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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知识推理技术构建了一种新的土地退化程度评价模型（ＫＲ＿ＬＤＡＭ）。模型集成了可变精度粗集

和模糊神经网络两种智能化推理方法进行土地退化程度评价因子提取和退化程度分级，系统地消除了土地

退化程度评价过程中专家经验知识主观不一致性以及客观数据不确定性的影响，解决了退化程度划分的模

糊性和渐进性问题。选取黄土高原风沙侵蚀区域陕西省横山县为研究区域进行实例研究和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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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化程度评价是土地退化评价理论的核

心［１］，是进行科学土地管理的基础。众多学者构

建了土地退化程度评价相关模型［２８］。传统的基

于数量分析的退化程度评价模型，忽略了对退化

程度空间特征的分析。康相武等通过引入景观格

局指数改进了上述模型。

随着定量化研究的深入，多因素综合指数法

和逻辑回归模型等方法广泛应用于退化程度综合

评价中，部分学者还结合３Ｓ集成技术实现了系统

化评价，进一步提高了评价的时效性和精确性。

但是，上述模型在解决冗余、缺失和异常等数

据不确定性和退化程度级别的模糊性等问题时仍

有待改进：① 传统模型中评价因子提取受主观性

和数据不确定性影响，存在冗余或不完整性［９］；

② 退化程度分级标准存在一定主观性。

知识推理技术能够结合专家知识和区域特征

进行知识学习，从而消除主观性与客观不确定性

的影响，在土地评价领域应用日益广泛［８９］。本文

引入知识推理技术构建了土地退化程度评价模型

（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ＫＲ＿ＬＤＡＭ），

选取陕西省横山县为研究区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并参考评价结果提出了生态恢复建议。

１　研究区域

研究区横山县地处中国陕西省北部，毛乌素

沙漠南缘（图１）。全县土地总面积４３３２．７ｋｍ２，

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年降雨量较小且

集中在７～９月份。区域内地形起伏较大，地表破

碎，土壤类型以黄绵土为主，土质疏松且抗蚀性

差。自然植被覆盖度较低，沙化面积比在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年间达到１９．１％
［１０］。

图１　研究区域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本文以研究区２００４年的土地质量监测数据

以及地形、遥感指数等样点数据为基础［１１］，选取

其中６３个已知退化状态的典型样点为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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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土壤类型（犆１）、沙化面积比（犆２）、物理砂

粘比（犆３）、植被覆度（犆４）、ｐＨ（犆５）、地形坡度

（犆６）、植被类型（犆７）、裸地面积比（犆８）、地貌类型

（犆９）、坡向（犆１０）、ＮＤＶＩ（犆１１）、有机质含量（犆１２）、

土壤容重（犆１３）、全磷（犆１４）、全氮（犆１５）、全钾

（犆１６）、土壤含水量（犆１７）、年降水量（犆１８）、海拔

（犆１９）和坡位（犆２０）２０个因子作为提取评价因子的

候选因子。另外，以１∶５万土地利用现状图为评

价单元图层，将应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２Ｋｒｉｇｉｎｇ工具插

值得到的评价候选因子插值结果与评价单元进行

叠加，来获取评价单元的因子值。

２　模型设计

基于知识推理技术的土地退化程度评价模型

（ＫＲ＿ＬＤＡＭ）在决策者的专家经验知识基础上进

行推理，推理流程分为构建初始决策表、提取评价

因子、重构决策表和划分退化级别４个步骤（图２）。

图２　ＫＲ＿ＬＤＡＭ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ＫＲ＿ＬＤＡ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１　构建决策表

决策表是模型推理的基础，包括初始决策表

和重构决策表，分别用于提取评价因子体系和训

练、验证模糊神经网络结构。本文结合可变精度

粗集理论对土地退化程度评价决策表进行如下定

义［１２］：

设样点数据集为犝 且离散化，犃＝犆∪犇，犆∩

犇＝为样点属性（犆为条件属性，犇＝｛犱｝为存储

样点退化状态的决策属性），则二维关系表犛＝

（犝，犃）为退化程度推理决策表。

根据定义，假设犆０＝｛犮１，犮２，…，犮狀｝为退化程

度评价候选因子的集合，决策属性中包含犿 个退

化级别，令条件属性犆＝犆０，将因子数据分为犿

级，则决策表犛可实例化为初始决策表犛０＝（犝，

犆０∪｛犱｝）。

２．２　提取退化程度评价因子

１）计算候选因子对决策变量的依赖度，衡量

每个候选因子对决策表的分类能力。在初始决策

表中，设存在犅犆
０且犡犝，则可根据下列公式

计算候选因子对决策表的依赖度：

γ（犆
０，犇，β）＝

ｐｏｓβ犆０（犇）

犝
＝

∪
犡∈犝／犇

犆β（犡）／狘犝狘 （１）

式中，ｐｏｓβ犆０（犡）为犡的正域；犆β（犡）＝ｐｏｓ
β
犆
０（犡），

β（０≤β＜０．５）为分类误差（错分率）。

２）提取评价因子。如果对于任意犮∈犆
０满足

ｐｏｓβ犆０（犇）＝ｐｏｓβ犆０－｛犮｝（犇），则犮不必要，此时γ（犆
０，

犇，β）＝γ（犆
０－｛犮｝，犇，β）成立。根据这一原则，对

候选评价因子集合犆０进行约简得到评价因子体

系犆′＝ｒｅｄ（犆，犇，β）。

３）将评价候选因子按依赖度大小排序，依次

计算前狀个因子对决策表的累积分类精度，验证

评价因子体系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τ（犆狀
０，犇，β）＝ ｐｏｓβ犆狀

０（犇）／ｎｅｇβ犆狀
０（犇），

犆０狀 犆
０ （２）

２．３　重构决策表与划分土地退化程度

１）令犆′取代初始决策表中条件属性犆０，重

构决策表犛′＝（犝，犆′∪犇）。

２）构建四层模糊神经网络，其中，第一层为

输入层，其神经元与犆′中评价因子一一对应；第

二层为隶属函数运算层，隶属函数可由高斯函数

式（３）计算得到：

犗２犻犼 ＝ｅｘｐ －
（狓犻－μ犻犼）

２

σ
２
犻

（ ）
犼

（３）

式中，犗２犻犼为神经元的输出；μ犻犼和σ犻犼分别为第犻个

因子第犼级别的期望和方差，犻＝１，２，…，狀，犼＝１，

２，…，犿。

第三层为模糊推理层，由第二层输出的隶属

函数犗２犻犼组成模糊关系矩阵犚，由隶属函数运算层

神经元与本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狑３犻构成模糊因

子向量犃，则模糊推理过程可表示为：

犗３犽 ＝犚犃 （４）

式中，犗３犽为样本犽的隶属度向量，如果有犓 个样

本参与学习训练，则犽＝１，２，…，犓。

第四层为评判输出层，对第三层的输出隶属

度向量犗３犽中隶属度取大，输出对应的级别序号。

３）基于交叉验证理论，将重构决策表分为训

练数据和验证数据两个子集，采用微粒群算法训

练和验证模糊神经网络结构（图３）。

① 初始化粒子群。设置微粒群种群规模和

每个微粒的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初始化后每个

微粒群代表一种网络结构，由神经元连接权重和

因子的模糊子集分级区间组成。

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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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ＰＳＯ算法的模糊神经网络训练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ＮＮ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Ｓ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② 计算单个微粒和种群适宜度。模型采用

如下适应度函数犳′（狓）
［８］：

犳′（狓）＝１／犈犻＝１／（
１

犖∑
犖

狀＝１
∑
犕

犿＝１

０．５

（犱
（狀）
犿 －狕

（狀）
犿 ）

２） （５）

式中，犈犻为第犻微粒的均方差（适应值）；犖 为样本

个数，犕 为神经元个数；犱
（狀）
犿 和狕

（狀）
犿 分别是第狀个

样本在第犿 输出神经元的期望输入和实际输出。

③ 应用传统的微粒位置更新公式更新种群

位置［１３］，当全局最优值趋于收敛时，输出优化后

的网络结构。

４）以土地利用现状图斑为评价单元数据，运

用训练得到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划分退化级别。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决策表

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６．５的分步聚类工具将样点数据

候选因子离散化为４级，应用以上离散规则构建

初始决策表犛０（表１）。

表１　研究区土地退化程度决策表

Ｔａｂ．１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样点ＩＤ
退化程度评价候选因子集

犮６ 犮９ 犮８ 犮１２ …
退化程度

犘１ ４ １ ４ ２ 轻度

犘２ ４ １ ３ ２ 严重

犘３ ４ １ ３ １ 中度

犘４ １ ３ ４ ２ 轻度

犘５ ４ １ ２ ３ 严重

３．２　退化程度评价因子体系

基于初始决策表，设分类误差β＝０．１２，构建

了因子体系犆′＝ｒｅｄ（犆０，犇，β＝０．１２），包括地貌

类型犆９、植被类型犆４、土壤类型犆１、植被覆盖度

犆７、地形坡度犆６、坡向犆１０、物理砂粘比犆３、有机

质含量犆１３、ｐＨ 值犆５、ＮＤＶＩ指数犆１１、土壤沙化

面积比犆２和裸地面积比犆８等１２个因子（图４）。

图４　候选因子相对决策因子的依赖度与累积分类精度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Ｓｅｔ犆０ｔ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ｓｅｔ犇

随着依赖度较大因子的不断加入，评价因子

体系对初始决策表的累积分类精度由６２％提升

至１００％，而其他候选因子对累积分类精度的提

升作用不明显。另外，通过分析因子空间特征发

现，年降水量未被选入评价因子体系的因子空间

变化规律不明显，不能较好地区分土地退化程度，

进一步说明了本文评价因子提取的合理性。

３．３　土地退化程度

重构决策表，随机选择其中４０个样点作为训

练数据，其余２３个样点为验证数据，采用微粒群

算法训练模糊神经网络。

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高的训练和验证精度

（表２），推理得到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支持度

（表３）。

上述模型将研究区沙化程度分为严重退化、

中度退化、轻度退化和未退化４级，面积分别占全

县总面积的６．１９％、１２．６２％、３０．１５％和５１．０４％

（图５（ａ）），其中较难逆转退化土地面积比（严重

退化和中度退化）达到１８．８１％，说明该区沙化程

度较严重［１０］。

结果表明，北部乡镇退化程度和退化面积较

大，东南部相对较低（图５（ａ））。应用基于景观格

表２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ＮＮＭＥＭ

数量 正确个数 精度 训练误差

隶属函数运算层 ４×１２ － － －

模糊推理层 ４ － － －

评判输出层 １ － － －

训练数据 ４０ ３７ ０．９２５ ０．０７５

验证数据 ２３ ２１ ０．９１３ ０．０８７

２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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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土地沙化退化程度分级推理知识示例

Ｔａｂ．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ＦＮＮ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沙化退化程度 规则型知识 支持度

严重退化
ＩＦ［坡度］＝４ＡＮＤ［植被覆盖度］

＝４ＡＮＤ［土壤类型］＝３
０．９１９

中度退化
ＩＦ［坡度］＝３ＡＮＤ［植被覆盖度］

＝３ＡＮＤ［土壤类型］＝２
０．９６１

轻度退化
ＩＦ［植被覆盖度］＝１ＡＮＤ［土壤

类型］＝４
０．９４４

未退化
ＩＦ［坡度］＝１ＡＮＤ［植被覆盖度］

＝１ＡＮＤ［土壤类型］＝２
０．９３０

　模型验证过程中运用该知识反推决策表中对应级别下每个

样点的退化程度的正确率即为支持度。

局的退化程度分析方法［４］计算的全县各乡镇的综

合退化水平指数（图６），显示退化程度呈现由西

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其中白界乡退化指数最高

达到２．２２８，武镇退化程度最低为０．１９６。

３．４　结果讨论

模型结果揭示了评价因子体系的有效性，以

及不同等级沙化土地的空间分布规律。北部地区

土壤类型以黄绵土为主，质地松散，粘粒含量较

低，地表植被破坏严重［１４］，受毛乌素沙漠影响，沙

化程度较高；东南部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土壤粘

粒含量增加［１１］，土壤的抗风沙能力增强，并且逐

渐远离沙漠，沙化程度相对较低。

图５　研究区土地退化程度评价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Ｔｏｗｎ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图６　研究区各乡镇整体退化水平指数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

ＥａｃｈＴｏｗｎ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综上所述，该区域退化土地的恢复重点应突

出治理与预防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加大治理投入

力度，采用化学生物手段改善土壤属性，调整不合

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恢复其生态能力；另一方面要

增加植被覆盖度，防风固沙，阻止沙化土地蔓延。

另外，实验结果验证了ＫＲＬＤＡＭ 模型的有

效性。模型将输入数据构建成决策表，充分结合

数据客观特征和专家主观知识（决策属性），通过

推理去除输入数据的不一致与不确定性。另外，

模型采用可变精度粗集的分类容错机制，保证在

知识不一致性的情况下进行正确推理，采用微粒

群算法优化训练的高精度模糊神经网络，避免了

土地退化程度分级界限的模糊性和渐变性对评价

结果的影响。

４　结　语

基于知识推理的土地退化程度评价模型具有

以下几点改进：① 针对土地退化程度评价中的评

价因子提取和退化级别划分两个关键问题，模型

提供了系统化和集成化解决方案；② 运用决策表

构建评价因子体系，避免了专家知识的主观性和

客观数据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且通过设定分类误

差消除了决策表中知识的不一致性；③ 模型通过

集成模糊神经网络模拟人类专家推理，减小了数

据缺失、异常等对结果的影响，避免了人类专家划

分退化级别的主观性，并运用微粒群算法训练网

络提高了推理效率。

运用模型提取了研究区沙化退化程度评价因

子体系并将退化程度分为严重退化、中度退化、轻

度退化和未退化４级，揭示了评价因子体系与退

化程度等级间的规律性和评价成果的合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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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实际治理恢复工作提供参考。

致谢：感谢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利用重

点实验室提供相关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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