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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 对明渠紊流近壁区的水流低速条带结构进行了测量和分析。 条带结构采用天然沙进行

示踪， 使用高清相机拍摄高分辨率图像， 通过形态学方法提取其几何特征。 分析条带的宽度及间距的变化特点，
得到结果： ① 低速条带宽度从水槽中线到两侧壁逐渐变小， 沿中线基本呈对称分布； ② 摩阻雷诺数在 ２７６～ ４６５ 范

围时， 条带宽度和间距量纲一值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２０ ８ ～ ２９ ８ 和 ９９ ３ ～ １２６ ７， 条带面积占图像总面积百分比为

２３ ４％～１５ ９％； ③ 随摩阻雷诺数增大， 低速条带的宽度和间距加大， 而条带面积百分比逐渐减小。 试验结果表

明， 低速条带结构随水流摩阻雷诺数的变化非常复杂， 而图像处理技术提供了一种高效率、 高精度的测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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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近壁区包括边界层的粘性底层和缓冲层， 条带结构是紊流近壁区相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

特征为高低速流带沿横向均匀分布。 高低速条带结构的广泛研究始于 Ｋｌｉｎｅ 等［１］， 使用氢气泡可视化方法，
发现边界层水流以不稳定的低速区、 高速区相间排列流动， 并伴随以低速流体抬升和高速流体向下清扫为主

要特征的猝发运动。
许多学者对紊流近壁区水流低速条带的宽度、 间距和长度等进行了定量观测， 并就上述特征尺度获得了

许多一致的认识。 Ｋｉｍ 等［２］通过可视化试验方法， 在低摩阻雷诺数条件下对低速条带的横向平均间距进行了

计算， 得到平均量纲一间距l
＋ ＝ １００±２０。 Ｇｕｐｔａ 等［３］开展不同摩阻雷诺数试验， 结果表明条带间距会随着摩

阻雷诺数的增加而增大， 当 Ｒｅ∗ ＝ ２ １７０ 时， l
＋增加到 １５１； Ｋａｈｌｅｒ［４］、 Ｃａｒｌｉｅｒ 和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５］ 在后续的研究中

也观察到相同的条带间距变化趋势。 Ｌｉｎ 等［６］采用 ＰＩＶ 技术， 利用图像处理方法分析近壁区 １４ ５＜ｙ＋ ＜４８ 范

围， 得到低速条带面积占总面积的 ２２％～２６％。
此外一些学者对紊流近壁床面固体颗粒条带结构分布和运动特征也进行了研究。 Ｋａｆｔｏｒｉ 等［７］观测了固体

颗粒在紊流床面运动、 沉积及水流挟带颗粒运动的过程， 指出颗粒的带状结构受相干结构影响。 Ｎｉｎｏ 和

Ｇａｒｃｉａ［８］指出小粒径固体颗粒在床面受水流相干结构的影响， 可以形成稳定的条带结构， 而大粒径颗粒将会

出现不稳定状况。 Ｎｅｚｕ 和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９］提出近壁区相邻纵向涡反向运动， 造成固体颗粒横向交换运移， 导致

固体颗粒聚集在低速区域形成规则的带状结构。 Ｈｅｔｓｒｏｎｉ［１０］计算了固体颗粒条带结构量纲一宽度也在 １００ 左

右， 条带结构量纲一长度范围为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以往对近壁区条带结构的研究多采用烟线法、 氢气泡法示踪水流流速， 通过高低速流带速度的差异性，

获得低速条带结构特征尺度， 其样本量偏小且无法批量运算， 导致处理速度偏慢和精度偏低。 且以固体颗粒

为低速条带示踪粒子， 定量分析低速条带结构特征尺度及与水流条件关系的研究较少。 因此， 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 使用天然沙示踪水流条带结构， 直接将沙粒堆积的区域表征为近壁区低速流速条带区， 通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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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处理方法提取条带， 采用统一算法完成较大样本量计算， 提高低速条带宽度和间距值的计算效率和精度。
并据此分析沙示踪低速条带结构的分布特征及与水流条件之间的关系， 为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１　 明渠紊流试验

１ １　 试验水槽

试验采用高分辨率 ＣＣＤ 相机， 对高精度明渠循环玻璃水槽沙示踪条带结构进行测量。 水槽长 １１ ｍ， 宽

０ ２５ ｍ， 高 ０ ４ ｍ， 变坡范围 ０～１％， 边侧壁和底板均采用超白玻璃铺设。 循环水由进口水箱以溢流形式进

入水槽， 入口设 ４ 层孔径渐变的蜂窝状整流器， 起整流和消除大尺度涡结构的作用， 出口设活页尾门控制水

深以保证恒定均匀流。 流量用变频器调节水泵转速来控制， 通过电磁流量计测量， 误差在 ０ ５％以内。 水深

由沿水槽中心线安装的 ６ 个超声水位计测量。 测量段距水槽入口 ７ ｍ， 可以保证紊流充分发展， 距出口 ４ ｍ
可消除尾门对水流的扰动［１１］。 试验水槽结构如图 １ 所示（Ｘ、 Ｙ 和 Ｚ 分别表示流向、 垂向和横向）。

图 １　 试验水槽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ｌｕｍｅ

１ ２　 试验方案

选用比重 ２ ６５、 粒径 ０ １５ ｍｍ 的天然均匀沙作为示踪粒子。 试验时， 在距进口 １ ５ ｍ 处沿断面横向放置

一薄钢尺， 其上游铺设等厚的示踪沙， 可保证持续稳定供沙。 沙粒在水流作用下从钢尺上缘均匀向下游运

动， 并在试验段形成带状结构， 为维持输沙恒定， 试验过程中仅需加入少量泥沙颗粒。
采用分辨率为 ７ ３６０×４ ９１２ 像素的 Ｎｉｋｏｎ Ｄ８００Ｅ 相机拍摄沙带图像， 相机竖直向上安装在水槽正下方，

镜头光轴与床面垂直， 见图 ２。 镜头焦距 ２５ ｍｍ， 拍摄区域大小 ３７ ｃｍ×２５ ｃｍ， 分辨率 １９ ６ｐｉｘ ／ ｍｍ。 设置拍

图 ２　 相机设置

Ｆｉｇ ２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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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频率为 ５ 帧 ／ ｓ， 连续拍摄 ２０ 张后存储入计算机， 循环拍摄， 每组试验拍摄约 ６００ 张图片。 共进行 ６ 种摩

阻雷诺数的恒定均匀流试验， 本文 Ｒｅ 均大于 ４ ０００， 属于低雷诺数紊流， 各试验组次的水流条件见表 １。

表 １　 明渠试验水流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组次
坡降
Ｊ

水深
Ｈ ／ ｃｍ

流量
Ｑ ／ （ｍ３·ｈ－１）

宽深比
Ｂ ／ Ｈ

平均流速
Ｕｍ ／ （ｍ·ｓ－１）

摩阻流速
ｕ∗ ／ （ ｃｍ·ｓ－１）

雷诺数
Ｒｅ

摩阻雷诺数
Ｒｅ∗

Ｃ２７６ ０ ００１ ２ １５ １ １８ １１ ６ ０ ２２ １ ４５ ４ １８２ ２７６

Ｃ３０９ ０ ００１ ２ ３１ １ ３１ １０ ８ ０ ２３ １ ５１ ４ ６６５ ３０９

Ｃ３４３ ０ ００１ ２ ４８ １ ４９ １０ １ ０ ２４ １ ５６ ５ ２７６ ３４３

Ｃ３８６ ０ ００１ ２ ６８ １ ６５ ９ ３ ０ ２５ １ ６２ ５ ８６８ ３８６

Ｃ４２９ ０ ００１ ２ ８８ １ ９３ ８ ６ ０ ２７ １ ６８ ６ ８６４ ４２９

Ｃ４６５ ０ ００１ ３ ０４ ２ ４２ ８ ２ ０ ３２ １ ７２ ８ ５９０ ４６５

２　 条带结构图像处理方法

考虑沙条带现象从水槽中线向两侧壁逐渐减弱， 统一截取水槽中间宽度 １５ ｃｍ 区域进行分析计算。 在低

摩阻雷诺数水流条件下， 示踪沙在水槽底部将形成明显的沙粒条带结构， 图 ３（ａ）为所拍摄到的沙粒示踪图

像， 能够观察到明显的条带结构存在。 但由于细沙颗粒的分散性， 部分泥沙颗粒散布在条带周边， 在图片中

形成 “噪点”。 形态学方法是通过图像处理提取图像几何结构的有效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此方法对原始图像

进行处理， 以获得准确的条带结构。

图 ３　 图像处理过程

Ｆｉｇ ３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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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背景去噪

图 ３（ａ）为相机拍摄的原始图像， 由于背景光线的不均衡性， 在图中出现了不均匀的背景色。 利用顶帽

变换对图像进行处理可以消除背景色， 该变换包括开运算减运算两个步骤。 开运算是对图像先腐蚀后膨胀，
当选择适当的结构元素时， 使用开运算可得到背景图像； 在此基础上， 使用减运算从原图像中减去背景图

景， 即可获得背景均匀的条带图像， 见图 ３（ｂ）。 根据试验图像中的噪点大小及条带结构特性， 本文选用长

２０ 像素、 宽 ６０ 像素的矩形作为结构元素。
２ ２　 图像二值化及高斯掩膜处理

采用经典的大津法对顶帽变换处理后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结果见图 ３（ｃ）， 其中白色代表沙粒， 表

征低速带； 黑色代表间隙， 表征高中速带。 为将低速条带结构与背景无关的细节加以分离， 对图像先后进行

高斯空间掩膜运算和高斯平滑处理， 结果见图 ３（ｄ）及图 ３（ｅ）。
２ ３　 条带结构提取

经过上述处理后， 图像仍存在个别较大的噪点， 但尺寸尚不能达到条带结构尺度， 将面积小于一定阈值

的图像斑点剔除后， 获得图 ３（ｆ）中的条带结构二值图像。

３　 条带结构分析方法

３ １　 特征尺度的定义

定义条带结构二值化图像中有沙点的值为 １， 无沙点的值为 ０， Ｘ 轴为水流方向， Ｚ 轴为横向。 为提高

计算精度， 将图像分割为多个 Ｘ 方向 １８ 个像素、 Ｚ 方向 ２ 个像素的单元结构体， 参照以往研究［１２］， 对每个

２×１８ 的单元进行灰度值累加， 累加值的范围为 ０～３６。 选定阈值为最大数值的一半 １８， 大于等于阈值的单元

认定为低速条带结构组成部分， 赋值为 １， 小于阈值的单元赋值为 ０， 结果示意如图 ４（ａ）所示。

图 ４　 条带宽度和间距计算

Ｆｉｇ 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ｋ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ａｋｓ

３ ２　 特征尺度的计算

选取图 ４（ａ）中一行做示意图 ４（ｂ）， 图中白色区宽度为条带宽度 ｗ， 条带中线位置坐标为 ｄ， 条带间距

为相邻条带中线之间的距离。 沿 Ｚ 方向进行统计， 当遭遇数值为 １（条带结构起点单元）开始， 至数值为 ０ 时

为止， 统计单元个数即为该条带的宽度， 依次统计此行共有的 ｎ 个条带， 第 ｉ 个条带的宽度为 ｗ ｉ， 条带中心

坐标值为 ｄ１， ｄ２，．．．， ｄｎ。 将 ｗ 和 ｄ 值进行量纲一化， 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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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 ＝ ２ｗｕ∗ ／ ｖ （１）
ｄ ＋ ＝ ２ｄｕ∗ ／ ｖ （２）

式中　 ｕ∗为摩阻流速； ｖ 为粘滞系数； ｗ＋为每个条带宽度量纲一值； ｄ＋为条带中心坐标量纲一值； 乘以 ２ 表

示单元结构体的宽度为 ２ 个像素。
设一帧图像共有 ｍ 行； ｗ ＋

（ ｒ） 代表第 ｒ 行 ｎ 个条带的平均宽度。 使用下式分别计算 １～ｍ 行平均条带宽度：

ｗ ＋
（ ｒ） ＝

∑
ｎ

ｉ ＝ １
ｗ ＋

ｉ

ｎ
　 　 　 （ ｒ ＝ １， ２，．．．， ｍ） （３）

整幅图像的平均条带宽度 Ｗ＋为

Ｗ ＋ ＝
∑
ｍ

ｒ ＝ １
ｗ ＋

（ ｒ）

ｍ
（４）

条带的间距定义为两条带中心线的距离， 每行 ｎ－１ 个条带间距的平均间距 ｄ＋
（ ｒ ）和整幅图像的平均条带间

距 Ｄ＋分别为

ｄ ＋
（ ｒ）

＝
∑
ｎ－１

ｉ ＝ １
（ｄ ＋

ｉ＋１ － ｄ ＋
ｉ ）

ｎ － １
　 　 　 （ ｒ ＝ １， ２，．．．， ｍ）； 　 　 Ｄ ＋ ＝

∑
ｍ

ｒ ＝ １
ｄ ＋

（ ｒ）

ｍ
（５）

将每组试验获得的 ６００ 张二值化图像重复上述判读， 获得条带宽度和间距的统计样本， 并据此计算条带

结构的平均宽度和间距。
３ ３　 计算出现的 ３ 种情况及修正

由于条带结构分布的随机性， 计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情况， 需要使用判别条件对此进行专门修

正。 ① 如图 ５（ａ）所示， 白色的条带结构与边界不相交， 按照 ３ ２ 节的计算方法可以正确得到条带的宽度和

间距； ② 如图 ５（ｂ）所示的两个红框内， 白色的条带结构与边界相交， 此时运用 ３ ２ 节方法计算相交处的条

带宽度和间距， 只能获取不完整条带的中线位置和宽度， 无法获得准确值， 为解决上述问题， 所有与图像边

界相交的条带结构均不计入统计样本； ③ 若一行内识别出的条带个数少于 ２ 个， 则此行中的条带结构均不

计入统计样本。 此种情况在试验中出现较少。

图 ５　 条带结构位置

Ｆｉｇ 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ｆｌｏ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４　 结果与讨论

４ １　 低速条带宽度和间距随 Ｒｅ∗变化规律

将各组次条带结构的平均宽度和间距值与摩阻雷诺数进行绘图， 如图 ６、 图 ７ 所示。 可见随摩阻雷诺数

的增大， 条带结构的宽度和间距均随之增大， 条带宽度量纲一值变化范围为 ２０ ８～２９ ８， 条带间距量纲一值

的变化范围为 ９９ ３～１２６ ７， 与以往经典结果相符［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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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条带结构的形成机理看， 沙条带结构的形成是由近壁区内相邻两纵向旋涡的反向旋转所导致。 沙粒堆

积在低速流场区， 条带结构的宽度和间距正比于纵向涡尺度， 而纵向涡尺度随摩阻雷诺数的增大而增

大［９，１２］， 可以得到条带间距和宽度也将随摩阻雷诺数增大而增大。 进行趋势线拟合， 获得式（６）、 式（７），
相关系数 Ｒ 均大于 ０ ９， 表明条带宽度和间距随摩阻雷诺数增大呈较好的线性增长趋势。

Ｗ ＋ ＝ ０ ０４６Ｒｅ∗ ＋ ８ ０６　 　 　 Ｒ２ ＝ ０ ９８ （６）
Ｄ ＋ ＝ ０ １４０Ｒｅ∗ ＋ ６０ ３８　 　 　 Ｒ２ ＝ ０ ９９ （７）

４ ２　 低速条带总宽度百分比随 Ｒｅ∗变化规律

对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二值化后， 统计沙粒条带所占据的总面积除以图像面积， 可以计算出条

带总面积占图像面积的百分比值 Ｆ：

Ｆ ＝
Ａｓ

Ａ
× １００％ （８）

式中　 Ａｓ为图像中条带所占面积； Ａ 为图像总面积。
将不同摩阻雷诺数条件下， 低速条带总面积占图像面积百分比值绘于图 ７。 图中显示随摩阻雷诺数增

大， 低速条带所占面积百分比逐渐减小， 其变化范围为 ２３ ４％ ～１５ ９％。 表明随着摩阻雷诺数的增大， 紊动

猝发机制的俯冲事件更强烈， 影响了低速条带结构的稳定性， 条带结构逐渐不明显。 进行趋势线拟合， 获得

下式：
Ｆ ＝ ８６ ８ － １１ ５ｌｎＲｅ∗ 　 　 　 Ｒ２ ＝ ０ ８５ （９）

图 ６　 条带结构特征尺度随摩阻雷诺数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ｗｉｔｈ Ｒｅ∗

　
图 ７　 条带结构面积占百分比随摩阻雷诺数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ａｋ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Ｒｅ∗

４ ３　 低速条带宽度沿横向的变化规律

为获得低速条带宽度在 Ｚ 方向的分布规律， 将横向测量区域等分为 １１ 份， 根据条带中线坐标确定条带

所处的区域， 再分别计算每个区域中条带结构的平均宽度。
图 ８ 中 Ｚ 为距离水槽中线位置的横向距离， 水槽中线位置 Ｚ ＝ ０， Ｂ 为图像宽度， Ｚ ／ Ｂ 为以水槽中线为

起点的相对横向距离。 结果表明， 水槽中线位置条带宽度最大， 从中线位置到水槽两侧壁面条带宽度逐渐变

小， 条带宽度关于水槽中线基本呈轴对称分布。
以往研究表明［１３］， 水流近壁面处剪切应力从水流中线沿横向方向逐渐减小， 中线位置剪切应力最大，

至两边壁逐渐减小。 而水流剪切应力反映水流强度大小， 纵向涡尺度将随中线位置至边壁水流强度的逐渐减

小而减小， 条带结构的宽度正相关于纵向涡尺度， 使得水槽中轴线位置处条带宽度值将达到最大， 沿横向方

向变小。 本试验结果与这一结论相符。
此外， 观察不同水流条件条带宽度变化曲线图可以发现， 条带宽度随摩阻雷诺数的增大而变大， 其中水

槽中部最大条带宽度由摩阻雷诺数为 ２７６ 时的 ２１ １ 增加至 ４６５ 时的 ３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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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低速条带宽度与横向距离和摩阻雷诺数的关系

由图 ８ 可以看出， 条带宽度与摩阻雷诺数和横向位置具有一定关系。 根据条带结构形成机理可知， 条带

宽度 Ｗ＋与 Ｒｅ∗成正相关关系， 与相对横向位置 Ｚ ／ Ｂ 的绝对值成负相关关系， 根据试验数据拟合下式：
Ｗ ＋

Ｒｅ１ ２∗

＝ ０ ０５ ０ ５ － Ｚ
Ｂ

２
æ

è
ç

ö

ø
÷ 　 　 　 Ｒ２ ＝ ０ ８７ （１０）

将试验数据与拟合公式曲线共绘于图 ９ 中， 其中以 Ｚ ／ Ｂ 为横坐标， Ｗ＋ ／ Ｒｅ１ ２∗ 为纵坐标， 公式曲线呈开口

向下抛物线，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图 ８　 不同摩阻雷诺数条件条带宽度沿横向的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ｋ ｗｉｄｔｈ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ｗｉ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

　
图 ９　 不同水流条件条带宽度与摩阻

雷诺数比值沿横向的分布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 ／ Ｒｅ１ ２∗ ａｎｄ Ｚ ／ Ｂ

５　 结　 　 论

（１） 运用图像处理中形态学方法识别沙示踪条带结构， 通过逐行识别低速条带的宽度和间距， 剔除不

完整条带信息， 能够较好获得沙示踪低速条带结构的宽度和间距值。
（２） 摩阻雷诺数在 ２７６～４６５ 范围时， 低速条带的宽度和间距随摩阻雷诺数的增大呈线性增大趋势， 其

中条带宽度量纲一值的变化范围为 ２０ ８～２９ ８， 条带间距量纲一值的变化范围为 ９９ ３ ～ １２６ ７； 而低速条带

面积占图像总面积百分比随摩阻雷诺数增大逐渐减小， 所占百分比范围为 ２３ ４％～１５ ９％。
（３） 低速条带宽度值在水槽中线处最大， 从中线到水槽壁面逐渐变小， 基本呈左右对称分布， 这与床

面横向方向水流强度分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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