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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支持向量机在洪灾区创伤性应激障碍
预测中的应用
黄鹏谭红专周立波奉水东

【导读】

应用支持向量机对洪灾区居民创伤性应激障碍（ＰＴｓＤ）的发生进行预测。使用美国《精

神障碍的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ＤｓＭ．Ⅳ）中关于ＰＴＳＤ的诊断标准对洪灾区成年人进行评定，以是否
发生ＰＴＳＤ为应变量，以影响ＰＴＳＤ发生的２３个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基于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的预测模
型，对遭受洪灾后ＰＴＳＤ的发生进行预测。将影响ＰＴＳＤ发生的２３个因素纳入预测模型后，测试集
ＳＶＭ分类与实际类别的一致率为８８．０５％，灵敏度为７５．０％，特异度为８９．４％。结论：应用ＳＶＭ建立预
测模型对于洪灾区ＰＴＳＤ发生的预测具有较好的效果，被纳入的２３个因素作为输入向量有良好的预测
效率。
【关键词】

洪灾；创伤性应激障碍；预测；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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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Ｖａｐｎｉｋ”１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进行探讨。

代提出的一种新的机器学习方法，它是建立在统计

基本原理

学理论的ＶＣ维（Ｖａｐｎｉｋ Ｃｈｅｒｖｏｎｅｎｋｉ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理
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ｉｓｋ

１．最优超平面和支持向量：ＳＶＭ是从线性可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基础上的，在解决

情况下的最优分类面发展而来的，也是统计学习理

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问题中表现出优于

论中最实用的部分。其基本思想可用图１的两维情

传统学习机器的性能瞰引，成为近年来学习机器领域

况说明。图１中，实心点和空心点代表两类样本，

研究的一个热点，并逐渐在医学领域中得到应用。

日为分类线，日。、飓分别为离分类线最近的样本且平

本研究应用洪灾后创伤性应激障碍（ＰＴＳＤ）发生的

行于分类线的直线，它们之间的距离叫做分类间隔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资料来说明ＳＶＭ的应用，并对洪灾区ＰＴＳＤ的预测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２２

（ｍａｒｇｉｎ）。所谓最优分类线就是要求分类线不但能
将两类正确分开（训练错误率为０），而且使分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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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最大。推广到高维空间，最优分类线就变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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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线性可分的样本集为（‰ｙ１），汪１，…，凡；
并∈启，ｙＥ｛＋１，一１｝。ｄ维空间中的线性判别函数

统计学系

为：ｇ（菇）＝埘·菇＋ｂ，分类面的方程为：Ｗ．ｚ＋ｂ＝０。对

通信作者：谭红专，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ｈｚ９９＠ｑｑ．ｔｏｍ

其进行归一化，使得所有样本都满足Ｊ ｇ（石）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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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优线性分类问题，只需要知道该空间中的内积运算
即可。
对非线性问题，可以通过非线性变换转化为某
个高维空间中的线性问题，再变换空间求最优分类
面。根据泛函的有关理论，只要一种核函数Ｋ（‰曲
满足Ｍｅｒｃｅｒ条件，它就对应某一变换空间中的内
积。因此，在最优分类面中采用适当的内积函数Ｋ

图１线性可分隋况下的最优分类面

（‰舫）就可以实现某一非线性变换后的线性分类，

即离分类面最近的样本满足Ｉ ｇ（ｘ）Ｉ＝１，这样分

而计算复杂度却没有增加。相应的最优分类函数也

类间隔就等于２川Ｗ ｌ｜。因此要求分类间隔最大，

变为：

就是要求ｌ｜Ｗ ０或ＩＩ

Ｗ

ＩＩ ２最小。而要求分类面对所

有样本正确分类，就是要求满足：

ｎ

）ｆｉｘ）＝ｓｇｎ［∑ａｌ ｙＸ（ｘ。·茗）＋６］

（８）

（１）

这就是ＳＶＭ。概括地说，ＳＶＭ就是首先通过用

ＩＩ ２最小的分类面就是

内积函数定义的非线性变换将输入空间变换到一个

最优分类面。过两类样本中离分类面最近的点且平

高维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求最优分类面。ＳＶＭ的分

行于最优分类面的超平面鼠、见上的训练样本就称

类函数在形式上类似神经网络，输出是中间节点的

为支持向量。

线性组合，每个中间节点对应一个输人样本与一个

弘［ｗ％）＋６］一１≥０，ｉ＝１，２，…，ｎ

因此，满足以上公式且使ＪＩ

Ｗ

求最优分类面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下的约束化

２．核函数：选择不同的核函数可以构造不同类

问题：

ｍｉｎｉｓｅ÷ｆｆ埘ｆ』２

（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越ｗ％）ｑ－ｂ］一１≥ｏ，ｉ＝１，２，…，ｎ

（３）

这是一个二次凸规划问题，由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
件都是凸的，根据最优化理论，这一问题存在惟一全
局最小解。

ａ，ｌｙ，［ｗ％＋６］一１｝－－－－０

采用的内积核函数有４类：①线性核函数（１ｉｎｅａｒ

ｋｅｒｎｅｌ）：Ｋ（纠为）＝麓·筋；②多项式核函数（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Ｋ（”筋）＝［（”鼍）＋１］“；③径向基核函数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Ｋ（”ｘｉ）＝ｅｘｐ｛－ｙ ｌＩ Ｘ，ｉ一而ｌｌ ２｝

ｔａｎｈ［ｖ（ｘｉ·笱）＋ｃ］。ＳＶＭ的性能与核函数密切相
关，在以上核函数中，最常用的是径向基核函数。

（５）

其中，ａ，６为确定最优划分超平面的参数，”菇为两
个向量的点积。由式（４）可知，非支持向量对应的ａｉ
都为０，求和只对少数支持向量进行。
在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可以在式（１）中增加
一个松弛项毫≥０，成为：
ｙｌｌ ｗ·溉）＋６ｊ一１＋鲁≥ｏ，ｉ＝１，２，…，ｎ

问题中，通常是直接给出核函数。目前，ＳＶＭ普遍

ｙ＞０；④ｓｉｇｍｏｉｄ核函数（ｓｉｇｍｏｉｄ ｔａｎｈ）：Ｋ（氟·扬）＝
（４）

最后可得到解上述问题的最优分类函数为：

ｆ（ｘ）＝ｓｇｎ［∑ａｉ∞（”省）＋６］

型的ＳＶＭ，从而形成不同的支持向量算法。在实际

（ｒａｄｉａｌ

应用ｈｎ．Ｔｕｃｈｅｒ）：

实例分析
ＰＴＳＤ是指对亲身经历或目击的导致或可能导
致自己或他人死亡或严重躯体伤害的意外或严重创
伤的强烈反应Ⅲ。各种灾害（如地震、洪水等）、意外
（如交通、生产事故等）、重大生活事件（如失业、遭受
强暴、离婚、移民等）都可能造成ＰＴＳＤ的发生∞】。

（６）

将目标改为求

（ｗ，∈）＝÷０

支持向量的内积，因此也被称作支持向量网络。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不同原因导致的
ＰＴＳＤ的发病及影响因素，较少针对ＰＴＳＤ的发生进

Ｗ

０ ２＋ｃ（∑鲁）

（７）

行预测研究，尤其是遭受洪灾人群发生ＰＴＳＤ的预
测分析。

的最小值，即折中考虑最少错分样本和最大分类间

１．数据来源：在１９９８年湖南省遭受严重洪涝灾

隔，这样就得到广义最优分类面。其中，Ｃ是惩罚因

害的地区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湘西泸溪

子，Ｃ＞Ｏ，它控制对错分样本惩罚的程度。

县，洞庭湖区常德安乡县，岳阳市岳阳县、华容县、临

式（５）只包含待分类样本与训练样本中的支持

湘县、钱粮湖农场，益阳市资阳区民主垸、大通湖农

向量的内积运算，可见，要解决一个特征空间中的最

场，共４个地市中的８个县５５个乡或分场４３８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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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再随机抽取一半的户，对所抽户全部１６岁及以

表１洪灾区ＰＴＳＤ发生的影响因素及赋值
变

上的人群进行人户调查和临床检查。调查时间为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５月。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
问卷２５ ４７８份，其中男性１３ ４８０份，女性１１ ９９８份；

量

赋值

０１年龄（岁）

１＝１６～：２＝３５～；３＝５５～

０２性别

Ｏ＝男：ｌ＝女

０３职业

Ｏ＝农民；ｌ＝非农民

年龄为１６～１０１（３９．４３±１３．８１）岁。２５ ４７８例调查

０４文化程度

１＝文盲；２朝中；３气葛中及以上

者中，有ＰＴＳＤ ２３３６例（９．２％）。

０５受灾类型

１－－＿聩水；２＝溃垸；３＝山洪爆发

０６受灾程度

１＝轻度；２＝中度；３＝重度

０７家庭经济状况

１＝差；２＝中等；３＝好

２．调查内容：①一般资料；②受灾情况与经历；
（妻）ＰＴＳＤ临床检查中，询问受试者有无ＤＳＭ．１Ｖ中的

０８对生活的满意度

ｌ＝满意；２＝不满意

１７条“症状及症状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并予以

０９洪水期间曾经掉在水里等待救援

Ｏ＝否；１＝是

判断；④社会支持评分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

１０洪水期间曾经被水围困等待救援

ｏ＝否；１＝是

评定量表（ＳＳＲＳ）进行社会支持评分ｐ１；⑤个体的性

１１洪水期间自己受了重伤

Ｏ＝否；ｌ＝是

１２洪水期间有亲人受了重伤

Ｏ＝否；ｌ＝是

１３洪水期间曾亲眼看见别人被淹死

０＝否；１＝是

格和心理特征采用龚耀先”伽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
（ＥＰＱ）进行调查。所有调查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１４洪水期间有和水中死人呆在—起的经历Ｏ＝否；１＝是

医务人员入户实施，操作原则为“半定式检查，定式

１５此次是第一次遇到洪水

Ｏ＝否；１＝是

记录”。

１６洪水将你和你的家人冲散了

０＝否；１＝是

１７你是否比较活跃

０＝否；１＝是

１８你有许多朋友吗

０＝否；ｌ＝是

１９你认为你是一个乐天派吗

ｏ＝否；ｌ＝是

ＳＶＭ分析软件是由Ｌｉｎ提供的ＬＩＢＳＶＭ””，是目前

２０你是否有许多不同的业余爱好

Ｏ＝否；１＝是

比较流行的序贯最小优化（ＳＭ０）算法ｎ２’”，。

２ｌ曾参加过抗洪抢险

０＝否；１＝是

２２曾经冲进洪水中救人

Ｏ＝否；ｌ＝是

２３社会支持总分

１＝较差；２＝中等；３＝较好

３．ＰＴＳＤ预测模型的建立和运用：所有资料均编
码后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逻辑检错。本研究使用的

（１）影响因素的选择：ＰＴＳＤ发生的影响因素主
要包括遭遇（目击或亲身经历）应激事件的具体状况
（如环境、时间、强度）、个人的心理素质、社会支持获

练集分成后个子集（样本数量大致均匀），每个子集

得等。根据现有资料及专业经验，本研究重点考虑的

分别作为测试集，其余子集样本作为训练集，即建模

影响因素为年龄、性别、职业、受灾类型、受灾程度、

埘欠，用后次的平均绝对误差评估模型性能，进而确

社会支持总分（该总分被分为较差．中等、较好３个层

定模型的最优参数对（ｃ，７）。本研究采用平行网格

次ｐ，）等２３个因素。具体因素的名称和赋值见表ｌ。

搜索方法（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ｒｉｄ

ｓｅａｒｃｈ）来寻找较好的（Ｃ，Ｙ）

（２）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分配：本研究中全部

对。对于每对（Ｃ，ｙ）采用交叉验证法逐个尝试，最

４７８例调查对象按７：３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样本和

后选择交叉验证准确率最好的（Ｃ，Ｙ）作为ＲＢＦ的

测试样本，样本的类分布与在原始数据中的分布大致

参数。这种方法非常直观，也容易理解。有研究发

相同，训练和测试样本的样本含量分别为１７ ７３５例

现成幂指数级增长的（ｃ，ｙ）是不错的选择对象ｕ卅，采

（ＰＴＳＤ阳性１６２４例，９．１６％）和７７４３例（ＰＴＳＤ阳性７１２

用幂指数作为核参数也有利于在计算机里进行计

例，９．２０％），训练样本用于建立ＰＴＳＤ发生预测模型，

算。图２所示的是在ｌｏｇ：Ｃ＝一５。１５，ｌｏｇ：ｙ＝一１４。

测试样本用于检验模型的预测效果。

２的区域内，采用１０折交叉验证法，当ｌｏｇ：Ｃ＝７，

２５

（３）建立基于ＳＶＭ的ＰＴＳＤ预测模型：①确定

ｌｏｇ：ｙ＝一５时搜索到的精度比较高，训练集分类正

ＳＶＭ的核函数类型。选择合适的核函数，可提高预

确率达到了９０．３８％左右。因此在对ＰＴＳＤ样本进行

测精度，降低噪声的影响。通常认为径向基函数

测试时，选择（Ｃ，ｙ）＝（１２８，ｏ．０３１ ２５）的核参数可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对强）具有性能好且稳定和调

以得到较优的效果。③用训练样本训练具有优化参

节参数较少等优点…】。因此，本研究使用ＲＢＦ核函

数的ＳＶＭ分类器，获得支持向量，确定ＳＶＭ的结

数的支持向量分类模型。②ＳＶＭ预测模型的参数

构，然后对测试样本进行预测。

优化。模型中Ｃ、７参数的选取，直接影响模型的预

（４）模型分析：本研究利用训练集建立预测模

测性能和推广能力。目前尚没有通用的ＳＶＭ参数

型，对测试集洪灾区人群是否患ＰＴＳＤ进行分类，默

选择模式，只能凭借经验和试验对比。本研究利用

认判别分界点（ｃｕｔｐｏｉｎｔ）为Ｏ．５，测试集ＳＶＭ分类与

多重交叉验证（ｋ．ｆｏｌｄ

实际类别的一致率为８８．０５％。该方法的灵敏度为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的方法和网格

搜索法（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寻找ｃ和ｙ［１１］０其原理是：将训

７５．０％，特异度为８９．４％（表２）。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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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区卫生防疫站、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卫生防疫站、湖南省岳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益
阳市大通湖区卫生防疫站的大力协助，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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