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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基于滑坡变形的专业监测预警工作中，滑坡后缘裂缝附近会设置多个变形监测点进行位

移监测，以覆盖关键变形区域，从而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并基于可靠的预警方法对滑坡变

形进行预警。但现有监测预警信息的发布仅根据单点变形数据进行预警，未进行多源数据融合的监测

数据综合研判，无法反映出滑坡整体发展趋势，且很可能因为单点监测数据的异常造成误报。本文采用

一种多源数据融合方法，通过综合多个滑坡监测点位所采集的变形数据，从整体监测数据的位移切线角

度判断滑坡是否已经进入临滑阶段，并赋予各监测点位和预警等级对应的重要性权重系数，计算出滑坡

进入临滑阶段的概率，当此概率大于或等于５０％时，即可认为滑坡进入临滑阶段，并以此作为预警信息

发布的依据。以贵州兴义龙井村岩质滑坡预警实例进行检验发现，该融合方法可实现对误差信息的剔

除和有效信息的融合，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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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目前已经发现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３０万处，仅２０１８年已经发生２９６６

起地质灾害，其中滑坡的发生率高达５０％以上［１］。随着

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源异构传感器网络在滑坡监

测中的应用越来越多，逐步替代过去传统的人工监测手

段，开始发挥着重要的监测和预警作用［２］。基于物联网

及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在地质灾害形成机理、预警判据

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据快速采

集、传输上的优势，构建地质灾害实时预警系统，已成功

对多处重大滑坡灾害做出了预警，不仅避免了人员伤亡

和经济损失，而且也提升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处理能

力［３］。在滑坡的预警模型研究方面，根据斜坡变形破坏

的时间演化规律可将斜坡的变形破坏分为初始变形阶

段、等速变形阶段和加速变形阶段，由此一些学者提出

了根据位移－时间曲线的切线角进行滑坡预警，该方法

后经许强的改进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切线角作为滑坡预

警的参考指标［４５］。曾裕平通过对大量斜坡位移 －时间

的数据分析基于改进的切线角提出滑坡灾害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四级预警指标，该指标在实际滑坡灾害预

警应用中发挥了良好的效果［６］。在滑坡监测应用中，为

保障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对同一后缘裂缝往往

会设置多个监测点，但是数据分析时却很少将所有监测

数据进行融合处理，监测预警系统也是仅根据危险等级

最高的一个监测点作为预警判据。根据单个监测点的

数据分析来判断滑坡的整体稳定性，而单一监测数据很

容易受到自然或人为因素扰动，有失科学性，从而造成

预警信息误发。对大量异构、复杂的数据，可借助多源

数据融合的方法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并判断其正确性［７］。

在多源数据融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滑坡风险评估

模型可以有效提高判断准确性［８］。本文提出一种多源

数据融合处理方法，该方法基于多个监测点不同预警等

级量化来判断滑坡是否进入临滑阶段，能够及时可靠地

识别滑坡有效预警等级。

１ 融合算法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思想方法，对不同监测点的预

警等级进行概率融合，得到判定滑坡是否已经处于临滑

阶段的概率统计。

首先根据不同预警等级对于判断斜坡稳定性的重

要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其次根据不同监测点位对

判断斜坡稳定性逐个赋予权重，最后通过权重的计算可

得到判断斜坡进入临滑阶段的概率，当此概率大于或等

于５０％时即可判定该斜坡已经处于临滑阶段。

１１ 预警等级的权重

监测预警系统将监测点所监测的滑坡位移变化量

转化为参考指标，对危险滑坡进行阀值预警。由于监测

预警只对事件发生可能性进行判断，不同预警等级可理

解为对滑坡危险程度加以判断。基于以上考虑，可采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预警等级对滑坡危险性的判断。

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是一

种实用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它能够通过比较不同因素

对于某一事件的重要程度，计算得到这些因素对于解决

问题的权重系数。该方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单一

问题，通过比较权重系数的大小从而确定决策方案［９］。

在本应用中利用层次分析法并非得到最终决策方

案，而是将不同预警等级视为两两相互独立的判断斜坡

失稳的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各因素的重要性，构建判断

矩阵，并得到该矩阵的权向量，即为各预警等级对应于

判断斜坡稳定性的权重。

图１ 层次分析法模型构建图

１１１ 递阶层次结构的构建

以判断滑坡发生的可能性为目标层，预警等级为准

则层，根据预警等级确定判断滑坡即将发生的可能性，

构建递阶层次结构。由于在此结构体的构建中，仅需确

定各预警等级的权重系数，未设置具体解决方案，所以

无需子准则层。

１１２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在建立递阶层次结构以后，各层次之间的影响关系

就被确定下来。

根据Ｓａｎｔｙ等人提出的一致矩阵法，可以将不同的

两个预警等级之间对于判断斜坡稳定性的重要程度分

为９个标度，即１－９（见表１），并构建判断矩Ａ。

表１ １－９标度的含义
标度 含　　义

１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５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ｉ与元素ｊ的重要性之比为ａｉｊ，

那么元素ｊ与元素ｉ重要性之比为ａｊｉ＝
１
ａｉｊ

　　不同预警等级对于判断斜坡稳定性的重要程度进

行逐级均匀递增，并将两两预警等级对于判断滑坡是否

进入临滑阶段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比较，按１－９的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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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得到：

（Ｒ：Ｂ）＝９；（Ｒ：Ｙ）＝６；（Ｒ：Ｏ）＝３；

（Ｏ：Ｂ）＝６；（Ｏ：Ｙ）＝３；

（Ｙ：Ｂ）＝３。

由此得到判断矩阵：

Ａ＝

ＣＢＢ ＣＢＹ ＣＢＯ ＣＢＲ

ＣＹＢ ＣＹＹ ＣＹＯ ＣＹＲ

ＣＯＢ ＣＯＹ ＣＯＯ ＣＯＲ

ＣＲＢ ＣＲＹ ＣＲＯ Ｃ















ＲＲ

＝

１ １／３ １／６ １／９

３ １ １／３ １／６

６ ３ １ １／３













９ ６ ３ １

１１３ 权重计算

对于一个一致的判断矩阵，它的每一列归一化后就

是相应的权重向量。采用这 ｎ个列向量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权重向量，有：

Ｗ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ａｉｊ

∑
ｎ

ｋ＝１
ａｋｊ
ｉ＝１，２，…，ｎ （１）

Ｗｉ———矩阵Ａ的特征向量；

ｎ———矩阵的阶数。

其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Ａ矩阵元素进行归一化处理；

第二步：将归一化后的元素矩阵进行列项相加；

第三步：将相加后的向量除以矩阵阶数 ｎ即得权重

向量。

计算得到：

ｗ＝［ｗ１，ｗ２，ｗ３，ｗ４］
Ｔ ＝

　　［００４６６，０１０５２，０２５７１，０５９１２］Ｔ

其中ｗ１，ｗ２，ｗ３，ｗ４分别表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

级别相对应的判断滑坡进入临滑阶段的权重系数。

１１４ 一致性检验

由于判断矩阵的各元素在确定标度值时难免受到

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利用判断矩阵前需要对矩阵的

优劣进行检验。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１计算一致性指标Ｃ．Ｉ．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２）

λｍａｘ———矩阵Ａ的最大特征值；

ｎ———矩阵Ａ的阶数。

２．查找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见表２）

表２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
矩阵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Ｒ．Ｉ ０ ０ ０５２ ０８９ １１２ １２６ １３６

矩阵阶数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Ｒ．Ｉ １４１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５４ １５６ １５８

　　计算一致性比例Ｃ．Ｒ．

Ｃ．Ｒ．＝Ｃ．Ｉ．Ｒ．Ｉ． （３）

根据Ｓａａｔｙ教授给出的对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的一条准

则，当Ｃ．Ｒ．＜０１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

受的［１０］。

经一致性检验：

Ｃ．Ｒ．＝Ｃ．Ｉ．Ｒ．Ｉ．＝
００２７１
０８９ ＜０１

满足一致性要求。

１２ 监测点位置权重计算

同一后缘裂缝上，各监测点位移变化速率基本一

致，在没有特殊外界条件的干扰下，监测曲线不会发生

激增或陡降的变化。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在正常监测条

件下，同一后缘裂缝上布设多个监测点位，根据各监测

点不同预警等级，判断滑坡是否进入临滑阶段。因此忽

略特殊因素对于监测过程的干扰，将各监测点位赋予相

同的权重系数，监测点位越多，则各位置权重系数越

小，即：

Ｃ＝１／ｍ （４）

Ｃ———监测点位的权重；

ｍ———监测点位的个数。

将监测点位置赋予相同的权重，使数据更均衡，可

以尽量减小监测点位不同对判断斜坡稳定性带来的

误差。

１３ 数据融合

根据现有滑坡监测系统所采用的四级预警指标，结

合层次分析法计算的权重并引入主观概率［１１］，得到判断

斜坡稳定性的概率指标。根据四级预警等级的判定知，

该等级仅与斜坡累计位移切线角度有关，且随着切线角

度的增加，预警级别逐级提升，因此将预警等级权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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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逐个叠加，叠加后的结果视为根据预警等级判断

滑坡是否进入临滑阶段的主观概率：

ｐＢ ＝００５；

ｐＹ ＝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

ｐＯ ＝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６＝０４１；

ｐＲ ＝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６＋０５９＝１。

其中ｐＢ、ｐＹ、ｐＯ、ｐＲ均大于等于零且小于等于１，符合主

观概率的定义，因此可将其视为由预警等级判断斜坡失

稳的主观概率［１２］。

将此主观概率与各监测点位置权重系数结合得到

基于各监测点预警等级判断滑坡是否处于临滑阶段的

概率，即得公式：

Ｐ＝Ｃ·（ｐＢ·ｍ１＋ｐＹ·ｍ２＋ｐＯ·ｍ３＋ｐＲ·ｍ４）·１００％

且

ｍＢ＋ｍＹ＋ｍＯ ＋ｍＲ ＝ｍ （５）

其中，ｍＢ、ｍＹ、ｍＯ、ｍＲ分别表示处于某一预警等级的设

备数量。

其中Ｐ即为根据各监测点的预警等级经融合后判

断斜坡是否进入临滑阶段的概率，当此概率大于或等于

５０％时，即可判定该斜坡已经处于临滑阶段，监测预警

平台可以此为依据发布预警信息。

２ 应用案例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７日凌晨５点５３分，贵州省黔西南州

兴义市龙井村９组发生了一起深层顺层岩质滑坡，超过

６０万ｍ３山体失稳破坏，直接威胁了滑坡下方４００多人

的安危。由于针对该滑坡滑坡实施了专业监测预警，通

过智能化的监测设备在滑坡发生前准确发出了预警信

息，并配合科学的应急处置，使滑坡灾害实现了人员零

伤亡和财产零损失（见图１）。针对该滑坡实施了专业

监测预警，通过智能化的监测设备在滑坡发生前准确发

出了预警信息，配合科学的应急处置，使滑坡灾害实现

了人员零伤亡和财产零损失。

根据现场应急监测方案，在同一后缘裂缝上共布设

６台智能地表位移监测设备，其具体布设方案见图 ２。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现场监测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将监

测数据成功返回至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１３］，其系统界

面如图３。在该系统中，分别设置了滑坡位移变化量、变

图２ 龙井村滑坡基本概况

形速率、切线角变化率、速度增量、速度倒数［１４］等一系列

评价滑坡稳定性的重要性参考指标。

图３ 预警系统界面

在滑坡尚未进入临滑阶段之前，该智能地表位移监

测设备始终以３０分钟一次的采样频率进行数据采集，

当滑坡变形速率加剧时，设备自动进入加密采集阶段，

以每分钟１次的采集频率进行快速采样，所采集的数据

通过无线传输技术［１５］，传输至预警系统，根据现场监测

数据所绘制的滑坡位移－时间曲线如图４［１６］。

图４中不难发现４号装置的监测数据明显与其他

数据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在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凌晨，

由于坡体变形使该岩石沿张开的拉裂缝下坠，导致该位

移计的监测数据明显激增，触发了红色等级，指示预警平

台自动推送了错误预警信息。该预警信息一经发出后受

到当地政府部门乃至省厅领导的重要关注，但经现场确认

发现该斜坡整体依旧处于稳定状态，且仅４号监测点达到

了红色危险等级，而其他监测点的危险等级仅为蓝色。造

成这次误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监测预警系统未对各点位

监测数据进行融合，仅根据单个监测点的危险等级对斜坡

的整体稳定性进行判定，有失合理性和科学性。

若采用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根据各监测点的危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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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斜坡失稳的判定进行量化处理即得概率Ｐ：

Ｐ＝０１６６×（００５×４＋０１５×０＋０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Ｐ＝２０８％

可得到当４号监测点的危险等级达到红色时判断

斜坡整体是否进入临滑阶段的概率Ｐ仅为２０８％，远远

小于５０％，可以有效的避免类似误报的事情发生。

图４ 各点位监测曲线

　　由于此次事件造成４号监测设备被破坏，在后续检

测中仅有５台设备完成监测工作。２月１７日凌晨５点

０９分第５号监测点首先达到红色预警等级并触发预警

平台发布预警信息，此时其他４台监测的预警等级均已

达到橙色，采用本文所提出的融合算法可以得到 Ｐ＝

５３％，可以确认该滑坡已经处于临滑阶段，可以发布预

警信息，果然在凌晨５点５３分发生滑坡，成功提前约５０

分钟实现临滑预警。

根据上述应用案例，本文提出的基于各监测点预警等

级判定稳定性的数据融合方法，可以准确的识别错误信息

并进行过滤处理，大大降低了预警信息误报的可能性，提

高了监测预警系统识别滑坡进入临滑阶段的正确性。

３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各监测点预警等级量化为滑坡

失稳概率的数据融合方法，其主要解决思路是对各监测

点位置及预警等级赋予判断事件发生的重要性权重系

数，并基于预警等级的权重系数引入主观概率，视为滑

坡失稳率。

（１）当此滑坡失稳率大于或等于５０％时，可视为滑

坡已经进入临滑阶段，预警系统以此为判定依据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

（２）基于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滑坡失稳率，可以有效

避免因某单一监测点因扰动而产生监测数据变化率激

增造成的误报问题，有效避免“狼来了”事件的发生。

（３）经融合后得到的滑坡失稳率，不但可以有效避

免误报的事件发生，而且不会延误最佳预警时间，在工

程应用中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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