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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应力应变影响因素及因子模式的基础上，将多层递阶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建立起多因

素时变监控模型。将回归系数与影响因子的乘积作为新因子计算时变参数，强化了高相关因子的预报作用，

提高了模型的预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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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安全监测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

合适的数学模型，将实测值与数学模型提供的预

测值进行比较，并判断是否出现异常情况，以便对

异常情况的可能发展趋势作出快速分析并决定相

应对策［１］。为了监测混凝土坝坝体内的应力状

况，一般会在大坝的关键部位埋设应变计、无应力

计、压应力计等监测仪器。由应力应变资料推导

得出的实际应力建立统计模型，其目的是为了了

解坝体内的应力应变随外界荷载变化的规律，预

测它们的发展趋势，进而为安全监控和应力应变

计算理论的修正提供依据。目前，对混凝土坝应

力应变的预报主要有回归模型、确定性模型、混合

模型、灰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等。其中灰模型和

神经网络模型一般只关注资料时间序列变化趋势

分析，较少考虑坝前水位、气温等环境因素对应力

应变预测的影响；回归模型、确定性模型、混合模

型等采用一个非时变参数模型来描述一个时变系

统，因而随着预测时间的增长预测误差也会很快

增加，其预测误差有时会大到难以容忍的程度，而

多层递阶方法［２，３］能充分考虑动态系统的时变特

性。本文结合多层递阶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两者

的优点，建立了混凝土坝应力应变监测数据的多

因素时变监控模型，使之既能较好地体现高相关

因子在预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又能充分考虑动

态系统的时变特性［４］。

１　应力应变监测的多因素时变模型

１．１　建模思路

在线性单输出系统的情况下，多层递阶预测

模型为［５］：

狔（犽）＝∑
犿

犻＝１
β犻（犽）狌犻（犽）＋犲（犽） （１）

式中，狔（犽）为预测对象；狌犻（犽）为预测因子；β犻（犽）

为时变参数；犿 为因子个数；犽为流动时间；犲（犽）

为零均值白噪声。在相同的情况下，回归模型为：

狔（犽）＝犪０＋∑
犿

犻＝１

犪犻狌犻（犽）＋犲（犽） （２）

式中，犪０、犪犻为非时变的回归系数。

比较式（１）、式（２）可以看出，两者的主要差别

在于权重系数。式（１）中的β犻（犽）是因子狌犻（犽）对

应的时变参数，它是时间的函数，其值主要取决于

各预测因子间的相对量值差异程度；式（２）中的犪犻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常系数，其值由因子与预测量

之间以及各因子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决定。为了

使新的预测方法能集多层递阶方法与回归分析方

法的优点，既能充分体现高相关因子在预测模型

中的重要作用，又能对时变动态系统具有较强的

适应能力，将多因素时变监控模型的基本数学模

型取为：



　第３３卷第９期 丛培江等：大坝应力应变监测的多因素时变分析模型

狔（犽）＝犪０＋∑
犿

犻＝１

犪犻β′犻（犽）狌犻（犽）＋犲（犽） （３）

式中，β′犻（犽）是新因子犪犻狌犻（犽）对应的时变参数。

１．２　应力应变监测的多因素时变模型

１．２．１　应力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应力（或应变）主要与水压、温度、自重、湿胀

以及时效等因素有关［６］：

σ＝σ犎 ＋σ犜 ＋σ犌＋σ犠 ＋σθ （４）

式中，σ犎、σ犜、σ犌、σ犠、σθ分别为应力的水压、温度、

自重、湿胀和时效分量。

１）水压分量σ犎。根据坝工理论和力学知

识，水压力产生坝体应力，可用水头 犎 的多项式

表示，即

σ犎 ＝∑

犿
１

犻＝１

犪犻（犎
犻
－犎

犻
０） （５）

式中，犪犻为水压分量回归系数；犎 为水头，当下游

无水时，犎 等于上游库水位减去坝底高程，下游

有水时，犎等于上游库水位减去下游水位；犎０为初

始水头，即基准应力时的水头；犿１为一般取３～４。

２）温度分量σ犜。温度分量是坝体和地基的

变温引起的应力，根据弹性理论，变温引起的温度

应力为：

σ犜 ＝∑

犿
２

犻＝１

犫犻犜犻 （６）

式中，犜犻为第犻支温度计的变温值，等于第犻支温

度计的瞬时变温减去初始温度；犿２为温度计的总

支数。

当坝体温度计支数很多时，每层实际温度分

布近似用等效温度（即平均温度 珡犜犻和梯度β犻）来

代替，即

σ犜 ＝∑

犿
２

犻＝１

犫１犻珡犜犻＋∑

犿
２

犻＝１

犫２犻β犻 （７）

式中，珡犜犻、β犻为第犻层等效温度的平均温度和梯度

的变化值，等于观测应力与初始应力所对应的第

犻层等效温度的平均温度和梯度的差值；犿２为温

度计的层数。

当坝体混凝土无温度计时，对长期运行的大

坝，由于坝体混凝土温度已达到准稳定温度，则可

用周期项来表示［７，８］。

３）自重应力分量σ犌。坝体在自重和竖直荷

载作用下将产生应力，因此，自重应力分量取决于

坝体高度或浇注高度所对应的自重及其他竖直荷

载。根据弹性理论可得：

σ犌 ＝犳（ρ犵，犔，…） （８）

即自重应力分量与混凝土的容重γ、坝体的几何

尺寸犔等有关。当坝体高度一定时，σ犌是定值；当

坝体边浇注、边观测应力时，σ犌随坝体浇注高度的

变化而变化。

４）湿胀应力分量σ犠。当坝体混凝土含水量

增加到一定值时，湿胀应力是一个常量。因此，在

统计分析时，不选择其因子，该分量将由统计模型

中的常数项来反映。

５）时效分量σθ。应变的时效分量成因比较

复杂，它是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因而很

难用精确的理论公式表示。参照文献［６］，取为：

σθ＝犮１（θ－θ０）＋犮２（ｌｎθ－ｌｎθ０） （９）

式中，θ为测值当天到始测日之间的累计天数除

以１００；θ０ 为建模系列起始日至始测日的累计天

数除以１００，此处θ０＝０．０１；犮１、犮２ 为时效分量回

归系数。

综上所述，应力的回归模型为：

σ＝犪０＋∑

犿
１

犻＝１

犪犻（犎
犻
－犎

犻
０）＋σ犜 ＋

犮１（θ－θ０）＋犮２（ｌｎθ－ｌｎθ０） （１０）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温度影响因子σ犜。式中，观

测值σ要扣除自重应力σ犌。

１．２．２　多因素时变模型

由式（３）及式（１０）可以得到应力应变监测的

多因素时变模型。以温度影响因子σ犜选择周期

项为例：

σ（犽）＝犪０＋∑
４

犻＝１

犪犻β犻（犽）（犎
犻
－犎

犻
０）＋

∑
犿

犻＝１

犫１犻γ１犻（犽）ｓｉｎ
２π犻狋
３６５

－ｓｉｎ
２π犻狋０（ ）３６５［ ＋

犫２犻γ２犻（犽）ｃｏｓ
２π犻狋
３６５

－ｃｏｓ
２π犻狋０（ ）］３６５

＋

犮１λ１（犽）（θ－θ０）＋犮２λ２（犽）（ｌｎθ－ｌｎθ０）（１１）

式中，犪犻、犫１犻、犫２犻、犮犻为回归系数；β犻（犽）、γ１犻（犽）、

γ２犻（犽）、λ犻（犽）为相应的时变参数。

１．２．３　多因素时变模型求解步骤

１）回归分析，求得相对应的回归系数犪犻、犫１犻、

犫２犻、犮犻及常数项犪０；

２）令σ′（犽）＝σ（犽）－犪０作为新的预测量，

狌′犻（犽）＝犪犻狌犻（犽）作为新的预测因子，则有：

σ′（犽）＝∑
犿

犻＝０
β′犻（犽）狌′犻（犽）＋犲（犽） （１２）

此时，应用多层递阶方法中的时变参数跟踪递推

算法公式：

＾
β′犻（犽）＝

＾
β′犻（犽－１）＋

１

∑
犿

犻＝１

狌′犻（犽［ ］）２

狌′犻（犽）·

狔′（犽）－∑
犿

犻＝１

狌′犻（犽）^β′犻（犽－１［ ］） （１３）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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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１２）的时变参数进行跟踪，则可得到一系

列的时变参数跟踪估值序列＾β′犻（犽｛ ｝）。

３）对 计 算 得 到 的 时 变 参 数 估 值 序 列

＾
β′犻（犽｛ ｝）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变化特点选取合适

的时变参数预测模型，如均值近似法、多层ＡＲ模

型递阶法、分段周期变量法、定常增量法、多项式

拟合法等，则可求得时变参数预测值＾β′″犻（犽｛ ｝）。

４）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系统状

态预测方程为：

σ^′（犽）＝∑
犿

犻＝０

＾
β′″犻（犽）狌′犻（犽） （１４）

σ′（犽）＝α０＋∑
犿

犻＝１

α犻^β′″犻（犽）狌′犻（犽） （１５）

应用式（１５）则不难求得系统的状态预测值。

２　计算实例

某水电站是黄河上游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

位于我国青海省。枢纽挡水建筑物由混凝土双曲

拱坝、左岸重力墩、副坝、坝后双排机厂房和两岸

泄水道等组成。三心圆双曲拱坝最大坝高１５５

ｍ，厚高比０．２９，坝顶轴线长４１４ｍ，最大底宽４５．

０ｍ，坝顶基本宽度８ｍ，实际结构宽度１０～２１

ｍ；左岸重力墩最大高度２８．５ｍ，长约５７ｍ；左岸

混凝土重力副坝坝高３２．５ｍ，长１００ｍ；滑雪式

泄水建筑物由坝身左岸中孔、底孔和右岸中孔组

成，中孔和底孔均为挑流消能。电站引水发电建

筑物由５条直径８ｍ的坝后背管、坝后双排机组

厂房和尾水渠组成。坝体应力应变观测是该拱坝

最重要的监测项目之一，根据双曲拱坝的受力特

点，拱坝应力应变的监测仪器按照“四拱三梁”的

原则布置。四拱高程分别为２０５８ｍ、２０８３ｍ、

２１１０ｍ、２１５０ｍ，三梁断面分别为６＃、１１＃、１６＃

坝段。以大坝１１＃坝段Ｓ１１４１～４５Ｘ为例进行

分析。建模资料序列选取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６年

６月的时段，以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的时

段（共６个测值）作为预测空间。

由式（１１）经逐步回归分析可得到Ｓ１１４１～

４５Ｘ测点的回归模型为：

σ（犽）＝３．７８×１０－
１
＋８．９４×１０

１（犎－犎０）－

　　（犎
２
－犎

２
０）＋４．９８×１０

－３（犎３－犎
３
０）－

　　９．２９×１０
－６（犎４－犎

４
０）＋６．６１×１０

－２
×

　　（ｓｉｎ（２π狋／３６５）－ｓｉｎ（２π狋０／３６５））＋６．２７×

　　１０
－１（ｃｏｓ（２π狋／３６５）－ｃｏｓ（２π狋０／３６５））＋

　　５．２８×１０
－２（ｓｉｎ（４π狋／３６５）－ｓｉｎ（４π狋０／３６５））＋

　　１．６０×１０
－１
λ１（犽）（θ－θ０）－７．６６λ２（犽）×

　　（ｌｎθ－ｌｎθ０） （１６）

考虑参数的时变特性，式（１６）变为：

σ（犽）＝３．７８×１０－
１
＋８．９４×１０

１

β１（犽）（犎－犎０）－

β２（犽）（犎
２
－犎

２
０）＋４．９８×１０

－３

β３（犽）（犎
３
－犎

３
０）－

９．２９×１０
－６

β４（犽）（犎
４
－犎

４
０）＋６．６１×１０

－２
×

γ１１（犽）（ｓｉｎ（２π狋／３６５）－ｓｉｎ（２π狋０／３６５））＋

６．２７×１０
－１
γ２１（犽）（ｃｏｓ（２π狋／３６５）－ｃｏｓ（２π狋０／

３６５））＋５．２８×１０－
２
γ１２（犽）（ｓｉｎ（４π狋／３６５）－

ｓｉｎ（４π狋０／３６５））＋１．６０×１０
－１
λ１（犽）（θ－θ０）－

７．６６λ２（犽）（ｌｎθ－ｌｎθ０） （１７）

　　根据式（１２）、式（１３）可计算得到时变参数估

值序列＾β′犻（犽｛ ｝），其过程线见图１。由过程线可以

看出，时变参数估值序列＾β′犻（犽｛ ｝）中与水压因子对

应的时变参数序列 β犻（犽｛ ｝）（犻＝１，４）呈现明显的

准周期变化；与温度因子、时效因子对应的时变参

数序列为常数，分别为γ１１（犽）＝５．３６×１０
－４，

γ２１（犽）＝７．０５×１０
－３，γ１２（犽）＝１．０３×１０

－３，λ１（犽）

＝－２．６０×１０－２，λ２（犽）＝５．６５×１０
－２。对时变参

数序列 β犻（犽｛ ｝）采用 ＡＲ模型递推算法建立时变

参数演变规律模型。再根据式（１７）可计算得到该

测点在相应测日和环境量下的拟合值。图２为实

测值与多因素时变模型及逐步回归模型的对比分

析过程线。表１为多因素时变模型和逐步回归模

型的预测结果。由图２及表１可以看出，多因素

时变模型的拟合值与实测值更接近。

表１　实测值与预测值对比分析表／ＭＰａ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ｔａ

日期 实测值 多因素时变模型 回归模型

２００６０７２０ －１．１４ －１．０９ －０．９２４

２００６０８２２ －１．４９ －１．４３ －１．３３

２００６０９１８ －１．７３ －１．６６ －１．５８

２００６１０２６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７０

２００６１１２３ －１．７０ －１．７５ －１．６５

２００６１２１４ －１．５６ －１．６０ －１．５２

３　结　语

常规的回归模型较好地反映了各影响因素与

应力应变之间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然而

采用非时变参数模型来描述一个时变系统，难以

反映系统的时变特性。本文结合多层递阶方法与

回归分析方法两者的优点，建立了混凝土坝应力

应变的多因素时变监控模型，使之既能较好地体

现高相关因子在预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又能充

分考虑动态系统的时变特性。将回归系数与影响

因子的乘积作为新因子计算时变参数，强化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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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时变参数估值序列变化过程线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ｏｆ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图２　实测值与预测值

对比分析过程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ｔａ

相关因子的预报作用，有助于提高模型的预报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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