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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

测与预警系统，包括有设在物理层的数据采集传

感器，设在信息层的DT监测模块、DT预测模块、DT

预警模块，可视化层的客户端；监测与预警方法

的步骤为：步骤1，对地质环境进行调查，获得监

测方案，对该地区进行着重监测；步骤2，根据步

骤1的监测方案获得实时数据；历史地质灾害数

据共同存储到地质灾害数字孪生数据库，在DT预

测模块进行分析；步骤3，DT预测模块结合历史地

质灾害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分析得出地质灾害

预测模型；步骤4，将步骤2获得的监测数据存储

在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预测结果，将预测结果

发送至客户端可视化；具有保障居民，游客等的

人身安全，降低经济损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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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设在物理

层1的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在信息层2的DT监测模块、DT预测模块、DT预警模块，可视化层3的

客户端；

所述的数据采集传感器包括物联网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具体包括收集地质环境的

传感器，检测地质内部岩性变化的传感器，和监测地质外部的气象，人类活动影响的传感器

和全自动监测器，上述传感器安装在物理层中用于收集数据，物理层指物理空间所存在的

实际对象包括山体，树木，人和安装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传输至信息层，通过建模形成信

息层；收集的数据存储至数字孪生数据库，用于在可视化层将物理层可以进行展示；

所述的DT监测模块包括有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所述的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存储有地

质灾害历史数据和地质灾害实时数据，地质灾害历史数据，用于记录历史的地质灾害的详

细数据为后面的DT预测模块

提供数据基础；地质灾害实时数据用于将当前的地质信息进行更正，根据变化随时输

入DT预测模块，进行地质实时预测；

所述的DT预测模块将从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获得的地质实时数据通过BP神经网络进

行数据分析处理，分析处理的结果通过DT预警模块进行预警；

所述的DT预警模块用于获取DT预测模块的预测结果，存储有每次地质灾害预测数据，

并对DT预测模块进行实时更新，形成新的预测模型；

所述的GIS客户端，用于在线观察指导地质灾害实时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网络

新闻的方式接收地质灾害通知。

2.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基于3S技术，应用工程地质调查技术对地质环境进行调查，获得监测方案，具体

做法是：获取监测地区的全部地貌信息，建立物理模型，并应用3S技术进行实时监测，使用

GIS技术进行可视化；根据建立的地貌模型设计监测方案，全方位的监测到所有区域，结合

历史地质灾害信息，进行分析得出地质灾害点，对该地区进行着重监测；

步骤2，根据步骤1的监测方案安装收集地质环境的传感器，检测地质内部岩性变化的

传感器，和监测地质外部的气象，人类活动影响的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获得实时的山体

岩石的地质岩组，地质构造和岩石的基岩岩性变化数据；山体内部温度变化和化学成分变

化的实时数据；3S技术获得的实时数据；历史地质灾害数据共同存储到地质灾害数字孪生

数据库，在DT预测模块进行分析；

步骤3，DT预测模块在预测分析之前，结合历史地质灾害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分析得出

地质灾害预测模型；

步骤4，将步骤2获得的监测数据存储在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预测结果显示即将发生

地质灾害，触发DT预警模块，将预测结果发送至灾害地区的游客，居民，车辆及指挥部门的

终端可视化。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BP神经网络分析，分析的步骤：

进行预测分析之前，将地质数字孪生系统中的历史数据集，按照训练集：测试集＝9：1

的比例分配，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训练，便可完成输入集合与输出结果之间的非线性

映射；应用测试集进行测试，得出训练模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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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T预测模块的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输入地质灾害易发等级，危险因子和实时气象

等级，得出灾害预警等级；

将此时的预警等级与信息系统中DT预测模块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若二者数据一致，

则触发DT预警模块进行预警；若二者数据不一致，此时不会发生地质灾害安全，DT预测模块

对历史数据重新进行评估优化训练，如此反复迭代，直至预测结果与实际物理地质灾害结

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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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山体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

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及方法。具体是通过虚实结合的方法实现实时、在线监测地质环

境，智能预测出被监测环境的危险因子，并及时预报。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数字孪生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业，随着许多著名企业以及国家政策的发

展数字孪生随之应用于智慧城市，畜牧场设计等。地质灾害的监测最先开始的是利用遥感

技术进行监测的，紧接着随着GPS技术和GIS技术的发展，国际上以开始以3S技术进行地质

灾害的监测。利用3S技术对地质灾害的监测方法，不能实时监测出地质环境变化和最新动

态。对于地质灾害的预测的方法主要包括传统方法，统计学方法，和人工智能方法等。传统

的预测方法并不能准确的预测地质灾害，具有很大客观因素；统计学的预测方法虽然可以

去除客观因素，但是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学计算，常常会因为计算结果的不准确性影响预

测结果的真实性；人工智能方法可快速的通过地质灾害模块进行快速、准确的预测。在地质

灾害预警方面，现阶段的预测信息需要长期检测并维修，实时性和精细化程度不够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

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及方法，实现在线实时监测地质环境的实际情况，科学快速的预测

出被监测环境的危险因子，并及时预报至居民，可在线指导游客、居民、车辆进行快速有效

的撤离，具有保障居民，游客等的人身安全，降低经济损失的特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

监测与预警系统，包括有设在物理层1的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在信息层2的DT监测模块、DT预

测模块、DT预警模块，可视化层3的客户端；

所述的数据采集传感器包括物联网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具体包括收集地质环境的

传感器，检测地质内部岩性变化的传感器，和监测地质外部的气象，人类活动影响的传感器

和全自动监测器，上述传感器安装在物理层中用于收集数据，物理层指物理空间所存在的

实际对象包括山体，树木，人和安装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传输至信息层，通过建模形成信

息层；收集的数据存储至数字孪生数据库，用于在可视化层将物理层可以进行展示；

所述的DT监测模块包括有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所述的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存储有地

质灾害历史数据和地质灾害实时数据，地质灾害历史数据，用于记录历史的地质灾害的详

细数据为后面的DT预测模块提供数据基础；地质灾害实时数据用于将当前的地质信息进行

更正，根据变化随时输入DT预测模块，进行地质实时预测；

所述的DT预测模块将从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获得的地质实时数据通过BP神经网络进

行数据分析处理，分析处理的结果通过DT预警模块进行预警；

所述的DT预警模块用于获取DT预测模块的预测结果，存储有每次地质灾害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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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DT预测模块进行实时更新，形成新的预测模型；

所述的GIS客户端，用于在线观察指导地质灾害实时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网络

新闻的方式接收地质灾害通知。

[0005] 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基于3S技术，应用工程地质调查技术对地质环境进行调查，获得监测方案，具体

做法是：获取监测地区的全部地貌信息，建立物理模型，并应用3S技术进行实时监测，使用

GIS技术进行可视化；根据建立的地貌模型设计监测方案，全方位的监测到所有区域，结合

历史地质灾害信息，进行分析得出地质灾害点，对该地区进行着重监测；

步骤2，根据步骤1的监测方案安装收集地质环境的传感器，检测地质内部岩性变化的

传感器，和监测地质外部的气象，人类活动影响的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获得实时的山体

岩石的地质岩组，地质构造和岩石的基岩岩性变化数据；山体内部温度变化和化学成分变

化的实时数据；3S技术获得的实时数据；历史地质灾害数据共同存储到地质灾害数字孪生

数据库，在DT预测模块进行分析；

步骤3，DT预测模块在预测分析之前，结合历史地质灾害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分析得出

地质灾害预测模型；

步骤4，将步骤2获得的监测数据存储在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预测结果显示即将发生

地质灾害，触发DT预警模块，将预测结果发送至灾害地区的游客，居民，车辆及指挥部门的

终端可视化。

[0006] 所述的BP神经网络分析，分析的步骤：

进行预测分析之前，将地质数字孪生系统中的历史数据集，按照训练集：测试集＝9：1

的比例分配，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训练，便可完成输入集合与输出结果之间的非线性

映射；应用测试集进行测试，得出训练模块的准确性；

在DT预测模块的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输入地质灾害易发等级，危险因子和实时气象

等级，得出灾害预警等级。将此时的预警等级与信息系统中DT预测模块预测的结果进行对

比；若二者数据一致，则触发DT预警模块进行预警；若二者数据不一致，此时不会发生地质

灾害安全，DT预测模块对历史数据重新进行评估优化训练，如此反复迭代，直至预测结果与

实际物理地质灾害结果一致；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采用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根据“3S”技术在物理空间中精准收集实时地

质实时信息数据，包括当前地质环境的实际信息，可监测到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崩塌、

地面沉降和气象数据等。将物理空间信息化形成信息空间，并由GIS技术可视化，在信息空

间中与历史地质数据实时对比。与传统地质监测相比可提高准确性，方便数据采集。

[0007] 采用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预测在信息空间中，建立物理实体的虚拟化模

块，连接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虚拟化模块可以实时监测物理模块的生命活动并对其进行

预测，根据BP神经网络算法的训练，可快速预测出地质灾害的信息，划分出危险区域，进入

地质灾害预警状态。

[0008] 采用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预警在信息空间中，一方面可以实时观测到当

前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居民、人群、游客、车辆信息，另一方面将灾害信息通过互联网、基

站、车联网等系统进行发送。在信息空间可随时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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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的系统实现实时监测，预测，预警于一体。

[0010] 本发明基于数字孪生驱动，可以将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较好的结合，通过这两个

空间的融合，建立了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地质灾害监测及DT预警模块，采用物联网，数据驱

动技术等，并结合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地质灾害动态预测，其次将灾害信息通过互联网、基

站预警附近居民客户端。

[0011] 本发明可以在信息空间随时监测到数字孪生山体的实时情况，经过BP神经网络算

法预测出有地质灾害发生时，可以在信息空间直接将预警结果发送至物理实体空间。包括：

国家地质监测机构，交通管理部门，和当地的居民，以及旅游景点的游客，和过路车辆等。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原理框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基于数字孪生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测运行机制框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6] 参见图1，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包括有设在物理层

1的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在信息层2的DT监测模块、DT预测模块、DT预警模块，可视化层3的客

户端；

所述的数据采集传感器包括物联网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具体包括地形地态，地貌

类型，地层岩性，风化程度以及当时地形，遥感图像分析；并且每一次灾害发生后，及时检测

地质的变化情况，并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位移监测，地应力检测，孔隙水压监测，地下水化

学成分变化，声波因素监测，温度监测，监测结果在可视化层进行建模形成与物理空间完全

一致的信息空间，并且随着实时数据的更新，信息空间也不断更新，形成新的信息空间，可

为DT预测模块提供空间基础；

所述的DT监测模块包括有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所述的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存储有地

质灾害历史数据和地质实时数据，地质灾害历史数据包括调查单位、调查时间、居民点名

称、位置、所属市、所属县，所属乡镇、经度、纬度、面积、人口、灾害点个数、滑坡个数、崩塌个

数、泥石流、地裂缝、其他、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隐患个数、不稳定斜坡数、潜在滑坡数、

潜在崩塌数、潜在泥石流数、潜在地面崩塌数、其他、威胁人口、威胁财产、群防群测点个数、

专业监测点个数信息，用于为DT预测模块提供数据基础；地质实时数据包括经过3S技术在

物理层获取到的传感器和遥感监测数据，包括此可山体的经纬度，地质化学，将地质灾害实

时数据传输至历史数据模块，并进行保存，不断积累成为新的历史数据；之后在系统中进行

运行分析传输到DT预测模块；产生的数据全部存入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进行数据交互，作

为后续阶段基础与驱动；

所述的DT预测模块从孪生数据库中获取地质灾害历史数据和地质实时数据，将历史数

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进行训练，得到预测模型，将地质实时信息输入至预测模型进行实

时预测，得到的预测结果传输至DT预警模块；

所述的DT预警模块将从DT预测模块获得的预测结果，通过GIS客户端进行预警；并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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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预测信息存入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成为新的历史数据，为下一次地质灾害预测提供

新的数据驱动,并为DT预测模块提供新的数据，完善DT预测模块，形成新的历史DT预测模

型；

所述的GIS客户端，可直接在信息空间观察此刻地质灾害区的实时情况，对灾害进行在

线指导；用于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网络新闻的方式接收地质灾害通知。

[0017] 由物理层、信息层和可视化层组成。物理层的数据传感器用于获得此地的所有的

地貌情况，包括山体，植物，河水。深层次的包括此处山体岩石的地质岩组，地质构造和岩石

的基岩岩性，以及人类活动对土地，山体的影响数据；检测山体岩性变化的传感器，地质变

化的传感器和温度变化的温度传感器不同类型传感器连接的收集的系统。在DT预警模块

中，物理层包括地质灾害环境中的居民、游客，附近车辆信息和当地地质灾害防治部门在DT

预警模块中，也分为物理层、信息层、可视化层，物理层包括地质灾害环境中的居民、游客，

附近车辆信息和当地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层包括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可监测的游客，居民，车

辆情况。可在可视化层发布预警结果，指挥物理层的游客，居民撤离。数字孪生的信息层是

物理层的真实映射，由三部分组成：DT监测模块、DT预测模块以及DT预警模块。DT监测模块

包括，数字孪生历史描述模块和数字孪生实时描述模块。数字孪生历史描述模块的主要功

能是存储和描述历年来此地发生的地质灾害具体情况。比如：当时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

点（包括具体经纬度），人员伤亡情况，引起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当时的地形地

态，地貌类型，地层岩性，风化程度以及当时地形，遥感图像分析等。并且每一次灾害发生

后，及时检测地质的变化情况，并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位移监测，地应力检测，孔隙水压监

测，地下水化学成分变化，声波因素监测，温度监测等。将这些数据构建相应的预测数据库

及模块库，并集成历史的监测数据分析，进而对灾害的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及趋势建模分

析与预测，最后结合实时的数据对预测模块参数进行修正，使预测结果更为真实。

[0018] 系统一为地质环境，包括地质构造，岩组类型，地貌，系统二为地址内部，包括山体

位移，地表力，化学成分，温度；系统三为地质外部，包括气象，人类活动，侵蚀作用。

[0019] 数字孪生实时描述模块包括：每隔一段时间，对岩体环境、实际地质情况、气象数

据、传感器数据进行实时更新。

[0020] DT预测模块包括数字孪生映射模块和地质灾害预测模块，主要进行地质数据存储

和分析运行状态，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地质灾害预测。数字孪生映射模块包括：各种传感

器和遥感监测图形的运行数据以及数字孪生监测模块的实时数据。

[0021] DT预警模块包括：移动通信，互联网，车联网，无线网络。

[0022] 数字孪生驱动将地质灾害的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融合物联网技术和“3S”技术的

发展，基于GIS的可视化，可以实现地质灾害智能化监测预报。物理层提供监测数据、地质数

据和历史灾害模块相互交互，对山体的信息进行监测为DT预测模块提供数据支持。数据会

被分析、整理，作为DT预测模块中决策依据进行分析处理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对地质灾害

进行预测。DT预警模块和DT预测模块经行实时交互，将预测结果及时预警至灾害地区的物

理实体。其特征通过基站使预测结果更加快速通知到人，通过车联网技术使来往车辆及时

绕道行驶，通过互联网技术使地质部门及时讨论灾害应急措施。

[0023] 通过基站使预测结果更加快速通知到人，通过车联网技术使来往车辆及时绕道行

驶，通过互联网技术使地质部门及时讨论灾害应急措施。通过信息层的DT监测模块，可以实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9872509 A

7



时监测此时的灾区灾害情况、防治情况、人员撤离情况和车辆的避让情况、实时交通情况，

以此可以对突发情况进行紧急指挥处理。

[0024] 在地质灾害的物理系统中，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即地质环境系统，预测系统和预警

系统。地质环境系统中，主要是对实际的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因此包含了多种地质灾害机理

的监测技术，这的监测技术首先基于“3S”技术的基础上，首先应用工程地质调查技术对地

质环境进行调查，设计出可实行的监测方案，其次在地质环境的各个监测点安装了许多精

密的物联网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应用地质监测技术；地裂缝监测技术；滑坡监测预测技

术；泥石流监测技术；土壤监测技术；崩塌监测技术主要进行各类地质灾害的监测，对这些

监测数据应用数字存储技术；DT虚实实时交互技术；DT映射技术集成输入到数字孪生系统

经行数据交互，接着输入至信息化系统，对山体和地质等环境应用GIS技术经行可视化。

[0025] 在监测系统中，建立好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应用数字驱动技术，将历史的地质灾害

数据输入至预测系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史数据应用数据挖掘及数据清洗技术进行

分析，训练成可进行预测的训练集。接着应用气象监测技术，动态以及实时监测技术对地质

灾害进行快速预测；利用数据融合技术；DT监控、诊断技术将预测结果传输至信息化层。

[0026] 在预警系统中，将预测的结果应用移动网络技术；有线和无线技术；DT虚实融合与

数据协同技术；DT虚实双向映射技术；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网络新闻的方式通知灾害地

区的居民游客进行紧急撤离；通过车联网，物联网技术将灾害信息通知附近车辆绕道行驶，

市政局，交通局及时进行调度，采取紧急避险方案，防治发生大规模的灾难。

实施例

[0027] 参见图2-3，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山体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基于3S技术，应用工程地质调查技术对地质环境进行调查，获得监测方案，具体

做法是：应用GPS技术获取地质环境信息，如地貌信息、经纬度、高度；应用遥感技术RS进行

地质的监测如反射、辐射或散射的电磁波信息；应用物联网传感器技术获取地质的构造，岩

组类型，建筑物信息可建立完整的地貌物理空间模型，使用GIS技术进行可视化；根据建立

的地貌模型设计监测方案，确保无死角，全方位的监测到所有区域。结合历史地质灾害信息

包括滑坡数据、泥石流数据、崩塌数据、地面塌陷数据、地裂缝数据、地面沉降数据、人口聚

集区数据，将这些数据根据地质环境背景（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形坡度）进行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计算灾害发生的概率，得出危险性等级，从而划分地质灾害危险

性分区；将这些地区为监测侧重点，发生地质灾害概率高，因此需要重点监测；

步骤2，根据步骤1的监测方案安装收集地质环境的传感器，检测地质内部岩性变化的

传感器，和监测地质外部的气象，人类活动影响的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地质环境的各个

监测点安装物联网传感器和全自动监测器，获得山体的位移、地质构造信息、温度信息、人

类活动影响、气象信息，结合3S技术对监测地进行地质灾害实时监测，将实时监测数据存储

在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形成新的历史数据；同时将监测数据在DT预测模块进行实时分析，

以确保对地质灾害预测的实时性；

步骤3，DT预测模块进行预测分析之前，将地质数字孪生系统中的历史数据集，按照训

练集：测试集＝9：1的比例分配，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训练，便可完成输入集合与输出

结果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应用测试集进行测试，得出训练模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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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T预测模块的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输入地质灾害易发等级，危险因子和实时气象

等级，得出灾害预警等级。将此时的预警等级与信息系统中DT预测模块预测的结果进行对

比；若二者数据一致，则触发DT预警模块进行预警；若二者数据不一致，此时不会发生地质

灾害安全，DT预测模块对历史数据重新进行评估优化训练，如此反复迭代，直至预测结果与

实际物理地质灾害结果一致；

步骤4，将步骤2获得的监测数据存储在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根据地质灾害实时情况

的变化，如气象的变化和地质灾害实时监测变化根据DT监测模块和DT预测模块之间的交

互；如果预测结果显示即将发生地质灾害，触发DT预警模块，将信息空间的预测结果通过数

字孪生数据库，应用移动网络技术，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网络新闻方式通知灾害地区的

居民游客进行紧急撤离；应用有线和无线技术，通过网络新闻，广播通知灾区群众。根据可

视化层3的指导，应用DT虚实融合与数据协同技术，DT虚实双向映射技术，通过车联网，物联

网将灾害信息通知附近车辆绕道行驶，市政局，交通局及时进行调度，采取紧急避险方案，

防治发生大规模的灾难；应用DT虚实实时交互技术、DT映射技术，监控人员在信息空间发布

预警和指挥信息，直接通过物联网，互联网传达给客户端，灾区人员进行实时防灾；

物理层主要指地质环境－地质外部－地质内部－预警对象客观存在的实体集合，主要

为物理环境提供的数据；通过3S技术，物联网，数据驱动技术，将物理层和信息层进行连接。

在信息层对两个空间融合的数据进行分析，并结合BP神经网络智能算法进行地质灾害动态

预测，将灾害信息传输给客户端；可视化层实时监控地质灾害的状况，并且对灾害区域的防

治部署情况进行实时调度。

[0028] 图1中：A，物理层：对于DT模块来说，物理层主要指“地质环境-地质外部－地质内

部”等客观存在的实体集合，它们相互交互形成了完整的地质灾害模块，并向物理空间提供

数据，如环境数据、历史灾害数据、灾害地区车辆人员数据。

[0029] B，信息层：信息层是物理层完全数字化镜像，主要负责对物理层的虚拟化，并对地

质灾害过程进行实时监测、预测与预警等。分为三部分DT监测模块、DT预测模块和DT预警模

块。

[0030] DT监测模块中由物理层提供监测数据、地质数据和历史灾害模块相互交互，对山

体的信息进行监测为预测模块提供数据支持。数据会被分析、整理，作为预测模块中决策依

据进行分析处理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对地质灾害进行预测。DT预警模块和DT预测模块经

行实时交互，将预测结果及时预警至灾害地区的物理实体。

[0031] C，可视化（GIS）：是数据驱动的集合或总称，主要负责将信息层的数据、模块通过

GIS展示出来并且可提供地质环境展示，通过分析实际需求，依靠信息层数据、模块、规则、

知识的支撑，可视化层进行物理层和信息层的监控。并将预测信号通过DT预警模块发送，让

人们进行紧急避难。其中孪生数据库是物理层、信息层和可视化层，所有相关的数据以及三

者数据融合后产生的衍生数据的集合，是物理层、信息层运行及交互的驱动。图1为基于数

字孪生的地质灾害预测建模框架。

[0032] 在图2中DT监测模块中，是对传统监测模块的智能化，同时反映了物理空间和虚拟

空间的交互过程，并且和DT预测模块的相互交互。在DT监测模块中，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相

互交互，实时数据包括收集到物理层的传感器数据和遥感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实时传输到

数字孪生数据库，并进行保存，不断累积成为新的历史数据。之后在系统中进行运行分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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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到DT预测模块；在第一阶段DT监测模块中，产生的数据全部存入地质灾害孪生数据库，进

行数据交互，作为后续阶段基础与驱动。

[0033] 在DT预测模块中，主要是DT监测模块和DT预测模块之间的交互。进行预测分析之

前，地质灾害信息系统获取到地质灾害物理系统的数据，将地质数字孪生系统中的历史数

据集，按照训练集：测试集为9：1进行分配，经过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训练，便可完成输入集

合与输出结果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得出训练模块应用测试集测试模块的准确性。物理地质

灾害实际运行数据与信息系统中DT预测模块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若二者数据不一致，则

DT预测模块对历史数据重新进行评估优化训练，如此反复迭代，直至预测结果与实际物理

地质灾害结果一致；在DT预测模块的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输入地质灾害危险因子，如：气

象和地质监测的实时情况，快速准确地评价该地区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并可快速获取地

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影响因子。通过DT预测模块揭示地质数据内部联系，对未来做出精准的

预测；DT监测模块和DT预测模块的数据交互是相互交互驱动，将预测的结果再次传输到信

息系统（GIS系统）中，进行可视化；在地质灾害预测模块中，产生的数据全部存入地质灾害

孪生数据库，为地质灾害预警模块的数据驱动。

[0034] 当地质灾害系统预测出即将发生一次地质灾害，这时信息系统将通过与物理空间

的交互，将预测结果发送至灾害地附近的居民，游客等。信息空间中的实时预测结果，通过

数字孪生数据库，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至相关部门，如国家地质监测中心、交通管理部门和当

前的居民管理机构，游客中心。管理中心可以应用喇叭、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平台快速发送

至附近居民及游客进行紧急撤离。国家地质监测局将预测结果通过互联网，电话等下达命

令，让消防部门进入一级作战状态。交通管理局将预测信息发送至车联网中心通知附近车

辆避开灾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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