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进入量产后，预测怎么做？
刘宝红
作者按：这些案例是基于一些学员公司的挑战而开发的，旨在阐述“从数据分析开始，由职
业判断结束”的决策流程，不管是需求预测，还是库存计划；不管是新产品，还是老产品。对于
大部分案例，我也把原始数据放到网站上，供大家下载、分析，更深入地了解数据模型。这些案
例还是半成品，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让案例更加完善。您可以直接留言，或法 email 给我
——刘宝红，136 5127 1450（微信同）| baohong@hotmail.com。
在《上新结束后，预测怎么做》案例中，我们探讨的是新产品导入。这里要讨论的是，进入
量产后，后续的需求该怎么预测？我们这里介绍一种预测方法：指数平滑法。这套方法论在上世
纪 50 年代发展成熟，由一些运筹学专家研究出来，在实践中应用很广，主要用在库存预测上1。
指数平滑法是一种特殊的移动平均法。对不同时段的实际需求，指数平滑法赋予的权重不
同：越是近期的实际值，权重越大；越是远期的数据，权重越小，这使得预测模型能够更快反映
实际的变化。这些是通过平滑系数 α 来实现：α 越大，预测越灵敏，越能尽快反映实际变化，当
然也越受随机因素影响，带给供应链的波动也越大；α 越小，越多的随机性被过滤掉，预测也表
现得越平稳，给供应链的运营成本越低，但风险是没法及时反映市场的需求变化。
指数平滑法的公式有两种形式：
预测值=α*上期实际值 + （1-α）*上期预测值 （公式 1）
或者
预测值=上期预测值 + α *（上期实际值 - 上期预测值）（公式 2）
这本书是写给实践者看的，从管理的角度来阐述，所以我会尽量避免成串的公式；我会用简
单的语言来阐述，让大家从管理的角度理解这些公式的意义。至于具体的公式，大家可以百度更
详细的内容。这些公式大都是六七十年前研究出来的，并不算火箭技术2；问题是，这些本来很简
单的方法论，却被很多著述解释得异常晦涩难懂——一旦学究们开始卖弄“数学之美”，推导出
一串又一串的公式时，对我们实践者而言无异于灾难，导致没法在管理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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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些，我想介绍一下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 HMMS 研究团队。这是四位研究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Holt，Modigliani，Muth 和 Simon），他们都在卡耐基工学院（后来与梅隆学院合并，成为卡耐基梅隆大
学）。他们的目的是为工业界制定更好的决策机制，来应对种种库存、生产和计划问题。这些问题在宏观
层面导致经济危机，在微观层面让企业处于不停的危机状态，不管是赶工加急，还是产能利用不足，以及
库存积压。Holt 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霍尔特，他开发了应对平缓需求的简单指数平滑法，应对趋势的霍尔
特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法，以及应对季节性的霍尔特-温特模型，都成为工业界最为广泛应用的预测模型。
其余的 3 位研究者中，Modigliani 和 Simon 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 Muth 的理性预期模型呢，又成
为卢卡斯获取诺贝尔奖的基石。引自 Charles c. Holt 的文章 Learning How to Plan Production, Inventories, And
Work Force, Operations Research, Vol. 5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2, pp.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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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拿踢足球打个比方，来解释指数平滑法的逻辑。预测就如防守方：防守者是按照自己
的预测行事，并随着球的最近落点（实际需求），调整预测，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下一步的预
测介于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行我素”，严格按照原来的计划（上个预测），实际上是拿原
来的预测作为下一步的预测（平滑系数 α 为 0）；另一个极端是“步步紧逼”，上一次球落到什
么地方，就赶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是拿最新的实际值作为下一步的预测（平滑指数 α 为 1）。
“我行我素”是以不变应万变，风险是可能没法及时响应变化了的局势；“步步紧逼”看上
去更积极，实际上却一直慢一步，永远跟着球跑，永远也没法抢到球。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我
们会在这两者之间取值，目标是让防守者尽可能接近球，最大化抢到球的概率。这就是优化平滑
系数 α，以最大化预测的准确度。
【小贴士】预测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预测中，预测的灵敏度（响应度）和准确度经常相抵触：灵敏度高了，准确度就下降；准确
度高了，灵敏度则受影响。对指数平滑法来说，最高的灵敏度就是平滑系数等于 1，那就是跟着
球跑，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响应”，却是典型的被动反应，给供应链导入频繁的变动，导致产能
利用率低，运营成本高，也注定永远没法超前。如果要超前，就得预判，就得按照一定的战略行
事，沿着特定的路径前行，注定不会亦步亦趋地“紧贴”需求，在灵敏度上受限，往往得牺牲短
期来获取长期利益，在企业追求无限响应的今天，往往也更不受欢迎。
当然，当需求变动幅度非常大，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比如有些快时尚，亦步亦趋地跟着实际
跑，可能比人的预测还要准确，那就不如不预测，光靠响应速度来应对。比如在规模还比较小的
时候，快鱼基于约束理论（TOC）采取的快反策略就是例子。但是，当企业大了，需求大了，供
应链的响应速度就跟不上（比如没有太多的富裕产能，而安全库存也没法对付多时的需求），这
时候就是问题，需要通过计划来改善。这又回到预测的本质：要预测，是因为供应链的响应速度
不够。
另外，你会注意到，在很多预测模型中，包括这里的指数平滑法，我们都是基于上一次的预
测做下一次的预测。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所有的预测都是错的，为什么还要考虑以前的预测？
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我们现在的落点不是上一步实际发生的，而是上一步预测要发生的（我
们是在按预测行事）。所以，下一步的出发点不是上次的实际值，而是上一步的预测。其二，实
际发生的有很多偶然性，表现为“噪音”，而以前的预测把部分“噪音”给过滤掉了，所以包含
着很多历史经验和智慧，连最简单的平均法、移动平均法都有这种功能。
放到指数平滑法中，这个“过滤器”就是平滑系数。简单地说，平滑系数就是给历史信息
“打折”，尽可能多地过滤掉“噪音”。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历史信息”更多是综合在上
一个预测中，而不是上一个实际值。如果你展开指数平滑法的公式，你会发现，需求历史按照
（1-α）的等比数列级数综合到预测中（这也是指数平滑法中“指数”的来历）。比如对最新一期
的权重是（1-α），二期的是（1-α）的平方，三期的是（1-α）的三次方，以此类推。因为 1-α 的
值介于 0 和 1 之间，所以次数越高，权重就越小，以几何数级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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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平滑系数 α 的值取决于需求历史的稳定性：需求历史越稳定，需求历史（表现在
上次的预测中）的权重越高，最近实际发生的所占权重越低（越是把它当做偶然因素）；反之亦
然。当需求历史比较稳定时，选择较小的 α 值，0.05-0.2；需求历史有波动，但长期趋势没有大的
变化，可选择稍大的 α 值，0.1-0.4；当波动很大，呈现明显且迅速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时，宜选取
较大的 α 值，0.6-0.8；当需求历史是上升或者下降序列，α 取较大值，0.6-13。
在具体应用中，先把需求历史做成散点图，大致判断需求的稳定性和趋势，确定平滑系数的
大致范围，然后套用几个不同的 α 值，一般以 0.1 作为阶梯，看哪个的准确度最高。如果是用
Excel 做计划的话，也可以用 Excel 中的插件 Solver，基于特定的优化目标，比如平均绝对误差或
者均方差最小，找到最优化的平滑系数。

图 1：指数平滑法来预测快消品的需求
如图 1 所示，指数平滑法会用一部分历史数据初始化和优化模型，用另一部分历史数据来验
证、测试模型。初始化就如正式比赛前的热身，或者设备投入正式运营前的试车，在试车走合的
过程中，我们可能调整有些参数，让设备处于更好的状态（优化）。对于预测模型来说，这种调
整更多的是自动调整——好的预测模型往往有一定的“自适应性”。

3

https://blog.csdn.net/cl1143015961/article/details/410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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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赛前热身不算正式成绩，我们也按照初始化的结果来判断预测模型的优劣——我们得用
专门的数据来判断预测模型的优劣，跟别的模型比较，以选择最佳的模型和参数，然后推测后续
的预测值。在预测方面的经典著述中，一般用最初的 9 个数据点作为指数平滑法的初始数据4。如
果是按照季度汇总，大致就是 2 年的数据；如果按照周来汇总，大致就是 2 个月的数据。
就如指数平滑法的基本公式所示，下期的预测是基于上期的实际值和预测值。在初始化时，
预测的初始值可以取第一期的实际值（初始组数据点较多时），或者前几期的平均实际值（初始
组数据点较少时）。究竟多少数据点算多，我在有些文献中看到是 15 个以上。实际上，你会很快
发现，预测的初始值影响甚微，因为权重只有（1-α）的 N 次方，而（1- α）介于 0 和 1 之间，次
方越高，衰减地越厉害，相应的影响也越轻。就拿下面的案例来说，该初始值对于测试数据的影
响系数是（1-α）的 8 次方以上，对预测值的影响是 20 次方，权重有多大，算算就知道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拿第 1 周的实际值作为第 2 周的预测，然后开始代入公式运算。我们用
1 到 9 周的需求历史供初始化，并优化平滑系数 α 为 0.97；然后用 10 到 21 周的
需求历史来测试，检验预测模型的准确度；最后，我们用这个模型，预测第 22
周的需求。具体的模型在 Excel 表格中，可扫描二维码，或者访问链接 scmblog.com/case.html 来下载。
预测的准确度有多种方法来衡量，比如误差、绝对误差的平均值，以及它们的百分比。文献
中常出现的 MAPE5，就是绝对误差百分比的平均值。这说起来挺拗口，计算起来其实很简单：实
际值减去预测，取绝对值，除以实际值，得到百分比，再把多期的百分比平均就是了。这个值很
直观，但也容易误导：当实际值非常小，特别是接近 0 时，这一百分比可能很大。解决方案是设
定上限，比如绝对误差的百分比不超过 100%。
这里再介绍一下均方误差，亦即文献中经常提到的 MSE6。这是给每期预测和实际值的差值平
方，然后再平均。平方的好处是放大极端误差：误差小了我们往往可以应对，比如设置安全库
存，或者适当地赶工加急；害死我们的大都是极端误差——预测太低的话，需求很容易击穿安全
库存，导致高昂的赶工加急成本；预测太高的话，则容易造成大量的积压，以及由此而来的呆滞
库存。这点对很多人来说，相信都有切身体会。给误差平方，就是加倍“惩罚”那些超级误差，
凸显那些极端虚高或虚低的预测，这也是我们应该重点避免的。
严格地讲，均方误差并不能直观地体现预测的准确度。比如均方误差是 180 究竟意味着什
么，谁也说不清。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比较不同预测方法时，这一参数却非常
有用——均方差越小，表明预测模型越准确。所以，均方误差也是优化预测模型的重要考量。比
如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就是以均方误差最小为目标，建立指数平滑模型，利用初始数据，确定最
优的平滑系数 α 为 0.97。

4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作者 Spyros Makridakis, Steven C. Wheelwright, Rob J. Hyndman，Wiley
出版，第三版，2018 年重印。
5
英语的全称是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直译就是绝对误差百分比的平均值。
6
英语的全称是 Mean Square Error，直译就是误差平方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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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目标优化了，并不意味着另一个目标也优化。比如绝对误差百分比的平
均值最小时，平均绝对误差、均方差等并不一定最小。
让我们再看一下累计误差。累计误差可帮助判断预测模型是否有系统性偏差。理想情况下，
一个数据模型会有时候高估，有时候低估，残差会部分互相抵消，累计值会较小，如果不是零的
话。在本案例的指数平滑法模型中，大多预测值是高于实际值的，累计误差也体现为过剩，而且
持续增加，呈现失控情形（如图 2）。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该快消品的需求呈现明显的下降趋
势，简单的指数平滑法并不是最佳的预测方法——简单指数平滑法最适合于没有趋势、没有周期
性的平缓情形。

图 2：累计误差反映了系统性偏差
在指数平滑模型中，最优的平滑系数是 0.97，很接近 1，近乎用上期的实际值当做下期的预
测值。这相当于跟着球跑，你其实是不需要什么预测模型来告诉你这点。这也表明，在这个案例
中，简单指数平滑法没有增加多少价值；我们得选择更加合适的预测方法，这就是下面要讲的霍
尔特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法（简称霍尔特法）。
霍尔特法是按照查尔斯·霍尔特命名的。该方法论发表于 1957 年，成为预测上用得最广的
模型之一。为了与霍尔特以及霍尔特-温特模型区别，我们也把“指数平滑法”成为“简单指数平
滑法”。简单地说，霍尔特法就是在简单指数平滑系数 α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趋势的平滑系数
β，所以叫“双参数平滑法”。当 β 等于 0 的时候，霍尔特模型就成了简单指数平滑法。
在上面的例子中，该快消品的需求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简单指数平滑法没法有效应对，就
只能“步步紧逼”，“球”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这注定是滞后一步，永远没法超前（不会打
球的人经常这么干）；霍尔特法增加了趋势的参数，更好地预判“球”的走向，系统增加了抢到
“球”的胜算（有经验的球员的做法），这从其提高了的预测准确度上可以得到验证（见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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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用霍尔特双参数指数平滑法来预测
在霍尔特双参数平滑法模型中，预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水平截距，是在上期截距的基
础上，用简单指数平滑法来更新；一部分是斜率，是在上期斜率的基础上平滑调整，也用简单指
数平滑法来更新。两者相加，就得到下期的预测。霍尔特法不但持续调整截距，而
且持续调整趋势，在横向和纵向两维调整预测，所以能更好地应对趋势的变化。基
本的公式如下，更多细节可以百度“霍尔特双参数指数平滑法”，扫描二维码，或
者访问链接 scm-blog.com/case.html，下载该案例的 Excel 文件。
本期截距=α*本期需求实际值 + （1-α）*（上期截距+上期斜率）
本期斜率=β*（本期截距-上期截距）+（1-β）*上期斜率
下期预测=本期截距 + 本期斜率
因为有趋势，霍尔特法可以预测多期的值：未来第 n 期的预测等于本期截距加上 n 倍的斜
率。比如在这个案例中，未来第 1 期的预测=40+1*（-18）=22，未来第 2 期的预测=40+2*（-18）
=4。你已经发现了，第 3 期的预测就成了负数，这显然不合理。这是趋势参数带来的问题，导致
霍尔特法有过度预测的倾向，在使用的时候要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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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特双参数平滑法中，平滑系数 α 和 β 介于 0 和 1 之间。与简单指数平滑法一样，这两个
平滑系数越大，预测模型越响应，也就是说最新发生的对下一步的预测影响更大。
在初始化时，可以假定初始截距为第一个实际值，初始趋势为第二个实际值减去第一个实际
值；也可以基于前几个实际值，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来计算截距和斜率。我也看到有些模型把趋势
的初始值设为 07。经过一段时间的初始化后，模型会自动纠偏，与实际值更好地拟合。
在这个案例中，鉴于前几个数据相当离散，我们用前 5 期的平均值作为截距的初始值，斜率
的初始值设为 0，α 取值 0.8，β 取值 0.1。对于测试组而言，预测的平均绝对误差降低到 33%，均
方误差为 1790。在简单指数平滑法模型中，这两个指标分别为 37%和 1869。显然，对于这个快消
品来说，霍尔特比简单指数平滑法更加有效。
就累计误差来说，霍尔特法的累计误差一直在 0 附近徘徊，明显优于简单指数平滑法（如图
4）。这表明对于这个快消品的需求模式，霍尔特法的自我纠偏能力强于简单指数平滑法，而不是
像后者一样一路偏差，在需求一路走低的情况下，一直赶不上需求的变化，导致库存风险大增
（误差在这里定义为实际需求-预测，负值表明预测高于实际）。

图 4：霍尔特与简单指数平滑法的累计误差对比
对于这个快消品来说，霍尔特法比简单指数平滑法好。但是否该用霍尔特法，我们还得回答
一个根本的问题：这种预测方法是否增加价值？这就如你需要一个人帮忙，来了甲乙两个人，甲
比乙捣乱地少，这并不是说你会用甲；你需要知道的是，甲是不是比没人帮忙要强。“没人帮
忙”就是基准，来判断这人是否增加价值。
在预测上，“没人帮忙”就是“不预测”，也就是亦步亦趋，被动反应，用上期的实际需求
作为下期的预测。在英文的预测文献中，有个专用名词叫“幼稚预测”8，指的就是这种基准预
测。实践中，“幼稚预测”其实挺常用，比如再订货点补货方式用的就是上期用掉多少，下期就
补多少（当然还会考虑到经济订货量等因素），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幼稚预测”。

比如在 Real-Statisitics.com 网站，Charles Zaiontz 博士的霍尔特法 Excel 中，斜率的初始值就用 0。这位博士
开发了各种各样的 Excel 表格，用来解决数理统计的问题，包括简单指数平滑法和霍尔特法，是学习这些预
测模型的很好资料（http://www.real-statistics.com/time-series-analysis）。
8
英文为 Naïve Foreca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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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有的人非但帮不了忙，反而帮倒忙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预测方法都增加价值。有时候，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作为还不如不作为，预测还不如不预测。比如在颗粒度很小的地
方做预测，或者由销售、用户拍脑袋做预测，预测准确度太低，往往还不如不预测。对这个快消
品来说，我们常用的移动平均法也属此列。
因为需求变动相当大，我们就用过去 3 周的平均值作为预测，计算出移动平均法的预测准确
度。不难发现，移动平均法在这 4 个准确度指标上，没有一个比“幼稚预测”好（如图 5）。这
说明移动平均法不增加价值，还不如不预测，直接用上期的实际需求当做下期的预测。

图 5：多种预测方法的比较
同理，简单指数平滑法虽然在均方误差上稍优于“幼稚预测”，但别的几个指标上都不如后
者，虽然非常接近。这从其平滑参数上也可看出：α 等于 0.97，非常接近 1，而 1 意味着上期的
实际值 100%成为下期的预测，其实就是“幼稚预测”。既然这样，我们也就犯不着花那么多的功
夫，来用简单指数平滑法预测这个变动剧烈的快消品；还不如被动反应，把上期的实际需求充当
下期的预测得了。
霍尔特法则不。如图 3 所示，在 4 个准确度指标上，霍尔特双参数指数平滑法都比“幼稚预
测”好，虽然有些指标的改善看上去微不足道。比如平均绝对误差降低了 3 个百分点，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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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准确度不过从 64%上升到 67%。不过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改善，对供应链的库存和运营成本
来说，它们的影响往往非同小可。
让我们先把预测转化为每周的补货量，看看对供应链的影响。这里假定客户的需求（订单）
可以积压，不会因为没有库存而取消；上次结余的库存也可以用于下期。在这个逻辑下，每周的
预测加上积压的需求订单，减去库存，就得到净需求，而净需求就是给生产线或供应商的订单
（补货量）。
从图 6 可以看出，霍尔特法下，补货量的波峰、波谷都明显小于“幼稚预测”。这意味着霍
尔特法预测的结果波动更小，也意味着波峰时赶工加急更少，波谷时产能浪费更少，降低了供应
链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产能利用率。要知道，骆驼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而极端的波峰和波
谷就是这最后一击，要了生产线、供应商的命。

图 6：不同预测方法带来的每周补货量变化
我们进一步计算补货量的变动性，发现霍尔特法比“幼稚预测”的标准差小 8%。对于变动
性，供应链的自然应对就是建立安全库存，这意味着霍尔特法下的安全库存要低 8%。我们还模拟
每一期末的库存余额（见图 7），发现在第 21 周结束时，霍尔特法的库存为 29 个，比“幼稚预
测”的 38 个要低 24%。
当然，计算这些数字，并不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预测准确度每提高 3 个百分点，安全库
存就降低 8%，整体库存下降 24%——这个案例是个例，缺乏那样的通用性。不过全球顶尖的研究
机构 Gartner 倒是做过更全面的研究，来评判预测准确度的整体影响（见图 7），相信可以帮助我
们更客观地评判霍尔特法来预测这个快消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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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需求计划对供应链绩效的杠杆作用
出处：Forecast Accuracy and ROI Report 2012, Gartner Group
在累计误差上，霍尔特法看上去也要优于幼稚预测，其累计偏差先是负数，然后纠偏成正
值，接下来是上下起伏在 0 附近徘徊。这表明霍尔特法有一定的自我纠偏功能（也叫自适应性，
这是趋势平滑系数 β 的功劳）。幼稚预测呢，则完全是随波逐流，没有自我纠偏能力，累计偏差
则一直是负数，一路失控，如图 8。

图 8：霍尔特法与幼稚预测的累计误差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霍尔特法这么好，但预测准确度还是只有 67%啊。人们看到准确
度，往往联想到的是现货率，或者说库存达成率。对于一个电商来说，67%的现货率当然不行—
—这会严重影响排名、流量等。这是误解：预测的准确度和现货率相关但是两回事。打个极端的
比方，你的需求是 10 个但预测了 100 个，预测准确度当然非常低，但现货率却是 100%——你在
牺牲库存来确保现货率。
按照绝对误差来统计预测准确度，其实低估了现货率（库存达成率），因为前者是严格地按
照“丁是丁卯是卯”来计算：这期的实际需求是 10 个，不管你预测了 5 个还是 15 个，你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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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都是 50%（|实际-预测|/实际*100%）。但别忘了，如果你预测 15 个的话，你这期的现货
率是 100%，还剩下 5 个的库存，可以用来满足后期的需求，提高后期的现货率。
如图 9，我们模拟了第 10 到 21 周的库存余额，来统计每周的现货率。这里假定每周补货，
补货量是本周的预测减去上周的库存余额（如果上周的余额为负，表明本周要多补货，以满足上
周未满足的需求）。为了简便期间，我们还假定补货是周一就到，可以用来满足本周的需求。看
得出，每周的实际现货率都相当高，第 10 到 21 周的综合现货率是 84%，远高于 67%的预测准确
度。这也是为什么你到很多公司去，有些分仓、客户的预测准确度动不动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但
也没见客户因为现货率太低而跳脚（他们往往是高估需求，或者设立安全库存来提高现货率）。

图 9：模拟现货率（库存达成率）
但严格地讲，预测准确度又是公平的：我们的目标是用多少预测多少，预测多了会积压（库
存风险），预测少了会短缺（交付风险），两种风险都不好，都要避免。不过光从预测准确度一
个指标来看，是没法得知具体是短缺还是过剩风险。在实际考核中，很多企业把这一指标拆分成
两个：按时交货率和库存周转率，用这两个更加直观、跟客户和股东利益直接挂钩的指标来考
核。
就这个案例来说，84%的现货率还是不够，库存余额不时出现负值，意味着短缺。怎么办？
供应链的第一道防线——需求预测错了，我们就得启动第二道防线——安全库存来弥补。我们知
道每期预测的误差，就可以计算其标准差，在这个案例里是 44。假定库存达成率是 95%（意味着
需求一到，95%的情况下有现货供应），就得到安全库存 72（假定补货周期是 1 周，详细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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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文的库存计划部分）。看得出，安全库存系统拔高了库存余额的水位，显著降低了断货的风
险（图 10）。

图 10：设置安全库存，应对预测的准确度不高
当然，有人会问，设置了安全库存，这产品到了下架的时候，岂不是剩下一堆呆滞库存？没
错，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的话。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末期，要经常评估需求与供应，在合适的
时间点切断供应，不再补货，同时把安全库存水位清零，力图消耗掉手头和在途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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