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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

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包括下列步

骤：步骤一：对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

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关联度和函数关

系；步骤二：基于上述关系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

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步骤三：分析降雨

量变化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判断其

滞后周期，最终得出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

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通过此方法，在收

集监测站降雨量数据的同时，可以实现对土壤含

水率、地下水位的预测，并且可以判断出降雨量

产生影响的滞后周期，在滞后期内仍需要采用物

联网监测预警技术对滑坡进行紧密监测，一旦有

明显变化，相关部门可以及时做出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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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

列步骤：

步骤一：对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关联度和函

数关系；

步骤二：基于上述关系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

步骤三：分析降雨量变化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判断其滞后周期，最终得出

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二中构建的非线性模型为：

Yi＝(∝1，...，∝j)ln(Xi1，Xi2，...，Xik)+βi        (1)

式中：Yi-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因变量

(∝1，...，∝j)-模型参数--斜率

Xi1，Xi2，...，Xik-降雨量--自变量

βi-扰动参数--截距

ln(Xi1，Xi2，...，Xik)-非线性函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通过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变化，可判断得出

其滞后周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在分析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时，选取了汛

期降雨量较大、雨水充沛的季节的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同时考虑到降雨入渗及蒸发作

用，为了保证土壤含水率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埋深50cm的土壤含水率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分析的基础数据为采用物联网技术的监测系统采集到的实时数

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根据最终判断得出的滞后周期，可以应用于实际的预报之中，若滑

坡未发生但仍处于滞后周期内，则滑坡的威胁还不能消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对滑坡预报的实现建立在实时联网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做到实时

数据实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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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领域，具体是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

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滑坡灾害的发生与降雨量有很大关系，不仅与当天降水量有关，而且还可能受前

一天乃至前几天的影响。

[0003] 在秦巴山区，强降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降雨是地质灾害形成的重要诱

发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增加岩土体的含水量和自重，造成岩土体抗剪强度降低

及加载失衡；(2)雨水下渗在基岩顶面隔水汇集，软化软弱基岩面，起到润滑作用，形成易滑

面；(3)使地下水位迅速抬高，潜流速增大，造成动水压力增大，增强下滑力。根据秦巴山区

地质灾害时空分布规律与发育特征，得出地质灾害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生或变形的时间

集中在5-10月，因此，秦巴山区地质灾害的发生与汛期降雨充沛、雨量较大有直接关系。从

年际变化来看，每3～5年会发生一次特大型地质灾害，这主要受降水年际变化的影响。地质

灾害有多样性、突发性、集中性、链生性、周期性。

[0004] 采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多方位实时监测，发现土壤含水率及地下水位与土壤自身特

性、降雨量、降雨持续时间联系紧密，因此选取三者进行相关性分析。

[0005] 目前滑坡预报模型的构建大多数都考虑到降雨的实时或月位移量的影响，但实际

滑坡的发生不仅与即时降雨量有关，也与累计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位的影响有

关，并且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位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通过本发明

可以推断出其滞后周期，从而达到精准监测、准确预报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

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09] 对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对秦巴山区地质灾害

王洼滑坡监测站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理论分析，选取汛期三个月(8、9、10)的监测数据作为研

究对象，监测数据包括降雨量、浅层土壤含水率(50cm)、地下水位数据，对三者数据其进行

拟合，分析其相关性，得出其关联度和函数关系；

[0010] 步骤二：基于上述关系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

[0011] 步骤三：分析降雨量变化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降雨强度越大，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越多，入渗越快，土壤含水

率变化越明显；降雨量无明显变化时，地下水位也保持在较稳定状态，没有较大起伏，地下

水位在9、10月有明显的下降，这与当地秋冬伊始农作物灌溉有关，从而根据地下水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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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时间判断其滞后周期，最终得出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

方法，实现对滑坡的预报。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在分析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

水位的相关性时，选取了汛期降雨量较大、雨水充沛的季节的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同时

考虑到降雨入渗及蒸发作用，为了保证土壤含水率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埋深50cm的土壤

含水率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二中构建的非线性模型为：

[0014] Yi＝(∝1，...，∝j)ln(Xi1，Xi2，...，Xik)+βi    (1)

[0015] 式中：Yi——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因变量

[0016] (∝1，...，∝j)——模型参数--斜率

[0017] Xi1，Xi2，...，Xik——降雨量--自变量

[0018] βi——扰动参数--截距

[0019] ln(Xi1，Xi2，...，Xik)——非线性函数。

[002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三中通过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

变化的影响变化，可判断得出其滞后周期。

[002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分析的基础数据为采用物联网技术的

监测系统采集到的实时数据。

[002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三中根据最终判断得出的滞后周期，可以

应用于实际的预报之中，若滑坡未发生但仍处于滞后周期内，则滑坡的威胁还不能消除。

[002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三中对滑坡预报的实现建立在实时联网分

析的基础上，能够做到实时数据实时分析。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对汛期典型地质灾害点监测站点的

数据分析，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在收集监测站降雨量数据的

同时，可以实时对含水率、地下水位进行监测分析并进行预测，一旦有显著变化，便可及时

上传至客户端，通知相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8月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分析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9月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分析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10月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分析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8月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9月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10月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34] 步骤一：对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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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函数关系；

[0035] 步骤二：基于上述关系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

[0036] 步骤三：分析降雨量变化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影响，判断其滞后周期，最终

得出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

[0037] 所述步骤一中在分析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时，选取了汛

期降雨量较大、雨水充沛的季节的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同时考虑到降雨入渗及蒸发作

用，为了保证土壤含水率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埋深50cm的土壤含水率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0038] 所述步骤二中构建的非线性模型为：

[0039] Yi＝(∝1，...，∝j)ln(Xi1，Xi2，...，Xik)+βi    (1)

[0040] 式中：Yi——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因变量

[0041] (∝1，...，aj)——模型参数--斜率

[0042] Xi1，Xi2，...，Xik——降雨量--自变量

[0043] βi——扰动参数--截距

[0044] ln(Xi1，Xi2，...，Xik)——非线性函数。

[0045] 所述步骤三中通过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变化，可判断得出

其滞后周期。

[0046] 所述步骤一中分析的基础数据为采用物联网技术的监测系统采集到的实时数据。

[0047] 所述步骤三中根据最终判断得出的滞后周期，可以应用于实际的预报之中，若滑

坡未发生但仍处于滞后周期内，则滑坡的威胁还不能消除。

[0048] 所述步骤三中对滑坡预报的实现建立在实时联网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做到实时数

据实时分析。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51] 步骤一：根据秦巴山区地质灾害时空分布规律与发育特征，得出地质灾害及其隐

患点的发生或变形时间集中在5-10月。

[0052] 步骤二：经过对特定监测站点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浅层土壤含水率与土壤自身

特性、降雨量、降雨持续时间联系紧密，土壤含水率在8-10月较高，这与秦巴山区汛期降雨

量大、雨水充沛有关，因此选取监测站点8-10月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0053] 步骤三：对所选取监测站点的数据进行拟合，考虑到降雨入渗及蒸发作用的影响，

为了保证土壤含水率数据的可靠性，选取埋深50cm的土壤含水率监测数据，分析降雨量与

浅层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

[0054] 步骤四：通过分析三者相关性，得出土壤含水率和降雨量呈对数关系，土壤含水率

随降雨量增大而上升，基本在22％左右达到饱和，平均相关性系数为0.94，相关性强；降雨

量与地下水位同样存在非线性的对数关系，并且存在一个明显的滞后周期，这与8-10月蒸

发强烈，降雨入渗时间长有关，三个月平均相关系数高达0.9，相关性强。因此三者的相关性

均较高，且为非线性关系。

[0055] 步骤五：基于上述分析，基本可以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非线性模型，如下式所

示：

[0056] Yi＝(∝1，...，∝j)ln(Xi1，Xi2，...，Xik)+β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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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式中：Yi——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因变量

[0058] (∝1，...，∝j)——模型参数--斜率

[0059] Xi1，Xi2，...，Xik——降雨量--自变量

[0060] βi——扰动参数--截距

[0061] ln(Xi1，Xi2，...，Xik)——非线性函数。

[0062] 步骤六：将其余月份数据代入模型中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随

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降雨强度越大，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越多，入渗越快，土壤含水率

变化越明显。

[0063] 步骤七：将三者分析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得出降雨量影响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变

化的滞后周期未超过24h，在当天降雨量增大时，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位在24h内有一个明

显的上升，因此降雨量对土壤含水率(50cm)、地下水位的影响存在一个滞后关系，并且滞后

周期在24h内。

[0064] 实施例3

[0065] 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方法：

[0066] 基础数据为秦巴山区地质灾害王洼滑坡监测站所采集的数据，前期对其进行理论

分析，选取汛期三个月(8、9、10)的监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监测数据包括降雨量、浅层土壤

含水率(50cm)、地下水位数据，对三者数据其进行拟合，得出其相关性函数：

[0067] y＝AlnX+B

[0068] 其中：A、B为拟合参数；

[0069] 根据拟合结果，分别生成8、9、10月降雨量与土壤浅层含水率、地下水位的相关性

分析图。

[0070] 图1-3可以明显看出土壤含水率和降雨量呈对数关系，土壤含水率随降雨量增大

而上升，基本在22％左右达到饱和，由图可知平均相关系数为0.94，表明94％的数据都相

关，相关性强。降雨量的变化对地下水位也有着直接影响，地下水补给的重要来源为降雨的

入渗，通过图1-3可以看出降雨量与地下水位同样存在非线性的对数关系，并且存在一个较

明显的滞后过程，这与8-10月蒸发强烈，降雨入渗时间长有关，三个月降雨量与地下水位的

平均相关系数达到0.9之高，相关性强，因此，降雨量的变化与浅层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

相关性均较高，且为非线性关系。

[0071]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非线性模型：

[0072] Yi＝(∝1，...，∝j)ln(Xi1，Xi2，...，Xik)+βi

[0073] 通过图4-6可以看出，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降雨强度

越大，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越多，入渗越快，土壤含水率变化越明显；降雨量无明显变化时，

地下水位也保持在较稳定状态，没有较大起伏，地下水位在9、10月有明显的下降，这与当地

秋冬伊始农作物灌溉有关。

[0074] 对比图1-3，图4-6，降雨量影响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变化的滞后周期未超过24h，

在当天降雨量增大时，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位在24h之内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因此可以得出

降雨量与土壤含水率(50cm)、地下水位之间存在滞后关系，且周期在24h内。

[0075]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降雨量为主进行滑坡预报的滞后非线性时间预报

方法，该方法分析了地下水位、土壤浅层含水率随降雨量及时间变化的关系，考虑了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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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土壤浅层含水率随降雨量及时间变化产生滞后效应和非线性效应，从而得出降雨量影

响浅层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的滞后周期为24h内，因此在降雨发生后24小时内，应继续关

注监测站降雨量数据，同时对土壤含水率、地下水位变化作出预测，一旦有显著变化，便应

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做出应急措施。

[0076] 上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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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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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10703359 A

9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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