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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可为滑坡灾害风险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及滑坡监测提供科学依据。针对现有滑

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无法消除易发性评价指标因子在量纲、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尚未考虑易发性评价指标

因子与滑坡灾害相关性，以及精度较高的经典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效率较低、参数选取困难等问题，引入熵指数

（index of entropy，IOE）和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算法，提出 IOE融入支持向量机（sup‐
port vector machine, SVM）的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方法。首先，基于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标因子，利用 IOE
模型计算 SVM的调节因子；然后，采用 PSO算法迭代求解 SVM最优解，根据 SVM二分类得到的隶属度来区

分滑坡灾害易发性；最后，以陕西省作为实验区，从滑坡灾害易发性分区图、分区统计及评价模型精度 3个方

面将所提方法与 SVM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优于 SV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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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滑坡灾害频发，滑坡灾害的易发性

评价作为防灾减灾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引起了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是

对滑坡灾害的时空分布和发生概率进行预测，预

测和分析结果可为滑坡灾害风险管理、国土空间

规划布局和滑坡监测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2‐3］。

因此，为丰富滑坡灾害评价方法与模型、保护人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害损失、提高防灾减

灾工作效率，开展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及区划研

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还可以为政府部门

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中国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的国家，其中滑坡

地质灾害因其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和持续时

间长而成为诸多地质灾害中的严重灾种［3］。2019
年《全国地质灾害通报》显示：全国共发生地质灾

害 6 181起，其中滑坡 4 220起，占地质灾害总数

的 68.27%。由此可见滑坡地质灾害的严重性。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是全国滑坡地质灾害

防治的重点区域。陕西省的地质构造运动活跃，

地质条件较复杂，沟谷深切、地形破碎、斜坡陡

峻，且受各种影响因素如工程建设、土地资源利

用、矿产资源开发、强降雨等作用，滑坡灾害隐患

显著增加。因此，对陕西省滑坡灾害进行监测与

预测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

方法可以分为确定性方法和不确定性方法［1‐2］这

两类。确定性方法是利用以滑坡诱发机制、边坡

稳定性计算为基础的传统定量物理力学模型，对

一定范围内滑坡发生的概率进行预测的方法［2］。

确定性方法能够充分地考虑边坡失稳破坏的力

学原理，一般适用于大比例尺、小范围的滑坡灾

害评价。不确定性方法是通过统计分析滑坡发

生处的历史灾情信息，将影响灾害发生的因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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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重叠加，从而实现对研究区内的滑坡发生概

率进行预测的方法［1‐2］。不确定方法由于考虑了

各指标因子的权重信息，评价精度较高，其主要

分类、方法与评述见表 1。
现有方法各有利弊，相比经验模型与统计分

析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省

级大区域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精度较高，能较好

地处理环境因子和滑坡编录之间的非线性相关

性，避免了数据及模型参数获取的困难，且具有

可靠性。经典的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
chine，SVM）模型存在训练效率较低、参数选取

困难等缺点。因此，本文引入熵指数（index of en‐
tropy，IOE）和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
zation，PSO）算法，提出了 IOE融入 SVM的滑坡

灾害易发性评价方法，以提高滑坡灾害易发性评

价的精度。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在中国西北部，东经 105°29′~111°15′、
北纬 31°42′~39°35′之间，地域上南北狭长、东西

窄，总面积约 20.56 万 km2。区内地势南北高、中

部低，北部为陕北高原，地表以第四系风成黄土、

风成沙为主；中部为关中平原，地势低平，以冲

积、洪积物及黄土为主，海拔 320~800 m；南部由

陇山、秦岭、大巴山组成陕南秦巴山地，地形起伏

大，河流深切，冲积物组成的河流阶地零星分布

于山间盆地与大河两侧，海拔多在 1 000~3 000
m之间。

陕西省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秦岭以南

的长江水系，河网密度大，受构造控制多呈网格

状或平行状，流域面积约为 7.22 万 km2，占全省面

积的 35.2%；秦岭以北的黄河水系，河网密度较

小，流域面积约为 13.34 万 km2，占全省面积的

64.8%。区内年平均降水量 340~1 240 mm，降水

分布很不均匀，从北到南逐渐递增。每年的 7月
—9月是研究区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期，尤其是陕

北地区，该时段的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50%~
65%，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巴山地区的年降水

量达 900~1 600 mm，且集中在夏、秋两季，是全

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陕北长城沿线年降水量仅

300~450 mm，是全省降水量最少的地区［20］。

随着人类频繁的工程活动，道路、水利工程

的不断开挖，形成了高陡边坡的地形趋势，破坏

了斜坡稳定性，并在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气

象等自然环境作用下，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

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广泛发育。

1.2 数据源

陕西省滑坡灾害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地质灾害点空间分布

数 据 ”（http：//www. resdc. cn/data. aspx？ DA‐
TAID=290），数据格式为 excel和矢量 shape文
件格式，数据内容包括崩塌、塌陷、泥石流、地面

沉降、地裂缝、滑坡、斜坡等 7大类地质灾害点，其

中陕西省滑坡灾害点 10 193个。陕西省地质岩

性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 的“ 中 国 地 质 岩 性 空 间 分 布 数 据 ”（http：//
www.resdc.cn/data.aspx？DATAID=307），陕西

表 1 灾害易发性评价不确定性方法的分类及评述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ethods of Hazard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类别

基于知识驱动的分析方法

基于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

经验模型

统计分析模型

机器学习模型

方法

模糊逻辑法 [3]

层次分析法 [3‐5]

专家打分法 [6]

证据权法 [7]

信息量法 [8]

确定性系数法 [9‐10]

逻辑回归 [8,11]

决策树 [12]

人工神经网络 [13‐15]

随机森林法 [15‐16]

支持向量机 [17‐19]

评述

方法简单，隶属度函数及模糊算子的选取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对象分析直观，因子权重的获取存在主观性，适用于解决目标结构复杂

且存在不确定性的评价情况

依赖于专家丰富的经验知识，主观性较强

要求各证据满足条件独立性

对数据样本要求少，可解决多源数据差异性，计算量大

可消除部分误差，但难以确定各个因子与灾害点的关系

对样本数据要求较高，适用于数据资料详尽的地区

适用于单个模型，易产生过拟合现象

能够处理非线性数据关系，硬件条件高，计算时间长

可处理高维度、大数据量数据，具有较高的泛化能力，但在噪音较大的

分类问题上易过拟合

数据需求量少，精度高，易受因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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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共有 4 940个地质岩性单元。陕西省年降水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的“中国 1980年以来逐年年降水量空间插值数据

集”（http：//www.resdc.cn/data.aspx？DATAID
=229），年降水量单位为 0.1 mm。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据、居民点数据

来自于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果数据。道

路 数 据 、水 系 数 据 是 由 开 放 街 道 地 图（Open‐
StreetMap）提供的公开数据集。

为便于统计与分析，根据研究区大小，将整

个研究区按照 30 m×30 m的格网单元进行划分，

共划分为 343 389 885个模型单元。

2 易发性评价模型

2.1 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标

结合研究区滑坡发育的地质环境特点，根据

滑坡灾害各指标因素下的滑坡比例、分级比例和

信息量值，对各指标因子进行状态分级和相关性

分析［21‐23］，本文最终确定人类影响因子（距道路距

离、距水系距离、距居民点距离）、气象特征因子

（累计降雨量）、地形特征因子（高程、坡度、坡向）

和地层岩性特征因子（岩组滑坡灾害点密度）共 4
类 8个指标因子构建研究区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

指标体系。其中，对于地层岩性因子，考虑到研

究区内地质构造较为复杂，结合陕西省地质岩性

空间分布情况及滑坡灾害点分布情况，用各个地

质岩组的灾害点密度进行量化。

2.2 评价模型训练样本数据集

为了对滑坡灾害易发性模型进行训练与建

模，需要建立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训练样本数据

集。每一条样本数据由滑坡属性（滑坡灾害单元

或者非滑坡灾害单元）与滑坡评价因子（8个滑坡

灾害易发性评价因子属性值）两部分组成，滑坡

灾害易发性评价因子是评价模型的模型参量，滑

坡属性则是评价模型的预测目标。陕西省 10 193
个滑坡灾害点对应 10 193个单元，出于样本均衡

性方面的考虑，在建立评价模型训练样本数据集

时，从剩下的 343 379 692个单元中随机选择与地

质灾害点数目一致的单元数目作为非地质灾害

单元，将这两部分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为了保证

非滑坡灾害单位分布均匀并减少误差，选择的非

滑坡单元要求与已知滑坡单元保持 1 000 m以上

距离，并且所有的非滑坡单元之间距离不小于

1 000 m。

2.3 SVM模型

SVM以训练误差作为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

最小化置信区间为优化目标。SVM是一种基于

结构化风险最小化原理的机器学习方法，具有比

其他传统方法更好的推广能力［24］。由于 SVM求

解过程最终转化为二次规划求解，其解是唯一的

最优解。SVM在解决非线性高维模式识别问题

上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25‐26］。

假设滑坡训练数据 D有一组样本 Xi，其中

i= 1，2⋯n，Xi 为包含 8个滑坡敏感性因子的输

入向量，yi ∈ { }-1，1 为其对应的两个输出值，即

滑坡和非滑坡，n为训练样本的数量。SVM训练

过程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最优的超平面，将训练数

据分成两个输出类。表示为：

wx+ b= 0 （1）
式中，w表示法向量；x为超平面上的点；b为常

数。当w和 b最优时，表示找到了最优超平面，使

得正、负样本间的距离最大。通过求解下面的优

化问题，可以确定最优超平面为：

minimize
W,b,ξ

: 12W
TW + C∑

i= 1

h

ξi （2）

受约束于

yi (wT x+ b )≥ 1- ξi （3）
式中，W是确定超平面方向的权重向量，确定分

割平面方向；b表示位移量，是一个常数项；h是支

持向量点的个数；ξi是松弛变量；C> 0为惩罚参

数，C值大小与惩罚程度成正相关。

使用拉格朗日乘子 αi，在约束下∑
i

α i yi =

0且0≤ αi≤ C，优化问题即转换为：

max:∑
i

α i -
1
2 ∑i ∑j a i αj yi yj K ( xi,yj ) （4）

上述问题可用二次规划算法求解。其中，

j= 1，2⋯n且 i≠ j；0< αi< C的样本称为无界

支持向量；αi= C的样本称为有界支持向量；αi<
0的样本称为支持向量；K ( xi，yj )为核函数，意味

着存在一个从输入空间到特征空间的映射 ϕ ( x )，
对任意输入空间中的 ( xi，yj )，有：

K ( xi,yj )= ϕ ( xi )Tϕ ( yj ) （5）
于是，数据分类的 SVM模型的决策函数，即

隶属度为：

f ( x )= sign ( ∑
i= 1

n

yiαi K ( xi,yj )+ b ) （6）

由于 SVM模型的特征空间受所使用的核函

数的影响，因此核函数的选择对 SVM训练的成

功和分类精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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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不同，常用的 SVM主要有线性核函数（linear
kernel，LN）‐SVM、多 项 式 核 函 数（polynomial
kernel，PL）‐SVM、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func‐
tion，RBF）‐SVM和 sigmoid核函数（sigmoid ker‐
nel，SIG）‐SVM。顾及到在先验知识不足的情况

下，径向基函数可以将样本映射到一个更高维的

空间，当类标签和特征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时的

样例时，可以有较好的处理效果［27］，因此本文选

择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

2.4 IOE模型

熵表示系统的不确定性程度。滑坡能量熵

反映了影响滑坡发生的各种因素的程度［22‐23］。可

以利用熵值来计算指标体系的目标权重。IOE允

许使用下面的方程估计 SVM模型式（2）中每个

调节因子Wl的权重：

pl=
bst
at

（7）

Pl=
pl

∑
l= 1

Sl

pl

（8）

式中，at、bst分别为研究区和滑坡区数量；pl是第 l

类型滑坡的百分比；l= 1，2⋯Sl，Sl 是 l的类总

数；Pl是概率密度。熵值Hl、Hlmax的计算公式为：

Hl=-∑
l= 1

Sl

Pl log2Pl （9）

Hlmax = log2Sl （10）
信息系数 Il定义为：

Il=
Hlmax - Hl

Hlmax
（11）

Wl= Il× Pl （12）
通过式（12）计算Wl的权值，其结果从 0到 1

变化。该值越接近数字 1，则不稳定性越大。

2.5 PSO模型

在确定核函数的类型后，需要确定惩罚参数

C和径向基函数参数 γ。参数 C决定了分类器的

训练误差和泛化能力；参数 γ影响样本在特征空

间中的分布形式。参数的选择对分类器的性能

非常重要，传统的网格搜索是一种寻找最优参数

的方法，搜索不仅耗时且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此，本文采用 PSO来选择参数 C和 γ，以提高分

类性能。

PSO是继蚁群算法和鱼群算法之后的一种

群体智能优化算法，用于求解多项式复杂程度的

非确定性问题（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 com‐
plete，NPC）。PSO随机生成初始解粒子，粒子

通过位置、速度在解空间中不断迭代搜索，通过

适应度函数计算适应值来判断搜索解的优劣。

通过个体极值和种群极值来更新粒子位置。当

每个粒子均完成其位置更新时，计算其适应度

值。这一原则可简述如下。

假设在一个 N维搜索空间中，有一个种群

X ={ x 1，x 2⋯xm }，由 m个粒子组成。第 i个粒子

表示为 x i= [ ]1 2 ⋯ xiN 的 N维向量，表示第 i个

粒子在 d维搜索空间中的位置，也表示该问题的

一个可能解。根据目标函数，可以计算出每个粒

子的位置 Xi的适应度值。如果第 i个粒子的速度

是 V i= [ ]Vi1 Vi2 ⋯ ViD ，单 独 的 极 值 为 qi=
( qi1，qi2 ⋯ qiN )，种 群 极 值 为 qg=( qg1，qg2 ⋯ qgN )，
然后根据以下方程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V k+ 1
id = V k

id+ c1 r1 ( qkid- X k
id )+ c2 r2 ( qkgd- X k

id )
（13）

X k+ 1
id = X k

id+ V k+ 1
id （14）

式中，d= 1，2⋯N；i= 1，2⋯m；k为迭代次数；c1
和 c2 是学习因子，它们是非负常数，使粒子向自

身或其他更好的粒子学习，以达到接近自身或整

个群体的更好位置的目的；r1和 r2是分布在［0，1］
的随机数。为了防止粒子的盲目搜索，一般建议

位置不超过种群最远点，速度不超过最大值。

2.6 算法流程

IOE可以计算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标因子

与滑坡相关性，能够消除易发性评价指标因子在

量纲、性质等方面的差异；PSO算法作为启发式

算法中的一种，具有函数简单、收敛迅速等特点，

算法实现简单、精度高，防止陷入局部最优。因

此，在综合考虑这两种方法优势的基础上，本文

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构建 IOE融入 SVM
的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解决了 SVM模型中存

在的参数赋值问题，提高了 SVM模型作为滑坡

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的预测精度，并且最终达到

提高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结果准确性、可靠性的

目的，算法流程如图 1所示。

算法过程如下：

1）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标构建。选取 4类
8个指标因子构建研究区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

标体系。

2）样本数据集构建。随机选择与滑坡灾害

点相同数目的单元作为非地质灾害单元，合并两

者为样本数据集，并作为模型训练数据集和验证

数据集。

3）融合 IOE的 PSO‐SVM模型。将训练数据

代入 IOE模型求解初始W，再利用训练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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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SVM模型。在 PSO求解参数时，将初始W

作为初始搜索点，迭代求解最优参数 C和 γ，得到

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基于陕西省数据集，

利用易发性评价模型进行分类并得到隶属度。

4）滑坡灾害分区图。利用自然间断法将隶

属度划分为 5类灾害易发性等级。

5）精度评价。采用 SVM方法与本文方法进

行滑坡灾害易发性结果对比，计算两种方法受试

者 工 作 特 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 线 和 曲 线 下 面 积（area under curve，
AUC）值，以此来分析方法的优劣。

图 1 本文算法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3 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利用

陕西省滑坡灾害点数据进行了易发性评价分析，

并从易发性分区图、分区统计及评价模型精度 3
个 方 面 将 本 文 方 法 与 SVM 方 法 进 行 了 对 比

分析。

3.1 易发性分区图对比分析

如图 2所示，从整体上看，两种方法所得到的

滑坡灾害易发性分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陕西省

南部是滑坡灾害的极高发区域，这主要是由于该

地区内分布着秦岭山脉，地区内沟壑纵横，海拔

较高，坡度较陡，这为滑坡灾害的发生提供了良

好的孕灾条件。陕西省中部滑坡灾害的易发性

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陕西中部为平原地区，地势

较为缓和，滑坡灾害的发生相对较少。陕西省北

部亦有滑坡灾害中高发区分布，这主要是由于黄

土高原的存在增加了滑坡的可能性。同时，可以

看出区内滑坡灾害主要发生于陕南的低山和中

山地区，尤其是陕南秦巴山区为区内滑坡灾害的

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

相较于 SVM方法，在陕西省中部易发性较

低的平原地区，本文方法将部分极低易发区划分

为低易发区，关中平原虽然灾害点分布较少，但

仍时有滑坡灾害发生，在部分有灾害点分布的区

域，将灾害易发性提升一个等级，对灾害易发性

分区更具有合理性。

3.2 易发性分区统计分析

将 SVM方法与本文方法所得到的滑坡灾害

易发性分区图与滑坡灾害点进行叠加，统计了各

类方法在各易发区的滑坡灾害点占比（见表 2）以

及各易发区的滑坡灾害点分布密度（见表 3）。从

表 2中可以看出，随着灾害易发性的提高，两种方

法中各分区滑坡灾害点占比亦逐渐增加，在极高

发区达到最大，与滑坡灾害点的实际分布规律较

为吻合，易发性评价方法较为可靠。特别是在极

高发区域，本文方法中滑坡灾害点占比达到了

58.64%，高于 SVM方法。从表 3中可以看出，在

滑坡灾害点分布密度方面，本文方法得到的滑坡

灾害易发性分区的灾害点分布密度在高发区以

及极高发区的值均高于 SVM方法，在低易发区

的灾害点分布密度值亦低于 SVM方法。这表明

本文方法所划分的易发区与实际灾害点分布更

为吻合，划分效果更好。

3.3 易发性评价模型精度检验

由于 ROC曲线简单、直观，可准确地反映所

用分析方法特异性和敏感性的关系，具有很好的

实验准确性，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地质灾害敏感

性评价。在 ROC曲线中，灵敏度与特异度是相互

影响的，将灵敏度与特异度所组成的点对映射到

图 2 易发性评价结果图

Fig.2 Results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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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中，可以从左到右连成一条特定模型 ROC曲

线。并且在 ROC曲线中，离左上角越近的点的预

测准确性越高。ROC AUC可以反映和比较模型

的评价预测精度。AUC取值范围为 [ ]0.5，1 。当

AUC=0.5时，模型预测效果没有价值；当 0.5<
AUC≤0.7 时 ，有 较 低 的 准 确 性 ；当 0.7<
AUC≤0.9时，准确性较高；当 AUC>0.9时，准

确性很高；当 AUC=1 时，模型预测的效果特

别好。

两种方法的 ROC曲线如图 3所示，都有较好

的预测准确率，曲线上离左上角最近的点与参考

线的距离都很远，即这两种模型在 ROC曲线评价

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而从细节上来看，本文方

法中，离左上角最近的点要比 SVM方法 ROC曲

线中的点距离参考线更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本文方法要优于 SVM方法。

为了对这一点进行定量分析，利用 AUC对

模型进行优劣评价。经 ROC曲线检验得到本文

方法的 AUC值为 0.89，SVM方法为 0.82。这表

明本文方法的准确性高于 SVM方法，预测效果

更好。

综上可得，本文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由于 SVM方法无法消除易发性评价指标因子在

量纲、性质等方面的差异，直接使用原始易发性

评价指标因子数据，会突出数值较高的滑坡灾害

评价因子在易发性评价模型中的作用。本文方

法利用 IOE消除量纲、误差等方面的影响，保证

了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因子在滑坡灾害易发性

分析中的客观性，提高了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模

型的准确性、可靠性。

4 结 语

滑坡灾害分布广泛，发生频率高，致灾结果

严重，发生发展迅速，深入研究滑坡灾害的发生

规律、分析滑坡灾害易发性，对实现减灾防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域，

在分析陕西省历史滑坡灾害数据特征的基础上，

利用提取出的研究区的地形特征（高程、坡度、坡

向）、人类影响（距道路距离、距水系距离、距居民

点距离）、气象特征（累计降雨量）和地层岩性特

征（岩组滑坡灾害点密度）等影响因素作为研究

区滑坡灾害重要因子，并构建 IOE融入 SVM的

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对研究区滑坡灾害易发性

进行评价。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可靠性，对减少滑坡灾害带来的损失，提

高滑坡灾害防治工作的效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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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Incorporating Index of Entropy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A Case Study of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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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can provide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landslide hazard risk management, land space planning and landslide monitoring. Shaanxi Province, locat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is a key are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andslides in the country. Shaanxi
Province has active geological tectonic movements,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and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mine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heavy rainfall. The effects of landslide hazard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to monitor and predict landslide disasters in Shaanxi Province. Methods: Considering that
the existing landslide hazard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models cannot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ali‐
ty and properties of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factors,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s‐
cept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factors and landslide hazard, especially the methods based on classic machine
learning with high accuracy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training efficiency and difficult parameter
selection,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incorporating index of entropy based on support vec‐
tor machine (SVM) is presented using index of entropy (IO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PSO).First,based on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factors，8 evaluation factors are selected,
such as elevation, slope, aspect, distance from residential area, distance from road, distance from river, li‐
thology and cumulative rainfall. In order to ensure the balance of sample units and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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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duction of non‐landslide hazard unit error,non‐hazard units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hazard units are
selected randomly in the area 1 km away from the existing hazard point. All the non‐hazard units and hazard
units are taken as the training data set and verification data set. Then the IOE model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djustment factor supporting SVM, the PSO algorithm applied to iteratively solve the optimal penalty fac‐
tor and radial basis kernel function of SVM,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landslide hazards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SVM binary classification. At last, the susceptibility partition is divided by the
natural breakpoint method. Results: Selecting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experimental area,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mpared with the SVM metho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dslide hazard susceptibility partition
map, partition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 model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e SVM model, the hazard sus‐
ceptibility is improved one level is more reasonable for hazard susceptibility zoning in some areas with haz‐
ard point distribu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hazard susceptibility, the percent of landslide hazard points in
each subregion of the two models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reaching the highest in extremely high incidence
areas, especially in extremely high incidence areas. The percent of landslide hazard points in the proposed
method reached 58.64%, higher than the SVM method.Conclusions: In the landslide hazard‐prone area di‐
vid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point density of hazard points is higher,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hazard distribution.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shows that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valu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0.89, and the SVM method is 0.82, which is higher than SVM.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it is shown that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su‐
perior to the SV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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