的资料。【1】

所谓指数平滑法就是将历史统计数据中的随

机因素加以过滤，消除统计数据的起伏波动状况，

使不规则的线型大致规则化。以便把握事物发展的

主流，突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其实。指数平滑

法是一种特殊的加权移动平均法，也就是它在不同

期的观察值上赋予了不同的权数，依次按照由近到

远其权数按照等比级数减小，级数第一项是d，公比

是l—Or．，仅作为加权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根据

Ot取值的大小来决定观察值对预测值的影响由近向

远缓慢(或者快速)的减弱。此方法克服了移动平均

法中赋予相同权数和加权移动平均法中远期数据

不予考虑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移动平均法

的误差。

二、三次指数平滑法原理

三次指数平滑法是在一次、二次指数平滑法的

基础上对实际数列有非线性增长趋势的情况建立

非线性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的方法。是将二次指数平

滑值进行第三次指数平滑，求取三次指数平滑值，

然后建立二次曲线预测模型，并根据这三次指数平

滑值求解模型的参数。其公式为：

S‘1’=a·戈。+(1-a)·s2；

S‘2’=a·筇』1)+(1-or)·S臀

So’=a·石尸》+(1-or)·S身

y,+r=06+bl·mI·铲
其中：

华3熨1)-3驴+3即

(1)

(2)

(3)

(4)

6F乏趸芒矿【(6—5a)研吐2(5—4∞s冉(4—3∞s川(6)

c‘_南吲1L签P+册 (7)

T是自t期以后第T期；孔+r是自t期以后第T

期的预测值；S／1)是第t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S国是

第t期的二次指数平滑值：5爿是第t一1期的三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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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滑值；啦、6。、c。是二次曲线预测模型的参数。

平滑系数d的取值原则：

a值代表预测模型对时间序列数据变化的反应

速度，又决定预测模型修匀误差的能力，如果时间

序列波动不大，其取值应小一点。使预测能包含较

长时间序列信息；如果时间序列具有迅速明显的变

动倾向，则其取值应稍大，使预测模型灵敏度高一

点．以迅速跟上数据的变化。I碉一般情况下为a取

值区间为(0．1，0．3)，稳定的水平趋势；a取值区间为

(0．3，0．5)，较大的波动趋势；a取值区间为(0．6，0．8)，

上升或下降的斜坡趋势。

初始值S1m的确定：

当实际数据较多时(20左右)，S。(1)≈。，因为初始

值与最终预测值之间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对最终预

测值影响不大；当项数为J0个左右时，用最早几期

实际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三、基于三次指数平滑分析黄山风景

区旅游营业总收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人们对旅游消费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旅

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旅游

业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重视和关注的对象，在

现代世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旅游业在现阶段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功勋卓著。|3160

黄山是我国最著名的山岳风景区之一，被国务院列

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确定为全国首批10个

文明景区之首。旅游作为黄山的支柱产业，发展黄

山旅游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现

以2004—2009年度黄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收入为

依据，对2010年和2011年黄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

收入进行预测，把握地区旅游发展趋势，探索旅游

发展规律，为黄山旅游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提供参

考。同时也为实现黄山旅游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旅

游企业经济效益提供依据。嘲

以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近几年统计

报表为依据。如表l昕示。

表1 黄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收入表

单位：亿元

年 度2004 2005 2006 2()07 20()8 2009

营业总收入5．30 6．89 8．5 10．02 11．18 11．28

(一)d和初始值Slfl)、SI圆、SlI两的确定

根据数据的波动趋势来判断平滑系数Ot的值．

该数列的呈现态势如图所示。

一囊列l一系列，

图1 年度总收入的呈现态努图

根据态势图的形状可以给d取值为0．5，呈现

较大的波动趋势。

而时间序列数据一共只有6项。相对较少，初

始值按照前两项的平均数来确定：

Sl(3)=Sll乃=．sI《1)=6．095

(二)计算指数平滑值

禾U用公式S‘1’=理·j≈+(1-or)·S出、St‘2’=Or·S‘1’+(1一

Ot)·S身、Sto)=a·SP+(1一o／)·S搿分别计算一次指数平

滑值、二次指数平滑值和三次指数平滑值。

2004年一次指数平滑值为：

5'2出----Or·xmm+(1一a)·S‘P=O．5x5．30+(1—0．5)×

6．095=5．6975

2004年二次指数平滑值为：

S斑----rv·S盟+(1-a)·S‘}k0．5x5．6975+(1-0．5)X
6．095=5．89625

2004年三次指数平滑值为：

&黜=a·S盎盈+(1-or)·S‘；’=O．5x5．89625+(1—0．5)×

6．095=5．9956

各期指数平滑值如下表2所示。

表2各期指数平滑值表

拄富景区旅游营一次指教平二次指数平三次指数平。4
业总收入 滑值 滑值 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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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指数平滑值的误差

计算每一个平滑值的误差：实际值一平滑值。各

期三次指数平滑值的误差如表3所示。

表3三次指数平滑值的误差表

锻鬻嚣嚣篙’‰’一业憩收入 平滑值 平滑值 平滑值
⋯‘

根据表3中误差的值可以计算样本的标准差。

r=—■

刮掣：俨匦巫巫匦擎圃巫亚巫堋砌
(四)根据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利用公式(4)、(5)、(6)、(7)对2010和2011年

营业总收入进行预测。

参数a的计算：

a抛=3S勰一3S龆蟠盛=3 xlO．6121-3 x9．7239+8．8362=

1 1．5008，

参数b的计算：

6舻希≥【(6_5∞踹一2(5—4a)s撼+(4—3a)．s撼】
=lx【(3．5)xlO．6121-2x3x9．7239+2．5x8．8362]--0．88952

参数c的计算：

c如=可差矿佟龆一2s盛幅撼】_0·5×[10．6121—2x
9．7239+8．8362]=0．00026

因此．2010年的预测值为：

y2009．1=d抽∞+62∞9 xl+c抛x12=l 1．5008+0．88952+

0．00026=1 2．3906

2011年的预测值为：

y2009+2甜抛+6挪×2托姗×22=11．5008+2x0．88952+
4xO．00026=13．2809

也就是说，根据三次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黄

山风景区旅游营业总收入2010年为12．3906亿元。

201 1年旅游营业总收入为13．2809亿元。

(五)确定预测区间

按照争±￡s公式计算某种可靠程度要求时的预测

区间，其中t为t分布临界值，针对以上指数平滑值

的误差可以对预测区间进行计算。

在90％的可靠程度下，2010年的黄山旅游营业

总收入的预测区间为：

(12．3906．I-1．886x2．4817)

(其中1．886为a／2=0．01，／／,一m一1=2时的t分布

临界值)，即7．7101亿元到17．071l亿元之间；在

90％的可靠程度下，2011年的黄山旅游营业总收入

的预测区间为：

(13．2809j：1．886x2．4817)

也即在8．6004亿元到17．9614亿元之间。

四、结束语

三次指数平滑法在对黄山旅游营业总收入做

预测时其前提假设是预测的对象无质变过程，撇开

市场发展的因果关系分析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把时

间作为唯一影响变量，只考虑了在不同时点上的数

量变化。因此。对黄山旅游营业总收入的预测值中

不能体现扩大规模、增加投资、扩大宣传或特色旅

游产品促销活动等带来的旅游营业总收人的变化．

这也是利用该方法做预测时的缺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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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Revenue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Forecast by

Cubic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Fang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Cubic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is to eliminate statistic',d data's fluctuations，making

them regular,so th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ngs can be grasped．Based on the data in recent

years，tourism operating income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is forecast by cubic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1．23906 billion Yuan in the year of 2010 and 1．32809 billion Yuan in the year of 201 1．

Key words：cubic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Huangshan Scenic Area；tourism operating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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