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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地判别和定位大坝安全监控数据中的粗差，将数学形态滤波应用于粗差检测，针对大坝监控

数据的变化特点研究了其算法和结构元素的选取。首先根据实测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结构元素，然后根据

所选的结构元素对数据进行数学形态滤波处理，最后根据实测值与滤波结果之间差值的大小应用四分点法

拟定门限来判别粗差。对某混凝土坝裂缝开度数据加入粗差以模拟实际的情况，并采用该方法来检测加入的

粗差，滤波得到的结果有效抵挡了粗差的影响，加入的粗差全部被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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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坝进行安全监控，并融汇多种理论方法

对监控资料进行分析，这对监控大坝的安全运行

起着重要作用。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粗差一方

面可以归入函数模型；另一方面，粗差也可以归入

随机模型［１］。粗差归入函数模型时，单个粗差的

检测方法即知名的数据探测法，这种方法不能自

动地给出粗差的位置和大小，对于多个粗差的定

位比较困难［１］。将粗差归入随机模型，则可以导

出粗差定位的选择权迭代法［１，２］。但这种方法需

进行迭代计算，计算量较大。

由于含粗差的观测值在量值上与周围的正常

观测值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在数据过程线上表现

为向上或向下的突变点。在数字图像处理领域已

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形态方法［３，４］能够有效地去

除图像上的突变和毛刺，本文将其原理应用于大

坝安全监控数据，用数学形态滤波［５９］平滑实测数

据，并根据实测数据与平滑值之间的差距来判别

粗差。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运算速度快，不失为检

测粗差的一种有效途径。

１　监控数据的数学形态滤波

１．１　实测数据的构成成分

从误差的角度来看，大坝安全监控的实测数

据由真实值、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粗差四个部分

组成。真实值是指监测量的真实大小，如裂缝的

真实开度、建筑物的实际位移等。对于大坝安全

监控来说，监测量的真实值通常受降雨、温度、水

位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些环境因素通常

呈年周期的变化规律，因而大坝安全监控的实测

数据往往存在年周期性的变化。系统误差是非随

机性误差，它分为可变系统误差和恒定系统误差，

可变系统误差通常呈线性、周期性或某种复杂规

律性的变化，而恒定系统误差是一个恒定常量。

真实值和系统误差通常可以看作呈连续性的变

化，反映在过程线上为一条带有周期性变化的连

续过程线。随机误差构成实测值中的噪声，它反

映在过程线上为细小的毛刺。含粗差的观测值与

其附近的正常观测值在量值上有较大差异，反映

在过程线上就成为突变点。大坝安全监控实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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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看成以上几部分的叠加，其过程线通常就

是一条含周期性波动、带毛刺和突变点的曲线。

从数据过程线的图像来看，含粗差的测值在

数据过程线上就表现为明显的突变点，可以考虑

用数学形态滤波对实测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去掉

过程线上的毛刺和突变，并根据突变值与平滑值

的相差大小来判断数据中可能存在的粗差。

１．２　结构元素形态的选择

结构元素的形态对滤波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结构元素在数学形态滤波中起“探头”的作用，它

在信号中移动并平滑掉小于“探头”尺寸的信号突

变。结构元素对滤波后信号的局部形状有较大的

影响，结构元素的选取应根据滤波后所要保持的

信号形状特征来选取。对于不同变化规律的数

据，结构元素的选取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坝安全监控中，不少监测量受到外部环境

因素的影响而含有年周期性变化，其实测数据过

程线的形状呈年周期的三角函数波形。由于希望

通过滤波除去随机误差产生的毛刺和粗差造成的

突变，而尽量保持原数据周期性的真实变化特征，

因此，针对这一类监测数据，本文设计了年周期正

弦波形式的结构元素，其函数形式为：

犵（狋）＝犃 ｓｉｎ
２π狋＋９１．２５－犔／（ ）２

３６５［ －

ｓｉｎ
２π９１．２５－犔／（ ）２ ］３６５

，０≤狋≤犔 （１）

式中，犃为幅度值；犔为结构元素的长度；狋以ｄ计。

１．３　粗差的检测

经过数学形态滤波平滑处理后的数据被打磨

掉了毛刺和突变点，相对于正常测值，在过程线上

显示为突变点的含粗差测值显然更远离于平滑

值，因此可以根据原测值与平滑值之间的残差大

小来判断粗差。对于含有粗差的残差数据，本文

采用抗差性较强的四分点法来判别粗差［１０］。设

有狀个数据狓１、狓２、…、狓狀，将其排序后得到狓（１）、

狓（２）、…、狓（狀），定义如下三个分位点：①２５百分

点，犙１＝狓（犽
１
），犽１／狀＝０．２５；②５０百分点，犙２＝

狓（犽
２
），犽２／狀＝０．５；③７５百分点，犙３＝狓（犽

３
），犽３／狀＝

０．７５；定义四分点范围为ＩＱＲ＝犙３－犙１。根据

外下限（犙１－３×ＩＱＲ）和外上限（犙３＋３×ＩＱＲ）两

个门限来判断粗差，将小于外下限或大于外上限

的数据判断为粗差。

２　实例分析

以某混凝土坝裂缝开度的实测数据为例，该

数据系列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共１０ａ的数据，数据

采样间隔为１周。数据中已人工剔除粗差，本文

为了模拟实际情况，并检验粗差检测的效果，人为

地在其中加入了５个粗差，见表１。加入粗差后

的原始实测数据过程线见图１。

表１　粗差数据／ｍｍ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ｓｓＥｒｒｏｒｓ／ｍｍ

日期 加入粗差前测值 粗差 加入粗差后测值

２００１０２１２ ２．２９ １．２ ３．４９

２００１０７３０ １．２６ －０．７ ０．５６

２００２１２２ １．９４ ２．０ ３．９４

２００５０５１６ １．３３ －０．６ ０．７３

２００６０３２０ ２．０７ １．１ ３．１７

图１　原始实测数据过程线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ａｗＶａｌｕｅｓ

　　从图１可以看出，数据呈年周期性变化，其形

状接近正弦波形，因此，本文采用正弦型结构元

素，它与原始数据中波峰和波谷的曲线段形式较

为接近，有助于保持原始数据中正常的峰谷变化。

为了与原始数据的形状相吻合，结构元素正弦波

的波动幅度应接近于原始数据的年周期波动幅

度，因此可以用原始数据年周期波动幅度的估计

值作为结构元素正弦波波动幅度的取值。为了抵

抗粗差的影响，本文取各年份年变幅（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差）的中位数的一半来作为式（１）中幅度犃

的估计值。考虑到实际数据过程线的形状并不是

理想的三角函数形状，如图１中的原始数据过程

线波谷较为平坦，而波峰较为尖锐，因此本文认

为，可以将幅度乘以一个系数犽，以改变结构元素

的尖锐程度，从而更好地适应原始数据的形状。

本文取犽＝１．５，这样使结构元素更为尖锐，以使

原始数据中较为尖锐的波峰不被削去。统计得到

各年份年变幅的中位数为１．３１ｍｍ，取犃^＝１．３１／

２作为结构元素幅度值犃的估计。

从数学形态滤波的原理［５９］可以看出，结构元

素的长度越小，对信号形状的改变程度越小；但结

构元素的长度过小，则在结构长度内参与计算的

数据过少，不能有效去除信号中的突变。结构元

素长度的选取应在抵抗粗差和保持原始数据形状

７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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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之间达到平衡，做到既能去除粗差造成的突

变点，又能保持正常测值的变化特征。对于本例，

选取结构元素长度为９１ｄ（３个月），这样每次有

１４个数据点参与求极值运算，以保证有足够多的

数据参与运算，从而有效地抵抗粗差，同时对原始

数据形状的改变尺度不超过３个月。

计算“开闭”和“闭开”运算结果的均值，得到组

合滤波结果如图２所示。原始数据与滤波结果之间

的残差图见图３。从图２可见，组合滤波结果紧贴原

始数据过程线的主体曲线，有效抵挡了粗差。

图２　组合滤波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３　残差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从图３可以看出，大部分数据对应的残差较

小，而粗差则对应有明显大于正常值的残差，因此

可以根据残差的大小来判别粗差。

本文采用四分点法来计算粗差的判别门限，

将大于外上限和小于外下限的测值判别为粗差，

其余值为正常值。计算得到犙１＝０．０１９５ｍｍ，

犙２＝０ｍｍ，犙３＝０．０３３５ｍｍ，ＩＱＲ＝０．０５３ｍｍ，

外下限为－０．１７８５ｍｍ，外上限为０．１９２５ｍｍ。

加入的５个粗差对应的残差见表２。可见，加入

的５个粗差对应的残差均超过误差的判别门限，

因而被检测出。

表２　粗差及对应残差／ｍｍ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ＧｒｏｓｓＥｒｒｏｒｓ／ｍｍ

日期
加入粗差前

测值
粗差

加入粗差后

测值
残差

２００１０２１２ ２．２９ １．２ ３．４９ １．２３１

２００１０７３０ １．２６ －０．７ ０．５６ －０．６３９

２００２１２０２ １．９４ ２．０ ３．９４ １．８６５

２００５０５１６ １．３３ －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５９

２００６０３２０ ２．０７ １．１ ３．１７ ０．８７９

３　结　语

该方法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只需进行加减和求

极值运算，计算过程简单，易于编程实现，运算速

度快，特别是对于大样本容量、长时间系列的数据

而言，具有更高的效率，能够大大缩短处理的时

间。整个计算过程中除用到实测数据本身和结构

元素信息以外，不再需要其他信息。

该方法的关键在于结构元素的选择，结构元

素对滤波后数据的局部形态特征有较大的影响。

结构元素的选取应根据滤波后所要保持的信号形

状特征来选取，对于不同变化规律的数据，应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如何选择合理的结构元素，使滤

波后的结果既能抵抗粗差的影响，又能尽量保持

原有数据的形状特征，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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