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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场成像的气液两相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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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光场成像的气液两相流中气泡三维测量方法，解决了传统成像仅能进行

二维测量的问题．利用光场相机记录气液两相流场的光场信息，结合光场计算成像技术获取两相
流场内气泡的全聚焦图像和重聚焦图像序列．通过对全聚焦图像进行二值化分割等图像处理，获
得气泡深度方向上的投影，对重聚焦图像序列进行清晰度评价，获得气泡的深度信息．基于获取
的气泡投影以及深度信息，实现气泡三维重建，进而统计气泡群尺寸分布、空间位置及含气率等

参数．开展了系统标定和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截面含气率在深度方向上与气泡深度分布一
致，在垂直方向上呈周期性震荡变化；随着气流量从０．５Ｌ／ｍｉｎ增加至１．１Ｌ／ｍｉｎ，气泡数量从
２８呈正比增加至 ７２，气泡平均直径在气流量达到 ０．９Ｌ／ｍｉｎ前保持在 １．５６ｍｍ左右，在
０．９Ｌ／ｍｉｎ后迅速增大，体含气率近似线性增加，气泡深度分布区间逐渐增大．气泡三维重建结果
与气泡的产生规律一致，初步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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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液两相流动广泛存在于化工、能源、环保和
轻工业等行业中，如在一些化学反应容器内，化合

物的生成常常涉及气液两相流动［１］；在生物法处

理废水工艺中［２］，采用微气泡曝气技术强化氧传

质过程，有助于提高好氧生物的污染物去除效

能［３］；在微藻生物反应器中，通入一定比例的 ＣＯ２
与空气混合气体可促进微藻生长［４］．气泡作为气
液两相流中的分散相，其参数是表征气液两相流动

的重要参数之一．气泡的测量，对于指导两相流实
验系统的设计、设备的运行优化和有效控制各种化

学反应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５］．因此，气泡测量是
气液两相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气液两相流中气泡的测量有接触式和非接触

式２种方法．接触式测量方法通常将传感器浸入到
液体中，利用气泡穿过时传感器探头产生的反馈信

号来计算气泡的尺寸和速度，如光纤探针测量

法［６］．由于接触式测量会对流场本身产生干扰，并
且传感器数量有限，因此接触式测量方法的准确性

受到了限制．非接触式测量方法由于其无干扰、测
量精度高等优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常用的

方法有激光多普勒技术、全息成像技术、过程层析

成像技术和图像测量技术等［７１０］．随着光学技术、
计算机技术以及工业ＣＣＤ（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的快速发展，图像测量技术已经成为气泡测量研究

的热点，通过相机拍摄获得气泡图像，并进行后期

处理，可以得到气泡的物理参数以及空间分布，具

有无干扰、瞬态、全场可视化等优点．Ｋａｒｎ等［１１］利

用单台高速相机对气泡进行拍摄，处理得到了气泡

群粒径分布以及二维空间分布．但传统图像测量技
术只能测量气泡二维信息，无法获得整个测量体内

气泡三维分布信息．
光场成像技术是一种全新的成像方法，通过在

相机镜头和ＣＣＤ传感器之间放置微透镜阵列，光
场相机能同时记录光线的强度信息和角度信息，克

服了传统成像只能记录光线强度的缺点，光场成像

技术目前已经应用于３Ｄ复原、火焰测量和流场测
速等领域．Ｓｕｎ等［１２］利用光场成像技术，建立了火

焰温度场反演模型，重建出火焰三维温度场．但目
前还未见光场成像技术应用于气泡三维测量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光场成像的气液两相流中

气泡三维测量方法．通过光场相机采集被测流场的
光场信息，利用计算成像技术得到气泡的全聚焦图

像以及各层图像，通过数字图像处理以及系统标定

数据确定流场内气泡的尺寸以及三维空间位置，实

现气泡的三维测量．开展了相关标定和试验验证研

究，获得了不同气液两相流动条件下的气泡三维参

数实验结果．

１　光场成像气泡三维测量方法
１．１　光场成像技术与重聚焦原理

光场相机的结构及成像过程如图１所示．物点
Ｈ发出的光线 ｌ经主透镜折射后先入射到微透镜
阵列上，经微透镜折射后在ＣＣＤ上成像，得到记录
光场信息的光场原始图像．为了表征记录的光场信
息，根据针孔模型，用一条经过微透镜中心的光线

ｌ′来代表从主透镜某点入射到某个微透镜的所有
光线．如图２所示，光线 ｌ′在 ＣＣＤ上的辐射总量 Ｉ
可以表示为四维光场函数［１３］：

Ｉ＝Ｌ（ｕ，ｖ，ｓ，ｔ） （１）
式中，（ｕ，ｖ）为光线穿过微透镜的中心坐标；（ｓ，ｔ）
为该微透镜下对应的像素中心坐标．（ｕ，ｖ，ｓ，ｔ）确
定了光线的辐射方向，因此可以同时获得该光线的

强度、位置以及角度信息．

图１　光场相机结构图

图２　光场信息表征与重聚焦

利用数字重聚焦技术，根据几何光学原理，对

记录的光线进行追迹．如图２所示，选定重聚焦面
位置，在重聚焦面上对光线做二重积分，得到在该

位置的重聚焦图像．重聚焦图像中各像素灰度值
Ｅ（ｓ′，ｔ′）为

Ｅ（ｓ′，ｔ′）＝Ｌ（ｕ，ｖ，ｕ－（ｕ－ｓ′） ｄｍ
ｄｍ －ｄ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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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ｖ－ｔ′）
ｄｍ

ｄｍ －ｄｖ
）ｄｕｄｖ （２）

式中，ｄｖ为重聚焦面与ＣＣＤ面距离；ｄｍ为微透镜阵
列与ＣＣＤ之间距离；（ｓ′，ｔ′）为重聚焦图像像素坐标．

聚焦在不同深度位置的重聚焦图像和全聚焦

图像如图３所示，从原始光场图像提取光场数据，
在不同重聚焦面重新成像．图中，ｚ′１，ｚ′２，ｚ′３为重聚焦
面深度位置．将所有重聚焦面上的清晰像组合得到
全聚焦图像．

图３　重聚焦图像和全聚焦图像处理过程

１．２　气泡三维重建模型
根据像空间气泡投影图像将其还原到物空间

的过程即为气泡的三维重建，如图４所示．所需参
数为气泡质心坐标 ｍｃ和气泡投影面积当量直径
ｄｅ．在图 ４中，Ｄ为物空间气泡，Ｄ的质心坐标为
ｍｃ（ｘｃ，ｙｃ，ｚｃ），面积为Ａ，当量直径为ｄｅ．Ｄ经过成
像过程在像空间聚焦，得到全聚焦图像Ｄ′，放大率
为Ｍ，Ｄ′的质心坐标为ｍ′ｃ（ｘ′ｃ，ｙ′ｃ，ｚ′ｃ），面积为Ａ′，
当量直径为 ｄ′ｅ．物空间气泡参数可由下式计算获
得：

ｚｃ＝
Ｄｄ（ｘ，ｙ）ｄｘｄｙ
Ｄｄｘｄｙ

（３）

Ｍ＝ｇ（ｚｃ） （４）
ｘｃ＝ｘ′ｃ／Ｍ （５）
ｙｃ＝ｙ′ｃ／Ｍ （６）
Ａ＝Ａ′／Ｍ２ （７）
ｄｃ＝ｄ′ｃ／Ｍ （８）

式中，ｚｃ为气泡质心深度，即为气泡投影还原到物

图４　气泡三维重建模型图

空间后各处深度ｄ（ｘ，ｙ）的平均值．放大率 Ｍ是物
空间深度的函数，即Ｍ＝ｇ（ｚｃ），在像空间，则有

ｘ′ｃ＝
Ｄ′ｘ′ｄｘ′ｄｙ′
Ｄ′ｄｘ′ｄｙ′

（９）

ｙ′ｃ＝
Ｄ′ｙ′ｄｘ′ｄｙ′
Ｄ′ｄｘ′ｄｙ′

（１０）

Ａ′＝Ｄ′ｄｘ′ｄｙ′ （１１）

ｄ′ｃ＝２
Ａ′
槡π

（１２）

１．３　气泡三维重建流程
图５为气泡三维重建流程图．气泡三维重建所

需的图像数据来源于光场相机获取的全聚焦图像

和重聚焦图像序列．重聚焦图像序列的深度和放大
率数据无法由图像本身获得，需要通过系统标定获

取．对全聚焦图像进行处理，得到气泡图像二维质
心坐标及尺寸；对重聚焦图像序列进行处理，结合

系统标定，确定气泡质心深度和该深度对应的放大

率，计算物空间气泡的三维质心坐标以及尺寸参

数，进而完成气泡的三维重建．

图５　气泡三维重建流程图

２　试验系统
为了验证基于光场成像的气液两相流中气泡

参数三维测量方法的可行性，设计了一套试验系

统，如图６所示．图６（ａ）为测量系统示意图，包括
光场相机（ＲａｙｔｒｉｘＲ２９）、气液两相流装置、ＬＥＤ光
源和数据处理计算机．其中，气液两相流装置包含
一个透明水槽，其下部安装一个气泡触发器，用于

产生气泡，通过调节空气压缩机阀门开度控制气流

量大小，进而获得不同工况下的气液两相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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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光源采用背照式平面光源，光线穿过流场后
进入光场相机在 ＣＣＤ上成像，并实时传送到计算
机中．图６（ｂ）为试验装置实物图．

（ａ）测量系统示意图

（ｂ）试验装置

图６　试验系统示意图

３　数据处理及系统标定
３．１　全聚焦图像处理

为了得到所有气泡投影图像Ｄ′，需要对全聚焦
图像进行处理．当气流量ｑ＝０．９Ｌ／ｍｉｎ时，Ｒａｙｔｒｉｘ
相机拍摄的原始光场图像如图７（ａ）所示，其对应
全聚焦图像如图７（ｂ）所示，由于全反射现象，气泡
边缘呈现为黑色圆环．全聚焦图像的特点是所有像
素均在焦面上，其处理类似于传统二维气泡测量中

图像的处理．首先将全聚焦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
然后将其二值化．图像二值化是指根据灰度阈值将
图像分割成２种灰度值［１４］，即

（ａ）原始光场图像 　
（ｂ）全聚焦图像

（ｃ）二值化图像 　
（ｄ）气泡分割后填充图像

图７　图像处理过程输入及输出结果

ｐ＝
０　　ｐ＜ｔ
１　　ｐ≥{ ｔ

（１３）

式中，ｐ为图像某点灰度值；ｔ为二值化阈值，通过
最大间类方差法［１４］获得．处理得到的二值化图像
如图７（ｃ）所示．对二值化图像执行填充，得到气泡
沿深度方向的投影图像．为了分割重叠的气泡，采
用了基于凹凸变换［１５］的气泡分割法，分割后的气

泡投影图像如图７（ｄ）所示，根据式（９）～（１２），通
过气泡编号、数据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到各个气泡投

影图像Ｄ′的质心平面位置（ｘ′ｃ，ｙ′ｃ）、投影面积Ａ′以
及当量直径ｄ′ｅ等信息．
３．２　重聚焦图像深度标定

重聚焦图像对应的物空间深度未知，图像深度

标定的目的是确定每一张重聚焦图像对应物空间

的深度位置．本文采用毫米尺标定法［１６］，具体过程

如图８所示．将标定尺如图８（ａ）沿深度方向倾斜
放置，与水平面呈一定夹角 θ，标定尺刻度零点距
离镜头前端距离为 ｄ０，用光场相机拍摄后重聚焦
得到处于某一深度范围的图像序列．基于点锐度清
晰度评价函数［１７］，确定每一张重聚焦图片最清晰

的刻度，点锐度清晰度评价函数为

Ｓｉ＝
１
Ｎｇ∑

Ｎｇ

ｊ＝１
∑
８

ｋ＝１

ｄｆ
ｄｘ

（１４）

式中，Ｓｉ为某像素点清晰度评价值；ｄｆ表示变化的
幅值；ｄｘ为像素之间的距离；Ｎｇ为图像网格的像
素数．ｄｆ／ｄｘ计算时取该像素的８个邻域．

（ａ）深度标定装置

（ｂ）标定尺重聚焦图像

图８　深度标定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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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清晰度评价结果示例如图８（ｂ）所示，标
定尺重聚焦图像序列第３０张图片对应最清晰刻度
值为１３．４ｃｍ，因此第３０张重聚焦图片聚焦在该刻
度所处的物空间位置．若设某清晰刻度Ｐ的刻度值
为ＬＰ，则在物空间Ｐ点到镜头前段距离ｄＰ为

ｄＰ＝ｄ０＋ＬＰｃｏｓθ （１５）
由于标定尺最小刻度为１ｍｍ，因此标定的误

差范围为（－０．５ｍｍ，０．５ｍｍ），为了减小标定误
差，对同一毫米刻度的深度数据在 ±０．５ｍｍ的范
围内进行线性插值．选取连续７５张重聚焦图像，即
在深度方向分为７５层，把水箱内壁处作为深度零
点，最终得到的深度标定结果如图９所示，重聚焦
图片序列深度在２～２５ｍｍ之间．

图９　线性插值后重聚焦图像的聚焦深度

３．３　像素深度确定
为确定全聚焦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深度，基于

点锐度清晰度评价函数，比对所有重聚焦图像同一

坐标像素点的清晰度，获得该像素最清晰时所在重

聚焦图像的位置序号ｚ′，然后根据图９确定该像素
点的实际深度ｚ．某像素点清晰度评价结果如图１０
所示，可以看出，当ｚ＝１２．２ｍｍ时，清晰度函数取
最大值，即该像素聚焦在该处．此外，ｚ从聚焦位置
向两侧变化时，图像清晰度逐渐下降，与重聚焦原

理一致．因此，可以通过清晰度评价函数来确定像
素聚焦面的位置．

对所有像素运算，并以水箱内壁面作为深度零

点，得到如图１１所示的像素深度图．

图１０　某像素清晰度评价值沿深度方向的变化

图１１　像素深度图

３．４　气泡质心深度确定
图１１对应的像素深度图是整个测量体投影面

的深度图．为得到气泡投影深度ｚｃ，需要从图１１深
度图中分离出所有的气泡．具体过程为：首先根据图
７（ｃ）得到每个气泡的边缘图像Ｂ（见图１２（ａ））和其
气泡对应深度图像Ｋ（见图１２（ｂ）），然后根据下式

（ａ）单个气泡边缘二值化图像

（ｂ）单个气泡深度图像

（ｃ）单个气泡边缘深度图像

图１２　气泡边缘深度提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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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Ｂ∩Ｋ （１６）

ｚｃ＝
１
Ｎ∑

Ｎ

ｉ
∑
Ｎ

ｊ
ｘｉ，ｊ　　ｘｉ，ｊ∈Ｕ （１７）

取图像Ｂ，Ｋ交集，得到图１２（ｃ）所示的气泡边缘
深度分布Ｕ，根据式（１７）取气泡边缘深度平均值
作为气泡质心深度ｚｃ．
３．５　放大率标定

为了确定气泡实际尺寸与气泡图像尺寸之间

的关系，需要计算物空间不同深度的放大率 Ｍ．Ｍ
是深度ｚ的函数，Ｍ＝ｇ（ｚ）．根据如下成像公式：

１
ｕＰ
＋１ｖＰ

＝１ｆ （１８）

ｕＰ＝ｚ＋ＬＯＣ （１９）

Ｍ＝
ｖＰ
ｕＰ

（２０）

式中，ｕＰ为物距；ｖＰ为像距；ｆ＝１００ｍｍ为主透镜
焦距；ＬＯＣ为物空间坐标系原点 Ｏ到主透镜光心 Ｃ
的距离．联立式（１８）、（１９）解得放大率 Ｍ与物面
深度ｚ的关系为

Ｍ＝ ｆ
ｚ＋ＬＯＣ－ｆ

（２１）

由于ＬＯＣ未知，因此首先需要标定ＬＯＣ的值．将
图１３标定板放置在ｚ＝０的位置，即水箱内壁处拍
摄，并由下式计算放大率Ｍ（０）及ＬＯＣ：

Ｍ（０）＝
ｌｐｎｐ
ＬＲ

（２２）

ＬＯＣ＝ １＋
１
Ｍ（０( )）ｆ （２３）

式中，ＬＲ为标定板实际长度；ｎｐ为标定板的像素长
度；ｌｐ为 ＣＣＤ单个像素边长．经计算，Ｍ（０）＝
０．６４，ＬＯＣ＝２５６ｍｍ．将 ＬＯＣ代入式（２１），在 ｚ区间
［０，２８ｍｍ］内求得的 Ｍ＝ｇ（ｚ）函数曲线如图１４
所示．由图１４计算得，Ｍ（０）／Ｍ（２０）＝０．６４／０．５４
＝１．１８，即测量体内近镜头面放大率为远镜头面的
１．１８倍，因此在计算气泡实际尺寸时必须考虑放
大率Ｍ的影响．

图１３　放大率Ｍ标定示意图

图１４　放大率Ｍ随物面深度ｚ变化曲线

４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４．１　气泡三维重建结果与分析

气泡质心位置ｍｃ及当量直径 ｄｅ确定后，可以
重建出气泡的三维分布．当气流量 ｑ＝０．９Ｌ／ｍｉｎ
时，重建结果如图 １５（ａ）所示．测量体的尺寸为
６４ｍｍ×４２ｍｍ×２３ｍｍ，气泡总数量为６２，且所
有气泡均为等投影面积的球体．图１５（ｂ）为测量体
俯视图，可以看出，气泡深度在［２ｍｍ，２５ｍｍ］的
区间内．对气泡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分别得到所有
气泡深度位置、当量直径分布．图１６为在深度方向
上当量直径的气泡数．从图１６（ａ）可以看出，深度
方向上距离水箱内壁１４～１６ｍｍ内的气泡最多，
为１５个，占气泡总数量的１／４，气泡在其他深度平
面上的分布较为均匀．由图１６（ｂ）可以看出，当量
直径分布在１．６～１．８ｍｍ之间气泡数目最多，达
到２２个，当量直径在１．２ｍｍ以上的气泡占９２％．
测量体的体含气率β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ａ）气泡三维分布图

（ｂ）测量体俯视图

图１５　测量体内气泡三维空间分布

８４１１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４８卷



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ａ）深度方向上气泡分布

（ｂ）气泡当量直径分布

图１６　气泡深度分布及当量直径的统计结果

β＝
∑
ｎ

ｉ＝１

π
６ｄ

３
ｉ

Ｖｍ
（２４）

式中，ｄｉ为气泡当量直径；ｎ＝６２为气泡数；Ｖｍ为测
量体体积．经计算，测量体的体含气率为０．２１１％．

沿深度方向在ｚ＝５．６～２２．８ｍｍ的范围内以
０．４ｍｍ为步长截取４４个截面，分别计算每个截面
的含气率，结果如图１７（ａ）所示．在ｚ＝１４～１６ｍｍ
时截面含气率最高，这是因为在该区间的气泡数量

最多．从趋势上看，截面含气率曲线与气泡质心深
度分布一致，从而验证了测量方法的准确性．沿高
度方向在ｙ＝０～４２．０ｍｍ的范围内选取截面，分
别计算每个截面的含气率，结果如图１７（ｂ）所示．
可以看出，截面含气率呈周期性震荡变化，这反映

了气泡的周期性生成机制．
４．２　多工况气泡特性

为研究气泡特性，选取不同工况进行了试验．表
１给出了７种工况，气流量ｑ从０．５～１．１Ｌ／ｍｉｎ，其
他试验条件保持不变．以上每种工况均重复进行３
次，取统计结果的平均值．

图１８为３种工况（工况１，４，７）下气泡三维分

（ａ）深度方向

（ｂ）高度方向

图１７　测量体内截面含气率曲线

表１　不同工况下气流量

工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气流量／
（Ｌ·ｍｉｎ－１）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布．可以看出，随着气流量的增大，气泡密度和直径
随之增加，并且气泡的深度范围也增大．

图１９为气泡特性与气流量 ｑ之间的变化关
系．从图１９（ａ）可以看出，随着气流量增大，测量体
内的气泡数量呈正比增加．而气泡的平均直径，在
气流量０．９Ｌ／ｍｉｎ之前，保持稳定状态，甚至略有
减小（见图１９（ｂ）），从气流量０．９Ｌ／ｍｉｎ开始，气
泡平均直径迅速增大，当气流量达到 １．１Ｌ／ｍｉｎ
时，气泡平均直径达到１．７２ｍｍ，是初始气流量下
１．５６ｍｍ的１．１４倍．这是因为大气流速条件下，出
现了少量大气泡．因此，气流量增加的初始阶段，表
现为气泡生成速率加快，而气泡的直径基本不变．
随着气流量的继续增加，出现大尺寸气泡，引起气

泡平均直径的增大．图１９（ｃ）为测量体体含气率与
气流量流量近似线性增加．图１９（ｄ）为气泡深度ｚｃ
分布范围与气流量的关系，随着气流量增加，ｚｃ最大
值ｑ的关系曲线，可以看出，体含气率随着气逐渐增
加，ｚｃ最小值逐渐减小，气泡深度区间Δｚ逐渐增大，
原因是随着气流量增加，气泡生成频率越来越快，流

场扰动增强，导致其在深度上的分布范围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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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ｑ＝０．５Ｌ／ｍｉｎ

（ｂ）ｑ＝０．８Ｌ／ｍｉｎ

（ｃ）ｑ＝１．１Ｌ／ｍｉｎ

图１８　不同气流量ｑ下气泡三维分布图

５　结论
１）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光场成像的气液两相

流中气泡三维测量方法．利用新型光场成像技术，
通过单次曝光获得气液两相流场的光场数据，重聚

焦处理得到不同深度的图像和全聚焦图像；建立了

气泡三维重建模型，通过图像处理结合深度、放大

率标定数据，可以获得气泡的三维空间分布、尺寸

分布及体含气率等信息．
２）开展了系统标定和试验研究，基于试验数

据重建出气泡三维空间分布，并研究了多种气流速

度下气泡特性变化．结果显示，截面含气率在深度

（ａ）气泡数量

（ｂ）气泡平均直径

（ｃ）测量体体含气率

（ｄ）气泡深度ｚｃ的分布范围

图１９　气泡特性与气流量ｑ的关系

方向上与气泡深度分布一致，在气泡上升方向呈周

期性震荡变化；随着气流量增加，气泡数量呈正比

增加，气泡平均直径在气流量增加起始阶段基本不

变，在气流量达到０．９Ｌ／ｍｉｎ后迅速增大，测量体
体含气率近似线性增加，气泡深度分布范围逐渐增

大．测量结果与气泡的产生、分布规律一致，初步验
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３）在较大气速条件下，气泡重叠现象变得突

出，而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泡分

割的精度，因此下一步有必要对重叠气泡分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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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改进，以提高重叠气泡识别的准确度以及分割

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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