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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微粒群算法（ＰＳＯ）具有执行速度快、受问题维数变化影响小的优点及支持向量机算法（ＳＶＭ）结

构风险最小化原理，构建了基于离散二进制微粒群（ＢＰＳＯ）与支持向量机的耕地驱动力因子选择方法，使用特

征子集中确定的特征来训练支持向量回归机，用适应度函数来评价回归机的性能，指导ＢＰＳＯ的搜索。实验

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提取出耕地驱动因子的特征子集，从而降低了指标的维数，保留了关键信息，以获得知

识的最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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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及其驱动机制，建立

相应的驱动力模型对于揭示耕地变化的原因、内

部机制、基本过程，预测未来变化的方向和影响以

及制定相应的对策至关重要，己成为当前国际上

研究的最新动向［１６］。目前，主要研究途径大多是

以相关性系数为依据，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

某一区域的驱动力因子与耕地面积建立相关模

型，在定性或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探索耕地利用与

各驱动因子的关系在时空演变中的基本规律，进

而对未来耕地数量变化进行预测。常用的方法有

主成分分析法［８１１］、典型相关分析法［３，７］、系统动

力学法［１２，１３］等。然而，耕地数量变化与其影响因

子之间往往存在着强烈的局域非线性的关系，且各

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采用现有的常规

方法来选取变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受技术和

认知程度的影响，在建立分析模型时，难以成功地

将所有相关的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力贡献加以定

量分析和模拟。

为了避免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并且能够

在降低因子维数的前提下保留关键信息，以获得

知识的最小表达，从而更好地获知耕地变化的驱

动机制，提高中长期预测精度，本文试图将微粒群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和支持向量

机算法（ＳＶＭ）用于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搜索中，

以发现最佳的驱动机制，用于建立耕地变化识别

受驱动因子影响的关系模型，为驱动因子的选取

找到另一方法，也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提

供案例积累。

１　基于微粒群与支持向量机算法的

驱动因子选择方法

　　耕地驱动因子选择就是在驱动因子全集中按

照一定方法选择出一组由狀（狀＜犖）个因子组成

的特征子集，以更好或者相同程度地表达耕地变

化的原因、内部机制，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方向。

１９９５年，Ｋｅｎｎｅｄｙ等提出微粒群优化（ＰＳＯ）算

法［１４］。１９９７年，又提出了ＰＳＯ算法的离散二进制

版本（ｂｉｎａｒｙＰＳＯ，ＢＰＳＯ）
［１５］。ＢＰＳＯ采用二进制编

码形式，将粒子的每一维和最优位置限制为１或者

为０，而速度不作这种限制；位置则改用速度的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表示位置状态改变的可能性。

１）编码。每一个粒子代表一种可能的驱动

因子组合，将粒子定义为离散二进制变量，变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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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等于所有驱动因子的数量，如果第犻位为１，

那么第犻个因子就被选中；否则这个因子就没有

被选中。

２）初始化。首先随机产生每个粒子所含“１”

的个数狀（狀＞２），然后再把这些“１”随机分布在这

个粒子的所有维中。

３）适应度。评价最优特征子集的依据是使用

少量的特征达到相同或更好的回归效果，因此，适

应度的评价包含两部分内容：① 回归准确率，使用

特征子集中确定的因子来训练支持向量回归机，用

回归准确率来评价回归机的性能，并用此来指导

ＢＰＳＯ的搜索；② 使用的因子数量，每个特征子集

包含一定数量的因子，如果两个特征子集获得的准

确度相同，包含因子比较少的子集就被选中。在准

确率和因子数量这两个因素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是

准确率，因此适应度函数确定为如下形式［１６］：

ｆｉｔｎｅｓｓ＝１０
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犽×Ｏｎｅｓ （１）

式中，Ａｃｃｕｒａｃｙ是回归准确率；Ｏｎｅｓ是粒子中包

含“１”的数量。ＢＰＳＯ算法是寻找适应度的全局

最小值，这里把准确率的权值定为１００００，以提高

准确率的重要性。高准确率就意味着适应度值

小，该特征子集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获胜；犽是准确

率和因子数量的折中参数，它的值越大，表示特征

数量越获得重视，本文中取值为０．４。

一般评价准确率的交叉验证方法需要样本的

数量较多，当样本较少时就难以进行。为了能充

分利用样本，可用目前最常用的ＰＲＥＳＳ值
［１７］代

替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ＰＲＥＳＳ＝∑
犿

犻＝１

狔犻－狔犻，－（ ）犻
２
＝∑

犿

犻＝１

犲２－犻 ＝

∑
犿

犻＝１

犲犻
１－犺（ ）

犻犻

２

（２）

式中，犲犻为残差；犺犻犻也称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距离，表示

第犻个样本点到样本点中心的广义距离。

ＰＲＥＳＳ值越小，表示模型的预报能力越强，

因此用ＰＲＥＳＳ值作为判断依据可取得以上确定

模型变量最优子集的目的。

４）更新粒子速度参数设置。为了对微粒速

度的变化作适当的限制，将惯性权因子狑 的取值

范围设定在［狑ｍｉｎ，狑ｍａｘ］之内，则：

狑＝狑ｍａｘ－ｉｔｅｒ×
狑ｍａｘ－狑ｍｉｎ

ｉｔｅｒｍａｘ
（３）

式中，ｉｔｅｒ为当前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为最大迭代次

数；狑ｍｉｎ＝０；狑ｍａｘ＝１。式（３）可描述为狑 在迭代

过程中由狑ｍａｘ减小到狑ｍｉｎ。

２　实例分析

２．１　数据准备

本研究主要对湖北省黄石市耕地变化的驱动

因素进行分析，数据样本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的历

史数据。目标变量犢为黄石市的耕地面积（ｈｍ２），

影响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总数犡１

（万人）、城市化水平犡２（％）、国内生产总值犡３（亿

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犡４（万元）、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犡５（元）、职工平均工资犡６（元）、经济非农化

率犡７（二、三产业产值／ＧＤＰ，％）、农业结构比值

犡８（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机耕率

犡９（％）、粮食播面单产犡１０（ｋｇ／ｈｍ
２）。

２．２　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先对各变量进行标

准化处理，其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３　基于犅犘犛犗犛犞犕的耕地驱动因子选择结果

在实验中，支持向量机核函数为ｇａｕｓｓｋｅｒ

ｎｅｌ，训练参数为犆＝１００，狊＝０．５；ＢＰＳＯ参数设置

为犮１＝犮２＝２，粒子数量为５０；迭代数为１００时算

法停止。经过１０次实验，从中选择适应度函数值

最小的结果作为本实验的最终结果，该微粒的二

进制编码形式为“１１０１１０１０００”，对应的驱动力因

子为犡１、犡２、犡４、犡５、犡７。

表１　湖北省黄石市耕地变化驱动因素标准化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Ｃｉｔｙ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年 狔 犡１ 犡２ 犡３ 犡４ 犡５ 犡６ 犡７ 犡８ 犡９ 犡１０

１９９６ ２６．９１ －２．２３ －０．４１ －１．３６ －１．０７ －１．５３ －０．９７ －１．７４ －０．７１ －１．９６ －０．８３

１９９７ ２６．９１ －１．１３ －０．４４ －１．０７ －０．９０ －０．９６ －０．９２ －１．８７ －０．８８ －０．３２ ０．４３

１９９８ ２６．８８ －０．２０ －０．４４ －０．８０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８４ －０．２４ －１．４４ －１．３４ －１．９７

１９９９ ２６．８５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４２ －０．６７ ０．１５ －１．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７

２０００ ２６．８１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６０ ０．４２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５５

２００１ ２６．８１ ０．２２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５５ ０．３６ ０．１９ －０．３７

２００２ ２６．３８ ０．４３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１５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１０ ０．７２

２００３ ２５．８０ ０．６５ －０．１２ ０．６６ ０．６０ ０．６５ １．０８ ０．８３ １．０７ ０．８８ ０．３７

２００４ ２７．４９ ０．８６ －０．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０．６８ １．２０ ０．５９ １．２２ １．０８ １．２３

２００５ ２６．８０ １．０９ ２．８２ １．７６ １．９７ ２．００ １．７５ ０．６４ １．０ ７１．１２ １．２５

　　　　　　　注：数据来源为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湖北省黄石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５黄石实用统计手册。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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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结果与黄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是相符的，因为分析期间，黄石市的经济发展处于

高速发展的阶段，建设用地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的

扩展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

实施、武汉都市圈的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对黄石市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该市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使该市的建设用地大幅度增

加，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使得耕地面积相对减少。

２．４　结果比较分析

本研究同时采用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对上述

表１进行特征选择，其结果如表２所示。为了验

证经过特征选择后的因子体系的预测能力，对

ＢＰＳＯＳＶＭ选择的因子体系、典型相关性分析选

择的因子体系和没有经过特征选择的因子体系分

别采用ＳＶＭ 进行回归拟合，并预测出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的耕地面积，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２　犅犘犛犗犛犞犕与典型相关性分析选择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ＰＳＯＳＶＭ

ａｎｄ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特征选择方法 特征数量 特征组合 ＰＲＥＳＳ值

ＢＰＳＯＳＶＭ ５ 犡１、犡２、犡４、犡５、犡７ ０．０１９

典型相关性分析 ４ 犡１、犡２、犡３、犡９ １．５０６

　　由表２可以看出，两种特征选择方法的计算

结果中，ＢＰＳＯＳＶＭ所计算的ＰＲＥＳＳ值最小，典

型相关分析的结果较大，表明ＢＰＳＯＳＶＭ 搜索

出的变量组合具有更完备的目标变量表达性。

由表３可以发现，没有进行特征选择的驱动

因素组合，即全部的驱动因素回归预测效果最差，

最小误差绝对值达到０．０６６，并且大部分误差的

绝对值在０．１５以上，与实际值相差太大；采用典

型相关性分析得出的因素组合回归预测出的结果

较好，而采用ＢＰＳＯＳＶＭ 计算出的因素组合预

测结果最好。对２００３年耕地面积的预测中，典

型相关性分析方法的误差达到了０．６８４，而ＢＰ

ＳＯＳＶＭ预测的误差为０．３２０；对２００４年的耕地

面积进行预测，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和无特征选

择预测方法的误差绝对值均达到最大，特别是典

型相关性分析方法的误差绝对值达到了０．９６５，

超过了无特征选择预测方法的误差绝对值。相

反，ＢＰＳＯＳＶＭ 在该年的预测误差绝对值仅为

０．０８０。从以上结果分析中可以总结出，ＢＰＳＯ

ＳＶＭ不但具有优越的特征提取能力，而且能够保

持特征的表达能力，说明利用该方法进行特征因

子选择是合理、可行的。

表３　几种驱动因素组合预测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ＰＳＯＳＶ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年份／年 原始值
ＢＰＳＯＳＶＭ 典型相关性分析 无特征选择

预测值 误差 预测值 误差 预测值 误差

１９９６ ２６．９１ ２６．８３０ －０．０８０ ２６．８３１ －０．０７９ ２６．７３４ －０．１７６

１９９７ ２６．９１ ２６．８３０ －０．０８０ ２６．８３２ －０．０７８ ２６．７３５ －０．１７５

１９９８ ２６．８８ ２６．８３５ －０．０４５ ２６．８３６ －０．０４４ ２６．７３５ －０．１４５

１９９９ ２６．８５ ２６．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２６．８７０ ０．０２０ ２６．７３４ －０．１１６

２０００ ２６．８１ ２６．８５６ ０．０４６ ２６．８７５ ０．０６５ ２６．７３３ －０．０７７

２００１ ２６．８１ ２６．７３０ －０．０８０ ２６．７１４ －０．０９６ ２６．７２４ －０．０８６

２００２ ２６．３８ ２６．３４４ －０．０３６ ２６．３８９ ０．００９ ２６．６７８ ０．２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５．８０ ２６．１２０ ０．３２０ ２６．４８４ ０．６８４ ２６．５９８ ０．７９８

２００４ ２７．４９ ２７．４１０ －０．０８０ ２６．５２５ －０．９６５ ２６．６０４ －０．８８６

２００５ ２６．８０ ２６．８２７ ０．０２７ ２６．８３１ ０．０３１ ２６．７３４ －０．０６６

３　结　语

基于ＢＰＳＯＳＶＭ的耕地驱动因子选择方法

在降低了指标维数的前提下保留了关键信息，以

获得知识的最小表达。它弥补了常规统计方法的

局限性，直接基于目标对变量进行全局搜索，保证

了结果的全面合理性。利用ＢＰＳＯＳＶＭ 筛选出

的因子组合对驱动机制的表达性要明显优于常规

统计方法，其结果更具代表性。通过ＢＰＳＯＳＶＭ

特征选择算法去掉无关或冗余的特征，减少了特

征数量，提高了预测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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