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８。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８７４００５）；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０５３３１０８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８６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带有未知物理信息的边坡监测滤波算法

左廷英１　宋迎春１

（１　中南大学信息物理工程学院，长沙市麓山南路，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为合理利用边坡的几何信息和物理信息，控制几何观测异常对形变参数估计的影响，建立了一种带

有未知系统误差的滤波模型，并给出了一种基于移动窗口的系统误差自适应拟合法，同时给出了相应的状态

预测向量的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ＧＰＳ监测网的计算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以通过拟合地球物理信息来减弱

观测异常所带来的影响，提高形变参数解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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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的判断边坡稳定的方法中，最有效的

是位移监测。通过位移监测可以研究边坡位移场

（反映边坡体移动和变形）的动态变化［１，２］。国内

外学者已建立了许多动态的滑坡预测预报模

型［３１１］。然而，滑坡的变形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如边坡的物理状态信息的错误认识和不适

当假设等，都会影响各测点的位移速率，使滑坡的

位移时序曲线表现出波动性，从而使滑坡动态分

析的难度增加，建立的模型无疑会包含一定程度

的误差，进而导致不精确的形变分析结果。而大

地测量学者又过多地注重几何观测结果，很少关

注形变的物理背景，这样也会由于观测异常造成

计算结果的扭曲。因此，计算边坡形变的一种合

理的方法是，将边坡物理模型估计的形变量与几

何观测量相结合建立混合模型［１２１５］。

１　边坡滑坡的滤波模型

根据滑动面的不同，边坡滑坡可分为平面型、

契型、曲面型和倾倒型等多种形式［１４］。如果把边

坡滑坡视为平面问题，则它们都可以用一个块体

系统来描述［１５］，即滑体可以视为由许多小的块

体组成。

　　本文只考虑块体系统。为了使问题简化，假

设块体都是刚体。如果块体的几何形状和力学性

质都是已知的，则可以导出块体系统的运动方程。

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块体系统中的任何一块的

运动可表示为 （图１）：

犿犻犪犻狓 ＝犖犻狓 ＋犚犻狓 ＋犘犻，犻－１狓＋犘犻，犻＋１狓＋

　犜犻，犻－１狓＋犜犻，犻＋１狓

犿犻犪犻狕 ＝犖犻狕＋犚犻狕＋犘犻，犻－１狕＋犘犻，犻＋１狕＋

　犜犻，犻－１狕＋犜犻，犻＋１狕－犿犻犵

（１）

图１　一刚体的受力状态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

ＲｉｇｉｄＢｌｏｃｋ

　　对于整个块体系统，可构成如下方程组：

犕犪＝犃１犢＋犌 （２）

式中，犕 和犃１由犕犻和犃１犻组成，

犃１犻 ＝
ｓｉｎα犻 －ｃｏｓα犻 ｓｉｎβ犻，犻－１ －ｓｉｎβ犻，犻＋１ －ｃｏｓβ犻，犻－１ ｃｏｓβ犻，犻＋１

ｃｏｓα犻 ｓｉｎα犻 －ｃｏｓβ犻，犻－１ ｃｏｓβ犻，犻－１ －ｓｉｎβ犻，犻－１ ｓｉｎβ犻，犻＋

烄

烆

烌

烎１
，犕犻 ＝

犕犻 ０

０ 犕

烄

烆

烌

烎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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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 （犖１，犖２，…犖犻…，犚１，…，犚犻，…，犘１，２，…犘犻，犻＋１，…犘狀－１，狀，犜１，２，…，犜犻，犻＋１，…，犜狀－１，狀）
Ｔ

犪＝ （犃狓１，犃狕１，…犃狓犻，犃狕犻，…，犃狓狀，犃狕，狀）
Ｔ；犌＝ ０，犕１犵，…０，犕犻犵，…０，犕狀（ ）犵

Ｔ

　　在块体为刚体和各块体面保持相互接触的假

设下，滑体必定沿滑动面运动，在滑动面法向上的

运动必定为０，即有：

犪狓犻ｔａｎα犻＋犪狕犻 ＝０ （３）

如果系统中有狀块，则必有狀个类似的方程。

此外，在各块体面保持相互接触的假设下，相

邻块体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在垂直于接触面的

法线方向上是相同的，即对于加速度，有：

犪狓犻ｓｉｎα犻，犻＋１－犪狕犻ｃｏｓα犻，犻＋１ ＝

犪狓犻＋１ｓｉｎα犻，犻＋１－犪狕犻＋１ｃｏｓα犻，犻＋１ （４）

如果有狀 个块体，则必有狀－１个 类似的方程。

对整个系统，式（３）、式（４）可以组合构成方程：

犃２犪＝０ （５）

式中，犃２ 按式（３）、式（４）组成。

摩擦力取决于正压力，即

犚犻＝犽犖犻＋犮，犜犻＝犽犘犻＋犮 （６）

所有这些方程可用下列矩阵方程表示：

犃３犢＝犆 （７）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对参数犢 进行了变换，

即犢＝犢０＋"犢，这里犢０是犢 在边坡滑体处于极限

平衡状态下的取值。由于在极限平衡状态下，任

意块体的加速度都为０，由式（２）可得：

犃１犢０＋犌０ ＝０，犃３犢０ ＝犆０ （８）

由式（２）、式（５）和式（８）可得：

犕犪＋犃１Δ犢＝－Δ犌，犃２犪＝０，犃３Δ犢＝Δ犆

（９）

边坡滑体的状态可用下列状态向量来描述：

犡＝ （犡
Ｔ
１，犞

Ｔ，犪Ｔ，Δ犢
Ｔ）Ｔ

按照刚体的运动方程，刚体的运动从状态犽转移

到犽＋１时，其位移和速度按下式变化：

犡１，犽＋１ ＝犡１，犽＋狋犞犽＋
１

２
狋２犃犽，

犞犽＋１ ＝犞犽＋狋犃犽 （１０）

　　除了雨后引起的地下水位变化和地震引起的

震动外，在实际工作中，作用在边坡滑体上的外力

一般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可以假定Δ犌＝０及

Δ犢犽＋１＝Δ犢犽。如果外力产生变化，则只要这种变

化很小，可以视为状态转移误差（系统噪声）。根

据这一假设和式（９）可得：

Δ犢犽＋１ ＝Δ犢犽

犪犽＋１ ＝犕
－１犃１Δ犢犽 （１１）

由式（１０）和式（１１）可得状态转移方程：

犡犽＋１ ＝Φ犽犡犽＋犠犽 ＝

犐 狋犐
１

２
狋２犐 ０

０ 犐 狋犐 ０

０ ０ ０ 犕－１犃１

０ ０ ０

烄

烆

烌

烎犐

犡１，犽

犞犽

犪犽

Δ犢

烄

烆

烌

烎犽

＋犠犽 （１２）

　　模型（１２）中考虑了边坡运动的加速度，但一

般情况下边坡在发生滑坡的突变之前的滑移过程

中，移动的加速度是非常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加速度如果能达１ｃｍ／ｄ２将预示滑坡的发生，

而１ｃｍ／ｄ２在运动学上则是非常小，因此，可在模

型（１２）中删除加速度项，利用下列模型代替：

犡′犽＋１＝
犐 狋犐

０（ ）犐 犡′犽＋狊犽＋犠犽 （１３）

　　在边坡监测中观测方程可表示为：

犔犽 ＝犎犽犡犽＋犲犽 （１４）

式中，犎犽＝ 犐（ ）０ ；犔犽 表示观测向量；犲犽 表示观

测误差。

由于边块的物理信息并不充分，并不能得到

狊犽 的具体数据，因此，在滤波过程中，把它看作未

知输入信息。用犡犽 来表示状态变量代替（１３）中

的犡′犽，由式（１３）和式（１４）可以得到带有未知输入

的变形监测的滤波模型：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狊犽＋犠犽，

犔犽 ＝犎犽犡犽＋犲犽 （１５）

式中，犡犽 为狋犽 时刻状态向量；Φ犽，犽－１为状态转移

矩阵；犠犽 为动力模型噪声向量；犔犽 为观测向量；

犎犽 为设计矩阵；犲犽 为观测误差向量。

２　基于移动窗口的系统误差自适应

拟合法

　　考虑滤波模型：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犠犽，犔犽 ＝犎犽犡犽＋犲犽（１６）

其预测向量为：

珚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 （１７）

相应的误差方程为：

犞珚犡犽 ＝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 ＝犡^犽－
珚犡犽 （１８）

式中，犞珚犡犽为
珚犡犽 的残差向量。式（１６）相应的误差

方程为：

犞犽 ＝犃犽犡^犽－犔犽 （１９）

式中，犞犽 为犔犽 的残差向量。假设犠犽 和犲犽 的协方

差矩阵为Σ犠犽和Σ犽，犠犽、犠犼、犲犽 及犲犼互不相关，分析

动力模型存在系统误差的情形。由于

狊犽 ＝犈（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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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 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Φ犽，犽－１Δ^犡犽－（ ）１ （２０）

在无误差情况下，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则有：

狊犽 ＝犈 Φ犽，犽－１Δ^犡犽－（ ）１ ≠０ （２１）

显然，犈 犡^犽（ ）－１ ≠犡犽－１，即犡^犽－１有偏。若已求得模

型系统误差估值狊^犽，则可分别写出修正后的动力

模型预报值的误差方程为：

犞′珚犡犽＝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 －^狊犽 （２２）

根据前面的定义，狊犽 为动力模型的系统误差，而动

力模型系统误差应主要反映为状态预报值的偏

差。根据式（２２），在狋犽－犻历元应有：

犞′珚犡犽－犻＝犡^犽－犻－Φ犽－犻，犽－犻－１^犡犽－犻－１ －^狊犽，犻＝１，…，犖

（２３）

若假设动力学模型系统偏差在短时间（狋犽－犖～狋犽）

内维持微小变化，即满足：

犈（犠犽－犻）＝狊犽 （２４）

则预测状态向量残差的期望犞′珚犡犽－犻应该为零，即

犈（犞′珚犡犽－犻）＝０ （２５）

将式（２３）两端取和，再除以犖，并顾及式（１８），则

有：

狊^犽 ＝
１

犖∑
犖

犻＝１

（^犡犽－犻－Φ犽－犻，犽－犻－１^犡犽－犻－１）＝
１

犖∑
犖

犻＝１

犞珚犡犽－犻

（２６）

可以证明，由式（２６）求得的狊^犽 为狊犽 的无偏估计。

因为，前面已经假定由Φ犽－犻，犽－犻－１^犡犽－犻－１表示

的珚犡犽－犻会含有系统误差，则理论上应有：

犡犽－犻 ＝Φ犽－犻，犽－犻－１犡犽－犻－１＋犠犽－犻 （２７）

改写式（２６）为：

狊^犽 ＝
１

犖∑
犖

犻＝１

（Δ^犡犽－犻－Φ犽－犻，犽－犻－１Δ^犡犽－犻－１－犠犽－犻）

（２８）

式中，Δ^犡犽－犻和 Δ^犡犽－犻－１分别为 犡^犽－犻和犡^犽－犻－１的真

误差，其数学期望为零。再顾及式（２４）对式（２８）

取期望值，可得：

犈（^狊犽）＝
１

犖
犖狊犽 ＝狊犽 （２９）

式（２９）表明，由式（２６）求得的动力模型系统误差

狊^犽 是狊犽 的无偏估计。

为求状态向量预报值珚犡犽 的协方差矩阵Σ珚犡犽，

可先求预报残差犞′珚犡犽的近似协方差矩阵。注意到

式（２５），因犞′珚犡犽的期望为零，再顾及式（２３），则近

似地有：

Σ^犞′珚犡
犽
＝
１

犖∑
犖

犻＝１

（犞珚犡犽－犻 －^狊犽）（犞珚犡犽－犻 －^狊犽）
Ｔ （３０）

由于

Σ犠犽－犻 ＝Σ犞珚犡犽－犻
＋Σ^犡犽－犻 －Φ犽，犽－犻－１Σ^犡犽－犻－１Φ

Ｔ
犽，犽－犻－１

（３１）

取 Σ^犠犽 ＝
１

犖∑
犖

犻＝１

Σ犠犽－犻 （３２）

顾及式（３０）有：

Σ^犠犽 ＝Σ^犞′珚犡
犽
＋
１

犖∑
犖

犻＝１

Σ^犡犽－犻 －

１

犖∑
犖

犻＝１

Φ犽，犽－犻－１Σ^犡犽－犻－１Φ
Ｔ
犽，犽－犻－１ （３３）

一般情况下，希望直接求解Σ珚犡犽，则可取：

Σ^珚犡犽 ＝
１

犖∑
犖

犻＝１

Σ珚犡犽－犻，犻＝１，…，犖 （３４）

又由于

Σ珚犡犽－犻 ＝Φ犽，犽－犻－１Σ^犡犽－犻－１Φ
Ｔ
犽，犽－犻－１＋Σ犠犽－犻 （３５）

顾及式（３１），则有：

Σ^珚犡犽 ＝
１

犖∑
犖

犻＝１

犞′珚犡犽－犻犞′
Ｔ
珚犡犽－犻
＋
１

犖∑
犖

犻＝１

Σ^犡犽－犻 ＝

Σ^犞′珚犡
犽
＋Σ^^犡犽 （３６）

　　求得动力模型系统误差狊^犽 以及预测状态向

量的协方差矩阵Σ^珚犡犽后，可将狊^犽 代入观测方程和

状态预测方程，并利用所求得的Σ^珚犡犽即可进行动

态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３　实例解算与分析

以湖南某高速公路边坡监测为例，该边坡已

采用抗滑桩进行处治，边坡重量未知，在抗滑桩上

布设观测点，观测三维位移。采用ＧＰＳ连续静态

模式观测，采样率为１５ｓ，基线每３ｈ计算一次结

果，共观测了６个月。犡１，犽＋１＝（犡犽，犢犽，犣犽）
Ｔ，

犞１，犽＋１＝（犡犽，犢犽，犣犽）
Ｔ，其中，犡、犢 为水平方向位

移，犣为沉降。由于监测点布置在抗滑桩上，抗滑

桩主要是向公路倾斜（即水平位移），沉降较小。

为了说明方法的优越性，本文按照刚体的运动方

程，刚体的运动从状态犽转移到犽＋１时，其位移

和速度为：

犡１，犽＋１ ＝犡１，犽＋狋犞１，犽＋
１

２
狋２犪犽，

犞１，犽＋１ ＝犞１，犽＋狋犪犽

未滤波时的犡、犢、犣方向位移曲线图如图２所示。

本文设计了以下两种计算方案。

方案１　采用卡尔曼滤波中最常见的动态方

程，在这个动态方程里只考虑了刚体的运动，不考

虑边坡的物理信息。

方案２　除了雨后引起的地下水位变化和地

震引起的震动外，在实际工作中，认为作用在边坡

滑体上的外力一般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可以假

定Δ犌＝０及 Δ犢犽＋１＝Δ犢犽。如果外力产生变化，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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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要这种变化很小，可以视为状态转移误差（系

统噪声）：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狊犽＋犠犽

由于边块的物理信息并不充分，不能得到狊犽 的具

体数据，因此，在滤波过程中，把它看作未知输入

信息，采用本文给出的算法进行滤波解算。

图２　未滤波时的犡，犢，犣方向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Ｕ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ｉｎ犡，犢，犣

　　图３～图４给出了两种方案的计算结果。分

析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１）受观测误差和基准点系统误差的双重影

响，虽然采用方案１对形变参数的精度进行了改

善，但是求得的点位形变不仅不光滑，精度也相

对较低，见图３。

２）在方案２中，因为增加了点位的物理信

息，对未知的物理信息进行拟合，部分地平衡了地

球物理模型信息和观测信息对滑坡预测的贡献，

点位形变变得更光滑，精度有了改善，见图４。

图３　方案１的犡、犢、犣方向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ｉｎ犡，犢，犣

图４　方案２的犡、犢、犣方向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２ｉｎ犡，犢，犣

　　３）方案１中，由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物理模型

未考虑边坡的一些先验的物理信息，导致系统模

型存在未知的误差，求得的形变参数存在较明显

的系统差。

４）在方案２中，对滤波输出的观测残差和状

态预报值残差进行开窗拟合，利用开窗法拟合得

到的系统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则可在很大程度

上减弱区域系统误差的影响。

４　结　语

在边坡监测实践中，由于对边坡的物理信息

了解不充分，人们往往不能预知观测方程和动力

学方程是否含有系统误差，所建立的动态模型通

常存在系统误差，这时，模型的不确定性或模型误

差会严重影响分析的结果，正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

果将受到歪曲，往往不能取得好的结果。本文提

出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移动窗口的系统误差

拟合。移动窗口的系统误差拟合预先很难确定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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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宽度。在本文的试算中，笔者采用窗口宽度

犖＝１０。若系统误差变化区间有较大变化，犖 的

取值也应随之变化。如何取窗口的宽度是实践中

的难点，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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