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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通过实验测量泥沙起动概率， 基于封闭槽道内开展的泥沙起动实验， 系统论述了基于高速摄影的起动

概率测量方法所涉及的起动概率定义、 相机采样频率、 图像处理方法、 起动比例与运动比例的关系等关键问题。
根据泥沙在水流紊动猝发作用下起动的物理机制， 定义实测起动概率为单个紊动猝发周期内， 从一定面积床面上

冲刷外移的泥沙比例。 根据推移质运动概念模型， 提出高速图片拍摄间隔应小于推移质运动的中间时间尺度， 以

捕获泥沙的每一次起动。 在高速图像处理时， 通过连续两帧图片之间的灰度差实现运动比例的无偏差提取。 进一

步分析表明， 运动泥沙可处于起动、 止动或滑翔状态， 运动比例等于起动比例、 止动比例和滑翔比例之和， 起动

比例与运动比例之比等于两张图片之间的时间间隔除以推移质运动的中间时间尺度。 基于上述关键技术， 将高速

摄影测量方法用于泥沙起动概率的测量， 结果表明， 临界起动水流条件时， 床沙处于少量起动现象， 对应的临界

起动概率与窦国仁所推导的 ２ ２８％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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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流紊动和河床表面泥沙分布特征的双重随机性， 泥沙颗粒在水流作用下从静止到运动是典型的概

率事件， 其对应的起动概率是建立起动标准、 判断起动状态和计算推移质输沙量的关键参数［１］。 长期以来，
研究者主要通过假定水流紊动和泥沙分布的概率密度分布规律， 根据随机理论推导不同水流条件下泥沙的起

动概率， 但受测量仪器和实验方法的制约， 一直缺乏充足的实测资料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系统验证。
测量泥沙起动概率的核心任务是统计床面运动泥沙的数量， 为避免肉眼观察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

高速摄影的图像处理技术无疑是一种合理选择。 高速摄影技术在泥沙定量测量中的应用较广， 根据相机图像

传感器平面与床面的相对位置， 可分为侧视观测和俯视观测两种应用类型。 侧视观测方式将相机安装在水槽

侧壁， 相机图像传感器平面与床面垂直， 可用于测量水流中跃移颗粒及悬浮颗粒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参数［２⁃５］。
俯视观测方式将相机竖直向下安装在床面上方， 相机图像传感器平面与床面平行， 主要用于推移质运动规律

的测量［６⁃７］。 最近， 刘春嵘等［８］采用俯视观测方法， 将高速摄影技术用于泥沙起动概率的测量， 实现了起动

概率的瞬时、 非接触、 全场定量测量， 测量结果表明， 临界起动条件对应的泥沙起动概率与窦国仁理论推导

出的少量起动概率［９］基本吻合。 但作为一种技术尝试， 已有文献对起动概率测量时相机采样频率的选取未

进行系统论证， 在试验照明方式、 图像处理方法以及对测量结果的解读等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本文将高速摄影技术应用于泥沙起动概率的测量， 通过在封闭槽道中开展泥沙起动试验， 重点对基于高

速摄影的泥沙起动概率测量技术所涉及的床面照明方式、 相机采样频率、 图像处理方法、 起动概率定义等关

键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最后通过实测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的对比验证该测量技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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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泥沙运动试验

试验在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封闭槽道中开展， 封闭槽道长 ６ ４ ｍ， 宽

０ ２５ ｍ， 高 ０ ２ ｍ， 由上、 下游不锈钢过渡段和中部观测段连接而成， 观测段四壁均为高强度玻璃， 以便于

开展光学测量实验， 观测段底板比上下游底板低 ５ ｃｍ， 以填充试验沙。 槽道前端为可升降水箱， 最大可提升

高度为 ８ ｍ， 用于提供驱动水流的压力水头， 实际试验中可根据要求自由调节。 水箱与槽道入口之间依次连

接供水软管和渐变截面段， 以保证水流平稳过渡。 槽道出口依次连接渐变截面段和排水软管， 保证水流平稳

流出， 排水软管上依次安装电磁流量计和蝶形电动阀门， 用于自动测量和控制流量。 试验开始前， 在观测段

底板平整铺设长 ２ ｍ、 厚 ５ ｃｍ 的均匀天然沙， 中值粒径 Ｄ 为 １ ｍｍ， 密度 ρｓ为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对应的临界起动

Ｓｈｉｅｌｄｓ 数 Θｃ ＝ ０ ０３６［１０］。 定义 ｘ 轴沿水流方向， ｙ 轴沿水深竖直向上， 坐标原点位于床面中心线。 试验结果

表明， 封闭槽道中的推移质输沙规律与明渠中并没有明显不同［１１⁃１２］。 对于明渠和槽道流， 泥沙的起动条件

一致［１３］。
试验观测断面设置在观测段中部， 仪器布置示意如图 １ 所示。 水槽上方竖直向下安装 １＃高速相机用于

拍摄床沙图像， 该相机 ＣＣＤ 大小为 ６４０×４８０ 像素， 满画幅拍摄帧频 ２００ Ｈｚ。 为提高采样频率， 试验时采用

６４０×３００ 像素的局部拍摄模式， 使采样频率增大至 ３１５ Ｈｚ， 拍摄分辨率 Ｒ 为 ７ ７ 像素 ／ ｍｍ。 １＃高速相机上游

侧倾斜安装照明用 ＬＥＤ 灯， 用于均匀照亮床面待测区域的泥沙颗粒。 在进行起动试验时， 为测量水流摩阻

流速， 在测量区域下游使用高频粒子图像测速（ＴＲ⁃ＰＩＶ）系统测量水槽中垂面内的二维流场， ＰＩＶ 系统所使

用的连续激光器安装在水槽上方， ２＃高速相机安装在水槽侧面， 测量范围为 ５×１０ ｃｍ２， ＰＩＶ 系统的详细参数

和性能可参见文献［１４］。

图 １　 试验仪器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在 ５ ｍ 压力水头工况下， 测量了 ４ 种不同流量条件下的起动概率， 随着流量的增大， 泥沙起动现象从个

别起动逐渐变为少量起动。 为避免沙纹等床面结构对水流产生影响， 未在更大流量条件下继续开展起动试

验。 表 １ 中 Ｑ 为流量， Ｕｍ为断面平均流速， 摩阻流速 ｕ∗根据 ＰＩＶ 实测平均雷诺应力剖面， 在 ０ ２＜ｙ ／ ｈ＜０ ８
范围内切应力主要为雷诺应力， 粘滞应力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垂线上的切应力沿水深呈直线分布规律， 因此

将雷诺应力外延至 ｙ＝ ０ 处， 得到床面切应力再反算摩阻流速 ｕ∗， 其中， ｙ 为测点与床面的距离， ｈ 为水槽

高； 颗粒雷诺数 ＲｅＤ ＝ｕ∗Ｄ ／ ν， 水流强度参数 Θ ＝ ｕ２
∗ ／ ｓｇＤ，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ｓ ＝ ρｓ ／ ρ－１ 为泥沙水下比重， ρｓ

为泥沙密度， ρ 为水密度； ν 为水的运动黏性系数。 在泥沙起动试验中， 由于观测的床面区域有限， 每组试

验均需要长历时采集样本， 将统计样本的期望值作为该水流条件下的起动概率。 在本文试验中， 每组试验均

连续采集 ４０ ０００ 帧图片用于计算起动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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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试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组次 Ｑ ／ （ｍ３·ｈ－１） Ｕｍ ／ （ｃｍ·ｓ－１） ｕ∗ ／ （ｃｍ·ｓ－１） ＲｅＤ Θ Ｔｍ ／ ｓ Ｔｂ ／ ｓ

Ｃ１ ６０ ０ ３３ ３ １ ８８ ２０ ３ ０ ０２２ ０ １３０ １ ０５

Ｃ２ ６６ ０ ３６ ６ ２ ０６ ２２ 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２ ０ ８８

Ｃ３ ７１ ６ ３９ ８ ２ ２２ ２４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８ ０ ７５

Ｃ４ ７５ ０ ４１ ７ ２ ３２ ２５ 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２ ０ ６９

注：Ｔｍ为推移质运动的中间时间尺度；Ｔｂ为水流紊动猝发的平均周期。

２　 关键技术

２ １　 测量区域照明方法　
在泥沙起动试验中， 为了增加测量区域亮度， 使高速相机可在极短曝光时间内捕获清晰的床沙图像， 通

常需要在摄像时使用额外光源照亮测量区域。 在刘春嵘等［８］ 的试验中， 水槽侧面安装连续激光器， 激光片

光与床面水平相切以照亮床沙。 显然， 这种照明方式仅适用于床面极为平整的情况， 更为关键的是， 由于激

光片光主要照亮床面上暴露度较大的凸起颗粒， 而这些颗粒更容易在水流作用下发生运动， 因此， 以被激光

片光照亮的泥沙作为统计样本， 根据样本中发生运动的泥沙比例计算起动概率， 将导致测量结果比实际结果

偏大。 为避免在图像采集时出现系统性偏差， 合理的床沙照明方式应为俯视床面的均匀立体照明。
２ ２　 图像处理方法　

利用高速摄影方法测量起动概率的关键在于根据床沙图像统计运动泥沙的数量， 因此， 通常需要在拍照

时使用较高的分辨率， 使单颗泥沙在图片中的直径大于 ３ 个像素； 同时， 为避免粒子成像时发生拖尾现象，
相机拍摄时应设置较短的曝光时间。 图 ２ 为高速相机实际拍摄的一张床沙图片， 由于成像分辨率高、 曝光时

间短， 图片整体亮度较暗、 信噪比较低。 为增加图像的清晰度和对比度， 避免背景照明不均匀、 杂质和气泡

等对识别结果产生影响， 首先对原始图像进行顶帽变换、 对比度线性拉伸和高速滤波处理，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原始床沙图像

Ｆｉｇ ２ Ｒａｗ ｉｍａｇｅ
图 ３　 经处理后的床沙图像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

为了从连续两张图片中提取出运动泥沙， 一种方法是从第一帧图片中标识出所有泥沙颗粒的位置和范

围， 再将每个颗粒图像与第二帧图片中对应位置的图像进行相关计算， 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断颗粒是否发

生位移， 若已运动， 则在一定搜索区域内进行移动相关计算， 根据相关峰值的位置求出颗粒位移［８］。 上述

方法的缺陷主要包括： 从第一帧图片中识别出的泥沙颗粒往往暴露度大， 根据这些样本统计起动概率容易产

生偏差； 其次， 对每个颗粒进行判读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 计算效率较低； 最后， 该类方法仅适用于粒

径较大且起动泥沙数较少的情况， 当起动泥沙数量较多或颗粒粒径较小时， 颗粒之间的辨识度急剧降低，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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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误匹配现象。
为克服上述缺陷， 一种更为常用的方法是将两帧图片相减， 根据图像灰度的变化判读泥沙是否发生运

动［６⁃７］， 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在于， 颗粒运动导致初始位置和当前位置的灰度均发生改变。 在泥沙起动试验

中， 由于运动泥沙暴露度大、 距光源近， 其对应的灰度值一般比静止泥沙大， 当泥沙发生运动后， 其初始位

置的灰度变小而当前位置的灰度增大， 当利用第二帧图片减去第一帧图片时， 初始位置的灰度为负， 当前位

置的灰度为正。 分析本文实际拍摄的图片时发现， 有部分运动颗粒比静止颗粒暗， 即当第二帧减第一帧时，
初始位置的灰度为正， 当前位置的灰度为负， 因此统计全部的负值区域或者正值区域将得到运动颗粒总数，
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误差率为 ５％以内。 图 ４ 展示了一张典型的灰度差分布图， 图中成对出现的正负峰值清

晰标识了运动泥沙的初始位置和当前位置。
以图 ４ 中数值为正或负的部分为分析对象， 经二值化处理即可求得运动泥沙的位置和面积。 本文以数值

为负的部分为分析对象， 二值化阈值经反复测试后统一选择为－１８。 为尽量减少测量噪声对结果的影响， 对

二值化结果进行形态学开处理， 以剔除尺寸小于 ４×４ 像素的伪颗粒。 图 ５ 展示了根据图 ４ 所示灰度差提取出

的运动泥沙分布， 其中， 一个白色连通区域代表一颗运动泥沙。 根据运动泥沙的数量 Ｎ、 中值粒径 Ｄ、 拍摄

分辨率 Ｒ 以及测量区域对应的图片面积 Ａｍ， 可计算出瞬时运动比例为

Ｐｍ ＝ ＮπＤ２Ｒ
４Ａｍ

（１）

值得指出的是， 在细颗粒泥沙起动试验中， 泥沙颗粒容易成群起动， 若按泥沙数量计算运动比例会产生较大

误差， 此时可按识别出的运动泥沙的面积进行计算。

图 ４　 连续两帧图片的灰度差

Ｆｉｇ 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 ５　 根据图 ４ 提取出的运动床沙

Ｆｉｇ 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２ ３　 相机帧频设定标准

理论分析中的起动概率是与时间无关的瞬时量， 但在实际测量过程中， 总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来检测泥

沙颗粒的运动。 对基于高速摄影的泥沙起动测量技术， 为使实测值逼近真实值， 两帧图像之间的时间间隔Dｔ
应足够小， 以满足捕捉泥沙颗粒每一次起动的要求。

根据 Ｎｉｋｏｒａ 等［１５］提出的低输沙强度推移质运动概念模型， 推移质运动主要有局部、 中间和全局 ３ 种时

间尺度。 如图 ６ 所示， 局部时间尺度 Ｔｌ是指泥沙颗粒连续两次与床面发生碰撞的时间间隔； 中间时间尺度

Ｔｍ是指泥沙颗粒连续两次处于静止状态的时间间隔， 由于泥沙从起动到止动的过程中可能多次与床面发生

碰撞， 中间时间尺度一般包含多个局部尺度； 以此类推， 全局时间尺度 Ｔｇ是指包含有多个中间尺度的时间

间隔。 根据上述模型， 只有当两帧图像之间的拍摄间隔 Δｔ＜Ｔｍ 时， 相机才可能捕捉到泥沙颗粒的每一次起

动。 因此， 高速摄像时相机的最小帧频应满足以下条件：

ｆ ＝ １
Δｔ

＞ １
Ｔ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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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对局部时间尺度有较多可参考结果， 但少有关于推移质运动中间尺度的研究报道。 Ｎｉｋｏｒａ

图 ６　 推移质运动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ｄ⁃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等［１５］在利用实测资料分析不同尺度条件下推移质的扩散

规律时发现， 中间时间尺度和全局时间尺度的分界点约

为 ｔ ＋ ＝ ｔｕ∗ ／ Ｄ ＝ １５。 基于此， 定义推移质运动的中间时间

尺度为

Ｔｍ ＝ １５Ｄ
ｕ∗

（３）

表 １ 列出了各试验组次对应的推移质运动的中间时

间尺度， 可以看到， 本文所采用的 ３１５ Ｈｚ 拍摄帧频满足

式（２）所定义的最低帧频要求。 在实际测量中， 拍摄帧频除了应满足式（２）要求外， 还应保证泥沙颗粒在两

帧图片之间的位移适中， 以准确识别颗粒运动及其位移［７］。
２ ４　 起动概率与运动比例的关系　

按照前文 ２ ２ 节所述方法可识别出所有处于运动状态的床沙， 包括起动、 止动和滑翔 ３ 种运动类别。 为

单独求得泥沙起动概率， 设拍摄间隔Dｔ 内发生起动、 止动和滑翔运动的泥沙颗粒的比例分别为 Ｐ ｉ、 Ｐｓ、
Ｐ ｆ， 则

Ｐ ｉ ＋ Ｐｓ ＋ Ｐ ｆ ＝ Ｐｍ （４）
在恒定均匀流且输沙平衡状态下， 泥沙颗粒等可能的起动或止动， 即

Ｐ ｉ ＝ Ｐｓ （５）
由于泥沙颗粒从起动到止动所需时间为 Ｔｍ， 当高速相机间隔Dｔ 拍摄图片时， 捕捉到滑翔泥沙颗粒的比例为

Ｐ ｆ ＝
１ － Δｔ

Ｔｍ

æ

è
ç

ö

ø
÷ Ｐｍ 　 　 　 Δｔ ≤ Ｔｍ

０ Δｔ ＞ Ｔｍ

ì

î

í

ïï

ïï

（６）

联立求解式（４）—式（６）可得起动比例 Ｐ ｉ与运动比例 Ｐｍ满足以下关系：

Ｐ ｉ ＝

Δｔ
２Ｔｍ

Ｐｍ 　 　 　 　 Δｔ ≤ Ｔｍ

Ｐｍ

２
Δｔ ＞ Ｔｍ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７）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关系只在统计平均条件下严格成立。

图 ７　 平均起动比例随拍摄间隔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ｉ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理论分析中的起动概率通常定义为任意时刻作用于单颗泥沙的上举力大于其水下重量的概率， 或任意时

刻从一定面积床面上冲刷外移的泥沙比例［１６］。 由于水流相干结构对泥沙运动的影响， 床面面积应不小于 １０
倍的清扫长度与 ２ 倍的低速条带宽度的乘积［１７］， 本文选取的床

面面积大于这个最小面积值。 在真实水流中， 泥沙在水流紊动

猝发作用下起动［１８］， 当观察间隔远小于猝发持续时间时， 可发

现所有可动泥沙间隔极短但有限的时间依次起动； 相反， 当观

察间隔远大于猝发持续时间时， 则可认为所有可动泥沙瞬时起

动。 在定性观察试验中， 受人眼时间分辨能力的影响， 容易观

察到个别、 少量或大量泥沙瞬间起动现象， 但在高速摄影试验

中， 图片拍摄间隔远小于猝发持续时间， 导致实测起动概率随

拍摄间隔而变化。 图 ７ 展示了本文所开展的 ４ 组实验中， 实测

平均起动比例随拍摄间隔Dｔ 的变化趋势， 其中， Dｔ 的改变通过

选择用于相减处理的两张图片之间的间隔图片数实现， 间隔图

片数越多， Dｔ 取值越大， 图中结果直观揭示了实测起动比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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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间隔非线性增大的现象。
为消除拍摄间隔对起动概率测量结果的影响， 统一起动试验标准， 根据泥沙起动物理机制， 定义实测起

动概率 Ｐ^ ｉ 为在单个紊动猝发周期 Ｔｂ内， 从一定面积床面上冲刷外移的泥沙比例， 即

Ｐ^ ｉ ＝ Ｐ ｉ（Ｔｂ） （８）
根据式（７）和式（８）可得实测起动概率为

Ｐ^ ｉ ＝

Ｔｂ

Ｔｍ
Ｐｍ（Ｔｂ）　 　 　 　 Ｔｂ ≤ Ｔｍ

Ｐｍ（Ｔｂ）
２

Ｔｂ ＞ Ｔｍ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９）

在本文试验中， 量纲一床面粗糙高度 ｋ ＋ ＝ Ｄｕ∗ ／ ν小于边界层内区厚度， 紊动猝发周期可按光滑床面试验结果

取为 Ｔｂ ＝ ４００ν ／ ｕ２
∗

［１９⁃２０］。

３　 试验结果分析

图 ８（ａ）和图 ８（ｂ）分别点绘了从试验组次 Ｃ２ 和 Ｃ４ 中提取出的一段典型运动比例时间序列， 其中， 计算

瞬时运动比例时两帧图片之间的时间间隔Dｔ＝ ２ ／ ３１５ ｓ， 横坐标中的测量历时已用紊动猝发周期 Ｔｂ量纲一化。
在图 ８（ａ）中， 由于水流强度较弱， 除极少数高强度紊动猝发（如 Ａ）可促使泥沙有效起动外， 大部分紊动猝

发（如 Ｂ、 Ｃ、 Ｄ）对床沙的作用效果有限， 床面上整体表现为个别起动现象。 随着水流强度增大， 大多数紊

动猝发均可导致床沙起动， 因此， 图 ８（ｂ）中实测运动比例随时间呈准周期性变化规律， 且连续两个峰值之

间的时间间隔约等于紊动猝发周期。 上述实验结果间接验证了紊动猝发导致泥沙起动以及将紊动猝发周期作

为起动概率计算标准的合理性。

图 ８　 典型实测运动比例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图 ９　 实测平均运动比例随拍摄间隔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ｍ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利用每组试验中连续拍摄的４０ ０００张床沙图片， 分别将间隔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９、 １４ 张图片的两张

图片选为一对， 计算出拍摄间隔Dｔ 分别为 １ ／ ３１５ ｓ、 ２ ／ ３１５
ｓ、 ３ ／ ３１５ ｓ、 ４ ／ ３１５ ｓ、 ５ ／ ３１５ ｓ、 ６ ／ ３１５ ｓ、 ８ ／ ３１５ ｓ、 １０ ／ ３１５
ｓ、 １５ ／ ３１５ ｓ 时对应的瞬时运动比例， 进而求得不同拍摄间

隔条件下的平均运动比例。 图 ９ 在半对数坐标系下点绘了

平均运动比例Ｐｍ随量纲一拍摄间隔Dｔ ／ Ｔｂ的变化趋势， 图

中实线为利用模型Ｐｍ ＝ａｌｎ（Δｔ ／ Ｔｍ）＋ｂ 对实测点进行拟合的

结果， 其中， ａ、 ｂ 为待定系数。 在利用高速摄影方法进行

床沙运动测量时， 当拍摄间隔较大时， 单颗泥沙在拍摄间

隔内无论运动几次， 在两张图片中均表现为空间位置的改

变， 实测运动比例将随着Dｔ 的增大而趋于饱和， 因此，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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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测运动比例随Dｔ 对数增长的趋势与实际相符， 表明本文测量方法可靠。
根据图 ９ 中的拟合结果， 按式（９）可计算出不同水流条件下的起动概率。 图 １０ 点绘了实测起动概率 Ｐ^ ｉ

随相对水流强度参数 Θ ／ Θｃ的变化趋势， 其中， 临界起动 Ｓｈｉｅｌｄｓ 数 Θｃ 按 Ｃａｏ 等［１０］提出的显示方法计算。 受

实验条件限制， 本文未能测得 Θ ／ Θｃ≥１ 条件下的起动概率， 这就增加了推求 Θ ／ Θｃ ＝ １ 时的临界起动概率的

难度， 为尽量合理地通过外延方法推求临界起动概率， 分别用二次多项式、 指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实测点进行

拟合， 其中， 二次多项式拟合时限制 Θ ／ Θｃ＞０ ６ 时为单调递增函数， 拟合结果及其对应的拟合优度 Ｒ２如下：

Ｐ^ ｉ ＝ １４ １０２ Θ
Θｃ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６ ９２２ Θ
Θｃ

æ

è
ç

ö

ø
÷ ＋ ５ ０９０　 　 　 Ｒ２ ＝ ０ ９９ （１０）

Ｐ^ ｉ ＝ ０ ０００ ２ｅｘｐ ９ ９６０ Θ
Θｃ

æ

è
ç

ö

ø
÷ 　 　 　 Ｒ２ ＝ ０ ９９ （１１）

Ｐ^ ｉ ＝ ２ ６４３ Θ
Θｃ

æ

è
ç

ö

ø
÷

７ ４７５

　 　 　 Ｒ２ ＝ ０ ９８ （１２）

图 １０（ａ）和图 １０（ｂ）分别在笛卡尔坐标系和半对数坐标系绘制了起动概率拟合曲线随 Θ ／ Θｃ 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 尽管式（１０）—式（１２）中每个拟合公式对应的拟合优度 Ｒ２均接近 １， 但根据不同公式外延计算出

的临界起动概率差异较大。 根据图 １０（ｂ）中拟合曲线变化趋势以及 Ｓｈｉｅｌｄｓ 数的定义可知， 若起动概率与相

对水流强度之间的关系满足式（１１）及式（１２）， 则摩阻流速 ｕ∗增大至临界摩阻流速 ｕ∗ｃ的 １ １６ 倍或 １ ２８ 倍

时， 起动概率将增大至 １００％， 与实际情况不符。 因此， 本文根据式（１０）计算临界起动概率， 计算结果为

２ ２７％， 与窦国仁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定义的少量起动概率 ２ ２８％接近［９］。

图 １０　 起动概率随相对水流强度参数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ｉ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Θ ／ Θｃ

４　 结　 　 论

（１） 水流紊动猝发是泥沙起动的主要原因， 实测起动概率应定义为单个紊动猝发周期内， 从一定面积

床面上冲刷外移的泥沙比例。
（２） 推移质运动具有局部、 中间和全局 ３ 个时间尺度， 其中， 中间时间尺度是指泥沙颗粒连续两次处

于静止状态的时间间隔。 在利用高速摄影方法测量泥沙起动概率时， 为了捕获泥沙颗粒的每一次起动， 图片

拍摄间隔应小于中间时间尺度。
（３） 根据连续两张高速图像提取出的运动泥沙可能处于起动、 止动或滑翔状态， 运动比例等于起动比

例、 止动比例和滑翔比例之和， 起动比例与运动比例之比等于两张图片之间的时间间隔除以推移质运动的中

间时间尺度。
（４） 拍摄高速床沙图像时采用均匀立体照明， 计算运动比例时利用前后两张图片之间的灰度差， 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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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避免片光照明、 颗粒初始位置识别等处理方法所引起的系统偏差。
（５） 基于高速摄影方法的起动概率测量结果表明， 临界起动水流条件时， 床沙处于少量起动现象， 对

应的临界起动概率与窦国仁所推导的 ２ ２８％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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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科学进展》 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 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 洪水、 干旱、 水资源、 水环境等领域中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 重要进展， 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 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 新概念、 新理论和新方法， 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 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 包括水文科学、 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地质科学、 地理科学、 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 冰川学、 水生态学以及法学、 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

本刊热诚欢迎广大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 尤其欢迎以下几方面的稿件：
（１） 题材较重大， 能为国家对与水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稿件；
（２） 反映水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前沿课题的稿件；
（３） 探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相互关系及水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等宏观科学问题的稿件；
（４） 报道对推动水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 新概念及新途径的稿件；
（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水科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跨学科的生长点）与实际问题的稿件；
（６） 介绍有推广价值， 思路新颖的技术方法和经验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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