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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阳１
，２
　包腾飞１

，２

（１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市西康路１号，２１００９８）

（２　河海大学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南京市西康路１号，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为适应大坝监测系统中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复杂计算的要求，利用ＳＱＬ语言对数据集灵活操作的优

势，提出了一种基于ＳＱＬ数据计算的运算结构，通过对ＳＱＬ软件的二次开发，并结合大坝监测系统中统计

计算建模的特点，将原本软件对数据的运算操作转化为ＳＱＬ的直接运算，最终达到数据计算集成的一体化。

系统运行结果显示，新方法的应用提高了系统的运算速度和软件的操作性能，简化了系统算法的编写，达到了

系统的优化开发。

关键词：监测；ＳＱＬ计算；大坝；软件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５８

　　新一代的监测系统不单局限于对信号的采集

处理、特征统计，更融入了如人工神经网络、遗传

算法、粒子群、模糊函数等大量的知识集成型智能

算法［１３］。随着智能性的提高，算法模型也变得更

加复杂。原有的监测系统一般将数据存储于

ＳＱＬ、ＡＣＣＥＳＳ等大型数据库，进行数据信息运

算时，调出数据，在系统内部运算，大量数据和新

算法的集成融合导致内部循环复杂，计算等待时

间过长，降低了系统使用的可靠性和易用性。针

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ＳＱＬ的计算模型，

设计了将数据与算法融合的新型监测系统，新的

系统改变了模型算法必须在软件中执行的观念，

将数据和算法集成在ＳＱＬ中，通过建立数据集和

算法集对数据运算进行指令调度，优化了计算

效率。

１　数据结构和算法结构

１．１　监测数据库的结构和准确表述

监测数据一般是以二维表结构的形式存在于

数据库中，分为一个测点信息表和多个测点表。

它可以由以下几个集合完全定义。

定义测点集为犝＝［狆１，狆２，…，狆犻，…，狆狀］，

测点集（图１）与测点信息表对应，记录了所有的

测点，每一个测点可表示为狆犻，共有狀个测点。

定义测点属性集为犛＝［狊１，狊２，…，狊犼，…，狊犿］，测

点属性集包含了测点的所有相关的属性类别，如

监测类型、监测仪器、测点位置、测点误差、测点备

注等，狆犻狊犼 表示第犻个测点的第犼个属性，可简写

为狊犻，犼，共有犿 种测点属性。定义测点属性值集

为犞＝［狏１，狏２，…，狏犽，…，狏犾］，测点属性值集合是

基于某个测点属性而设定的，描述了所有测点各

种属性的值，一般用狆犻狊犼狏犽 表示第犻个测点的第犼

个属性的可能取值狏犽；犾表示测点属性值集合犞

内元素的个数，一般来说，犾对应不同测点属性狊

的可能值是不同的，因为当狊表示“监测类型”属

性时，犞 可能含有变形、渗流、应力应变、巡查等有

限个子元素，但当狊表示“测点备注”属性时，可能

监测人员每天都要对某个测点进行例行检查、填

写备注，犞 可能含有无限多个备注，因而条数一般

设定为无限大。

实际监测数据可分为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应

力应变监测、巡查监测等具体监测项目，测点信息

表（表１）记录了所有测点的相关信息，如测点名、

测点类型、测点位置等，统称为测点属性。每一个

测点表代表实际坝体上一个测点的监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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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列记录了对应时间序列的监测量（如电阻

值、电阻比、电压值等电信号），以及整编计算后的

实际值（如位移、应变、裂缝开度、流量等实际测

值）。这里以五向应变计测点表为例（表２），应变

计测点表记录了应变监测的伴测温度犜、五个

方向的应变测值犛１到犛５、测点部位的弹性模量

表１　测点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序号 测点名 表名 位置 状况 类型 备注

１ Ｐｏｉｎｔ１ Ｔａｂｌｅ＿１ ２＃坝上０８ 正常 应变Ｓ５ 无

２ Ｐｏｉｎｔ２ Ｔａｂｌｅ＿２ ２＃坝上１１ 正常 应变Ｓ５ 无

３ Ｐｏｉｎｔ３ Ｔａｂｌｅ＿３ ２＃坝上２１ 正常 应变Ｓ５ 无

犻 … … … … … …

犈及徐变度犆等重要的测点信息。图１显示了基

本数据库的整体结构。基于以上的数据集结构，

可以用狆、狊、狏和犻、犼、犽准确表示基本数据库中的

任何一条或一类信息。

图１　测点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表２　应变计测点表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时间 温度

犜

犛１

（με）

犛２

（με）

犛３

（με）

犛４

（με）

犛５

（με）

弹性模量

犈／１０４ＭＰａ

徐变度

犆／１０－５
…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２７．５ －２１．７９ －９３．７９ －２５７．９３ －１６７．７４ －１８３．９８ ２．５８ １．６７３ …

２００７／０８／０２ ２８．０ －２５．７８ －１０３．５ －２６８．８１ －１８２．６９ －１８９．６４ ２．５８ １．６７５ …

２００７／０５／０３ ２７．１ －１１．７０ －９２．９８ －２５７．５０ －１７０．０５ －１８０．４３ ２．５８ １．６７７ …

２００７／０８／０４ ２９．５ －２７．６０ －９６．５０ －２７６．９５ －１８３．７３ －１８９．７２ ２．５８ １．６７９ …

… … … … … … … … … …

１．２　算法数据库的结构和准确表述

算法数据库的结构相对简单，图２表示了一

般算法的树形结构分类。定义算法集为犉＝［犳１，

犳２，…，犳狆，… ，犳狇］，犳狆 表示第狆种算法，算法集

中共有狇种算法。算法只有一种属性，即算法函

数名称，通用函数名的结构一般为［ｉｎｄ，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犡），犡 为输入数据，犢 对应输出数

据，ｉｎｄ记录了犡 、犢 内部的数据个数。

图２　算法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算法的集成及运算

２．１　运算定义

基于以上对信息和算法的准确表示，可以方

便地定义算法对数据的运算。运算步描述单步运

算，多个运算步组成全程运算过程。当发出对位

移监测信号电阻、电阻比进行整编运算指令时，可

转换成基本的符号指令犳１（狆１－１０狊２，３狏５，狆１－１０狊２，３

狏６），这是一个运算步，犳１ 表示整编运算，狆１－１０表

示位移测点，这里有１０个测点，狊２，３表示电阻、电

阻比属性，狏５ 表示电阻、电阻比测值，狏６ 表示电

阻、电阻比计算系数。ＳＱＬ通过系统发出的运算

指令查询数据和算法表获得数据和程序算法，并

将数据进行并行运算，完成一个运算步，多个运算

步组成全程运算，最终实现整个运算过程的准确

计算。

２．２　犛犙犔算法的集成

ＳＱＬ内的算法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形成：视图

表和用户自定义函数。创建视图表是一种简便的

算法实现途径，视图表包含了对数据库中多个数

据表信息运算后的结果，通过设定视图表内部的

算法，当数据表有更新时，视图表自动计算更新所

有的数据。当监测系统用户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

特殊操作时，可以自己简单设定。

用户自定义函数是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的数据库对

象，也是多数算法的主要集成模式，可以方便地编

写需要的运算函数对数据信息进行操作，其有多

种函数类型，并可调用ＳＱＬ中原有的子函数，方

便地进行数值、日期、字符串，甚至整个数据表信

息的统计、删选和复杂运算。用户自定义函数的

基本结构为：

ＣＲＥ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创建函数）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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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ｙｓｎａｍ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

＞ （定义参数名称及数据类型 ）

ＲＥＴＵＲＮＳ（返回数据的结构类型 ）

ＡＳ　ＢＥＧＩＮ　运算代码段　 ＲＥＴＵＲＮ 　ＥＮＤ（算

法结束）

ＧＯ（开始运行）

Ｔａｂ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ｙｓｎａｍｅ一般指数

据库及电脑名称；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是定义的函数

名，即前文提到的算法的唯一属性值。

３　运行过程及示例

实例数据选取福建省境内某拱坝，最大坝高

１１５．０ｍ，坝顶高程为１７９．０ｍ，坝体在重点部位

埋设有五向应变计８组，５个测支的埋设方向为：

狊１ 指向坝体左岸向上４５°方向，狊２ 指向坝体右岸

向上４５°方向，狊３ 指向竖直向上，狊４ 指向下游，狊５

指向坝体左岸。图３为整个运算过程，开始时，将

用户操作转换成多个单步指令，按顺序运行单步

指令，运行完毕，保存数据并显示。应用系统以应

力应变监测五向应变计组数据的计算、建模并得

到回归模型的计算参数为主要过程，说明整个计

算流程。

图３　运算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应力应变监测得到的是应变数据，其计算分

为两个部分：① 应变数据转化为应力数据；② 建

立统计模型，得到模型参数。前者分为３个单步

运算：① 数据平差
［６］。先调用数据库所有五向应

变计的测点数据（表２），代码为狆１－８狊１狏１，这里共

有８组测点组，每组有５支测值，对应５个方向的

测值，狊１狏１ 为应变监测属性的实测应变数据。数

据库内部实际操作为：调用８个测点表，每个表有

５列数据及一列时间数据，测点表结构如表２所

示；然后调用ＳＱＬ函数［ｉｎｄ，犢］＝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ｄ，

犡），内部实际操作为：算法表（表３）内搜索名称为

“Ａｄｊｕｓｔ”的自定义函数；最后算法作用于数据得

到平差后的８组数据。② 单向应变计算［７］。编

写自定义函数［ｉｎｄ，犢］＝ Ｎｏｒｍａｌ＿ｏｎｅ（ｉｎｄ，犡），

输入数据为前一单步平差好的数据，进而转换为

单向应变。③单向应力计算
［８］。应变转化为应

力，编写用户函数［ｉｎｄ，犢］＝ｓｔｒａｉｎ２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

犡），进行迭代计算，此步骤中，犡 包含４组数据，

即上一单步产生的单向应变及混凝土的弹性模

量、徐变度及伴测温度。弹性模量作为应变计组

的计算属性数值，徐变度和时间有关，伴测温度是

实测数据，都可以从８个测点表（表２）中调用。

后者分为一个单步运算、建立回归因子和统计回

归计算。按照文献［９］，建立用户函数［ｉｎｄ，犢］＝

ｓｔｅｐｆｉｔ（ｉｎｄ，犡），其中犡 包含４组参数，分别为上

一部分的单向应力、时间序列、水位序列、温度序

列，最后得到输出犢，包含４组参数，分别为单向

应力拟合量序列、回归因子系数向量、负相关系数

犚和剩余标准差犛，最后保存数据，显示结果计算

完毕。

图４显示了第一部分计算完毕的结果，系统

得到第３组测点在垂向、拱圈径向和轴向３个重

点方向的应力计算结果。整个过程避免了大量数

据在系统和数据库之间的传输以及系统内部的频

繁计算，系统和数据库只需要发送简单的指令。

经测试，当计算５ａ以上的长序列数据时，计算时

间可从５ｍｉｎ减少到１ｍｉｎ，极大地提高了计算速

度，减少了用户等待的时间。

表３　算法信息表

Ｔａｂ．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序号 代号 算法名 备注 函数类型 可用

１ ｆ１ Ｃｏｎｖｅｒ 应变整编运算 自定义函数 是

２ ｆ２ Ａｄｊｕｓｔ 平差计算 自定义函数 是

３ ｆ３ Ｎｏｒｍａｌ＿ｏｎｅ 单轴应变计算 自定义函数 是

８ ｆ８ ＧＡ 极值搜索计算 自定义函数 是

９ ｆ９ ｓｔｅｐｆｉｔ 逐步回归法 自定义函数 是

１０ ｆ１０ｓｔｒａｉｎ２ｓｔｒｅｓｓ 变形法应力计算 自定义函数 是

… … … … … …

图４　应力过程线图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ｒａｎｇｅ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Ｓｔｒｅｓｓ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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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ＳＱＬ计算的方法，通过将数

据和算法集成化，形成统一化的计算表述符号，计

算运行过程完全脱离了系统软件，大量的计算分

析工作完全交给ＳＱＬ数据库软件去完成。这种

方法充分利用了ＳＱＬ语言的灵活性和ＳＱＬ对数

据操作的高效性。在实际运行中，当遇到大量数

据进行复杂运算时，系统的反应速度明显提高，不

仅提高了软件的操控性能，而且也达到了系统优

化开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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