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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管理系统完成监测数据预处理，在健康监测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比选利用罗曼诺夫斯基准则（t检验法）

进行监测数据粗差检测。小波降噪方法可以有效去除监测数据中由于环境等因素引起的误差（噪声），获得更真实的监测数

据，但目前如何选取阈值函数、阈值和分解层数等问题未形成统一认识。利用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中 39组监测数据，

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阈值和阈值函数组合下的小波降噪效果，结果表明，选择 Rigrsure阈值和硬阈值函数进行 4～

5层分解降噪效果最好，将所得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中其他同期监测数据的降噪中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原始监测数据，利用降噪后数据预警可以有效避免虚警的产生。最后提出利用小波

降噪和最小二乘法结合进行监测数据预测的方法，实践表明，预测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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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preprocessing completed in a data managemen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The 

Romanowski guideline (t-test) is selected to eliminate the gross error through comparison. The wavelet denois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move the noise (or error)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yield more reliable monitoring data. However, a 

consensus has not been achieved on how to select the threshold function, the threshold and the number of decomposition layers. 

Using the 39 groups of monitoring data obtained in the health monitor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tunnel, we analyz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hresholds and threshold functions on the results of the wavelet denoising method. It is shown that the 

denoising effect via 4-5 decomposition layers is the best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Rigrsure threshold and hard threshold function. A 

satisfactory result is achieved when the above research are applied to denoise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monitoring data. Based on 

these results, it is shown that the denoised data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generation of false alarm in the early warning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data. Finally, a meth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wavelet denoising and least squares method is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monitoring data. 

Keywords: tunnel; health monitoring; gross error reject; wavelet denoising; early warning; data forecasting 

 

1  引  言 

国内外研究资料显示，隧道结构随运营时间的

不断增长，由于主体结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

受到突发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洪水）、人为破坏

（例如，爆炸、撞车）等的影响，相当比例的隧道

主体结构在运营期间产生了裂损、变形、渗漏水、

管片错位等病害[12]，病害会导致隧道使用寿命的缩

短并严重威胁行车安全,现有的隧道检测方法周期

通常为半年或一年，不能及时发现隧道病害隐患，

为实时了解隧道运营状况，近十几年来，国内外逐

渐开展了隧道在线健康监测系统的研究[35]。 

隧道结构健康监测是指通过在关键位置安装传

感器，对运营期内隧道结构各种力学响应进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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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实现隧道结构的实时预警和稳定性评价，

从而保证隧道的安全运营[6]。由于运营环境、仪器

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健康监测系统获得的监测数据

中不可避免地含有粗差、误差（随机误差、偶然误

差），因此，要对监测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粗差、

消除或消弱数据中包含的误差[78]。针对监测数据序

列中的粗差检测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许多判别准

则[911]，较常用的有：莱茵达准则(PauTa)、格拉布

斯准则(Grubbs)、狄克逊准则(Dixon)、罗曼诺夫斯

基准则（t 检验法）等，一般样本数据容量不同，

各准则判别效果不同,要结合具体工程问题选择判

别准则。传统的信号降噪方法包括卡曼滤波法、傅

里叶分析、短时傅里叶变换等，但这些方法存在各

种缺陷，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并发展了利用

小波分析进行降噪的方法，与传统的降噪方法相比，

小波分析在降噪方面具有许多优越性[12]，并且在许

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78, 1316]。但在利用小波分

析对数据进行降噪时，对如何选取阈值函数、阈值

和小波分解层数等问题目前还未形成统一认识[17]。 

本文以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为工程背

景，重点研究了健康监测中数据管理系统构建的相

关问题。首先结合工程特点，通过比选，提出使用

较严格且样本需求量小的罗曼诺夫斯基准则（t 检

验法）进行粗差检测；利用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

系统中同一时间段内 39组监测数据，研究了利用小

波分析对监测数据降噪时合理分解层数和合理阈值

的选择等问题，结果表明，选择 Rigrsure阈值和硬

阈值函数进行 4～5层分解降噪效果最好，在此基础

上对比分析了基于原始数据和降噪数据的预警效

果；最后针对监测数据预测问题提出利用小波降噪

和最小二乘法相结合进行预测的方法，实践表明，

该方法易于编程实现且预测结果准确。 

2  监测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 

一般情况下，一套完整的健康监测系统由 5部

分组成[35]：数据采集模块、数据管理系统、中心数

据库、结构安全分析模块、结构安全评价模块（见

图 1）。其中数据管理系统在健康监测系统中具有重

要地位，其完成监测数据的预处理、实时预警、数

据趋势预测，为结构安全分析和结构定期健康评价

提供可靠依据。数据管理系统的构建要满足以下基

本原则：①所选分析方法分析结果准确且稳定；②

所选分析方法可充分利用历史监测数据；③所选分

析方法易于软件编程实现。 

 

图 1  健康监测系统基本组成 
Fig.1  Structure of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一般认为监测数据的误差由 3部分组成：粗差、

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即： 

= + +





异常值(粗差)
监测数据

正常值 随机误差 偶然误差 真实数据
 

粗差是指在数值上表现出较大的异常，严重偏

离真实监测数据，与合理值明显相悖的监测数据[16]；

偶然误差是指由于在测量过程中一系列相关因素微

小的随机波动而形成的具有相互抵偿性的误差；系

统误差是由测量过程中仪器或测试方法本身不完善

等原因而产生的误差。在进行监测数据预处理时首

先要对粗差进行检验、剔除、补全，然后利用小波

分析对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进行消除，从而获得真

实数据的最优估计，监测数据分析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监测数据分析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2.1  粗差检验的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10－11]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某

一时刻监测数据进行粗差检测，一般是将其与前一

段时间监测数据进行相关比较实现粗差检测，本文

选择较严格且需要样本容量较小的罗曼诺夫斯基准

则（t检验法）进行监测数据的粗差检测。 

对 t 时刻监测数据进行粗差检测，把 t 时刻监
测数据记为 y(t)，t 时刻之前监测数据记为 y(t-1)，

监测数据

粗差剔除 

小波降噪

粗差检验

数据补全 

预警预报、趋势

预测 

Yes 

No

数据采集、传

输模块 

中心数据库 

数据管理系统

结构安全评定

模块 
结构安全分析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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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2),…, y(t-n)，将 y(t)做为样本容量为 1的特殊总

体，将 y(t-1)，y(t-2),…, y(t-n)做为服从正态分布的

总体，其样本均值 y和修正样本标准差 s分别为 
11

( )
t

k t n
y y k

n



 
               （1） 

 
1

21
( )

1

t

k t n
s y k y

n



 
 


          （2） 

依据罗曼诺夫斯基准则的基本思想，有监测数

据短时间内变化较小，即： y(t)与 y(t-1) ，

y(t-2),…y(t-n)应该属于同一总体，不应具有显著差

异，故有如下判别准则： 

( ) sy t y T      y(t)为粗差      （3） 

( ) sy t y T     y(t)为正常值     （4） 

式中： ( )y t y 表示 t 时刻监测数据 ( )y t 的离差；T
由样本容量 n和选取的显著度 查 t分布表确定，

   1 1T n n t n   ；s修正样本标准差。 

2.2  小波降噪的基本原理 

小波降噪就是依据小波分解系数中信号系数和

噪声系数具有不同性质的原理构造相应规则，对噪

声系数进行处理，在最大限度地保留真实信号的同

时，尽可能减小甚至完全剔除噪声，从而获得真实

信号的最优估计。一般情况下，对监测数据进行小

波降噪的步骤如下[7－8, 12]： 

（1）小波分解 

假设监测数据序列是时间的函数 ( )y t ，首先将
y(t)投影到平方可积空间 L2(R)的一簇正交小波基

, ( )j k t (j, k∈Z)上，即 

 , ,( ) ( ) ,j j k j k
k

y t A a t j k Z



        （5） 

然后，利用一维Mallat算法将 Aj分解为 Aj+1和

Wj+1： 

1 1 1, 1, 1, 1,( ) ( )j j j j k j k j k j k
k k

A A W a t w t 
 

     
 

    

                                        （6） 

式中： , ( )j k t 为尺度函数；Wj+1为 Aj +1的正交补；

, ( )j k t 为与尺度函数 , ( )j k t 对应的小波函数；wj, k

为小波系数；aj, k为尺度系数。小波分解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小波分解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of wavelet decomposition 

（2）降噪处理 

降噪处理是依据相关规则对小波系数 wj, k进行

一定程度的收缩或置 0处理，得到一系列新的小波

系数 ,ˆ j kw 。降噪处理的方法大致分为 3 类：空域相

关降噪法[17]、基于奇异性检测的小波降噪法[7]、小

波阈值降噪法[8]，目前工程中较为常用的是小波阈

值降噪法。 

小波阈值降噪法中对小波系数的处理通常由阈

值函数来完成，通过设定一适当的阈值，当小波
系数 wj, k低于时置 0，当小波系数 wj, k高于时，
保留或进行收缩处理，从而达到降噪的效果。目前

常用的阈值函数有硬阈值函数、软阈值函数、折衷

阈值函数 [1819]；常用的阈值有 [16]：固定阈值

（sqtwolong 阈值）、自适应阈值（rigrsure 阈值）、

启发式阈值（ heursure 阈值）、最大极小阈值

（minimax阈值）。 

（3）小波重构 

利用处理后的小波系数 ,ˆ j kw 和原尺度系数 aj, k

进行小波重构可得到降噪后的监测数据 ˆ( )y t ，一维
Mallat算法下的重构公式为 

   



, 1, 1,

11

ˆ2 2j k j k j k
k k

jj j

a h k n a g k n w

A A W

 

 
 



   

 







 
 

                                        （7） 

式中：g(·)、h(·)分别为高通和低通滤波器,其余各式

意义同前。小波重构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  小波重构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of wavelet reconstruction 

 

2.3  监测数据补全与预测 

一般情况下，剔除监测数据中的粗差后，为保

证监测数据完整性需要对数据进行补全，为了了解

监测数据发展趋势需要对其进行预测，数据补全和

预测方法很多[2021]，本文提出一种利用小波降噪和

最小二乘法相结合方法。首先将 t 时刻之前的监测
数据 y(t)、y(t-1)、y(t-2),…, y(t-n)利用小波分析进

行降噪，得到降噪数据序列 ˆ( )y t 、 ˆ( 1)y t  、

ˆ( 2)y t  ，…， ˆ( )y t n ，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将降

噪后数据序列拟合为 4次曲线： 

A0 A1 A2 ...

...

AJ

1Ŵ
2Ŵ  ˆ

JW

A0 A1 

W1 

A2 

W2

...

... WJ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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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p 4 3 2 1 0( )y x a x a x a x a x a         （8） 

式中：x为时间；a4、a3、a2、a1、a0为待拟合参数。 

令 x =t +q则 yp(t +q)为监测数据 t +q时刻的估
计值。 

监测数据的预测效果可由平均标准差评价： 

 2

p
1

1
( ) ( )

m

k
y k y k

m



           （9） 

式中：m为预测点的个数； p ( )y k 为预测数据； ( )y k
为实际监测数据。 

3  小波降噪中合理阈值、阈值函数的
选择 

利用小波分解对监测数据进行降噪处理时，首

先要选择合理的小波基函数，目前常用的小波基函

数有 Haar小波基、Symlets小波基、Meyer小波基、

Daubechies 小波基等，不同的小波基具有不同的适

用性，实际使用时依据具体工程问题进行选择，参

考相关文献[7－8, 12－16]，本文选择在数据降噪方面使

用较多且降噪效果好的 Daubechies小波基（db3）。 

其次，小波分解层数 j 会对小波降噪效果产生
影响，当分解层数 j 较大时，有可能造成重构后数
据失真；当分解层数较小时，降噪效果不理想，针

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确定合理分解

层数的方法[2224]，本文选择基于均方根误差检验的

自适应算法确定小波降噪中的最优分解层，其原理

明确且易于编程实现，基本原理是，对监测数据进

行 k层分解降噪后得到标准误差为 

   2

1

ˆ( ) ( ) ( ) 1,2,3...
n

k
t

RMSE k y t y k n k


     

                                       （10） 

当 k 逐渐增大时，标准误差 RMSE(k)逐渐趋向

稳定，一般认为，当  1 ( ) 1.2RMSE k RMSE k ≤ 时，

达到最优降噪效果，得到最优分解层数 J =k。具体
算法流程如图 5所示。 

一般对工程问题，当样本个数大于 30时即为较

大样本[25]，具有统计意义，因此，结合工程实际情

况，本文选取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中同一时

间段 39组监测数据，利用均方根误差检验的自适应

算法，研究了监测数据在不同阈值和阈值函数组合

下的降噪效果及最优分解层数。使用标准差、信噪

比和能量比的统计值对降噪效果进行评价，不同阈

值和阈值函数组合下降噪效果如表 1所示（其中折

衷函数取 =0.5[19]）： 

 
图 5  最优分解层数算法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of the optimal decomposition layers 
algorithm 

 
表 1 不同阈值、阈值函数组合降噪效果 

Table 1  The denoising effec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resholds and threshold functions 

阈值 阈值函数 
标准误差 

平均值 

信噪比 

平均值 

能量比

平均值

最优分

解层 

sqtwolong

阈值 

硬阈值函数 1.45 15.89 0.96 4～5 

软阈值函数 2.03 12.83 0.91 4～7 

折衷函数 1.58 14.69 0.95 4～5 

Rigrsure

阈值 

硬阈值函数 0.76 21.85 0.99 3～5 

软阈值函数 1.09 18.65 0.98 4～5 

折衷函数 0.81 24.43 0.98 3～5 

heursure

阈值 

硬阈值函数 1.11 18.57 0.98 4 

软阈值函数 1.38 16.22 0.96 4～5 

折衷函数 1.14 17.88 0.97 4～5 

minimax

阈值 

硬阈值函数 1.04 18.69 0.97 4～5 

软阈值函数 1.66 14.37 0.91 4～5 

折衷函数 1.23 17.12 0.96 4～5 

 

一般认为，标准误差越小、信噪比和能量比越

大，降噪效果越好[22]。通过分析以上统计结果，可

知选择 Rigrsure 阈值和硬阈值函数组合进行 4～5

层降噪效果最好。 

4  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简介 

武汉长江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长江的盾构隧

道，隧道所处环境地层软硬不均、水压高、透水性

强、地面环境复杂，这些因素严重威胁运营期间隧

道安全，为了及时地掌握运营期间盾构管片的受力

状态及发展趋势，对工程的维护、安全决策等提供

依据，结合武汉长江隧道工程实际情况，在隧道中

安装了一套在线健康监测系统。 

该监测系统由 12个监测断面组成，左、右线各

布设 6个监测断面（见图 6），分别位于埋深显著变

K=1

小波降噪得到 ˆ ( )ky t  

判断

RMSE(k +1)≤ 
1.2RMSE(k) 

开始

结束

Yes

No 

k = 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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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段、水压最大段、江中覆土最浅段等位置，每个

监测断面在拱顶沿环向安装 4支混凝土表面应变计

（共计 48支）（见图 7），6支裂缝计（共计 72支）

（见图 8），3 支用于测量环间接缝、3 支用于测量

环内接缝。该监测系统于 2013年 7月投入使用，每

1 h进行一次数据采集，截止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图 6  武汉长江隧道监测断面示意图 

Fig.6  Monitoring cross-section diagram of  
Wuhan Yangtze River tunnel  

 

 
图 7  混凝土表面应变计 

Fig.7  Surface strain gauge for concrete 

 

 
图 8  表面裂缝计 

Fig.8  Surface jointmeter 
 

5  工程应用 

由于传感器数量较多，本文仅选取同一监测断

面、同一监测时间段（9 月份）中的一组混凝土表

面应变计监测数据和一组表面裂缝计监测数据进行

监测数据预处理研究。 

5.1  监测数据粗差检验 

利用罗曼诺夫斯基准则对 t 时刻监测数据 y(t)
进行粗差检测时，本文选择 t时刻前 24 h监测数据

作为检测样本，即 n=24，选择显著度为 =0.01，

依次对监测数据进行粗差检测，计算得到监测数据

离差 ( ) ( )r t y t y  与±Ts 的关系如图 9 所示（虚线

代表±Ts），由图可知，监测数据离差没有超出区间

[-Ts, +Ts]，所以监测数据中不含粗差，均为正常值。 

 

 
(a) 混凝土表面应变计 

 
(b) 表面裂缝计 

图 9  监测数据离差 r与±Ts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of residual and ±Ts of monitoring data 

 

5.2  监测数据降噪处理 

依据第 3节中的研究成果，利用小波降噪时选

择 Rigrsure阈值和硬阈值函数对 9月份两组监测数

据进行 4层分解降噪处理，降噪前、后监测数据如

图 10所示。 
 

 
(a) 混凝土表面应变计 

 
(b) 表面裂缝 

图 10  计监测数据降噪效果 
Fig.10  Denoising effect of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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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隧道运营期间监测数据的变化主要受

长江水位的影响，为了便于监测数据分析，在此给

出 2013年 9月武汉的降雨情况（见表 2）[26]。结合

2013年 9月武汉市降雨情况可知，监测数据中较大

变化与大气降雨具有正相关性。 

由图 10中降噪前、后监测数据对比可知，利用

Rigrsure 阈值和硬阈值函数对监测数据进行 4 层分

解降噪，在有效去除噪声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监测

数据本身的突变，使得监测数据更接近真实情况，

更好地反映了监测数据的变化趋势。 
 

表 2  2013年 9月武汉市降雨情况 
Table 2  The rain record of Wuhan city in September 2013 

日期 
9.4～9.6 

（96～144 h） 

9.9～9.12 

（216～288 h） 

9.23～9.25 

（528～600 h）
其他 

天气 小雨或中雨 小雨或阵雨 暴雨 晴或多云

 

5.3  基于监测数据变化速率预警 

结构受力状况的变化引起混凝土表面应变和管

片接缝的变化，当短时间内监测数据变化较大且超

过某一量值时应及时预报警，t时刻监测数据 y(t)的
变化大小可由其变化速率表示[21]： 

( ) ( 1)
( )

y t y tv t
t

 
           （11） 

式中：v(t)为 t 时刻的监测数据变化速率；t 表示时
间，此处为 1 h。 

对武汉长江隧道进行数值仿真，计算分析得到

水位增加 1 m 监测点的混凝土表面应变增加约为

2×10-6，管片接缝增加约为 0.015 mm。一般情况下，

长江的日水位变化很小，本文假设 1 h内武汉长江

隧道上部水位变化不超过 1 m，即混凝土表面应变

速率不超过 2×10-6 h，管片表面接缝变化速率不超

过 0.015 mm/h，结合监测数据以及工程本身特点，

给出如下预警级别（见表 3、4）： 
 

表 3  表面应变预警值及预警级别 
Table 3  The value and level of the early warning 

of the surface strain 
级别 预警值 v/(10-6 h) 措施 

正常 [0, 0.5)  

蓝色预警 [0.5, 1) 密切关注发展趋势 

橙色预警 [1, 1.5) 向相关人员报告 

红色预警 [1.5, ∞) 现场调查 

 
表 4  表面接缝预警值及预警级别 

Table 4  The value and level of the early warning  
of the surface joint 

级别 预警值 v/(mm/h) 措施 

正常 [0, 0.005)  

蓝色预警 [0.005, 0.01) 密切关注发展趋势 

橙色预警 [0.01, 0.015) 向相关人员报告 

红色预警 [0.015, ∞) 现场调查 

分别利用原始监测数据和降噪后数据进行预

警，预警结果如图 11、12所示。 
 

 

(a) 原始监测数据 

 
(b) 降噪后监测数据 

图 11  基于混凝土表面应变监测数据预警 
Fig.11  Early warning based on the denoising data of 

surface strain of concrete 

 

 
(a) 原始监测数据 

 
(b) 降噪后监测数据 

图 12  基于表面接缝降噪后监测数据预警 
Fig.12  Early warning based on the denoising  

data of surface joint 

 

结合 5.2中的分析结果，对比图 11(a)和图 12(a)

可知，利用原始数据进行预警时，当监测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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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结果准确，但由于监测数据含有大量噪声（误

差）当数据变化不大或者稳定时产生了大量虚警；

利用小波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降噪处理后进行预

警，预警结果准确并且有效避免了虚警的产生。 

5.4  基于小波降噪和最小二乘法相结合的监测数

据预测 

利用小波降噪和最小二乘法相结合进行数据预

测时，本文选择 t时刻及其前 24 h监测数据 y(t)，
y(t)-1，…，y(t-24)，对 t +1时刻监测数据进行预测，

利用小波降噪和最小二乘法相结合的监测数据预测

值和原始监测数据如图 13所示。 

 

 
(a) 混凝土表面应变计 

 
(b) 表面裂缝计 

图 13  监测数据预测结果 
Fig.13  Predicted results of monitoring data  

 

混凝土表面应变监测数据预测值与监测数据实

测值之间的平均标准差为 0.861 8  ，表面裂缝监

测预测值与监测实测值之间的平均标准差为

0.006 8  ，结合图 13可知，利用小波降噪和最小

二乘法相结合进行数据预测结果准确，相比较其他

方法[21]计算量小且易于软件编程实现，在健康监测

数据管理系统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6  结  论 

（1）依据罗曼诺夫斯基准则的基本思想，进行

粗差检测时，将及时监测和历史数据作为两个样本，

符合实际工程情况，实践表明，具有很好适用性。 

（2）对监测数据进行小波降噪处理时，选择

Rigrsure 阈值和硬阈值函数进行 3~4 层分解降噪效

果最好；利用 Rigrsure阈值和硬阈值函数对一组混

凝土表面应变计监测数据和一组表面裂缝计监测数

据进行 4层分解降噪处理，结果表明，利用小波降

噪在有效去除噪声的同时保留了监测数据本身的突

变。 

（3）与原始监测数据相比，降噪数据在预警中

可以有效地避免虚警的产生，即降噪后数据可以获

得更准确的评价结果。 

（4）利用小波降噪和最小二乘法相结合，进行

数据预测具有预测结果准确且易于编程实现的优

点。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武汉长江隧道健康监测系统

中的数据处理具有重要意义，适用于武汉长江隧道

健康监测系统中所有仪器的监测数据处理，研究方

法和结论对同类型的工程监测数据处理具有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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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级加载下冻土阻尼比的试验研究 罗  飞，何依婷，赵淑萍，等 3143－3149

15 带桩沉箱复合基础水平向承载性状模型试验研究  王  磊，过  超，穆保岗，等 3150－3156

16 利用人工合成透明土的岩土物理模拟试验  齐昌广，范高飞，崔允亮，等 3157－3163

17 基于一维固结试验的压实黄土蠕变模型 葛苗苗，李  宁，郑建国，等 3164－3170

18 多孔介质中水泥浆三维锋面特征研究  冯  啸，李术才，刘人太，等 3171－3179

19 降雨条件下松散堆积体边坡稳定性离心模型试验研究  田  海，孔令伟，李  波 3180－3186

20 真空负载方式对疏浚淤泥脱水过程中脱水规律的影响 浩  婷，王  曦，周  颜，等  3187－3192

21 软土地层 TBM开挖面支护压力计算模型及可视化  张子新，张  帆 3193－3200

22 新建工程基坑开挖及结构施工对既建下卧隧道的影响研究  徐长节，王伊丽，徐芫蕾，等 3201－3209

23 多功能孔压静力触探在基坑工程降水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童立元，刘松玉，郑灿政，等 3210－3216

24 基于组合指数型流变模型的堆石坝流变分析  黄耀英，包腾飞，田  斌，等 3217－3222

25 改进的薄层单元在桩-土动力相互作用中的应用  苗  雨，李  威，郑俊杰，等 3223－3228

26 考虑二期荷载的高填明洞加筋减载土压力计算  李  盛，马  莉，王起才，等 3229－3234

27 基于岩土材料软化特性的滑坡多级滑动面分析方法研究  薛海斌，党发宁，尹小涛，等 3235－3242

28 考虑饱和土的地铁车站结构非线性地震反应研究  谷  音，庄舒曼，卓卫东，等 3243－3251

29 循环荷载下低填方桩承式路堤动力响应分析  赖汉江，郑俊杰，崔明娟 3252－3258

30 桥梁桩基主动托换中顶升荷载的简化计算  邓  涛，关振长，陈开良，等 3259－3267

31 灌注桩套管高频振动贯入过程中挤土效应研究  肖勇杰，陈福全，林良庆 3268－3274

32 大样本岩土参数概率分布的正态信息扩散推断  朱唤珍，李夕兵，宫凤强 3275－3282

33 地铁行车速度对盾构隧道运营沉降的影响分析  姜  洲，高广运，赵  宏 3283－3292

34 含裂隙岩体单轴压缩裂纹扩展机制离散元分析  蒋明镜，张  宁，申志福，等 3293－3300

35 粗粒料颗粒破碎数值模拟研究 杨  贵，许建宝，刘昆林 3301－3306

36 基于土体细观结构重构技术的渗流场数值模拟  申林方，王志良，李邵军 3307－3314

37 考虑非达西效应的酸蚀裂缝流场数值模拟  郭建春，庄  园，刘  超 3315－3321

38 基于 CT三维重建与逆向工程技术的煤体数字模型的建立  王  刚，杨鑫祥，张孝强，等 3322－3328

39 基于空间插值的工程岩体 RQD预测方法  刘仰鹏，贺少辉，汪大海，等 3329－3336

40 一种改进的公路边坡稳定性模糊评价方法研究  阮  航，张勇慧，朱泽奇，等 3337－3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