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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计算智能理论引入土地评价领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首先基于模糊逻辑和

人工神经网络构造了一个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然后采用改进的遗传算法进行训练，能够快速收敛到最优解，对

初始的规则库进行修正，形成了一个自学习、自适应的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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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方法按照推理机制可

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知识和规则的数理逻辑推

理，包括经验指数和法、模糊综合评判方法

等［１，２］；二是基于自学习、自适应系统的样本学习

机制，如人工神经网络方法［２，３］。模糊神经网络

是一种两者相结合的新方法，它融合了模糊逻辑

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如利用模糊神经网络进行

系统故障诊断［４］、遥感图像分类［５］等。模糊神经

网络在土地评价方面的研究正处于探讨阶段，并

取得了一些成果［６］。上述各种方法用于土地适宜

性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 基于知识的逻辑推

理方法不具有自学习性，对知识的依赖使得该类

方法受人为影响较大；② 神经网络方法不能有效

地利用已有的专家知识，并且其推理过程过于复

杂，对其获取的规则进行解释很困难；③ 现有的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如通用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等，

当系统输入变量较多、模糊集划分较多时，则会产

生规则组合爆炸，导致系统过于庞大以致于在现

有的软硬件环境下无法正常工作，称为“规则灾”

问题；文献［６］提出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虽然避免

了规则爆炸，但算法比较复杂，且具有一定的规则

隐藏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依据模糊综合评判的思

想，建立了一种用于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模糊神经

网络模型，该模型不存在规则爆炸问题，推理规则

透明，采用遗传算法训练。

１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构造

１．１　模型设计思路

按照不同的应用目的和设计思想，可以设计

不同结构的模糊神经网络，但本质上都是模糊推

理技术和神经网络技术的结合。本文依据模糊综

合评判的思想来构造模糊神经网络模型。应用模

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土地适宜评价的基本过程

是：首先建立参评因子对每个适宜性等级的隶属

函数（一般采用高斯函数），并计算隶属度，建立参

评因子对各等级的隶属度矩阵；用权重系数表示

参评因子对土地适宜性的影响程度，构成权重矩

阵。然后将权重矩阵与隶属度矩阵进行乘积运

算，得到一个综合评价矩阵，表示该土地单元对每

一个适宜性等级的隶属度，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确定最终评判结果。因子隶属函数如图１所示。

下面设计模糊神经网络实现该过程的三个基本步

骤：计算单因素的隶属度、多因素隶属度的加权计

算、评判结果的判别。

１．２　模型结构

设计的模糊神经网络的结构如图２所示。各

层神经元激发函数和连接权重描述如下。

第一层为输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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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因子隶属函数

Ｆｉｇ．１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２　模糊神经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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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
（０）
犻 ＝狓犻 （１）

式中，狓犻 表示第犻个因子值，即网络的第犻个输

入；狔
（０）
犻 表示第犻个神经元的输出。设共有狀个

因子，犻＝１，２，…，狀，该层共有狀个神经元，每个神

经元对应一个参评因子。

第二层为隶属函数层：

狊
（１）
犻犼 ＝－

（狓犻－犿犻犼）
２

σ
２
犻犼

（２）

狔
（１）
犻犼 ＝ｅｘｐ（狊

（１）
犻犼 ） （３）

式中，狊
（１）
犻犼 代表第犻个因子第犼个级别的隶属函数

的神经元的净输入；狔
（１）
犻犼 为神经元的输出；犿犻犼和σ犻犼

分别为隶属函数的中心和方差。设每个输入变量

定义了４个模糊子集，则每个输入变量对应４个

隶属函数神经元，分别代表４个隶属函数，犻＝１，

２，…，狀，犼＝１，２，３，４，该层共有４狀个神经元。

第三层为模糊运算层，对各因子隶属度进行

加权求和运算，有：

狊
（２）
犽 ＝∑

狀

犻＝１

狑
（２）
犻 狔

（１）
犻犼 ，犼＝犽 （４）

狔
（２）
犽 ＝狊

（２）
犽 （５）

式中，狊
（２）
犽 为第三层第犽个节点的净输入；狔

（２）
犽 为

第三层第犽个节点的输出；狑
（２）
犻 为隶属函数层神

经元和模糊运算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系数，从同

一个因子的４个隶属函数节点引出的连接权是相

等的，表示第犻个因子的权重。该层用于分级别

对各因子隶属度进行加权求和，共有４个神经元。

第四层、第五层实现综合评判结果的判定，即

通过对隶属度取大，输出隶属度最大的级别。第

四层有：

狔
（３）
０ ＝ｍａｘ（狔

（２）
犽 ） （６）

狔
（３）
犾 ＝狔

（２）
犽 ，犽＝犾－１，犾＝１，２，３，４ （７）

式中，狔
（３）
０ 为第四层第１个节点的输出；狔

（３）
犾 为第

四层第犾个节点的输出。

第五层有：

狔
（４）
犿 ＝ｉｎｔ（狔

（３）
犾 －狔

（３）
０ ＋１），犾＝１，２，３，４（８）

式中，狔
（４）
犿 为第五层第犿 个节点的输出。输出层

的４个神经元只有一个输出为１，其他为０。输出

为１的神经元代表的级别即为综合评判的结果。

２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遗传学习

ＢＰ算法是一种常用的神经网络训练算法，但

它要求神经元的激发函数必须可微，而在该模型

的第四层和第五层中，使用了取大运算和取整运

算函数，不可微，无法求解误差的梯度下降方向，

故不能采用ＢＰ算法进行训练。本文采用遗传算

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ＧＡ）来进行搜索计算和问

题求解，对搜索空间维数大、目标函数不可微等比

较复杂的优化问题非常有效。

２．１　遗传学习的基本原理

在本文建立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中，网络变

量包括各因子隶属函数的中心、宽度和各因子的

权重值。遗传算法用于模糊神经网络训练，就是

将上述变量编排成染色体（编码），并生成初始种

群（初始候选解），每个染色体完全描述了一个模

糊神经网络，通过种群的遗传进化（选择、复制、交

换、变异）逐步得到满足网络收敛条件的最优个

体，解码后即得到训练完成的模糊神经网络。

２．２　神经网络的遗传学习算法及其改进

２．２．１　编码

在模糊神经网络的隶属函数层，从表面上看，

网络变量是各隶属函数的中心和宽度，实际上，由

于规定了隶属函数的形式，一个因子的各个隶属

函数的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只要确定了因子分

级界限（图１中的犮１、犮２、犮３、犮０ 和犮４ 为常数），隶属

函数就惟一确定了［１，２］。为了表示和计算的方

便，以Δ犮１＝犮１－犮０，Δ犮２＝犮２－犮１，Δ犮３＝犮３－犮２ 作

为描述隶属函数的变量。其取值应满足：

Δ犮１＋Δ犮２＋Δ犮３ ＜犮４－犮１，Δ犮１、Δ犮２、Δ犮３ ＞０ （９）

　　在模型的推理层，各因子权重值是网络变量，

且应满足权重之和为１的条件：

犪１＋犪２＋…＋犪狀 ＝１ （１０）

式中，犪１、犪２、…、犪狀 表示各因子权重，且犪１，犪２，

…，犪狀＞０。编码就是将各因子的分级变量Δ犮１、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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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犮２、Δ犮３ 以及因子权重犪１，犪２，…，犪狀 按序排列成

染色体。为减少数制转换的工作量和便于表示，

本文采用实数编码。

２．２．２　适应度计算

遗传算法用适应度函数来评价染色体的优

劣，本文以模糊神经网络在训练样本集上的均方

误差的倒数作为适应度函数。对于某个染色体个

体狓犻所描述的模糊神经网络，一批训练样本的均

方误差可表示为：

犈（狓犻）＝
１

犖 ∑
犖

狀＝１
∑
犕

犿＝１

１

２
（犱

（狀）
犿 －狕

（狀）
犿 ）

２ （１１）

式中，犈（狓犻）为均方误差；犱
（狀）
犿 和狕

（狀）
犿 分别表示第狀

个样本在第犿 个输出神经元的期望输出和实际

输出；犕 为输出层神经元数；犖 为样本个数。则

适应度函数可表示为：

犳′（狓犻）＝１／犈（狓犻） （１２）

　　为了避免遗传算法受困于局部极小，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的研究，可以采用适应值

共享策略调整个体的适应度，模拟生物在小生境

（生物种群生长的小环境）下进化［７，８］。

２．２．３　选择

适应度比例法是一种使用比较普遍的选择方

法，又称为轮转法。它采用下式计算某一染色体

被选中的概率：

犘犮 ＝犳（狓犻）／∑犳（狓犻） （１３）

式中，狓犻 表示种群中第犻个染色体；犳（狓犻）是第犻

个染色体的适应度值；∑犳（狓犻）是种群中所有染

色体的适应度值之和。用适应度比例法进行选择

时，首先计算每个染色体的适应度，然后根据适应

度计算的选中概率对个体实施选择。该方法的实

现较简单，但潜在的问题是：种群中最好的个体可

能产生不了后代，或者被交换或变异操作所破坏，

造成随机误差。已有研究证明，当采用比例选择

法时，简单ＧＡ都不会以１的概率收敛到全局最

优点，但当对搜索过程中所发现的最佳个体作实

时“记录”，则全局最优个体总能被找到，可以保证

ＧＡ能收敛到全局最优点
［７，８］。这种选择方法称

为最佳个体保存法或杰出者记录策略，一种简单

的做法是把种群中最优秀的个体直接复制到下一

代。

２．２．４　交换

交换操作通过两个染色体的交换组合，来产

生新的优良个体。在神经网络中，与一个节点相

联系的一系列权值组成一个逻辑子集。实验表

明，在神经网络遗传学习中，将逻辑子集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遗传操作能够获得更好的进化。按照这

种逻辑子集划分规则，在隶属函数层，每一个因子

的４个隶属函数节点组成一个逻辑子集，狀个因

子在隶属函数层的４狀个节点共构成狀个逻辑子

集，如前所述，每个逻辑子集以因子的分级界限表

示。在模糊推论层，各因子权重之和为１，狀个因

子权重值构成一个逻辑子集。因此，该模型共包

含了狀＋１个逻辑子集。交换操作是对染色体的

逻辑子集的交换，即选择两个父辈染色体，以一点

或多点交换方式将对应的逻辑子集交换。

２．２．５　变异

与交换相似，变异操作也以逻辑子集为单位

进行。变异采用有偏变异权值的方式，即从初始

化概率分布中取一系列值分别加到逻辑子集的各

数值上，但要保证变异后的逻辑子集还应满足原

有的数值条件，如因子分级界限非负、有序以及因

子权重值之和为１。

２．３　遗传训练的流程

综上所述，采用改进的遗传算法进行模糊神

经网络训练的基本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遗传训练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ｔｏｆＦＮＮ’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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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应用

土地适宜性评价是综合考虑土地自然、社会

经济条件的一种针对土地用途适宜性的评价，也

可以看成是一种智能空间决策过程。基于 ＧＩＳ

和模糊神经网络的智能土地评价决策系统构成如

图４所示。

图４　基于ＧＩＳ和模糊神经网络的智能土地评价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ａｎｄＦＮＮ

　　在上述框架下，以海南琼海市的土地适宜性

评价为例，对本文提出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进行

验证。此次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是针对不同土地用

途的多用途评价，共进行了宜水田、宜旱地、宜林

地等７种用地的适宜性评价，针对各用途分别制

定了评价的指标体系。宜水田评价因子指标体系

如表１所示。

根据实验区域的具体情况确定因子指标的最

大最小值，将指标体系的指标值标准化为０～１之

间的实数，以适合神经网络模型的需要。

根据因子指标体系建立模糊神经网络结构，

见图２。输入层９个神经元，对应于９个参评因

子；每个因子进行４个级别的划分，隶属函数层共

４×９＝３６个神经元，每个因子对应的４个隶属函

数神经元的输出分别为单因子对４个级别的隶属

度值；第三层４个神经元，其输出分别对应于４个

级别的隶属度；第四层、第五层实现对隶属度的取

大运算，输出为综合评判的结果。根据初始的因

子指标体系，对模糊神经网络进行初始化（训练前

的初始状态）。

训练集和测试集样本数据的获取以实地随机

抽样为主，兼顾地域分布平衡和各现状类型、等级

均匀分布。样本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收集样本总数为２００个，其中训练集样本１４０个，

测试集样本６０个。采用前述改进的遗传算法进

行训练。初始种群通过以模糊神经网络的初始状

态为基础加随机值的方法生成，种群规模为２０，

交换概率取为０．７，对未被交换的个体以概率为

１．０进行变异操作，变异权值的偏移量在［－０．２，

０．２］上随机选取。为缩小搜索空间、加速收敛，调

整变异，使各变量满足式（９）、式（１０）。经过３０次

迭代，模型收敛，模糊神经网络的均方误差小于

０．０５（适应度值大于２０）。训练完成后，可以从模

糊神经网络（最优染色体）中导出调整后的规则

库。由于该规则库是在初始规则库的基础上通过

向实际调查样本“学习”、调整得到的，因而更加符

合实际情况。调整后的因子指标体系见表１。

与其他模型相比，本文模型在诸多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点，见表２。

表１　初始宜水田和调整后宜水田的评价因子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参评因子
初始宜水田

权重 Ⅰ Ⅱ Ⅲ Ⅳ

调整后宜水田

权重 Ⅰ Ⅱ Ⅲ Ⅳ

有机质含量／％ ０．２ ＞３ ３～２ ２～１ ＜１ ０．２ ＞３ ３～２ ２～１ ＜１

土壤质地 ０．１ 中壤、重壤 轻粘、轻壤 砂壤 砂土、中粘 ０．２ 中壤、重壤 轻粘、轻壤 砂壤 砂土、中粘

水源条件 ０．２ 好 较好 一般 差 ０．２５ 好 较好 一般 差

耕层厚度／ｃｍ ０．２ ＞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１ ＞２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１０ ＜１０

地形坡度／（°） ０．１ ＜１ １～２ ２～３ ＞３ ０．１ ＜１ １～２ ２～４ ＞４

全氮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１５～０．１０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１５～０．１０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５

全磷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１５～０．１０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１８～０．０９ ０．０９～０．０４ ＜０．０４

全钾 ０．０５ ＞２ ２～１．０ １．０～０．５ ＜０．５ ０．０３ ＞１．８ １．８～０．９ ０．９～０．６ ＜０．６

ｐＨ ０．０５ ＜５．０ ５．０～７．０ ７．０～８．０ ＞８．０ ０．０５ ＜５．５ ５．５～７．０ ７．０～８．２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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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ｄｅｌｓ

模　型 模型构建 自学习性 规则透明性 收敛性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简单 无 透明 －

一般神经网络模型 复杂 有 不透明 收敛性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极小

一般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存在“规则灾”问题 有 半透明，与模型有关 收敛速度快，局部极小较少

遗传优化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简单 有 透明 收敛速度快，一般不会陷入局部极小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遗传优化的模糊神经网络模

型具有如下优点：① 推理过程是透明的；② 不存

在“规则灾”问题；③ 通过遗传训练，可以对现有

的知识和规则进行修正，并能提取修正后的规则；

④ 收敛速度快，不会落入局部极小。

本文对计算智能理论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的

应用作了初步探讨，但模型还有待完善。若使用

软限幅函数代替 ｍａｘ函数和取整函数（阶跃函

数），则模糊神经网络就可以采用ＢＰ算法进行训

练，这样就可以将遗传训练和ＢＰ算法有机结合

起来，使得神经网络在全局和局部均具有较好的

搜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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