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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围产儿出生缺陷
患病率预测
王玮

许伟
【摘要】

郑亚军

周宝森

目的评价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在围产儿出生缺陷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沈阳

市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围产儿出生缺陷患病率数据，利用ＭＡＴＬＡＢ ６．５软件的神经网络工具箱构建ＢＰ神
经网络模型，训练与模拟网络，预测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沈阳市围产儿出生缺陷的流行趋势，并与传统的预
测方法进行比较。结果以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资料建立模型预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流行水平和趋势，结果患
病率回代平均误差率和ＲＭ分别为１．３４％和０．９８７４，外推预测平均误差率为１．７８％；以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资料建立模型预测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流行趋势，结果患病率回代平均误差率和Ｒ。分别为Ｏ．３３％和
０．９９５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出生缺陷患病率预测值分别为１１．００‰和１１．２９‰。结论

利用ＢＰ神经网络

进行疾病预测，不仅能获得更好的预测效果，而且对资料的类型、分布不作任何限制，是一种很好的流
行病学预测方法。

【关键词】出生缺陷；疾病预测；ＢＰ神经网络模型；患病率

Ｓｔｕｄｙ

０ｎ

ａ

ｂ舵ｋ ｐｍｐｏ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ＷＡＮＧ吼ｉ。，ＸＵ眠ｉ，ＺＨＥＮＧ翰０“”，ＺＨＯＵ Ｂ口０－船舱．＋如纰ｎｍ鲫ｆ矿励掘８ｍ洲恻，＠ｉ№
Ｍ匆ｄ矗ＷＺ Ｕｋｉ优，百ｉ￡ｙ，Ｓ＾Ｐ，２懈行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２００５

ｔｏ
ａｓ

ｇｉｖｅ ｃｌｕｅｓ
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１ 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ｏ
ｏｎ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ｔ ｔｏ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ＴＬＡＢ ６．５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ｙｅａ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ｒｒｏｒ

ｔｏ
ｔｏ

ｅｒｒｏｒ

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ｏｆ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ｏｇａｔｉｏｎ（ＢＰ）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ａｔｅｓ

ｔｏ

Ｎｅｕ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ＢＰ

ｎｏｔ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００１ｓ ｂｏｘ ｏｆ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ｙ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ｈｅｎ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ａｓ １．３４％，ＲＮＬ ｗａｓ ０．９８７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ｅｒｒ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ｗａｓ ０．３３％，ＲＮＬ ｗａｓ ０．９９５４，ｔｈｅ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ｗｅｒｅ １ １．００‰ａｎｄ ｌ １．２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ｒ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ＢＰ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１．７８％．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ｕｔ ｈａｄ

ｎ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ｈｍｉｔ

ｔｏ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ａｃｋ ｐｒＩ）ｐｏ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出生缺陷包括先天畸形、智力障碍、代谢性疾病

神经网络是一种不需要知道系统内部结构的输入输

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生缺陷已成为围产儿死亡

出系统的非线性映射，能够充分逼近任意复杂的非

和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每年约有２０

线性关系。神经网络理论中的Ｋ０１ｍｏｇｏｒｏｖ定理指

万～３０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

出：给定任一连续函数厂：Ｕ”一Ｒ”，厂（Ｘ）＝ｙ，式中

数年才表现出来的缺陷或遗传病，出生缺陷儿童总

己，是闭单位区间，厂可以精确地用一个三层网络来

数高达８０万～１２０万，约占年出生人口数的４％～

实现∞ｏ。因此，本文将沈阳市近１０年来围产儿出生

６％［２］，严重威胁儿童的健康。由于影响出生缺陷患

缺陷患病率所得的时间序列作为一个非线性系统进

病率的因素很多，而这些因素又很难进行定量化描

行ＢＰ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以达到对围产儿出

述，因此出生缺陷的患病率可认为是一个复杂的诸

生缺陷进行预测的目的。

多因素影响的非线性系统。ＢＰ（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ｏｇａｔｉｏｎ）
作者单位：１１０００１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

教研室（王玮、周宝森）；沈阳市卫生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许伟、
郑亚军）

基本原理
１．原理‘４引：ＢＰ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输
出层组成，每层有若干个节点（神经元），每个节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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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连接权重接受来自其他节点的信息，然后通过输

陷监测资料，监测对象为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５

入输出转换函数输出信息。ＢＰ算法的学习过程由

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沈阳市定点监测医院住院分娩的所

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两个过程组成，在正向传播过

有孕满２８周至产后７ ｄ的围产儿（包括活产、死胎、

程中，输入信息由输入层经隐含层传向输出层，若输

死产）。出生缺陷的诊断及分类均按照全国统一标

出层得不到期望的输出，则转入反向传播，将误差信

准，以ＩＣＤ一９为基础，按照《中国出生缺陷监测方案》

号沿原来的连接通路返回，修改各层节点间的连接

及《中国出生缺陷监测手册》中有关出生缺陷的定义

权重值，如此反复调整网络参数，使误差函数达到极

特征和诊断标准，由专职医生经临床体检和Ｂ超检

小为止。

查确诊并分类。

ＢＰ网络的时间序列预报模型：设时间序列Ｘ

２．ＢＰ神经网络模型构建、训练及模拟：以

（ｉ），ｉ＝１，２，…，Ｎ，其中的Ｎ为观测点的个数。预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出生缺陷数据作为训练数据集，

报模型可描述为：ｘ（￡）＝西［ｘ（ｆ一１），…，ｘ（ｆ一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数据作为预测样本。按ｚ

７＝—二知
儿ｌｄ＾＼ｚ，

声）］。式中：垂（．）为非线性作用函数；ｐ为模型的阶
数。时间序列预报模型建立的过程就是寻找西（．）

的过程。已经证明：如果网络中间层神经元的特性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选取３层网络，采用３—５—１体

系，即３个输入节点、５个隐含层节点及１个输出节
点。隐含层的传递函数采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厂（ｚ）＝

函数具有任意阶导数，中间层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设

１

置神经元个数，那么３层ＢＰ网络模型可以任意精

Ｉ三—ｉ，输出层采用线性函数。网络表达形式为：
上十已

度逼近任何连续函数。因此，只要选取合理的神经

ｎｅｔ＝ｎｅｗｆｆ（ｍｉｎｍａｘ（ｐ），［３，５，１］，｛７ｌｏｇｓｉｇ¨ｌｏｇｓｉｇ¨

网络结构参数，使用神经网络即可精确的反映出复

ｐｕｒｅｌｉｎｅ ７｝，７ｔｒａｉｎｌｍ ７）；ｎｅｔ＝ｔｒａｉｎ（ｎｅｔ，ｐ，ｔ）；ｙ＝ｓｉｍ

杂的非线性函数①（．）。由时间序列Ｘ（ｉ），ｉ＝１，

（ｎｅｔ，ｐ）。

２，…，Ｎ，可以构造Ｎ一声个样本：

３．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与传统预测模型比较：见

输入层向量

输出层向量

第一个样本

ｘ（１），…，ｘ（声一１），ｘ（户）

ｘ（户＋１）

；

；

；

第Ｎ—ｐ个样本

ｘ（Ｎ—ｐ），…，ｘ（Ｎ一２），ｘ（Ｎ一１）

ｘ（Ｎ）

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沈阳市定点监测医院出生缺陷患病率、
ＢＰ神经网络、ＡＲＩＭＡ及ＧＭ（１，１）预测值

将所构造的Ｎ一声个样本代入ＢＰ网络中进行学习
训练，学习训练后即可得到稳定的网络结构、连接权

值和阈值，这就建立了基于ＢＰ网络的时间序列预
报模型。

２．研究方法：利用ＭＡＴＬ姐６．５神经网络工具
箱进行ＢＰ神经网络模型构建、训练及模拟¨。，建立
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时间序列预报模型，并采用平

均误差绝对值、平均误差率及非线性相关系数ＲＮ。
指标，比较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与时间序列ＡＲＩＭＡ模

型、灰色模型的拟合及预测效果。平均误差率＝平

由表１可知ＢＰ神经网络患病率回代平均误差

均误差绝对值／实际值的均值；Ｒ。＝１一

率和ＲＭ分别为１．３４％和０．９８７４，外推预测平均误

＾／鱼乓掣，其中ｙ。是实际值，多ｉ是预测值。
ｒｉ—■———·７可

差率为１．７８％；时间序列ＡＲＩＭＡ模型患病率回代

厶了ｔ

平均误差率和ＲＮＬ分别为１１．０９％和０．８６２５，外推预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ＧＭ（１，１）分别通过ＳＰＳＳ中

测平均误差率为４．２９％；灰色模型患病率回代平均

ＡＲＩＭＡ ＰＲＯＣ和ＭＡＴＬＡＢ ６．５编程实现…。

误差率和Ｒ。分别为８．８６％和０．８９６７，外推预测平

、

实例分析

１．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沈阳市围产儿出生缺

均误差率为３．１５％。可以看出：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平
均误差率和非线性相关系数ＲＭ明显优于时间序列
模型和灰色模型，说明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拟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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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精度均较高。

科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将ＢＰ神经

４．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资料预测沈阳市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出生缺陷的流行趋势：见表２。
表２

·５０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沈阳市出生缺陷患病率模型拟合
和预测情况

网络模型应用于预测沈阳市围产儿出生缺陷的患病
率，根据本研究结果可见模型的拟合误差率和外推
误差率都较小，明显优于时间序列模型和灰色模型，
说明模型本身预测精度很高。而且，ＢＰ神经网络应
用于疾病预测，除了拟合和预测精度很高外，尚有无

需典型概率分布资料和当时间序列数据波动较大时
仍然适用的优点。
本文采用沈阳市１１年出生缺陷的监测资料，应
用ＢＰ神经网络对沈阳市未来几年出生缺陷的患病
率进行预测。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沈阳市２００６年出

生缺陷患病率将达到１１．００‰，２００７年将达到
１１．２９‰，呈缓慢上升趋势。本资料监测点的选择考

虑到了覆盖的人口数和监测医院的地域分布，基本
能够反映沈阳市出生缺陷患病率的实际水平。但
是，影响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以分
由表２可知患病率的平均误差绝对值为

成两类，一类是病因学因素，如有害的生物、物理、化

０．０３９３，平均回代误差率为０．３３％，ＲⅣＬ＝０．９９５４；

学因素所造成的出身缺陷发病率升高等；另一类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出生缺陷患病率预测值分别为

是监测方法问题，如内脏畸形及代谢和染色体缺陷
的监测与设备和技术相关，先心病检出率的上升并

１１．００‰和１１．２９‰。

非发病的增加，而是其检出技术的提高所致等。因
讨

论

目前许多预测方法逐渐被用于疾病预测。传统

的预测方法如时间序列模型旧ｏ、博克斯一詹金斯

此，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控制各种致病因素的发生，
并用较低的成本提高出生缺陷的诊断和识别能力应
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

（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法∽１、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弹性系数法
等。前两种方法属于趋势外推法模型，需要大量的
样本和典型的概率分布，且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较少
考虑疾病的影响因素；而后两种方法则是通过相关
因素的分析，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其关系并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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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键在于要正确地把握影响因素对事物的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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