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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累积和检验统计量的前提下，构建了短期预警模型。定义了预警模型的可得性、误警率及漏警

率，提出了短期预警完备性监测算法；针对μ０＝０、σ＝２的模拟变形信号，计算了不同给定误警率情况下的预

警阈值。研究表明，在加入陡坡变形或缓慢增长变形时，模型均能有效预警，但缓慢预警时间延迟量（即漏警

率）较长，分析同时表明预警延迟仅与ＡＲ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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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坡、桥梁等构筑物的灾害预警主要是通过外

在变形量集中体现［１］，通过变形监测提供短期预警

仍是目前常用方法之一［２］。学术界针对变形预报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３５］，但根据变形观测数据

建立完备的构筑物短期预警体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累积和检验统计可有效监测信号的突变［６８］，

但其应用于变形预警中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文

通过构建变形时间序列的累积和检验统计量，建

立双边累积和短期预警模型，给出了预警阈值的

确定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筑物短期预警

完备性监测算法，并将其应用于模拟及实测变形

数据的预警。

１　构筑物变形短期预警模型

１．１　预警模型

安全状态下的构筑物变形具有稳定均值与方

差或者满足一定的变形规律。通过系统建模，去

除系统项及相关性，获得满足高斯分布的变形分

析序列｛狔犽｝，犽＝１，２，３，…。采用历史数据分析，

可获得｛狔犽｝的均值μ０ 与方差σ
２。灾害变形发生

时刻为狌，由于变形监测设备特性没有变化，则σ
２

保持不变，均值由μ０ 变为μ１，有
［７，８］：

狔狋＝
μ０＋犲狋，狋≤狌－１

μ１＋犲狋，狋≥
｛ 狌

（１）

δμ＝μ１－μ０

式中，犲狋是方差为σ
２ 的白噪声序列；μ犾（犾＝０，１）是

灾害变形前后的均值；δμ为灾害变形前后均值之

差。若序列的采样长度为犜，则可定义检验统计

量为：

犎０：μ０，狌≤犜

犎１：μ１，狌≤
｛ 犜

（２）

犎０ 表示考虑的观测序列没有出现灾害变形；可

选检验量犎１ 表示狌时刻出现灾害变形。狌时刻

前后变形量符合如下概率分布密度：

犳犼（狔）＝

犳０（狔）＝犳（狔／犎０）＝

　
１

σ ２槡π
ｅｘｐ（－

（狔－μ０）
２

２σ
２

），犎０ 成立

犳１（狔）＝犳（狔／犎１）＝

　
１

σ ２槡π
ｅｘｐ（－

（狔－μ１）

２σ
２
），犎１

烅

烄

烆
成立

（３）

定义极大似然函数：

犔θ（ ）犼 ＝犳犼（狔１）犳犼（狔２）…犳犼（狔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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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狋个观测历元，可定义比值对数累积和概率

密度［７］：

λ（狋）＝ｌｎ
犔θ（ ）１
犔θ（ ）０

＝狕１＋狕２＋…＋狕狋 （４）

其中，随机变量狕犻可进一步变换为：

狕犻＝ｌｎ
犳１（狔犻）

犳０（狔犻）
＝
δμ
２σ

２ 狔犻－μ０－
δμ（ ）２ （５）

λ（狋）与狕犻是随机变量，且满足正态分布：

狕～犖（μ狕，σ
２
狕） （６）

其 中，μ狕 ＝
μ１－μ０

σ
２ ｛ ｝犈犢 －μ

１＋μ０（ ）２
；σ

２
狕 ＝

μ１－μ（ ）０
２

σ
２

。

当犎０ 成立时，狕犻符号为负；当犎１ 成立时，狕犻

符号为正。参数θ＝μ可通过狕犻的符号体现，即

犈０ 狕｛ ｝犻 ＜０，犎０ 成立

犈１ 狕｛ ｝犻 ＞０，犎１ 成立

定义狋＝０时，比值对数概率密度用λ（０）表示，式

（４）可表示成循环结构：

λ（狋）＝λ（狋－１）＋ｌｎ
犳０（狔狋狘犢狋－１）

犳１（狔狋狘犢狋－１）
（７）

λ（０）通常假定为０，向量犢狋－１≡［狔１　狔２　…　

狔狋－１］表示狋时刻之前观测值中所有先验信息。当

δμ＞０时，定义单边累积和预警准则为：

λ（狋）－ｍｉｎ
０≤犻≤狋

｛λ（犻）｝≥犺 （８）

其中，犺为决策阈值，由误警率确定。当δμ的大

小与符号不确定时，可采用双边累积和检验进行

预警，此时δμ的正、负未定，当出现如下情况时进

行预警。

１）当δμ＞０时，预警准则为：

λ
＋ （狋）－ｍｉｎ

０≤犻≤狋

｛λ＋ （犻）｝≥犺
＋ （９）

　　２）当δμ＜０时，预警准则为：

λ
－ （狋）－ｍｉｎ

０≤犻≤狋

｛λ－ （犻）｝≥犺
－ （１０）

其中，

λ（狋）＝λ（狋－１）＋
δμｍｉｎ
２σ

２ 狔犼－μ０－
δμｍｉｎ（ ）２

犺＋、犺－分别为两种情况下的阈值；δμｍｉｎ为根据变

形值增加或者减小时的两个变化量δμ确定的最

小值。

１．２　预警参数的确定

采用累积和预警算法进行变形灾害短期预警

时，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定义平均运行长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ｕ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ＲＬ）犔 为拒绝犎０ 时，即

发生第一类误差时，累积和检验需要的观测值历

元的长度，ＡＲＬ可用于确定预警阈值犺。定义平

均预警延迟为发生变形灾害时预警算法提示的平

均延迟历元数（发生第二类误差）。在平均预警延

迟最小化的前提下，可确定算法参数δμ，当变形量

小于δμ时，预警算法失效，即预警算法不可用。单

边预警时，δμ正与负对应的 ＡＲＬ量设为犔
＋ 与

犔－，则双边累积和检验ＡＲＬ可用下式给出
［７，８］：

１

犔
＝
１

犔＋
＋
１

犔－

　　在给定误警率的前提下，即给定犔 的情况

下，可确定预警阈值犺。根据变形体灾害预警的

实际需要，确定最小预警变形量δμ，其中犔与犺

之间的关系可近似表示为：

　　犔＝

ｅｘｐ［－２（μ
狕犺

σ
２
狕

＋１．１６６μ
狕

σ狕
）］－１＋２（μ

狕犺

σ
２
狕

＋１．１６６μ
狕

σ狕
）

２μ
２
狕

σ
２
狕

，

　　　　μ狕 ≠０

　　犔＝ （
犺

σ
２＋１．１６６）

２，μ狕 ＝０ （１１）

　　某一变形体变形量的均值与方差可通过历史

监测数据分析获得，由式（６）可计算统计量的μ狕

及σ犣。误警率及最小预警变形可由建筑物及用

户的要求确定，求解式（１１），可得预警阈值犺，随

后用于预警算法。

２　预警完备性监测算法

变形预警的完备性监测算法，由两个统计量

决定［９］：一个用于检验预警模型的有效性或称之

为预警模型的可得性，如检验通过，说明本文预警

算法可用，否则算法不可得，会出现第二类错误，

即系统出现灾害变形，但算法未提示报警，也称之

为漏警率，需切入其他变形预警模型。另一个统

计量是在模型有效的前提下，检验变形量是否超

出预警极限，若超过则报警，否则系统正常，但会

出现第一类错误，即系统正常运行，但算法提示报

警，称之为误警率。

实践中误警率与 ＡＲＬ一致，由式（１１）可确

定阈值犺，用于预警统计量的预警判断
［７，１０］。在

给定最小可监测变形δμ的前提下，由漏警率可计

算平均预警延迟犔（δμ），如果达不到用户要求，则

说明预警算法可用，否则算法不可得，需要切入其

他预警程序。

算法具体步骤为：对于狋历元变形量系统输

入，计算累积和统计量；根据δμ、误警率及漏检率

计算阈值犺及预警时间延迟，确定预警算法是否可

得；当预警算法可用时，判断预警准则是否成立，如

果大于阈值犺，则切入变形预警程序，否则，说明系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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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正常，继续输入下一历元变形观测数据。如果预

警算法不可得，则切入其他构筑物预警程序。

３　应用实例

３．１　模拟变形预警分析

采用模拟变形数据与ＧＰＳ实测数据对本文

预警模型进行测试。在模拟变形信号μ０＝０、σ＝

２、δμ＝５的情况下，采用式（１１），非线性求解模型

预警阈值，分析其随误警率的变化［１１］。

模拟中发现，预警延迟随着模拟信号中随机

噪声的不同，时间延迟不同。对于１．５ｍｍ与２

ｍｍ的陡坡变形，如果模拟的随机误差分布不合

理，会出现无法预警的现象，这是因为模拟的变形

小于最小预警变形所致。当陡坡变形大于５ｍｍ

时，模型可以有效预警，对于缓慢变形，预警延迟

会比较长。图１模拟了数值变小的陡坡变形情况

下累积和检验阈值变化情况。５００历元后，计算

阈值大于最小预警阈值，切入变形预警程序。

图１　数值变小的灾害变形及其检验阈值

的变化（ＡＲＬ＝１０００，δμ＝５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ｎｇ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ｂｒｕｐｔＥｒｒｏｒｓ（ＡＲＬ＝１０００，δμ＝５ｍｍ）

图２在８００～９００历元处模拟０．１ｍｍ／ｓ的

变形量。可以看出，检验阈值随着变形的增大而

逐步增大，当变形结束时，阈值逐步变小，这是由

于此后狕犻为负的原因。根据式（４）计算的累积和

统计量在８１６历元处给出预警，统计量最小值的

位置为出现陡坡变形的位置（见图３）。

３．２　实测变形预警分析

采用自主开发的“三维动态变形矢量模拟装

置”进行实验，利用该装置实现对安装有ＧＰＳ天

线的机械平台的三维运动控制。该平台通过程序

驱动３个步进电机，分别控制３个方向的运动，可

实现任意方向的运动合成。实验时间为２０１００３

图２　加入缓慢变形的检验阈值变化（８００～９００

历元以后加入０．１ｍｍ／ｓ缓慢误差）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ｎｇＳｌｏｗ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

图３　加入缓慢变形的累积和统计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ｅｎＡｄｄｉｎｇＳｌｏｗ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

１９，在中国矿业大学文昌校区进行（见图４）。通

过计算机编程控制 ＧＰＳ天线作变形运动，采用

ＬＥＩＣＡＧＰＳ动态测量控制台的运动，坐标设置

为 ＷＧＳ８４，坐标转换后得三维坐标，取垂直方向

的变形序列进行分析。因为ＧＰＳ在垂直方向的

监测精度偏低，不利于变形预警，如算法在该方向

可以成功应用，则在其他方向更容易实现。通过

多次测试，现场条件下，ＧＰＳ垂直方向测量数据

的中误差为１０ｍｍ，取最小预警变形量为２０ｍｍ，

误警率为０．００１（ＡＲＬ＝１０００）。由式（１１）计算

出预警阈值为５．２７３２。监测采样频率为２０Ｈｚ，

采样时间为６０ｓ，共１２００历元，图５、６给出了用

图４　实测变形数据采集现场

Ｆｉｇ．４　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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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警的统计量，监测的变形发生在第４８１历

元处。

图５　原始变形及检验阈值变化

（ＡＲＬ＝１０００，δμ＝２０ｍｍ）

Ｆｉｇ．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Ｌ＝１０００，δμ＝２０ｍｍ）

图６　累积和统计量的变化（ＷＤ＝１）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ｅｓｔ（ＷＤ＝１）

４　结　语

本文在研究累积和检验统计量的基础上，发

展累积和短期变形预警算法，构造变形预警的完

备性监测算法，定义了误警率及漏检率等完备性

监测相关参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灾害预警的

完备性监测算法体系。实例研究验证了模型的有

效性，为构筑物短期预警的可靠性提供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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