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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基于双高速摄像机的立体摄影测量与大范围 ＰＩＶ 测量系统， 实现了对高坝泄洪的水面曲面和流速场

的原型观测。 摄影测量系统将相机内外参数分开标定， 既保证了相机标定精度， 又减少了布置标定点的工作量；
使用 ＳＩＦＴ 关键点标识法提取不同照片中水流表面流动纹理的特征点。 大范围 ＰＩＶ 系统中， 使用灰度标准化、 背景

移除、 中值滤波等方法提取水流表面流动纹理作为 ＰＩＶ 计算的示踪物， 解决了原型观测中释放示踪物的难题。 根

据重构出的水面曲面形态对大范围 ＰＩＶ 所得流场进行尺度换算与水面贴合， 得到真实的表面流场。 在向家坝消力

池运用实例表明， 本方法的计算结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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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坝明流泄洪包括坝面泄流与消力池内的流动， 是大型水坝最重要的水流形态， 其运动特性直接影响消能

效率， 研究消力池内的流场分布及水面起伏特征对优化消力池设计、 提高消能效率和保证水工建筑物安全都有

重要意义。 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数值模拟［１⁃３］和水工模型试验［４⁃７］为主， 还没有较好的方法实现原型水面流场

与水面起伏的观测。 原型观测的主要困难有 ３ 点： ①流场与水面形态随时间快速且剧烈变化； ②原型规模巨

大， 极难布置探头或者释放示踪物； ③由于水面起伏剧烈， 需要同时测量表面流场和水面形态， 才能获得真实

的表面流速。 目前常用的地形与表面流场测量方法均无法克服以上困难。 传统的测针或钢尺测量法以及水准仪

或全站仪测量法， 需要人工逐点测量高程， 根本无法应用到消力池水面形态测量中。 近年来出现的超声类、 光

电类、 激光扫描等较为先进的测量方法， 大范围测量耗时较长， 在规模巨大且迅速变化的原型观测中无法应

用。 激光扫描法遍历一次地形的时间至少需要数分钟， 而消力池内水面起伏变化的时间尺度为秒。
本文将基于数字图像的三维地形测量方法与大范围粒子图像测速技术（ＰＩＶ）相结合， 应用于消力池水面

形态与流场测量。 基于数字图像的三维地形测量方法利用立体视觉原理对物体进行三维形貌重构， 一次测量

耗时仅为毫秒量级（图片曝光时间）， 能够捕捉快速变化的水面， 而且能完整重构大范围区域的三维形貌，
效率极高。 大范围 ＰＩＶ 技术是将常规 ＰＩＶ 技术进行推广， 利用图像处理等技术保证大范围原型测量的图片

符合 ＰＩＶ 计算的要求， 最终得到待测区域的流场分布。 本文首先阐述基于数字图像的三维地形测量方法与大

范围 ＰＩＶ 技术测量消力池原型水面形态与表面流场的方法， 给出了向家坝消力池测量实例。

１　 基于数字图像的三维地形测量方法

基于数字图像三维地形测量方法的核心是摄像机标定与图像特征点提取和匹配。 基本步骤为在坝顶或消

力池隔墙架设多部摄像机， 在测量之前对每部摄像机的内参数进行标定， 并利用建筑物上已知点的坐标标定

每部摄像机的外参数。 完成标定后对待测区域同步拍摄图片， 每次拍摄后得到数张同一时刻不同角度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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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识别图片集中每张图片中的特征点， 并对不同图片的特征点进行匹配， 之后根据匹配特征点在每张图片

中的图像坐标和摄像机的内外参数反算出特征点真实的三维世界坐标。
１ １　 摄像机标定理论

一般将普通摄像机简化为针孔相机。 设世界坐标系下一点的坐标为 ＰＷ ＝（Ｘ， Ｙ， Ｚ）， 以摄像机感光元件

中心为坐标原点， 在感光元件平面上建立 ｘｙ 轴， 以右手定则确定 ｚ 轴， 得到摄像机坐标系， 则同一点在摄

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为 ＰＣ ＝（ＸＣ， ＹＣ， ＺＣ）， 两套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由下式确定［８］：
ＰＣ ＝ Ｒ·ＰＷ ＋ ｔ （１）

式中　 Ｒ 和 ｔ 为摄像机外参数， Ｒ 为世界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的旋转变换， 包含 ３ 个独立的绕 ３ 个坐标轴

旋转的角度， ｔ 为平移向量， 也包含 ３ 个独立参数。 以感光元件平面为图像平面， 建立二维坐标系， 在没有

畸变的情况下， 点 ＰＷ在感光元件平面上的投影为 ｘ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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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ｘｎ， ｙｎ） （２）

当考虑镜头畸变时， 实际的投影坐标为 ｘｄ
［９］：

ｘｄ ＝ （ｘｄ， ｙｄ） ＝ （１ ＋ ｋ１ｒ２ ＋ ｋ２ｒ４ ＋ ｋ５ｒ６）ｘｎ ＋ ｄｘ
ｄｘ ＝ ［２ｋ３ｘｎｙｎ ＋ ｋ４（ ｒ２ ＋ ２ｘ２

ｎ）， ｋ３（ ｒ２ ＋ ２ｙ２
ｎ） ＋ ２ｋ４ｘｎｙｎ］ （３）

式中　 ｄｘ 为畸变量； ｒ２ ＝ ｘ２
ｎ＋ｙ２

ｎ； ｋ１， ｋ２，．．．， ｋ５为畸变参数。 最终以像素为单位的图像坐标系下， 投影的图像

坐标 ｘ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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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Ａ 为摄像机的内参数矩阵； （ｕ０， ｖ０）为投影中心在图像平面的坐标； α、 β 分别为 ｕ、 ｖ 方向的焦距； ｃ
为像素畸变参数［８］。 由以上论述可知， 一个考虑变形的摄像机由 ５ 个内参数、 ６ 个外参数和 ５ 个畸变参数完

全决定。 为了表述方便， 定义投影算子 Ｊ：
ｘｐ ＝ Ｊ（Θ， Ａ， ＰＷ） （５）

算子 Ｊ 的运算过程即式（１）—式（４）， 其中， Θ为 ５ 个内参数与 ５ 个畸变参数组成的参数矢量， Ａ 为外参数矢

量。 设在世界坐标系中一点 ＰＷ， 分别在两部不同的摄像机 Ｊ１、 Ｊ２中成像， 得到图像坐标 ｘｐ １、 ｘｐ ２， 于是有

ｘｐ１ ＝ Ｊ１（Θ１， Ａ１， ＰＷ）
ｘｐ２ ＝ Ｊ２（Θ２， Ａ２， ＰＷ）

{ （６）

当已知图像坐标 ｘｐ１、 ｘｐ２和两摄像机所有参数后， 即可根据式（６）解算出图像所拍摄点的真实世界坐标

ＰＷ。 因此， 首先需要标定摄像机的内外参数以及畸变参数。 当将摄像机位置和拍摄参数全部固定后， 摄像

机参数保持不变。 若在所拍摄图片中存在足够多已知世界坐标的点， 则能够对每一点应用式（５）， 联立每个

点的方程即可解算得到摄像机参数。 为了所获得参数尽量精确， 已知点需要尽量分布在图片的每个部分。 但

是在水工建筑物的原型上， 图片拍摄场景常常达数十、 上百米， 在如此大范围内布置足够多已知坐标的参考

点非常困难， 因此， 本文将摄像机内外参数分开标定， 既能保证标定精度， 又大大减少了参考点的布置量。
摄像机内参数标定采用 Ｚｈａｎｇ［１０］ 提出的棋盘格法， 此方法有开源工具箱可供使用（开源文档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ｌｔｅｃｈ ｅｄｕ ／ ｂｏｕｇｕｅｔｊ ／ ｃａｌｉｂ＿ｄｏｃ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先在预设的拍摄点对准待测区域

调整摄像机的拍摄参数（焦距、 光圈和图像清晰程度等）并固定各设置， 之后使用参数固定的摄像机对一棋

盘格从不同角度进行拍照， 尽量使棋盘格占据照片大部分区域， 由于棋盘格上每一点的坐标均已知， 因此可

以对每一点建立方程式（５）， 每张照片的外参数虽然不同， 但是内参数与畸变参数一致， 因此联立足够多点

的方程即可得到 Θ。 标定好 Θ后， 调整摄像机位置， 使摄像机画面对准待测区域， 在待测区域布置少量已

知坐标的参考点， 利用已知坐标和 Θ可得到摄像机的外参数 Ａ； 标定结束后即可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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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图像特征点提取与匹配

由式（６）可知， 当摄像机标定完成后， 两摄像机内外参数全部已知， 此时只需要知道世界坐标系中某一

点在两摄像机中的图像坐标 ｘｐ１、 ｘｐ２， 即可根据式（６）解算此点的真实世界坐标 ＰＷ。 因此， 关键技术即为寻

找两摄像机所拍摄图片中反映世界坐标系下同一点的图像点对， 将其称为同名点对。 本文采用角点检测和匹

配算法寻找同名点对。 角点检测是探测图像中在一定尺度上每个方向均具有较大梯度的点。 Ｍｏｒａｖｅｃ［１１］ 在立

体图像匹配中使用了该技术， 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１２］。 在此基础上， Ｌｏｗｅ［１３］ 于 １９９９ 年提出了 ＳＩＦＴ 关键

点标识法， 并于 ２００４ 年发展完善［１４］， 该方法对每个找到的特征点给出一个描述符， 描述符在图像平移、 旋

转和缩放、 明暗变化等条件下均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并且在一张图片中常常能得到大量特征点， 十分适合

处理野外实地拍摄的图片。 本文使用 ＳＩＦＴ 进行水面形态图片对的特征点提取和同名点匹配。
当确定同名点对后， 则式（６）中的同名点对图像坐标、 摄像机参数皆已知， 即可解算得到同名点对的真

实世界坐标 ＰＷ。 对每个同名点对进行计算得到一系列点的世界坐标， 最后根据已知点的坐标利用插值算法

得到地形网格。

２　 大范围 ＰＩＶ 方法

常规 ＰＩＶ 的核心是利用图片捕捉示踪粒子的运动， 从而代表流体的运动， 在室内水槽或风洞实验中， 一

般使用玻璃微珠、 聚酰胺微粒或者油烟作为示踪颗粒， 室内河工模型实验中常常释放漂浮物以观测水面流

速。 高坝泄洪的原型观测中， 由于规模巨大， 很难大规模释放漂浮物， 同时由于水面翻滚剧烈， 漂浮物会时

隐时现， 不能稳定可见。 本文利用高坝泄洪水面自然形成的水面流动纹理和白色浪花作为示踪物， 不需要人

为释放漂浮物， 在拍摄 ＰＩＶ 图片对时控制两帧之间时间间隔足够小， 小于水面纹理产生明显变化的时间， 即

可达到良好的效果。 一般认为， ＰＩＶ 图片对的时间间隔应小于所研究问题的最小时间尺度。 由于消力池内流

动复杂， 目前对其最小运动尺度不甚明确， 本文根据现场拍摄的实际效果最终选定时间间隔为 ０ ００２ ｓ， 进

一步的研究和应用中需要对这一时间间隔的选择进行详细论证。
２ １　 浪花纹理图片提取

为了分离出水面流动纹理和浪花的图像， 首先需要将图像背景去除。 常规的室内 ＰＩＶ 实验采用激光照明

或者人工补光， 长时间拍摄的照片之间明暗差异不大， 可直接进行 ＰＩＶ 计算。 但是在高坝泄洪这样的大范围

原型观测中， 一般为自然光照明， 由于存在阴晴变化等不可控因素， 不同时刻的 ＰＩＶ 图片整体明暗程度会存

在较大差异， 在晴天有云的情况下尤其明显， 照片整体明暗变化会显著影响到背景剔除和最终的 ＰＩＶ 相关计

算结果。 因此， 首先对照片整体明暗程度做标准化处理：
Ｇ ｉｊ ＝ λｇｉｊ （７）

式中　 ｇｉｊ为原始图片的灰度值； Ｇ ｉｊ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λ 为标准化因子， 由标准化平均值 Ｉｓｔａｎｄ与原始图片灰

度平均值相除得到：

λ ＝
Ｉｓｔａｎｄ

１
ＮｒＮｃ

∑
Ｎｒ

ｉ ＝ １
∑
Ｎｃ

ｊ ＝ １
ｇｉｊ

（８）

式中　 Ｎｒ、 Ｎｃ 分别为图片像素的行数、 列数； Ｉｓｔａｎｄ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使用标准化后的图片进行背景剔除。
水面流动纹理和浪花的反光性良好， 在图片中灰度值较大。 为了便于提取纹理图像， 剔除照片的时均

背景：
Ｋ ｉｊ ＝ Ｇ ｉｊ，ｔ － Ｍｉｊ （９）

其中， Ｍｉｊ为长时间平均所得背景：

Ｍｉｊ ＝
１
Ｔ∑

Ｔ

ｔ ＝ １
Ｇ ｉｊ，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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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增强纹理的对比度， 对 Ｍｉｊ采用中值滤波得到没有纹理的大结构图片 Ｆ ｉｊ， 再使用 Ｍｉｊ减去 Ｆ ｉｊ

即可得到纹理图片 Ｒ ｉｊ：
Ｒ ｉｊ ＝ Ｍｉｊ － Ｆ ｉｊ

Ｆ ｉｊ ＝ ｍｅｄｆｉｌｔ（Ｍｉｊ） ｒ
{ （１１）

其中， ｍｅｄｆｉｌｔ（） ｒ为中值滤波算子， 下标 ｒ 为处理模板大小， 例如 ｒ ＝ ３ 表示以 ３×３ 像素矩阵内 ９ 个点灰度的

中值赋给中心像素点， ｒ 可根据图像具体情况取不同值。
图 １（ａ）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向家坝坝顶安装两台高速摄像机， 倾斜向下拍摄的消力池中流动的照片

序列按上述方法处理为滤波所得流动纹理图片 Ｒ ｉｊ。 从图 １ 可以看到， 流动纹理图像清晰， 其他部分均为黑

色背景， 对比良好， 满足 ＰＩＶ 计算的要求。 ＰＩＶ 计算的结果见图 １（ｂ）。 ＰＩＶ 计算软件为自主研发的 Ｊｏｙ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 ０， ＰＩＶ 计算时最小判读窗口为 ３２×３２ 像素， 迭代 ２ 次。 具体 ＰＩＶ 算法参见文献［１５］。 从图 １
（ｂ）可见， 流场主流方向为离开大坝， 与实际情况吻合。 同时， 近处的计算流速大， 远处的计算流速小。 这

与投影原理吻合， 因为近处同样像素代表的世界坐标系下的长度大于远处， 在流速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直接

从图片做二维 ＰＩＶ 计算必然出现图 １（ｂ）的结果。 因此， 必须结合水面起伏观测结果将 ＰＩＶ 计算流场贴合到

水面曲面上， 根据各点的实际坐标位置进行比例变换才能反映真实的流动情况。

图 １　 大范围 ＰＩＶ 计算过程

Ｆｉｇ １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Ｉ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２　 ＰＩＶ 矢量贴合水面曲面

控制两台摄像机以相同频率同步拍照片， 摄像机 １ 拍摄两张照片得到图片对 １， 用于计算表面流场， 摄

像机 ２ 拍摄图片 ２。 图片对 １ 中的第 １ 张图片和图片 ２ 用于计算水面形态， 首先得到匹配特征点集， 以 ϕ＝
｛（ｘｐ， ｙｐ， Ｘ， Ｙ， Ｚ）｝ 表示。 其中（ｘｐ， ｙｐ）为图片对 １ 的第 １ 张图片中的特征点图像坐标， （Ｘ， Ｙ， Ｚ）为其世

界坐标。 以集合 ϕ作为流场投影运算的基点库。
使用图片对 １ 计算 ＰＩＶ 流场后， 对于 ＰＩＶ 流场的任一矢量 （ｘＰＩＶ， ｙＰＩＶ， ｕｐ， ｖｐ）， 坐标与速度均以像素为

单位， 首先确定矢量起点坐标 ε＝（ｘＰＩＶ， ｙＰＩＶ）对应的真实三维坐标。 从集合 ϕ中寻找与之距离小于设定阈值

ｄ１的特征点， 若特征点个数大于等于 ３， 则根据特征点的世界坐标线性插值得到点 ε 的世界坐标， 之后进行

可信度判断； 若 ε与特征点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平均距离小于设定阈值 ｄ２， 则认为计算合理， 否则舍弃这一

点。 按照同样的流程计算矢量终点（ｘｐ＋ｕｐ， ｙｐ＋ｖｐ）的世界坐标， 将二点在实际地形中用直线连接， 即得到贴

合水面的表面流速矢量。 对流场中每一矢量重复上述计算， 即可得到贴合水面的表面流场。 需要指出的是，
水面曲面使得水质点移动距离并不是直线， ＰＩＶ 计算与贴合水面曲面的结果实际上是 ＰＩＶ 图片对拍摄时间间

隔内的平均结果。 如果需要更加准确的结果， 则可进一步缩短 ＰＩＶ 图片对拍摄时间间隔。

３　 应用实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下午在向家坝坝顶安装两台 ＩＤＴ⁃ＮＸ５Ｓ２ 高速摄像机， 分辨率为 ２ ５６０×１ ９２０， 满帧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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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为 ７３０ 帧 ／ ｓ。 摄像机倾斜向下高速拍摄消力池中流动的图片。 如需观测泄流坝面的流场， 将摄像机安装

在消力池隔墙上往上游拍摄即可。
首先对摄像机内参数进行标定， 打印黑白棋盘格贴于一玻璃板上， 固定摄像机焦距， 对黑白棋盘格从不

同角度拍照， 之后使用文献［１０］方法标定摄像机内参数 Θ， 标定所得内参数见表 １。 原始标定参数均以像素

表示， 表 １ 根据摄像机感光元件每个像素的实际尺寸换算为以毫米为单位。 由于摄像机像素为正方形， 故

ｃ＝ ０。 由表 １ 可知， 相机镜头本身的畸变参数很小。 理想情况下投影中心应在相机 ＣＣＤ 的中心， 即 ｕ０、 ｖ０均
为 ０。 从表 １ 可见， ｕ０、 ｖ０均很小， 说明投影中心基本位于相机 ＣＣＤ 的中心。 焦距参数 α、 β 与拍摄时镜头

焦距参数一致。

表 １　 摄像机内参数与畸变参数标定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ｍｅｒａ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 数 （α， β） ／ ｍｍ （ｕ０， ｖ０） ／ ｍｍ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ｋ５）

左摄像机 （５３ ４１０±０ １５３， ５３ ２７１±０ １３３） （－０ ０９２±０ ０９５， －０ ０６１±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８ ３±０ ００８ ６， －０ ０１０ ２±０ ０９７ ９，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 ０）

右摄像机 （４６ ６８１±０ １３７， ４６ ６２３±０ １２２） （－０ ２５５±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９±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８ ６±０ ００５ ４， ０ １６２ １±０ ０４７ ３９， －０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３ ７±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 ０）

　 　 内参数标定完成后， 将摄像机焦距等拍摄参数固定， 在坝顶安装摄像机并进行外参数标定。 外参数标定

需要在待测区域放置标定物， 根据标定物建立世界坐标系。 本文在右侧导墙上树立 ５ 根标定杆， 如图 ２ 中红

图 ２　 标定杆与世界坐标系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表 ２　 标定点坐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标定点 实际坐标 ／ ｍ 重构坐标 ／ ｍ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４， ０） （０ ４２， ４ １６， ０ ２９）

３ （３５， ０， ０） （３５ ０３， ３ ７７， ０ ３８）

４ （３５， ４， ０） （３４ ８６，－０ ４３，－０ １３）

５ （６０， ０， ０） （５８ ２９，－０ ５３，－０ １０）

６ （６０， ４， ０） （５８ ４３， ３ ５８， ０ ４５）

７ （８０， ０， ０） （７９ ６０，－０ ４５， ０ ０３）

８ （８０， ４， ０） （７９ ７２， ３ ６７， ０ ４０）

９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４ ６９，－０ ３３，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４， ０） （１０４ ８０， ３ ７３， ０ ５２）

色椭圆标示。 两部摄像机安装在右消力池左右两侧导墙对应的

坝顶位置， 调整视角， 使两摄像机对准消力池内同一区域， 并

保证右侧导墙上布置的外参数标定杆在视野内。 标定杆的高度

为 ４ ｍ， 杆底部位于同一高程， 标定杆之间距离由现场测量得

到， 以距大坝最近的标定杆底部为坐标原点， 标定杆底部连线

朝向下游为 ｘ 轴正向， 垂直向上为 ｙ 轴正向， ｚ 轴朝向左岸。
在此世界坐标系中， 标定杆底部和顶部一共 １０ 个点的三维世

界坐标已知， 安装好摄像机后从拍摄的图片上手动拾取此 １０
个标定点的图像坐标， 结合摄像机内参数和畸变参数即可标定

摄像机外参数 Ａ。 摄像机参数均已知后， 可根据标定点在两部

摄像机图像中的图像坐标重构得到标定点的世界坐标， 结果见

表 ２。 从表 ２ 可知， 实际坐标与重构坐标的相对误差多在 ５％
以内， 考虑到手动拾取图像坐标的误差以及现场测量的误差，
本文方法的误差小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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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脑控制两台摄像机同步拍摄， 根据图片对进行特征点提取和同名点匹配计算， 结果见图 ３， 图 ３
上方左右两图分别为右导墙和左导墙顶部摄像机拍摄的照片， 红色点表示所得匹配同名点对。 最终共得到同

名点对 １３ ０１０ 个。 其中标定杆顶点和底部为手动识别， 其他各点均为程序自动识别。 图 ４ 下方将匹配同名点

对连接， 为清晰起见， 仅画出了 ９ 个匹配同名点对， 仔细观察可见计算所得匹配同名点对均反映实际地形中

的同一点。
使用摄像机内外参数与同名点对信息解算得到每个同名点的世界坐标， 绘制在图 ４（ａ）中， 蓝色点为消

力池内特征点， 红色线为右岸导墙上 １０ 个标定点的连线。 由图 ４ 可知， 数据点的 ｚ 向范围在 ０ ～ ８０ ｍ 之间，
与消力池总宽度 １０８ ｍ 相符。 ｘ 方向的范围在 ０～１００ ｍ 之间， 从图 ３ 可见， 同名点对的最远范围大致到达最

远标定杆处， 从表 ２ 可知， 最远标定杆的 ｘ 坐标为 １００ ｍ， 可见图 ４ 的结果合理。 图 ４（ｂ）为使用数据点插值

得到的 ０ ５ ｍ×０ ５ ｍ 网格水面形态图， 由图 ４ 可知， 水面距导墙顶约 ２５ ｍ， 已知消力池尾坎顶距导墙顶

２７ ｍ， 说明结果合理。 水面总起伏高度约为 ３ ｍ， 并且近坝区域起伏较下游剧烈。

图 ３　 特征点提取和同名点匹配计算

Ｆｉｇ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ｏ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ｉｎｔｓ

图 ４　 同名点世界坐标与水面形态插值结果

Ｆｉｇ 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图 ５ 给出了根据图像坐标与世界坐标的对应关系和比尺换算得出的某一时刻的 ＰＩＶ 流场分布， 流场已经

插值到 ０ ５ ｍ×０ ５ ｍ 规则网格上。 从图 ５ 可以看到， 消力池内主流速度为 ｘ 轴正向， 即朝向下游， 结果合

理。 另外， 消力池内上下游的主流速度基本相同， 可见大范围 ＰＩＶ 直接计算的结果， 必须结合同时刻的水面

形态才能得到真实合理的流场。 消力池内表面流速的均值为 ３ ２ ｍ ／ ｓ。 另外， 近坝区域流场复杂， 下游区域

流场平缓， 主要是由于下泄流量不大， 下泄水流造成的冲击主要发生在近坝区域， 水流流至下游时逐渐恢复

稳定， 能量逐渐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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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流场贴合水面曲面结果

Ｆｉｇ ５ Ｒｅ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ｆｉ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４　 结　 　 论

（１） 棋盘格法能够精确标定摄像机内参数， 安装好摄像机后在原型上布置少量标定点即可准确标定摄

像机外参数， 内外参数分开标定既保证了相机标定精度， 又减少了在规模巨大的原型上布置标定点的工

作量。
（２） ＳＩＦＴ 关键点标识匹配法对提取流动水面特征点以及特征点的匹配均准确有效。 根据匹配同名点对

在不同摄像机拍摄照片中的图像坐标以及摄像机内外参数解算相机投影模型得出真实的世界坐标。
（３） 灰度标准化方法有效解决野外观测时自然光明暗变化对大范围 ＰＩＶ 测量的影响问题， 利用背景移

除、 中值滤波等手段提取水流表面流动纹理作为 ＰＩＶ 计算的示踪物， 避免了在尺度极大的原型中释放足够密

度示踪物的难题。
（４） 大范围 ＰＩＶ 的直接计算结果受投影关系影响， 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水流表面流速， 根据双高速摄像机

的立体摄影测量方法重构出的水面曲面形态对 ＰＩＶ 流场矢量进行投影校正和表面贴合， 得到真实的表面

流场。
（５） 在向家坝消力池的运用实例表明， 本文技术方案可行， 计算结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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