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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床面上泥沙颗粒的起动测量一直是泥沙运动规律研究的难题。 为此，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Ｂ 超成像技术的泥沙

起动流速测量方法。 在模型试验水槽中， 该方法利用 Ｂ 超仪获取水下地形及其附近粒子的运行图像， 通过图像处

理技术分析统计床面附近运动粒子的成像光斑个数， 并分析其与流速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Ｂ 超成像光斑个数在

泥沙起动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变过程， 且该突变过程与泥沙起动运动相对应， 可用来判定泥沙起动及其对应的起动

流速， 并利用该流速下的床面地形变化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该方法具有无扰动无干扰、 适合于清水和浑水、
易于实现自动化测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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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流速是研究河流泥沙运动规律的重要参量， 也是泥沙研究的难题之一。 长期以来， 泥沙起动运动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泥沙起动运动力学模型及其理论分析方面。 前人的研究产生了很多有关泥沙起动流速的关系

曲线和计算公式， 比如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１］和窦国仁起动流速计算公式［２］， 这些关系曲线和计算公式推动了泥沙

运动规律的研究和发展。 实际上由于泥沙的材质、 大小和形状的千差万别以及试验水深［３］ 等近地水流结

构［４⁃５］的影响， 泥沙起动流速难以通过理论分析计算获得， 也难以在实际中取得很好的应用。
目前， 泥沙起动流速的测定大多采用目测概估的方法， 直接的测量方法尚不多见［６⁃７］。 通过人工观测水

流变化过程中床面沙粒的运动情况， 再结合流速仪来判定泥沙的运动状态和临界起动速度。 这种方法具有很

好的直观性，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无法快速简单地统计分析运动沙粒的个数及其变化情况， 人工操

作繁琐。 二是很多情况下水里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微小的尘粒或气泡， 使得水流浑浊， 无法看清床面沙粒的

运动情况， 从而造成起动流速判定的困难。 本文提出的基于 Ｂ 超成像原理的图像测量方法［８］ 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 由于 Ｂ 超仪的穿透性和实时性较好， 利用 Ｂ 超成像技术可以很好地实现水下地形及其附近运

动粒子的实时成像与观测［９⁃１０］。 然后， 统计分析 Ｂ 超图像中的粒子光斑与泥沙起动运动的关系， 得出泥沙的

起动流速， 为泥沙起动流速的测量提供了一种新方案。

１　 试验系统及其原理

为实现泥沙起动流速的自动测量， 本文构建了一个试验系统。 该系统由 ＣＴＳ⁃９００ 型医用 Ｂ 超仪、 视频图

像采集卡、 计算机、 双通道循环水槽、 水泵、 变频器和旋桨流速仪等部分组成， 如图 １（ａ）所示。 玻璃水槽

底部铺有塑料沙或天然沙（试验测量的对象）， 水槽与水泵一起构成循环系统。 变频器用于调节水泵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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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调节水流速度， 流速由旋桨流速仪测得。 Ｂ 超仪用来获取水下地形及其附近粒子的运动图像， 并进行实

时观测［１１］， 采集卡将 Ｂ 超视频图像传送给计算机处理分析。 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后， 可得出运动粒子的个

数及其变化率， 然后结合床面地形的变化情况来判定是否达到泥沙起动的状态， 最终确定泥沙的起动流速。
试验中 Ｂ 超仪使用 ５ＭＨｚ 的扇形扫描探头， 探头接触水面并保持水平方向与水流方向平行。

床面附近的泥沙运动层是推移质泥沙与悬移质泥沙相互转化的过渡区［１２］， 这一层泥沙颗粒最容易受到

水流的作用而进行扬动和起动运动。 当流速低于泥沙的起动流速时， 除少数微小粒子流动外， 床面上的沙粒

基本不动， 在床面上方悬浮运动的粒子光斑个数也基本为 ０， 因此床面地形几乎保持不变。 当水流速度达到

并超过泥沙临界起动流速时， 床面上沙粒的力学平衡条件被打破［１３］， 就会发生沙粒沿着床面滚动或者进行

上扬运动， 如图 １（ｂ）所示。 此时， 床面附近悬浮运动粒子的光斑个数显著增加。 过段时间后， 床面的地形

会发生变化。 进一步增大水流速度， 将伴随大量沙粒的扬起和悬浮运动， Ｂ 超图像中粒子光斑个数会急剧增

加， 床面地形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 通过统计分析床面上方运动沙粒的光斑个数及其变化情况， 可以判定泥

沙是否起动， 继而得到泥沙的临界起动流速。

图 １　 试验系统和床面上的泥沙起动运动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２　 Ｂ 超成像试验

２ １　 不同粒径不同沙质的 Ｂ 超成像试验

为了验证 Ｂ 超仪的空间灵敏度能否满足泥沙起动流速测量时对微小沙粒成像的要求， 为了观察不同粒

径不同沙质之间泥沙运动的区别和关系， 本文进行了多组不同粒度不同沙质的水下成像试验。 试验用沙分别

为轻质塑料沙、 天然沙和汉口江滩沙， 平均粒径大小分别为 ０ １ ｍｍ（塑料沙）、 ０ ２ ｍｍ（塑料沙）、 ０ ２ ｍｍ
（江滩沙）、 ０ ３ ｍｍ（天然沙）。 均经过了特定筛选， 以保证沙质均匀、 粒径大小一致。 试验之前， 需把沙粒

洗干净， 然后分批次将沙粒平铺或撒到玻璃水槽（或水桶）里进行观测并获取图像。 Ｂ 超探头选用 ５ ＭＨｚ 的

扇形扫描探头并接触水面即可， 其他设置保持一致。 试验部分结果如图 ２ 所示。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现有医用

Ｂ 超仪可以观测各种粒度和沙质的沙粒， 甚至可以获得粒径小至 ０ １ ｍｍ 的沙粒光斑图像， 还可以看出不同

粒径不同沙质之间的细微差别， 如粒径越大光斑越大， 材质不同光斑明暗程度会不同。 因此， Ｂ 超仪可以用

来进行泥沙运动及其起动流速的测量研究和应用。
２ ２　 起动流速测量试验

为探索泥沙的起动规律与起动流速， 本试验采用了上述已经筛选好的平均粒径为 ０ １ ｍｍ 的塑料沙、 平

均粒径为 ０ ２ ｍｍ 的塑料沙、 平均粒径为 ０ ２ ｍｍ 的江滩沙和平均粒径为 ０ ３ ｍｍ 的天然沙， 简称塑料沙 ０ １、
塑料沙 ０ ２、 天然沙 ０ ２ 和天然沙 ０ ３。 分别把他们平铺在水槽（长 ６ ｍ × 宽 ０ ５ ｍ × 高 ０ ３ ｍ）底部， 依次进

行泥沙的起动流速试验。 试验时， 把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旋浆流速仪放在河床地形上方附近， 并设置

一个流速观测点（距离水面 １２ ｃｍ 距离水底 ３ ｃｍ）， 用来实时采集水流速度数据。 同时， Ｂ 超探头放在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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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沙粒成像试验（垂直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ａｎｄ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的上方附近并接触水面（入水约 １ ｃｍ）， 实时采集观测点附近的运动粒子及下方地形的 Ｂ 超视频图像。
试验过程中， 变频器的频率从 ８ Ｈｚ 分阶段依次增加到 ２８ Ｈｚ， 从而使观测点的流速从 ２ ０１ ｃｍ ／ ｓ 分阶段

依次增加到 １２ ２７ ｃｍ ／ ｓ， 实现了两种塑料沙（平均粒径 ０ １ ｍｍ 和 ０ ２ ｍｍ）、 两种天然沙（平均粒径 ０ ２ ｍｍ
和 ０ ３ ｍｍ）从静止状态到个别起动状态， 到少量起动状态， 再到大量起动状态的变化。 整个过程中， 观测点

的流速和所在剖面运动粒子的成像光斑个数的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部分数据）。 表中每个数据都是 ５０ 到

１００ 多帧图像中光斑个数的平均值， 每帧 Ｂ 超图像统计的实际固定面积（顺着水流方向的垂直剖面）为 ５ ｃｍ×
５ ｃｍ， 每个数据也就代表着水中运动粒子通过床面上方 ２５ ｃｍ２面积内的平均个数。

表 １　 粒子成像光斑个数与流速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近底流速 ／
（ｃｍ·ｓ－１）

塑料沙 ／ 颗 天然沙 ／ 颗

０ １ ｍｍ ０ ２ ｍｍ ０ ２ ｍｍ ０ ３ ｍｍ
近底流速 ／
（ｃｍ·ｓ－１）

塑料沙 ／ 颗 天然沙 ／ 颗

０ １ ｍｍ ０ ２ ｍｍ ０ ２ ｍｍ ０ ３ ｍｍ

２ ３２ １ ５１ １ ０３ １ ４１ ０ ６５ ５ ７５ ２５ ４６ １３ ７６ １１ ７６ ６ ３４

２ ８６ ２ ２２ １ ３１ １ ６４ ０ ８１ ６ ２９ ２９ ９８ １８ ０８ １３ ４１ ７ ９８

３ ３２ ３ ７１ １ ６５ ２ ０５ １ ０３ ６ ７２ ３３ ５２ ２１ ５６ １４ ７１ ９ １５

３ ９５ ９ ６４ ２ １２ ３ ０６ １ ３２ ７ ２９ ３７ ９５ ２６ ２３ １６ ０１ １０ ７９

４ ５１ １４ ６１ ２ ８７ ７ ６２ １ ６５ ７ ８１ ４１ ９５ ３０ ５６ １６ ９５ １２ ３２

５ １９ ２０ ５５ ９ １５ ９ ９５ ２ ４５ ８ ２２ ４４ ５５ ３４ ２３ １７ ５９ １４ ６５

　 　 其中几种流速状态下的泥沙运动情况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中均为 Ｂ 超对床面及其附近悬浮泥沙的实时成像

图（垂直剖面图）。 图 ３ 中的亮线对应为床面地形边界的成像， 图中的粒子光斑是 Ｂ 超捕获到的运动沙粒。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当流速足够大时， 床面上的沙粒会进行跳跃式运动或悬浮运动， 从而使 Ｂ 超图像中的成像

光斑个数增加。

图 ３　 地形边界和泥沙运动情况（垂直剖面图）
Ｆｉｇ 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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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结果分析

由上述试验可知， Ｂ 超仪可以实时获得床面地形及其附近泥沙颗粒的运动图像。 因此， 利用 Ｂ 超仪可以

对水下运动粒子进行实时观测。 通过统计分析床面附近运动粒子的光斑个数以及床面地形的变化情况来判定

泥沙的运动状态， 进而求出泥沙颗粒的起动流速。 为了更好地识别出图像中所需要的颗粒光斑信息， 在进行

起动流速分析之前， 需要根据 Ｂ 超图像信号特点进行预处理， 包括去噪、 粒子图像增强和自适应阈值分割

等，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统计分析。
３ １　 沙粒光斑个数分析

Ｂ 超视频图像中， 对每个粒子光斑进行逐个标记并搜索其边界， 根据标记的光斑个数统计出水中运动沙

粒个数。 对于轻度粘连的粒子可采用图像处理方法使图像脱离粘连， 以保证粒子数量统计的正确性。 统计出

运动粒子的光斑个数之后， 可根据粒子光斑个数及其变化情况， 判断泥沙运动情况， 寻找泥沙的临界起动流

速， 从而实现起动流速的测量。 粒子光斑个数的统计结果如图 ４（ａ）所示， 对应的变化率曲线如图 ４（ｂ）所
示。 由泥沙起动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概率统计理论［１４⁃１５］可知， 光斑个数的关系曲线图 ４（ａ）的切点对应着水中

粒子开始不断加快增加的流速点。 该切点表明水中运动粒子的增加速度开始大于流速的增加速度， 这些额外

多出来的运动粒子说明了床面上开始有少量粒子起动。 光斑个数变化率的关系曲线图 ４（ｂ）的切点是水中运

动粒子数增加最快的点， 这表明水中粒子增加速度最快， 床面上有大量粒子已经开始起动。 变化率的计算方

法如下式所示：

ｋｉ ＝
Δｎ
Δｕ

＝
ｎｉ － ｎｉ －１

ｕｉ － ｕｉ －１
（１）

式中　 ｋ 为变化率； ｎ 为粒子成像光斑个数； ｕ 为水流速度； ｉ 为统计测量点的序号。
由表 １ 可知， 对于平均粒径为 ０ １ ｍｍ 的塑料沙而言， 当流速增加到 ２ ８６ ｃｍ ／ ｓ 之后， 平均粒子光斑个

数为 ２ ２２ 颗， 这是水中个别悬浮微粒或者水中气泡的成像造成的； 当流速增加到 ３ ３２ ｃｍ ／ ｓ 时， 颗粒个数

增加到 ３ ７１ 颗， 可以看到床面附近少量光斑浮动， 若隐若现； 当流速增加到 ３ ９５ ｃｍ ／ ｓ 时， 平均颗粒个数

增加到 ９ ６４ 颗， 是初始状态的 ４ ３４ 倍， 而流速仅增加 １ ３８ 倍。 这是一个突变过程， 说明流速在 ２ ８６ ～
３ ９５ ｃｍ ／ ｓ 之间， 床面附近的少量粒子已经发生起动。 通过目测也可观察到此现象。 在这一流速段， 可以观

察到沙粒的轻微起动， 包括少量大颗粒床面沿着床面的滚动突起和沙粒的扬起。 平均粒子光斑个数的分析结

果与观测到的情况比较吻合。

图 ４　 粒子光斑个数分析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ｐｏｔｓ

由图 ４（ａ）和图 ４（ｂ）中塑料沙 ０ １（平均粒径 ０ １ ｍｍ）的两条曲线可知， 切点 Ａ 对应于粒子光斑个数开始

增加的流速点 ３ ２２ ｃｍ ／ ｓ， 切点 Ｅ 对应于粒子光斑个数开始增加最快的流速点 ４ １１ ｃｍ ／ ｓ。 也就是说水中泥沙

粒子在流速为 ３ ２２ ｃｍ ／ ｓ 时， 有少量粒子开始上扬并进行起动运动； 在流速为 ４ １１ ｃｍ ／ ｓ 时， 大量粒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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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起动运动。 对于塑料沙 ０ ２、 天然沙 ０ ２ 和天然沙 ０ ３ 也有类似的结论， 泥沙少量起动和大量起动

对应的流速点分别为 ３ ８３ ｃｍ ／ ｓ 和 ４ ５４ ｃｍ ／ ｓ， ４ ４２ ｃｍ ／ ｓ 和 ５ ３２ ｃｍ ／ ｓ， ５ １１ ｃｍ ／ ｓ 和 ５ ７８ ｃｍ ／ ｓ。
３ ２　 地形变化分析以及起动流速的验证

在给定流速的作用下， 分析规定时间内床面地形的微小变化， 再根据地形的变化情况来判定该流速是否

达到了起动流速。 显然， 在未达到泥沙起动流速之前地形应该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只有在达到起动流速以

后， 地形才会发生明显变化。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靠时间换精度， 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给出正确判断。 因

此， 水下微地形的变化分析更适合于作为一种验证手段。 为验证图 ４ 中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在试验过程中同

步提取图像中水下地形线并分析地形的变化情况。 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 可以实时提取水下地形线并发现他

们之间的微小变化。 以平均粒径为 ０ ２ ｍｍ 的塑料沙为例， 地形的变化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不同流速下河床边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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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当流速为 ３ ３２ ｃｍ ／ ｓ 时， 经过 ３０ ｍｉｎ 之后河床地形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说明床面粒

子没有发生泥沙起动； 当流速为 ３ ９５ ｃｍ ／ ｓ 时， 经历 ３０ ｍｉｎ 后， 河床界面发生明显变化， 峰值变平并向右侧

移动。 由此可以断定在流速 ３ ９５ ｃｍ ／ ｓ 时床面粒子的确发生了起动运动。 因此， 可以判定试验所用塑料沙的

起动流速为 ３ ３２～３ ９５ ｃｍ ／ ｓ， 也就是上述分析结果中塑料沙 ０ ２ 曲线中的 ３ ８３ ｃｍ ／ ｓ。
实际上， 通过分析计算窦国仁、 张红武等的起动流速公式［１６⁃１７］ 也可以得出与本文试验相近的结果。 当

少量起动概率系数取 ０ １２８， 水深取 １２ ｃｍ 时， 由窦国仁的起动流速公式可以计算出本试验中平均粒径 ０ １
ｍｍ 和 ０ ２ ｍｍ 的塑料沙起动流速分别为 ５ ４７ ｃｍ ／ ｓ 和 ６ ８５ ｃｍ ／ ｓ， 平均粒径 ０ ２ ｍｍ 和 ０ ３ ｍｍ 的天然沙起动

流速分别为 ７ ７３ ｃｍ ／ ｓ 和 ９ １６ ｃｍ ／ ｓ。 虽然计算结果均大于本文的测量结果， 但是进一步分析原因可知： 起

动流速公式计算结果与本文所测结果的比值均在 １ ７ 倍左右。 这表明本文所测的起动流速与起动流速计算公

式基本一致， 只是因为判定准则或方法的差异和试验装置及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偏移。 因此， 基于 Ｂ 超成像

技术的泥沙起动流速测量方法能够相对准确地检测出泥沙的起动过程并反映出泥沙的运动规律。

４　 结　 　 论

为研究床面上泥沙的起动运动规律， 实现起动流速的可视化分析测量，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Ｂ 超成像

原理的泥沙起动流速测量方法。 该方法能够对浑水中床面地形及其附近悬浮粒子直接进行监测和统计分析。
在河工模型试验中得出：

（１） Ｂ 超图像中粒子光斑个数及其变化率存在一个突变过程， 且该过程可用来判定泥沙起动及其对应的

起动流速；
（２） 该方法适合于清水和浑水， 对床面地形没有影响， 有效地避免了以往繁琐的人工操作以及目测所带

来的人为误差， 为泥沙起动流速的分析测量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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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期 马志敏， 等： 基于 Ｂ 超成像的泥沙起动流速测量方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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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ｓｃａ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４ 年审稿专家名单

以下专家参与了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年论文评审工作， 为期刊论文质量把关与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期刊编辑委员会及

编辑部对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并希望得到各位专家一如既往的指导与支持！
审稿专家名单 （按姓名拼音排序）：
包为民　 蔡焕杰　 蔡强国　 蔡跃波　 陈　 立　 陈家军　 陈建生　 陈可锋　 陈生水　 陈晓宏　 陈兴伟　 陈元芳　 陈子燊

程根伟　 程永光　 褚君达　 丛威青　 崔保山　 崔远来　 邓　 军　 邓　 伟　 丁平兴　 窦希萍　 杜鹏飞　 方红卫　 冯　 平

冯绍元　 顾　 颖　 顾冲时　 郭生练　 郭占荣　 郭志学　 韩龙喜　 郝振纯　 和继军　 胡春宏　 胡庆芳　 胡铁松　 槐文信

黄春林　 黄国如　 贾绍凤　 贾仰文　 假冬冬　 江　 灏　 姜　 彤　 蒋昌波　 焦菊英　 金菊良　 金相灿　 康尔泗　 康世昌

孔凡哲　 赖锡军　 李　 雷　 李　 云　 李保国　 李纪人　 李九发　 李丽娟　 李绍武　 李砚阁　 李义天　 李云梅　 李志军

梁忠民　 刘　 波　 刘　 恒　 刘建立　 刘金涛　 刘景双　 刘普幸　 刘艳丽　 刘昭伟　 陆　 彦　 陆海明　 陆家驹　 陆培东

吕　 娟　 马耀明　 茅泽育　 梅亚东　 潘存鸿　 秦伯强　 秦大河　 任国玉　 任立良　 阮本清　 尚松浩　 邵明安　 沈　 冰

施　 勇　 施小清　 拾　 兵　 史学正　 史英标　 舒安平　 束龙仓　 宋献方　 宋志尧　 孙东坡　 孙昭华　 田立德　 铁永波

王　 栋　 王　 浩　 王　 军　 王　 康　 王船海　 王根绪　 王国庆　 王腊春　 王玲玲　 王全九　 王文川　 王文圣　 王西琴

王协康　 王兴奎　 王延贵　 王永森　 王昭升　 王忠静　 王宗志　 吴保生　 吴福生　 吴吉春　 吴加学　 吴建华　 吴敬禄

吴时强　 吴志勇　 仵彦卿　 夏自强　 肖培青　 解明曙　 谢正辉　 辛文杰　 徐宗学　 许炯心　 许有鹏　 严登华　 颜志俊

杨大文　 姚惠明　 姚仕明　 姚文艺　 殷峻暹　 袁　 飞　 苑希民　 曾光明　 张　 强　 张光辉１ 张光辉２ 张宽地　 张龙军

张世法　 张万昌　 张显峰　 张幸农　 张永良　 张原锋　 张展羽　 张长宽　 章新平　 郑丙辉　 郑西来　 钟德钰　 钟华平

周宏飞　 周惠成　 周明耀　 朱广伟　 朱　 焱　 邹　 鹰　 左军成　 左其华　 左其亭

注： １． 北京师范大学； ２．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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