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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在失去土地农民心理健康
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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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介绍人工神经网络（ＡＮＮ），结合实例比较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在解决分类问题的优缺点。以
１０７０名失去土地农民心理健康调查资料为例建立ＡＮＮ模型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比较两种模型的优
劣。测试集样本ＢＰ神经网络预测精度为９４．２９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预测精度为５１．０２８％，ＢＰ神经网络具

有良好的泛化能力。结论：当传统统计分析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效果不佳时ＡＮＮ能够达到良好的
预测结果，在医学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人工神经网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失去土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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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在医学研究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旨
在找出把给定数据集分成若干类的具体分类规则。
人工神经网络（ＡＮＮ）是目前最常用的解决分类规

实ＡＮＮ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类预测性能的差别。
基本原理

则提取问题的机器学习方法之一［１】。ＡＮＮ是数据

ＡＮＮ是借鉴生物神经系统提出来的，其基本原

挖掘中的一种高效的分类方法心］，它是由大量的处

理是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播与反馈旧１。其中常用的

理单元互相连接而成的网络，能够模拟大脑的基本

ＢＰ网络为三层结构，包含输入层、输出层以及处于

特性，进行识别和训练，而且不需要先验知识，但其

输入输出层之间的隐层（图１）。每层至少有一个以

内部规则可理解性差，不易从中提取规则。常用的

上结点（神经元），与层对应地输入结点、隐结点和输

ＡＮＮ模型有前向网络的ＢＰ模型和径向基网络的

出结点Ｈ】。隐层中的结点不直接与外界连接，但其

ＲＢＦ模型。根据两种算法的特点，引以具体的实

状态影响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输入结点、隐结点、

例，将进一步对决策树和ＡＮＮ算法性能进行对比

输出结点之问的关系通过网络系数（权重和阈值）来

分析，具体试验选用的是ＡＮＮ中的ＢＰ网络模型和

反映。训练前，先通过一定方法赋予网络初始权重

最常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ＢＰ网络模型是ＡＮＮ的

和阈值，然后利用训练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使网络

典型模型，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是预测与因素筛选最常用

输出满足期望需求。训练成熟后的神经网络即可投

的基本模型，用它们两者的对比分析可以很好地证

入实际应用，可用于分类、预测等决策支持。ＢＰ神
经网络学习计算分为几个步骤：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厅社会科学基金课题（ＢＳ２００５０１８）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２徐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

１．初始化网络系数，随机赋给各层结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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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权重及阈值。

瓦‘川，２瓦（。）＋△Ｌ＝瓦‘·）＋碱挑
Ｏ．

ｑ

ｑ

（６）

式中，瓦（。）为修正前的连接权重，７为学习率，其他
输出层

参数含义同前。
（２）输入结点』到隐结点ｉ的连接权重按公式

隐层

（７）修正：

输入层

耳。

工１

工２

图１

一ｊｏｌ

＿％（１＋ｊ）＝Ｗ。（。，＋ＡＷ＃＝Ｖ％（ｔ）＋叩公’ｉ弓

（７）

式中，眠（。）为修正前的连接权重，叩７为学习率，其他

‘

参数含义同前。

ＢＰ神经网络示意图

（３）输出结点１的阈值按公式（８）修正：

２．输入训练样本向量（ｚ。，ｚ１’．一，而，…）。
３．计算隐层和输出层结点的输出，其中①隐结
点ｉ的输出ｙ。用公式（１）计算：

Ｏｔ

（８）

ｃｋ＋ｆ）＝ＯｔｃＩ）＋碱

式中，０ｍ）为修正前的阈值，其他参数含义同前。
（１）

Ｙｔ＝，（∑ｊＷｏ为一０ｉ）＝，（ｎｅｔｉ）

式中，Ｙ。为隐层第ｉ个结点的计算输出，Ｗｉ为输入
结点歹至隐结点ｉ的连接权重，ｚ，为输入结点歹的
输入值，Ｏｉ为隐结点ｉ的阈值，厂为激活（作用）函

（４）隐结点ｉ的阈值按公式（９）修正：
（９）

Ｏｉ（＾＋ｆ）＝０ｆ（＾）＋叩７占７ｉ

式中，０ｍ）为修正前的阈值，其他参数含义同前。
６．转步骤２，直到收敛。

数，最常用激活函数为Ｓ型的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②输
实例分析

出结点ｌ的输出０，用公式（２）计算：
０ｆ＝厂（∑ｔ；∞一以）＝，（ｎｅｔ，）

（２）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现
有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于是

式中，Ｏ。为输出结点１的计算输出，瓦为隐层结点ｉ

城市逐渐向周边农村扩张”】，大批农民离开祖祖辈

至输出结点ｌ的连接权重，以为输出结点ｌ的阈值，

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冠以“失地农民”的标志，徘徊

其他参数含义同前。

在城市和农村的交界处，心理出现不适应及发生心

４．计算误差：

理异常【引。本调查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对徐州市周边地

（１）总误差Ｅ按公式（３）计算：

区１０７０名失地农民开展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健康状况、社会关怀等６３项及

Ｅ＝÷莘＠飞）２＝号手［矿ｆ（∑，Ｔｔｉｙｌ．咱）］２

心理状况评定量表（ＳＣＬ．９０），了解失地农民心理健

＝÷军｛岛一，［翠Ｔｆ；，（；ｗ。弓一仇）一０１］｝２

（３）

康状况，观察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为制定失地农
民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式中，ｔ，为输出结点１的期望输出值，其他参数含义

１．变量选择：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软件建立数据库后同

时建立ＢＰ神经网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采用ＳＰｓｓ

同前。
（２）输出结点ｌ的误差为盈根据公式（４）计算：

公司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ｅ １２．０软件建立模型，以比较两种模
型的优劣。数据审核之后，建立缺失值超节点以

盈＝（ｔｆ一０１）厂（ｎｅｔ２）

（４）

（３）隐结点ｉ的误差为艿７。根据公式（５）计算：
艿７；＝厂（ｎｅｔｆ）∑盈Ｔｕ

（５）

５．修正连接权重及阈值：
（１）隐结点ｉ到输出结点ｚ的连接权重按公式
（６）修正：

Ｃ＆ＲＴ算法填补缺失值。两种模型均选择全部６３
项指标，将１０７０名失地农民随机分为７０％训练样
本集、３０％测试样本集。
２．建立模型：
（１）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建立：先后采用１、２、３隐层
数建立模型，比较三种结构的拟合效果（图２）。从图
２可以看出ＢＰ网络不随隐层数增加而精度增加，故

·１０４０·

选择单隐层ＢＰ网络。初始学习率设置为０．３，为提高

次、社会支持层次、行为层次。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只能

训练速度在模型训练中增加动量项ａ＝０．９。

说明各变量的流行病学意义，是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不能及的特性。

围２

三种不同结构ＢＰ网络收益图

圈３

（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表１

两种模型收益图

两种模型测试结果比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建立模型，选人方程内变量的方法为全
变量模型。建立好的模型其预测精度为５１．０２８％。
３．结果分析：从图３可以看出，ＢＰ神经网络在
前期快速升高并在达到高点后趋于平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讨

归增益上升较慢。图３从左至右的走势通常是从

论

０％到１００％。优秀模型的收益图将陡升至１００％，

从预测角度来看，ＡＮＮ预测精度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然后保持平直。无法提供有用信息的模型将呈对角

归精度高。这种高精度易实施的模型在将来的心理

线状，即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由此看来ＢＰ神经网

健康筛检中可以考虑采用。综合两模型因素顺位可

络拟合效果较优。

见危险因素分为３个层次：个体层次、社会支持层

经测试集测试结果如表１所示，ＢＰ神经网络预

次、行为层次。从个体层次上，中青年、健康状况不

测精度为９４．２９９％，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６２；

好的容易产生敌对心理，而与是否拥有医疗保险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预测精度为５１．０２８％，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关，提示敌对心理可能与个体心理期待和欲求较高

为０．７７１，两模型建模时间均＜１ ｒａｉｎ。可以看出ＢＰ

而现实的满足程度较低有关，简单的医疗服务可能

神经网络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

无能为力。从社会支持层次上父母身体状况好、对

为观察各模型中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影响程度，

政府的补助满意、能够得到家人的帮助不容易产生

输出两种模型按因素重要性排序前１０位因素顺位

敌对心理。行为层次上，经常与别人聊天，对未来充

图（图４）。由此可以看出，ＢＰ神经网络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满信心成为保护因素，一般的娱乐休闲活动没有影

归筛选出的前１０位因素可概括为３个层次：个体层

响敌对因子。

圈４

ＢＰ神经网络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影响因素顺位图

目前ＡＮＮ在统计学领域主要应用在预测、判

解决，如权重系数的假设检验、计算权重系数的可信

别分类问题中，它通过对有代表性实例的学习和训

区间、含隐含层时权重系数的医学解释以及网络结

练，能够掌握事物本质特征，一个训练好的ＢＰ网

构的优化选择等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络，理论上能够逼近任何输入（自变量）和输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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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医学资料中，如果能将ＡＮＮ与其他方法联
合应用，充分利用各种方法的优点，将大大提高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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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分类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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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应用价值。

（本文编辑：张林东）

此外，ＡＮＮ应用于统计领域尚有一些问题有待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赡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没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儿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孟±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景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
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
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日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鹰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汁类型、定性变最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及分析Ｉ：ｔ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ｘ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
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问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Ｘ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町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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