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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相关问题的
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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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目前通过人工排查已发现近 30万处隐患点，但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地质

灾害并不在已发现的隐患点范围内，应该还有大量的灾害隐患没被发现，尽可能全面识别和发现灾害隐患仍

是中国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和建议：（1）近年来，各种遥感技术在地质灾害隐患识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每种技术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

处，所能识别的隐患类型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只有将各种技术手段综合应用，相互补充和校验，才能最大限度

地识别已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有效破解隐患识别难题。（2）对于识别难度最大的不稳定斜坡，需要将传统地

质勘测与现代技术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航空或半航空物探等有机结合，才能提升识

别效率和准确性。（3）利用深度机器学习可望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的智能化自动识别，但目前其仅对光谱和纹理

特性显著的新生地质灾害具有较好的自动识别能力，而对其他类型如古老滑坡体、一般地质灾害隐患点而言，

自动识别的正确率还不高，应加大力度开展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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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4，中国四川省茂县叠溪镇新磨村

发生大型山体滑坡，几乎瞬间将一个村庄整体掩

埋，造成 83人死亡和失踪［1］。通过对新磨村滑

坡、2016-09浙江省丽水苏村滑坡［2］等多个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滑坡特征进

行分析总结，发现这些滑坡具有“高位、隐蔽性”

的共同特征，这也是为何通过传统人工调查、排

查并没有提前发现这些滑坡隐患的原因。高位

是指滑坡源区位于大山的中上部，地处高位，人

员难以到达，传统的人工调查、排查很难发现。

隐蔽性来源于两个方面：（1）灾害源区被植被或

冰雪覆盖（如川藏铁路所处的青藏高原），用肉眼

和传统手段很难发现；（2）灾害地处人迹罕至的

区域，如 2018年 10月和 11月先后两次堵江形成

堰塞湖的西藏米林色东普沟冰崩 -碎屑流［3］和金

沙江白格滑坡［4］，都不在人们的日常活动范围内，

很难事先发现。

中国通过多轮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和灾害隐

患排查，发现了近 30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但近

年来发生的数十起重大地质灾害事件中有近

70%并不在已发现的隐患范围内，这说明还有很

多已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并没有完全排查出来。

为了更全面地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传统手

段难以排查的高位、隐蔽性隐患点，在 2018年的

全国两会上，笔者提交了“充分利用高新技术，进

一步提升中国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的提案，提出

构建“三查”体系，提升灾害隐患识别能力，并建

议中国应尽快构建由高精度光学遥感+合成孔

径干涉雷达测量（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
metry，InSAR）的“普查”、机载激光雷达（light de‑
tection and ranging，LiDAR）+无人机航拍的“详

查”、地面调查核实的“核查”共同组成的天-空-地

一体化的“三查”体系，从不同角度和尺度来提前

识别和发现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相关建议得到

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5］，引起了业界同行和相关

部门的关注和重视［6］。贵州、四川、广东等省市随

即开展了利用“三查”体系进行地质灾害隐患早

期识别的示范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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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11月金沙江白格滑坡两次滑坡堵

江后，遥感数据供应商、从事遥感技术研究的高

校和科研院所、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实际防灾

需求的企业等通力合作，充分利用光学遥感、In‑
SAR、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技术手段，在短时间内

就对金沙江流域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扫面性

系统全面排查，发现多处重大隐患［7］，及时上报相

关部门。自然资源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等

也组织多家单位对金沙江流域地质灾害隐患进

行了现场调查、人工排查、复核以及风险评估，并

根据调查和评估结果采取了针对性的防灾减灾

措施。此外，2018年川藏铁路正式启动后，为了

解决川藏铁路因环境条件极端恶劣导致常规地

质勘测手段极度受限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勘察单

位在科研院所的全力支持配合下，充分利用现代

遥感测绘技术进行川藏铁路的地勘工作，提前识

别和规避高位远程、隐蔽性灾害隐患，对线路作

了进一步优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近年

来现代遥感技术已在中国尤其是西部山区地质

勘测和地质灾害隐患识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的研究工作还远不能满足中国地

质灾害防治的实际需求。当前防范地质灾害的

核心需求是要搞清楚“隐患点在哪里”“什么时候

可能发生”，这也是目前地质灾害防治急需突破

的难题和瓶颈。现代遥感、测绘等技术能否在满

足地质灾害防治的核心需求，破解难题、突破瓶

颈方面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相关工作如何进一步

推进，本文就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1 多技术综合应用才能有效破解隐

患识别难题

多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合作已是社会进步的

必然趋势，也是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要解决地质

灾害隐患早期识别这类复杂问题尤应如此。地

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涉及到地质学、工程地质

学、水文地质学、地理学等传统学科，以及摄影测

量与遥感技术、大地测量技术、电子与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学科，只有通过多

学科交叉融合、多种技术综合应用、各行业和部

门跨界合作与相互协作，以数据导向为基础，作

好综合性研判，才能真正提高地质灾害早期识别

能力和水平，突破相关技术瓶颈，解决相关难题。

笔者提出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的

“三查”体系［8］，其核心理念和观点就是通过多学

科交叉融合、多部门跨界合作、多种技术手段的

综合应用，以及多部门的协同创新，共同破解地

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难题。具体地讲，“三查”体

系强调和突出了“四多”：

1）多学科交叉融合。工程地质学、摄影测量

与遥感技术、电子与通信技术等多个学科交叉

融合。

2）多层次立体观测。以卫星为主的天基层

次，以有人机和无人机为主的航空层次，以人工

调查和专业监测为主的地面层次，由此构成天 -

空-地一体化的多元立体观测体系。

3）多技术综合应用。光学遥感、三维摄影测

量、InSAR、LiDAR、地面勘探和监测等多种技术

手段的综合利用。

4）多时序持续监测。不仅可通过调取历史

存档数据了解过去，也可通过实时监测掌握现

状，还可通过长期持续监测分析预测发展趋势，

由此形成多时序观测数据［9］。

倡导和强调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其原

因在于任何一种技术手段只会是某些方面的功

能具有先进性和独特性，同时其一定会存在特定

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比如 InSAR技术，其大范

围持续观测地面变形的功能是一般技术手段所

不具备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和局限，而 InSAR的局限和问题可通过 LiDAR、
光学遥感等来弥补和校正。因此，只能通过多种

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一方面通过发挥各种技术

手段的优势和某些独特功能（如 LiDAR的植被去

除功能），实现对灾害隐患最全面的搜索和识别；

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所获结果的相互比

对、补充、检验和校核，最终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

的全面而准确的识别。

光学遥感影像具有直观、形象、清楚等特点，

是一线地质调查人员最容易看懂的遥感成果，尤

其是高清、高分辨率、三维立体影像更是为地质

灾害调查评价提供了重要依据。利用不同时段

和期次光学遥感影像的光谱和纹理差异，结合地

形地貌特征，人工就能较容易地识别出历史上曾

经发生过的古老滑坡体和具有明显变形迹象的

区域［9］，而这些部位往往就是最大的隐患点。同

时，卫星遥感影像覆盖范围大，通过重访可对同

一区域作周期性持续观测。因此，光学遥感技术

在区域性大范围地质灾害调查和排查方面具有

独特的能力，其行为和作用相当于医学上的定期

全面体检，称之为“普查”。

InSAR通过对重复轨道观测获取的多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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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数据，集中提取到具有稳定散射特性的高相

干点目标上的时序相位信号进行分析，反演研究

区域地表形变平均速率和时间序列形变信息，能

获取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形变测量精度［10］。 In‑
SAR最大的长处是能对地表正在发生的大范围

持续缓慢变形进行有效识别和持续监测。InSAR
可有效识别和提前发现那些地质调查人员难以

到达的高处或人迹罕至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

因为有免费的 InSAR数据可供使用（如哨兵 Sen‑
tinel），可用其对一些地质灾害频发区或其他重要

区域进行长期持续的形变观测，并通过对某些关

键点变形的时间序列分析，判定相关区域当前所

处的变形阶段，评估其危险性和风险。这一点对

日常防灾减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卫星遥感也具有一些自身不可回避的缺

点和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星载光学遥感会受卫星重访周期和气候

条件的限制。同一区域卫星的重访周期一般为

数天至近一月。在地质灾害频发的西部山区云

雾天气较为常见，而地质灾害又往往发生在雨季

尤其是强降雨期间，往往难以获取真正有用的遥

感影像。长重访周期和受天气影响的问题在重

大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置阶段尤显突出。同时，

不少卫星的影像分辨率也难以满足地质调查评

价的实际需求。

2）InSAR虽然在滑坡形变监测方面具有常

规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与挑

战［11］：（1）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是利用电磁波相位相干性原理来解算地表

形变，但茂密的植被覆盖和快速大变形（如滑坡

产生突发性滑动）都会使前后两期监测数据失去

相干性，从而使形变监测能力失效。（2）卫星雷达

发射的电磁波穿过大气层时会导致电离层和对

流层延迟，因此在作 SAR数据分析处理时必须作

大气改（校）正。但山区的大气对流往往复杂多

变，很容易影响 InSAR结果的准确性，甚至得到

错误的分析结果。（3）SAR的斜视成像机制使其

在地形复杂山区在几何成像方面存在距离压缩、

阴影和叠掩等问题，从而导致某些区域或方向的

坡面变形要么根本就观测不到，要么存在较大误

差甚至错误。（4）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地形效

应会直接影响解算结果的精度，而地质灾害频发

的西部山区一般地形起伏都较大，由此影响 In‑
SAR的观测精度。基于以上原因，InSAR在西部

地形起伏大、植被覆盖好的山区，其变形观测效

果一般并不太好，急需寻求解决方案破解相关难

题。（5）受卫星分辨率的限制，卫星遥感只适用于

观测较大面积的目标，对于那些通过人工排查发

现的小型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平面投影面积很

小的灾害点，将失去其辨识能力。以上几方面可

能是在某些地区 InSAR识别结果与人工排查结

果重合度相对较低的原因。同时，InSAR数据的

分析处理相对较专业，非专业人员的分析处理质

量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能拿那些分析处理

质量差的结果来轻易否定 InSAR在地质灾害形

变观测和隐患早期识别的作用和优势。

通过星载光学遥感和 InSAR完成区域扫面

性“普查”后，基本可圈定地质灾害重点区段和重

大隐患，然后再利用基于航空平台的三维摄影测

量 和 LiDAR 对 重 点 区 段 和 重 大 隐 患 实 施

“详查”［8］。

在航空平台层次观测方面，无人机已逐渐成

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和应急处置的重要手段和

“常客”。通过无人机三维摄影测量已可快速获

取高分辨率的三维立体影像，既直观形象，可看

清相关区域各种地物特征和坡体变形迹象，又可

快速形成地形图、量测各种参数（如滑坡的几何

尺寸、结构面产状等）。此外，通过不同期次影像

数据的差分分析，可圈定变形区，量化各区的动

态变化情况，量测滑坡前后各部位地形和体积变

化，快速准确计算滑坡方量等［1，4］。近年来，无人

机摄影测量已为多次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提

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利用机载 LiDAR可获取厘米级分辨率的数

字 地 表 模 型（digital surface model，DSM）。 Li‑
DAR最独特和实用的功能是植被去除，形成裸露

地 面 的 数 字 地 形 模 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通过裸露地面可轻易识别山体已有的

“损伤”，不仅可在光学影像解译的基础上进一步

通过去除植被后的地形地貌特征辨识历史上的

古老灾害体、未彻底破坏的变形体、地震导致的

震裂山体，以及潜在的不稳定斜坡，同时还可识

别规模较大的山体裂缝和松散堆积体，从另一视

角发现和识别灾害隐患［8］。这对于植被茂密、地

形起伏大的西部山区尤其有用。此外，通过 Li‑
DAR数据解译可获取相关区域植被、建筑物等各

种地物的三维表面数据，其在城市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建模、电力

巡线、林业资源量化评价、矿山开采进度评价与

调度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机载 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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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用飞机（直升机或专业航测飞机）或载荷

量较大的无人机作为作业平台，需要专业技术人

员作业，目前还难以在一线地质调查工作中普遍

推广使用。不少国家（如日本、意大利等）和地区

（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已完成了全域范围的 Li‑
DAR飞行，并将相关数据提供给不同部门使用，

产出了很好的成果和效益。中国大陆现阶段开

展全域范围的 LiDAR数据获取还不现实，但应尽

快开展地质灾害高风险山区、重要城镇、重大工

程区等的 LiDAR数据获取和示范应用，为自然资

源的调查评价、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评价与

保 护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等 提 供 基 础 数 据 和 科 技

支撑。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采用的技术如何先进，

获得的观测数据有多么好，最终还得依靠地质工

作者对这些多源观测数据和专业解译分析结果

进行综合研判，现场调查复核，进行最终的确认

或否定，这就是“三查”体系中的“核查”工作。核

查类似于医学上的临床诊断和针对重大疑难杂

症的专家会诊。地质人员通过对光学影像、In‑
SAR、LiDAR等的综合分析、相互比对和校验；现

场调查复核，最终确定是否为真正的地质灾害隐

患。近年来，相关单位综合应用光学遥感、In‑
SAR、LiDAR等手段，已发现和确认了多处重大

灾害隐患，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图 1为利用光学影像、InSAR和 LiDAR综合

确定隐患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某区域 InSAR数

据的分析处理，发现某藏寨后山存在一大片疑似

变形区（图 1（b））。该藏寨为一处著名风景区，变

形区下部的藏寨除数百户居民外（图 1（a）），每天

还有不少的游客居住和往来。但因变形区地处

大山中上部，前缘海拔高程约 3 000 m，后缘滑坡

壁海拔更是高达 4 600 m，加上坡陡无路，地质调

查人员很难到变形区去开展实地调查复核。2018
年对相关区域作了 LiDAR飞行，LiDAR数据解译

后发现该区滑坡特征非常明显，前缘有挤压隆起

带，后缘有明显的滑坡壁和多次局部垮塌现象（见

图 1（c）），由此确认了该大型滑坡隐患真实存在。

综上所述，利用现代遥感和测绘技术可从更

宏观的角度、更宽广的视野，从上往下以“俯视”

的角度来搜索、识别具有典型特征的大型地质灾

害隐患。当然，其识别的重点主要为高位、隐蔽

性、平面投影面积相对较大、某方面特征显著的

灾害隐患；而传统调查排查则主要通过实地考

察、肉眼亲见来搜寻、发现和确认地质灾害隐患，

其排查的重点为人类日常活动区域内变形特征

明显且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类（包

括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两者排查识别的对象

虽有较多交集，但并不会完全重合。因此，地质

部门与测绘部门应通力合作，“人防”与“技防”有

机结合，相互补充和校验，才能最大限度地识别

出已存在的灾害隐患。

2 进一步提高地质勘测的科技含量

2019-07-23，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鸡场镇坪

地村岔沟组发生山体滑坡（简称贵州鸡场镇滑

坡），21幢房屋被埋，近 1 600人受灾，43人死亡，9
人失踪。该滑坡发生后，相关部门也在反思该滑

坡隐患为何未被提前识别和发现，并及时组织专

业队伍对滑坡区进行 InSAR分析解译，发现滑坡

发生前 3 d内（有卫星重访）滑坡区并无明显的变

形迹象，说明滑坡区是在降雨期间才出现变形并

在短时间内失稳破坏，表现出显著的突发性，所

以未被提前识别和监测预警。

地质灾害一般集中发生在以下部位：目前正

在变形区、曾经变形区、稳定性较差的斜坡、大型

松散堆积体［10］。其中，大范围的正在变形区可通

过 InSAR、光学遥感、人工排查等手段进行识别；

曾经变形区和大型松散堆积体可利用 LiDAR、光
学影像、人工调查进行识别；但稳定性较差的斜

坡（常称不稳定斜坡）既未正在发生变形，历史上

可能也未曾产生过变形，利用遥感、测绘等停留

图 1 利用 InSAR与 LiDAR相互校验的方法发现并确认四川某藏寨后山的大型变形区

Fig.1 Large Deformation Area Found Through Mutual Verification of InSAR and LiDAR of a Tibetan Village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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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表的“技术识别”手段已很难识别和发现，需

通过地勘手段查明坡体的地下结构特征和物质

组成，定量评价其稳定性状况，才能确定是否为

“隐患”。

斜坡的稳定性主要受控于坡体的物质组成、

结构以及临空条件，同时受水（地下水和地表水）

和人类工程活动等外在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些

控制条件和影响因素仅靠遥感和地表测绘是很

难查清楚的，必须综合利用地质调查、勘测、监

（观）测、测试试验等手段。对于无明显变形迹象

的不稳定斜坡，其稳定性已难以通过其变形特征

作定性评价，需要在地勘的基础上通过力学计算

得到。因此，对不稳定斜坡开展地质调查和适量

的地勘工作是必要的，但不稳定斜坡点多、面广，

在地质勘测中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高其稳定

性评价和隐患识别的效率和准确率。

2.1 利用 LiDAR快速表征坡体结构

LiDAR可通过去除植被直接看到裸露的地

表，消除因植被覆盖带来的“隐蔽性”。依靠 Li‑
DAR可以准确地量测斜坡坡面、结构面、裂缝等

的产状和几何尺寸，量化描述斜坡结构，构建三

维地质模型，为坡体稳定性的量化评价提供科学

依据。同时，去除植被后坡体的地形地貌和结构

特征非常明显，大多情况下通过工程地质类比便

可定性判断斜坡稳定性和危险性，确定其是否为

滑坡隐患。

图 2为利用航空平台同时搭载光学摄影镜头

和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的光学影像和去除植被

后 的 数 字 高 程 模 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该斜坡地处某一著名景区，其下为日常

通行公路。但从图 2（b）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斜

坡为一陡倾角顺层斜坡，临空条件较好，其中部

已经发生过顺层滑动，其两侧的斜坡结构与中部

完全相同，稳定性较差，也存在失稳下滑的可能。

为保证景区安全，建议作加固处理。

2.2 利用航空物探快速探测坡体地下情况

现场调查表明，滑坡区集中分布散体和碎裂

状全强风化玄武岩，再加上强降雨期间的地下水

作用，是 2019年贵州鸡场镇滑坡发生的主要原

因。在滑坡区，玄武岩风化后的产物基本与粗颗

粒土类似（见图 3）。但通过沿公路沿线的追踪调

查发现，不同区段玄武岩的风化特性和程度差别

很大，呈现出典型的差异风化特点。某些地段的

玄武岩风化较弱、强度高；但在滑坡区段玄武岩

的风化程度非常高，岩体异常破碎，全强风化带

埋深大、强度很低。加上强降雨期间地下水入

渗，进一步软化全强风化带，并产生水压力，最终

导致滑坡的发生。

严格地讲，处于地表以下的斜坡体内部结构

特征和物质组成需要通过钻探、坑槽探等常规地

勘手段来查明，但因其点太多、面太广，都采用地

勘手段显然不现实，即使采用地面物探手段都不

现实。因此，急需发展航空、半航空物探技术，利

用无人机携带物探设备作线状和面状飞行，可大

大提高勘测效率。

航空物探是通过在飞机上装备的专用物探

仪器在航行过程中探测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变化，

研究和寻找地下地质结构和矿产资源的一种物

探方法。常用的有航空磁测、航空放射性测量、

航空电磁测量等。航空物探具有速度快、不受地

面条件限制、大面积工作精确度较均一等优点。

还有一种介于地面物探和航空物探之间的半航

空物探方法，如半航空瞬变电磁法，是以地面接

地长导线电信源作为发射源在空中进行观测的

一种地球物理勘探方法。

川藏铁路的环境条件极为恶劣，传统的地勘

手段在不少区段已难以开展，相关单位采用航空

物探手段开展典型区段的地勘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成都理工大学采用半航空瞬变电磁法

图 2 某斜坡的航拍光学影像和利用 LiDAR获取的

DEM
Fig. 2 Aerial Optical Image and DEM Obtained Through

LiDAR of a Slope

图 3 贵州鸡场镇滑坡区散体状的风化玄武岩

Fig.3 Loose and Weathering Basalt in Sliding Area of
Jichang Tow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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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年发生的几处滑坡（包括贵州鸡场镇滑

坡）进行了实验性探测，取得了一些效果，也发现

不少问题。总体上技术还不够成熟，现有仪器设

备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地质灾害浅层（探测深度一

般小于 100 m）高精度探测的实际需求，需要从仪

器设备研发开始，加强（半）航空物探技术方法的

研发工作，重点开展针对第四系覆盖层空间分布

特征及含水率状况的快速、高精度探测技术方法

研究。

2.3 加强典型灾害隐患识别图谱研究

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影响因素众多，导致地

质灾害类型多样，成因机理复杂，再加上一线地

质调查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

因认识不到位而出现错判和误判。因此，有必要

通过对大量已有地质灾害典型实例进行系统的

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建立实用的地质灾害分类

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每一类型的基本形

成条件、发育特征、发展演化过程与特征、典型识

别标志，最终以直观形象的图谱来体现，以此来

全面提高地质灾害调查和隐患早期识别的能力

和水平。本文对西部山区和西北黄土地区滑坡

类型和模式进行了概括总结，分别提出了 19类和

11类滑坡成因模式，根据滑坡形成条件和各阶段

动态演化特征构建了直观形象的滑坡地质识别

三维图谱（见图 4），并建立了与不同类型和发展

阶段相对应的滑坡地质识别标志和指标体系。

现场调查人员利用此图谱和指标体系，可“按图

索骥”地进行滑坡调查、分类评价和隐患判识。

3 智能化自动识别是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利用光学和 SAR等卫星遥感影像

可检测和识别出具有显著地形地貌和变形特征

的滑坡隐患区。目前，全球共有 400多颗在轨的

地球遥感卫星，这一数字还会快速增加。如此海

量的遥感影像和数据，若都采用人工解译方法进

行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工作量巨大，难以实

施。有时，一个重大灾害事件的遥感解译就需要

大量的人力和足够长的时间。例如，2008年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内外数十个团队花费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才解译出汶川地震诱发的滑坡发

育情况，得到较为精细的汶川地震滑坡分布图，

相关文章几年后才陆续见刊［12］。但地震触发滑

坡发育分布图对指导抗震救灾极为重要，为现场

所急需，越快出来越好。事实上，遥感图像处理

的变化检测以及深度机器学习方法已可逐渐实

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的智能化、自动化快速识别。

尤其是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s，CNN）具有较强的图像、影像学习和分析

预测能力，是实现遥感数据智能化自动识别的重

要工具。

图 4 西部山区滑坡隐患识别图谱示例

Fig.4 Diagram of Potential 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in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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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发生的群发性地质灾害（如地震和强

降雨天气诱发的地质灾害），因滑坡区的光谱特

性与周围环境有较大差异，用遥感数据处理的变

化检测等手段便可快速检测和识别出新发生的

地质灾害区域。图 5为利用变化检测自动识别和

人工解译两种手段对 2017年九寨沟“8·8”地震区

同震地质灾害的识别结果［13］。图 5中，绿色区域

为模型识别结果，红色多边形为目视解译结果。

从图 5中可以看出，自动识别与人工解译结果两

者的差异已不是太大，其符合度超过 90%，表明

自动检测技术已可实际用于群发性地质灾害的

快速解译。

对于正在变形的滑坡区，因其光谱和纹理特

性与周围环境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没有新发生滑

坡显著），利用基于 CNN的深度机器学习方法也

能对其较好地进行自动识别。例如，以贵州省已

排查出的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影像资料为学

习样本，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学习，然后利用

学习结果对其他区域地质灾害隐患进行自动识

别，其识别正确率可达 80%左右［14］。

而对于历史上发生的古老滑坡体，因绝大多

数近期内未变形，其光谱特性与周围环境并无明

显差异，在影像上仅能根据滑坡地貌的纹理特性

来判识，但与滑坡地貌（圈椅状地貌、滑坡壁等）

类似的地貌很多，如田坎、陡壁等，其自动识别难

度较大。本文以滑坡地貌特征相对明显的黄土

高原古老滑坡为研究对象，采集了 3 000多处古

老滑坡的样本进行深度机器学习，然后利用学习

结果对其他相邻地区滑坡进行识别，目前识别的

正确率仅为 60%~70%。其原因在于：（1）目前

使用的遥感影像来自于谷歌地球，其影像由不同

时间、不同分辨率、不同传感器拍摄的影像拼接

而成，光谱、纹理特性和分辨率差异较大，影像数

据质量不高；（2）老滑坡已遭受自然侵蚀和人类

活动的改造，很多滑坡已面目全非。若是在西部

山区，还要受植被覆盖的影响，其识别难度更大，

识别正确率可能会更低。

利用深度机器学习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的自

动识别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研究方

向［15］，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投入力量，深化

研究：（1）结合地质灾害样本的特点，提出和改进

深度机器学习算法。（2）开展基于光学遥感影像

的智能化自动识别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提高识

别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基于多源数

据（光学影像、数字表面模型、DEM、InSAR、多光

谱影像和高光谱影像等）的自动识别理论和方

法。（3）地质体是在不断发展演化的，地质灾害隐

患也是在动态变化的。应研究和开发基于遥感

技术的实时动态识别技术与方法，最好能使卫星

和航空探测装置本身就具有自动学习和识别的

能力，在拍摄影像的同时，自动与同一区域前期

数据进行匹配和作变化检测，一旦发现明显变

化，及时自动传回相关数据和分析结果，从而实

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实时自动识别和提前发现。

4 结 语

中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目前通过人工排

查已发现近 30万处地质灾害隐患，但近年来发生

的多起重大地质灾害事件大多并不在已发现的

隐患范围内，因此，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应

用，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识别和发现地质灾害隐

患，已成为中国地质灾害防治的重大实际需求。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工

作，本文有以下认识和建议：

1）传统的地质调查、排查是地质灾害隐患早

期识别的主要手段，但仅靠人工调查、排查是远

远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具有高位、隐蔽性特点的

隐患点，必须充分利用现代遥感技术进行地质灾

害隐患识别。高分辨率光学遥感、InSAR、Li‑
DAR等现代技术各有所长，每种技术手段能识别

出的隐患类型有所不同，没有哪种技术手段能识

别出所有类型的隐患。因此，应将多种技术手段

有机结合、综合应用，才能最大限度地识别出地

质灾害隐患，有效破解地质灾害隐患识别难题。

2）对于地貌特征和变形特征都不明显的不

稳定斜坡，地质调查和勘测是最有效的隐患识别

图 5 2017年九寨沟“8·8”地震区同震地质灾害发育分布

图（局部）

Fig. 5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seismic Geohazards of
2017“8·8”Jiuzhaigou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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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但因不稳定斜坡点多、面广，仅依靠人工

手段已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需要将传统地质调

查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识别效率和精

准度。这些现代技术主要包括使用机载 LiDAR
查明斜坡结构特征，使用（半）航空物探快速探测

坡体地下情况，构建直观形象的识别图谱等。

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度机器

学习将会成为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向智能化自动

化方向发展的利器。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

新发生的地质灾害，因其光谱和纹理特性与周围

环境差异显著，利用遥感变化检测和人工智能、

深度机器学习方面都能较好地进行自动快速解

译；但对于变形和地貌特征不明显的古老滑坡体

和一般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深度机器学习方法可有效地进行自动识别，但目

前识别的正确率偏低，还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致谢：感谢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

务中心（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应急保障中

心）提供机载 LiDA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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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nd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 Issues in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Geohazards

XU Qiang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In China, geohazards are wide‑ranging. Traditional artificial investigations have
found nearly three hundred thousand locations of potential geohazards. However, the recent occurred cata‑
strophic geohazards are not within these determined locations. Widel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geohazard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obs for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Methods: We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early identification for potential geohazards. Results: (1) Recently, various re‑
mote sensing techniques play an significant role in geohazard identification, but each technique has its limita‑
tion to recognize geohazard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nly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mutual
co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2) Combin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geological surveys and modern technologies (LiDAR, aerial and semi‑aerial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etc.)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most difficult and unstable slops. (3) The
deep machine learning is expected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of geohazards. Current‑
ly, it shows good performance in new geohazards with significant spectral and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accuracy of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for other types, such as ancient landslides and normal potential geo‑
hazards,is still not enough.Conclusions:More efforts are in urgent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potential geohazard；early identification；InSAR；LiDAR；deep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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