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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处理海量、多种类的滑坡监测数据，提出了基于数据挖掘的滑坡监测数据处理流程。以白家包

滑坡为例，利用犽ｍｅａｎｓ算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定性处理，进而利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分析滑坡形变的诱发因素。实

验结果表明，提出的流程能有效地处理滑坡监测数据，并发掘到有助于人们认识滑坡形变及其原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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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峡库区是中国滑坡灾害发生的重灾区

之一，库区内滑坡不仅威胁着三峡大坝的安全，更

是影响库区移民工程安全的重要问题［１］。２００９

年三峡水库完成１７５ｍ蓄水，监测预警成为库区

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工作［２］。有效地应用累积的

海量监测数据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３］。

蒋征等［４］根据ＧＰＳ监测数据对宝塔滑坡进

行了块体识别与分析；王尚庆等［５］以白水河滑坡

监测数据为例分析了滑坡时间预测预报及险情预

警级别划分；杜鹃等［６］利用神经网络建立了滑坡

诱发因素和位移变换综合分析预测模型。然而，

传统的空间分析技术不易在巨大的多样地理数据

集中发现隐藏的未知模式、趋势和关系，数据挖掘

技术为克服这一难题提供了途径［７］。近年来，数

据挖掘技术已在滑坡敏感性评价和空间预测方面

有较多的应用［８１２］。但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处

理滑坡监测数据的报道却并不多见［１３］。

本文拟用数据挖掘技术对白家包滑坡监测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旨在发现滑坡形变特征信息

（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引起变形的诱发因素。

１　研究区及数据源

１．１　白家包滑坡的基本情况

白家包滑坡位于秭归县归州镇向家店村，距

香溪河入江口２．５ｋｍ。其展布于香溪右岸，前缘

直抵香溪河，滑坡剪出口位于高程１２５～１３５ｍ，

滑坡后缘以基岩为界，高程２６５ｍ，滑坡左侧以山

脊下部基岩为界，右侧以山梁为界，前缘宽

５００ｍ，后缘宽３００ｍ，均宽４００ｍ，纵长约５５０ｍ，

滑坡面积２２×１０４ｍ２。

１．２　监测网点的布设情况

滑坡体上共布设４个ＧＰＳ监测点，两个地下

水监测孔，各监测点位布置如图１。白家包滑坡

属于库区三期监测的滑坡，监测时间始于２００６

１２。本文搜集了该滑坡 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１０１１ 的

ＧＰＳ位移、地下水、库水位、降雨量等数据。

图１　白家包滑坡专业监测网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ａｉｊｉａｂａｏ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２　数据预处理及定性化

每个空间监测数据都是一个表达空间实体形

变水平的定量精确数值，反映不出任何定性信息。

而人们在根据监测数据思维决策时，更偏向使用

诸如“滑坡不稳定”、“库水波动大”等定性语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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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此，将定量的监测数据定性化是实现数据

到知识转化过程的关键步骤。图２为本文提出的

滑坡监测数据处理流程图。

图２　滑坡监测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１　滑动阶段及方向划分

对于滑坡监测而言，滑坡所处的滑动阶段是

最为重要的信息。刘广润等［１４］将滑坡的滑动阶

段分为蠕滑阶段、匀滑阶段、加速阶段、破坏阶段。

图３中，犃～犅为蠕滑阶段，这一阶段坡体表现出

缓慢滑动；犅～犆为匀滑阶段，坡体表现为基本稳

定，位移缓慢增加；犆～犇 为加速阶段，坡体变为

快速变形。

形变的准确划分是正确理解滑坡所处阶段以

及分析形变原因的基础，因此，需要定量评价，以

检查划分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各期监测报告对白

家包滑坡形变情况的判定作为参照对象以检验

犽ｍｅａｎｓ划分的精度。表１为精度评价的混淆矩

阵，总体精度为９６．４９％，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９３，精

度评价结果显示经犽ｍｅａｎｓ定性的形变情况与实

际监测报告中结论一致性很高。

图３　滑坡滑动阶段特征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ｏＷａｒｐＳｔａｇｅＣｕｒｖｅ

２．２　降雨量、地下水、库水等级划分

形变监测一般是月度的，而降雨量、地下水、

库水位的监测数据种类复杂，时间间隔不一，因

此，需要进行预处理，并重采样为月度数据。目

前，尚无月降雨量划分的标准，一般参照中国气象

局规定的日降雨量等级进行划分。月降雨量０～

６０ｍｍ划分为少，６０～１００ｍｍ为一般，１００ｍｍ

以上为多。地下水和库水位数据则利用犽ｍｅａｎｓ

进行聚类，其中地下水监测数据选用埋深指标。

图４　白家包滑坡形变位移总量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

表１　精度评价混淆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报告评价

快速 蠕变 稳定 总数

聚类

结果

快速 ２０ ０ ０ ２０

蠕变 ０ ５６ ８ ６４

稳定 ０ ０ １４４ １４４

总数 ２０ ５６ １５２ ２２８

２．３　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本文利用关联规则［１６］技术对定性后的数据

进行处理，采取的算法为 Ａｐｒｉｏｒｉ
［１７］。Ａｐｒｉｏｒｉ算

法是以概率为基础的挖掘分类型关联规则频繁项

集的算法，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① 产生频繁项

集；② 依据频繁项集产生关联规则。

本文选取置信度、支持度、提升度作为评价规

则的测度。置信度是对简单关联规则准确度的测

量，描述了包含规则犡的事务中同时包含项目犢

项的概率；支持度体现简单关联规则的普遍性，表

示项目犡和犢 同时出现的概率；提升度是置信度

与后项支持度的比，反映了项目犡 的出现对项目

犢（后项，研究项）出现的影响程度，一般大于１的

规则才有意义。式（１）～式（３）为置信度、支持度、

提升度的数学表达：

犆犡→犢 ＝
狘犜 犡∩（ ）犢 狘
狘 （ ）犜 犡 狘

（１）

犛犡→犢 ＝
狘犜 犡∩（ ）犢 狘

犜
（２）

犔犡→犢 ＝
犆犡→犢
犛犢

＝
狘犜 犡∩（ ）犢 狘
狘 （ ）犜 犡 狘

／狘犜 犡∩（ ）犢 狘
犜

（３）

式中，｜犜（犡∩犢）｜表示同时包含项目犡 和犢 的

事务数；｜犜（犡）｜表示包含项目 犡 的事务数；

犜 表示总事务数。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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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滑坡形变诱发因素挖掘

按照诱发因素，滑坡可划分为降雨型滑坡、降

雨库水型滑坡、库水型等。本文拟讨论降水、库

水、地下水与滑坡形变的关系，旨在确定诱发白家

包滑坡形变的主要因素，从而为预警工作提供宏

观判据。

实验利用定性后的数据，包括变形情况、库水

变化速率、库水变化趋势、月降雨程度、ＳＫ１地下

水位情况、ＳＫ２地下水位情况。其中变形情况作

为输出项（后项），其他数据皆作为输入项（前项）。

采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模型参数

设置最小置信度为６５％，最小支持度为５％。共

得到１８０条规则，为选取质量较高的规则，过滤器

设置为置信度＞７５％，提升度＞１．５。过滤后的规

则依然有８８条，规则集大多数的后项为“稳定”，

这是由于 “稳定”样本占总体样本比例较高

（６３．１６％，见表１），而显然滑坡产生“快速变形”

或“蠕变”的诱发因素才是人们更关心的问题，因

此，选取所有后项不为“稳定”的规则，并选取支持

度大于１０％的后项为“稳定”的规则进行分析。

按此条件得到规则２３条，见表２。

规则３、４含义分别为：如果库水位快速下降

表２　白家包滑坡形变诱因规则

Ｔａｂ．２　Ｒｕｌｅｓｏｆ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序号 后项 前项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１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偏高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２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３ 变形情况＝快速变形 库水变化程度＝快速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正常ａｎｄ库水变化趋势＝下降 ３．５１ １００ １３．４１

４ 变形情况＝快速变形 库水变化程度＝快速ａｎｄ库水变化趋势＝下降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 ３．５１ １００ １３．４１

５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６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快速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７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快速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８ 变形情况＝蠕动 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快速ａｎｄ库水变化趋势＝下降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９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一般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

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快速
３．５１ １００ ３．６８

１０ 变形情况＝蠕动 ＳＫ１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缓慢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正常 ３．５１ ８７．５ ３．２２

１１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多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缓慢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正常 ３．５１ ８７．５ ３．２２

１２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多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缓慢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正常ａｎｄ

库水变化趋势＝下降
３．５１ ８７．５ ３．２２

１３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多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缓慢 ７．０２ ７５ ２．７６

１４ 变形情况＝蠕动 ＳＫ２地下水位＝偏高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多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正常 ５．２６ ７５ ２．７６

１５ 变形情况＝蠕动 月降雨程度＝多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缓慢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正常 ５．２６ ７５ ２．７６

１６ 变形情况＝稳定 ＳＫ１地下水位 ＝偏低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 １５．７９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７ 变形情况＝稳定 ＳＫ１地下水位 ＝偏低ａｎｄ库水变化程度＝微小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 １０．５３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８ 变形情况＝稳定 ＳＫ１地下水位 ＝偏低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ａｎｄ库水变化趋势＝下降 １０．５３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９ 变形情况＝稳定 ＳＫ１地下水位 ＝偏低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 １２．２８ １００ １．５３

２０ 变形情况＝稳定 库水变化趋势＝上升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 ＝正常 １２．２８ １００ １．５３

２１ 变形情况＝稳定 库水变化程度＝微小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 １４．０４ １００ １．５３

２２ 变形情况＝稳定 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ａｎｄＳＫ１地下水位 ＝正常 １４．０４ １００ １．５３

２３ 变形情况＝稳定
库水变化程度＝微小ａｎｄＳＫ２地下水位 ＝正常ａｎｄ库水变化趋势＝下降

ａｎｄ月降雨程度＝少
１０．５３ １００ １．５３

且ＳＫ２水位正常，则滑坡出现快速形变；如果库

水位快速下降且月降雨量少，则滑坡出现快速形

变。这两条规则同时指出了库水位快速下降易引

发滑坡产生快速形变。一般认为降雨量大容易引

起滑坡形变，而规则４中前项还包括了降雨量少

这一条件，这与常识不相符，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降雨不是触发白家包滑坡快速形变的关键因素。

规则１２及５１５有助于研究滑坡产生蠕滑

的诱发因素。这些规则中除了规则１１和１２前项

中未包含地下水“偏高”条件，其他１１条规则前项

都包含了地下水“偏高”条件，同时规则８和规则

１２指出了滑坡产生蠕动与库水位下降有关。最

具代表性的为规则８：“如果ＳＫ２水位偏高且库水

位出现快速下降，则滑坡产生蠕动”。究其原因，

主要是饱水加载效应和动水压力效应在库水位下

降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地表水（库水位）

下降时，坡内潜水位依然偏高，由此导致坡体内地

下水位的水力梯度和动水压力明显增大。同时，

大部分坡体仍处于饱水状态，其重量也较大，因此

破坏了滑坡的稳定，从而产生蠕动（图５）。同样，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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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库水位快速变化则滑坡产生快速形变”也与

此相关，不同之处在于库水的快速下降使得坡内

潜水位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远赶不上库水下降速

度，从而导致滑坡快速形变。另外，规则１１、１３、

１５说明了降雨量大对触发滑坡蠕动有一定影响。

图５　库水位下降而潜水位偏高产生高动水压力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ｕｒｓｉｎｇｂｙ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８条有关滑坡稳定的规则中，４条指出了潜水

位偏低有利于滑坡的稳定。规则２０说明“如果库

水位上升且地下水位正常且降雨量少，则滑坡稳

定”，综合上文的“库水位快速下降则滑坡快速变

形”，可以表明库水位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

大的，不仅能触发滑坡滑动，也能有利滑坡稳定。

同时，所有８条规则都反映了降雨量少对滑坡稳

定有帮助。

４　结　语

本文首先利用犽ｍｅａｎｓ等方法对数值型的白

家包滑坡监测数据进行定性化处理，以此为基础

利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总结了白

家包滑坡的形变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滑坡形

变的诱发因素。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流程

能有效地分析积累的滑坡监测数据，并从中获取

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滑坡形变特征及原因的知

识，从而为进一步的滑坡预警提供理论支撑。但

是需要指出的是，关联规则分析得出的规则并不

能直接用于滑坡失稳预报预警，因此，未来的工作

将会引入决策树（Ｃ５．０、ＣＡＲＴ等）以获取预报滑

坡形变的判据。另外，利用软分类（粗集、云模型

等）对数据进行定性化处理也是后续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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