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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岸滩侧蚀崩塌现象普遍存在于冲积河流演变过程中， 是河道治理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岸滩侧蚀崩塌速

率的准确量测则是崩岸机理及其治理措施研究的关键基础。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 建立了河岸侧蚀崩塌速率试验量

测系统， 通过图像追踪河岸模型上边缘示踪网格位置变迁， 提出了一种河岸侧蚀崩塌速率测量方法。 以试验水槽

为例， 对河岸侧蚀崩塌速率进行了量测， 并与经验公式计算值进行了比对， 两者基本吻合， 可较好地反映流速、
土体级配等岸滩侧蚀崩塌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 研究成果可为江河崩岸机理的深入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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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侧蚀崩塌现象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江河之中， 中国的长江、 黄河、 松花江等河流也经常发生河岸侧

蚀崩塌现象， 尤其是在汛期和汛后表现最为明显， 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自然灾害［１］。 河岸侧蚀崩塌往往酿成

重大险情， 严重威胁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通过试验研究河岸侧蚀崩塌过程及其力学机理是河道防洪

减灾工作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而深入研究岸滩侧蚀冲刷速率量测方法是其中一大关键技术， 可为河岸

侧蚀崩塌预测及其防治提供科技支撑， 具有重要意义。
大江大河的河床变形包括垂向冲淤以及由河岸侧蚀崩塌引发的横向变形两方面。 目前， 关于河床垂向冲

淤变形的量测方法较多也相对成熟， 其中应用到物理模型地形测量的技术大致可分为接触式测量和非接触式

测量两类。 接触式地形仪主要包括机械测针、 光电反射式地形仪［２］、 电阻式地形仪［３］和跟踪式地形仪［４］等。
由于测量时探头需要接触床面， 测量效率和精度相对较低， 且对水流和地形均有一定干扰， 因此， 接触式地

形仪逐渐被非接触式地形仪取代［５］。 当前， 河岸侧蚀崩塌及其引发的河道横向变形问题是河流动力学研究

的一个热点方向， 包括机理研究［６⁃９］、 演变分析［１０⁃１１］以及数值模拟［１２⁃１７］等方面。 就现阶段研究情况而言， 河

岸侧蚀崩塌虽然属于治河领域倍受关注的问题， 但其试验研究手段和量测方法均不够完善， 关于河岸侧蚀崩

塌速率方便有效的量测方法， 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基于图像处理技术， 提出一种能够方便有效测量河岸侧蚀崩塌速率的试验测量系统

及其量测方法， 并以试验水槽为例进行应用， 研究成果可为河岸侧蚀崩塌力学机理及其预报方法的深入研究

提供技术支撑。

１　 测量原理和方法

岸滩侧蚀崩塌速率试验测量系统组成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主要包括河岸模型、 高清摄像头、 图像处理系

统， 其中河岸模型上布置有示踪网格。 试验水槽制作过程中， 采用与深色模型沙颜色对比鲜明的白色示踪

剂， 在河岸侧蚀坍塌模型迎水面岸坡上进行均匀网格标记， 形成等间距示踪网格。
测量基本原理为： 试验过程中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并利用二值化图像分割以及数字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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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提取出水面以上河岸侧蚀崩塌后的最新边缘岸线网格节点坐标位置， 实现岸线动态跟踪， 并与初始

（或任意上一时刻）岸线位置坐标对比， 计算出各点河岸侧蚀崩退距离的数组， 通过提取测量时间间隔， 便

可计算出时段内平均河岸侧蚀崩塌速率。
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１） 河岸侧蚀崩塌模型制作及测量系统安装。 首先采用颜色较深的模型沙精确制作出河岸侧蚀崩塌模

型， 该模型侧面为具有一定倾角的梯型， 如图 １ 所示； 然后在迎水面岸坡上用白色示踪剂进行均匀网格标

记， 形成等间距示踪网格， 如图 ２ 所示， 其中纵向网格线尽量设置为垂直水流流向， 亦即平行于河岸侧蚀崩

退方向； 最后， 将高清摄像头布置于水面上方， 并与斜坡垂直， 采用较长焦距镜头以保证网格图像变形较

小， 通过传输线将高清摄像头与计算机测量图像处理系统相连。

图 １　 测量系统组成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２　 模型示踪网格布置

Ｆｉｇ ２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开展河岸侧蚀崩塌试验， 采集模型网格灰度图像， 进行二值化处理。 在河岸侧蚀崩塌试验过程中，
受水流冲刷作用， 迎水面岸坡不断崩退， 包含白色示踪网格的土体不断坍塌入水中并被带走， 通过计算机控

制摄像头连续采集模型网格灰度图像， 并对图像进行畸变校正， 基于摄像机成像基本原理， 主要考虑图像径

向畸变和切向畸变， 采用多张棋盘格图像进行标定， 通过畸变模型推导校正图像与畸变图像映射关系， 求得

校正图像的最优解， 通过校正并做亚像素提取处理后， 畸变误差可降低到 １ 像素以内， 可大大消除畸变影

响。 摄像头焦距越长， 畸变相对较小， 分辨率越高、 镜头畸变越小， 测量精度越高。 为提取网格图像， 首先

需要通过下式进行二值化图像分割：
Ｇ（ ｉ， ｊ） ≥ Ｔ（ ｉ， ｊ）　 　 　 Ｇ（ ｉ， ｊ） ＝ ２５５
Ｇ（ ｉ， ｊ） ＜ Ｔ（ ｉ， ｊ） Ｇ（ ｉ， ｊ） ＝ ０{ （１）

图 ３　 某时刻河岸侧蚀特征采集处理图像

Ｆｉｇ ３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式中： Ｇ（ｉ， ｊ）为图像中像素坐标为（ ｉ， ｊ）处的灰度值， 灰度值范围为 ０～２５５， ０ 为黑色， ２５５ 为白色； Ｔ（ｉ， ｊ）
为进行二值化分割的阈值。 设置该阈值时， 要保证网格的连续性， 同时也要尽量去除图像噪声， 以自动统计的

灰度值分布直方图为参考， 再人工微调并实时显示二值化图像， 确定出最佳分割阈值， 阈值范围一般为 １８０～
２３０。 河岸侧蚀崩塌试验过程中典型时刻的二值化网格图像如图 ３ 所示， 仅由白色网格线和黑色背景组成（文本

显示需要， 图 ３ 中为黑色网格线和白色背景）。
（３） 各纵向网格线崩岸点位置的搜寻与确定。 河岸侧

蚀崩塌试验过程中典型时刻二值化网格图像如图 ３ 所示，
仅由白色网格线和黑色背景组成。 通过事先对图像标定，
确定出每条网格线的图像横纵坐标变化范围。 假设第 ｋ 条

纵向网格线的横坐标变化范围为 Ｍ１ ＜ Ｉｋ ＜ Ｍ２， 纵坐标变

化范围为 Ｎ１ ＜ Ｊｋ ＜ Ｎ２， 如图 ３ 所示。 先从（ Ｎ１ ～ Ｎ２）行
进行纵向搜索， 即从过水一侧逐渐向内侧岸坡方向搜索，
对第 ｊ 行 （Ｎ１ ＜ ｊ ＜ Ｎ２） 的像素， 对在 （Ｍ１ ＜ ｉ ＜ Ｍ２） 范



　 第 ４ 期 假冬冬， 等： 岸滩侧蚀崩塌速率的试验量测方法 ５３９　　

围内的像素进行逐个搜索， 如满足下式条件：
Ｇ（ ｉ， ｊ） ＝ ２５５　 　 　 （Ｍ１ ＜ ｉ ＜ Ｍ２， Ｎ１ ＜ ｊ ＜ Ｎ２） （２）

则第 ｋ 条纵向网格线的崩塌点坐标 Ｘｋ ＝ ｉ， Ｙｋ ＝ ｊ 。
图像坐标与模型坐标比例 α 通过事先测定， 识别出崩塌点并提取出该点坐标（ Ｘｋ， Ｙｋ ）后， 与图像与模

型原点坐标（ Ｘ０， Ｙ０）相比， 便可通过下式换算到模型崩岸点坐标：
ｘｋ ＝ α（Ｘｋ － Ｘ０）
ｙｋ ＝ α（Ｙｋ － Ｙ０）

{ （３）

式中： （ ｘｋ， ｙｋ ）为模型中崩塌点坐标； （ Ｘｋ， Ｙｋ ）为崩塌时刻的图像网格点坐标； （ Ｘ０， Ｙ０）为初始图像原

点坐标； α 为模型实体与图像之间的坐标比例。
（４） 河岸侧蚀崩退速率的计算。 依次对模型中的每条纵向网格线进行上述图像处理， 提取出崩岸后网

格节点坐标， 并与对应纵向网格线初始（或任意上一时刻）岸线位置（ ｘ０， ｙ０）对比， 计算出每条纵向网格线

的河岸侧蚀崩塌位移 Ｌ ， 然后通过提取时间间隔 Δｔ ， 便可获得该时段内河岸侧蚀崩塌速率 ωｂ， 即

Ｌ ＝ （ｘｋ － ｘ０） ２ ＋ （ｙｋ － ｙ０） ２

ωｂ ＝ Ｌ
Δｔ

ì

î

í

ï
ï

ïï

（４）

式中： Ｌ 为河岸侧蚀崩塌位移； （ ｘ０， ｙ０）为模型中对应纵向网格线初始（或任意上一时刻）岸线位置坐标； ωｂ

为河岸侧蚀崩塌速率； Δｔ 为图像采集时间间隔。

２　 应用实例分析

为分析岸滩侧蚀崩塌速率试验量测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在长 ３０ ｍ、 宽 ４ ５ ｍ、 高 １ ２ ｍ 试验水槽中开展岸

滩侧蚀冲刷水槽试验， 对岸滩侧蚀崩退速率进行测量。 试验过程中， 采集长江中下游典型河段原体岸滩土（沙）样，
在直水槽中制作了岸滩， 岸滩边坡比为 １ ∶２， 高为 １ ０ ｍ。 试验水槽平面布置见图 ４， 断面布置见图 ５， 试验水槽布

置照片见图 ６。 岸滩坡顶平台宽度为 １ ｍ， １ ∶２岸坡段宽为 ２ ｍ， 初始过流段宽为 １ ５ ｍ， 河床底部不可冲。 模型试验

中， 上下游两端各长 １０ ｍ 的岸坡段作为过渡段， 中间 １０ ｍ 长岸坡段作为试验的重点观测段（图 ４）。

图 ４　 试验水槽平面布置

Ｆｉｇ ４ Ｐｌ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 ５　 试验水槽断面

Ｆｉｇ 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 ６　 试验段岸滩网格单元

Ｆｉｇ ６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ｍｅｓ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试验开始前， 在试验重点观测段岸坡上设置长宽均为 ２０ ｃｍ 的网格单元， 确定其平面位置及尺寸（图 ６）。
试验过程中， 随着水流的冲刷， 岸坡不断崩退， 位于水槽

中部的观测段水流相对平顺， 河岸侧蚀后退相对均匀， 类

似于条崩（图 ７）， 上下游进出口位置水流相对紊乱， 不均

匀崩退现象相对明显。 试验过程中采用岸滩侧蚀崩塌速率

量测方法确定岸滩侧蚀崩塌速率， 图 ７（ａ）为试验开始时刻

的记录照片， 岸坡侧蚀坍塌尚未开始， 图 ７（ｂ）为某时刻

岸滩侧蚀崩塌后的记录照片， 通过图像处理计算出边缘示

踪网格（岸坡）后退的距离， 即可得出时段内的岸滩侧蚀崩

塌速率。 本次试验共开展了 ５ 大组次试验， 各组次岸坡级

配如图 ８ 所示， 每组次试验中进行不同的近岸流速的岸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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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蚀冲刷试验， 试验段中部水深约 ０ ３ ｍ， 每组试验持续时间为 ４０ ｍｉｎ， 具体试验参数及实测侧蚀冲刷速率见

表 １。 尽管试验观测段岸坡崩退较均匀， 但各断面实测侧蚀冲刷速率仍略有差异， 表 １ 中统计的实测侧蚀冲刷

速率为中间观测段平均值。

图 ７　 河岸侧蚀崩塌情况

Ｆｉｇ ７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表 １　 试验组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ｓ

试验组次
滩体中值
粒径 ／ ｍｍ

岸坡密度 ／
（ｋｇ·ｍ－３）

不同组次实测侧蚀速率 ／ （ｍｍ·ｓ－１）
ｕ＝ ０ ４０ ｍ ／ ｓ，
Ｊ＝ ０ ０００ ４，

Ｑ＝ ０ ２４３ ｍ３ ／ ｓ

ｕ＝ ０ ６０ ｍ ／ ｓ，
Ｊ＝ ０ ０００ ９，

Ｑ＝ ０ ３６５ ｍ３ ／ ｓ

ｕ＝ ０ ８０ ｍ ／ ｓ，
Ｊ＝ ０ ００１ ５，

Ｑ＝ ０ ４７０ ｍ３ ／ ｓ

ｕ＝ １ ００ ｍ ／ ｓ，
Ｊ＝ ０ ００２ ４，

Ｑ＝ ０ ５９５ ｍ３ ／ ｓ
１ ０ ０９４ １ ６７０ ０ １８ ０ ３６ ０ ６１ ０ ８３
２ ０ ０８２ １ ６５０ ０ １９ ０ ３５ ０ ６３ ０ ７８
３ ０ ０６６ １ ６５０ ０ ２０ ０ ３３ ０ ６５ ０ ８１
４ ０ ０５７ １ ６２０ ０ ２０ ０ ３１ ０ ６０ ０ ７７
５ ０ ０４９ １ ６３０ ０ ２１ ０ ３０ ０ ５６ ０ ７５

　 　 为了对比分析实测数据的合理性， 采用笔者推导的岸滩侧蚀速率计算式［１８］ 进行估算， 并将实测值与计

算值进行对比：

ωｂ ＝ λ
γ（ｕ２ － ｕ２

ｃ）
γｂ

（５）

式中： λ 为侧蚀系数， 与岸体性质有关， 由实测值率定确定， 文献［１８］中结合水槽试验与土工离心模拟试

验， 对中值粒径为 ０ ０６～０ １５ ｍｍ 的试验岸滩的侧蚀系数进行了初步率定， 可取值 １ ０×１０－３； γ 为水体容

重； γｂ 为河岸容重； ｕ 为近岸处水流流速， 采用计算时段内的观测段近岸平均流速； ｕｃ 为泥沙起动流速，
依据文献［１８］， 起动流速以坡脚处泥沙起动流速表示， 采用张瑞瑾公式计算。

表 １ 列出了本文测量方法得到的岸滩侧蚀崩塌速率实测值。 图 ９ 为采用式（５）计算得到的岸滩侧蚀速率

与采用本文测量方法实测值的对比， 计算过程中参数 λ 依据文献［１８］率定结果作为依据（两次试验岸滩土质

基本相同）， 在此基础上计算本次试验的侧蚀速率， 并对本文的实测数据与计算值进行对比分析。 由图 ９ 可

见， 实测值与公式计算值基本吻合。 随着水流冲刷力的增强、 岸滩抗冲性的减弱， 岸滩的侧蚀崩塌速率增

大， 式（５）能较好地反映出这一变化规律， 试验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果， 由此说明采用本文方法测量

数据基本合理。 但同时也应当指出， 本文测量系统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检验， 包括与传统方法的比较， 如埋设

测桩等方法。 此外， 对于崩岸明显的天然河道， 亦可采用本文方法进行河岸崩退速率的量测， 但由于天然河

道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示踪网格的精准设置以及摄像头的合理布置将变得困难，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水槽试验中岸坡主要以非黏性泥沙颗粒为主， 岸滩侧蚀速率相对较快， 试验时间较短； 对于黏性岸滩的

侧蚀冲刷过程而言， 其崩塌面形状以及崩退形式虽有别于非黏性岸坡， 但作为侧蚀崩塌速率而言， 尤其是受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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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控制的低矮岸坡， 仍可采用本文方法进行侧蚀速率的测量， 其侧蚀速率则相对较慢， 试验时间亦相对较长。

图 ８　 试验岸坡级配

Ｆｉｇ ８ Ｂａｎ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图 ９　 实测岸滩侧蚀速率与计算值对比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３　 结　 　 论

（１） 针对岸滩侧蚀崩塌速率量测难题， 本文构建了岸滩侧蚀崩塌速率试验测量系统， 主要包括河岸模

型、 高清摄像头和图像处理系统； 其中河岸模型制作过程中， 采用与深色模型沙颜色对比鲜明的白色示踪

剂， 在河岸模型迎水面岸坡上进行均匀网格标记， 形成等间距示踪网格。
（２） 岸滩侧蚀速率的量测原理与方法为： 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并通过二值化图像分割以及

数字图像处理， 提取出河岸侧蚀崩塌后最新岸线网格节点位置坐标， 并与初始（或任意上一时刻）岸线位置

坐标对比， 计算出河岸侧蚀崩退距离数组， 便可获得河岸侧蚀崩塌速率。
（３） 采用本文提出的岸滩侧蚀速率量测系统和方法， 开展了岸滩侧蚀崩塌水槽试验， 并将测量结果与

经验公式计算值进行了对比， 两者基本吻合， 可较好地反映出岸滩侧蚀速率的变化特征， 从而为河岸崩塌机

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效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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