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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扫描技术的结冰风洞冰形非接触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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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结冰风洞中进行冰形测量，传统的接触方法测量精度低、对冰形有损坏，且只能获得二维的冰形迹线。采
用双目视觉测量与结构光方法相结合的三维扫描技术，利用两个 CCD 相机和一个光栅投射器，辅助旋转平台和计算
机，构成一个三维非接触扫描系统。通过解决冰的透光性以及结冰风洞低温高湿的环境影响，设计加热保温装置，并
探索多种显影剂及播撒方法，实现对透明光冰的非接触测量。实验结果表明：采用三维扫描系统测量冰形的精度可
达到 0.1 mm，可以满足小尺度模型结冰外形的三维非接触测量，可在实验研究或工程实践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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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ntact measurement of ice shape in icing wind tunnel based on
3D scan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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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hortcoming of the traditional contact measurement of ice shape in icing wind tunnel,
such as low accuracy, damage to the ice shape and only obtaining 2D ice shape trajectory. A 3D scanning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binocular vision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ed light method, which
includes two CCD cameras, a grating projector, an auxiliary rotating platform and a computer, forming a 3D
non-contact scanning system. Ice transparence and environment influence of icing wind tunnel with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were considered, and an attemperator was designed and many types of
developers and seeding methods were researched to achieve non-contact measurement for light ice with
transpa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ice shape measuring precision based on 3D scanning
system was 0.1mm, which meets 3D non-contact measurement demands for small-size model icing shape and it
can be used during experimental study or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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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冰风洞试验是开展飞机结冰及其防护研究最

PW
XW

基本的手段，如何准确获取真实冰形信息，是结冰
试验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获

zL

XR

取冰形的传统方法是利用卡板及“热刀”装置，手工

zR

测量冰形的二维轨迹线 [1]，通过数据拟合的方式获

OL

取冰形的三维信息。该方法的显著优点是操作简
便，容易实现，但操作过程中对冰形信息有所破坏，
冰形，不能完全反映冰形的真实三维外形。为此，

yL

如能将非接触测量技术引入冰形测量，就可避免创
和真实性。
光栅式三维扫描技术是一项高效、实用的非接
触测量技术，它结合结构光技术、相位测量技术和
计算机视觉技术于一体，可快速、有效获取物体三
维信息，具有扫描精度高、速度快、扫描范围大等显
著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文物保护、土木工程、工业检
测等领域[2-6]。近年来，NASA 的研究者使用“立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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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测量的准确度，同时所得结果为有限的二维

痛方法对冰形信息的影响，大大提高测量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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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维扫描技术原理图

与图像坐标系的 XL、YL平行， xR、yR 分别与图像坐标
系的XR 、YR 平行。

空间点三维重建模型
双目测量原理通过视差原理来确定目标位置。
空间目标PW (xW , yW , zW )在左右摄像机下的图像坐标
分别为 PL (XL , YL )和PR (XR , YR ) ，左右摄像机焦距分别
为 fL、 fR ，右摄像机坐标系相对于左摄像机坐标系间
的转换关系为
1.2

量研究[7]，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测量精度和速度

[ xR ]
[ xL ]
yR = R × yL + T
zR
zL

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国内由于结冰风洞较少，对

其中，R 和 T 为左右摄像机间的旋转和平移矩阵，

冰形的非接触测量方面研究甚少。

可表示为

相法”（三维扫描技术）在结冰风洞中开展了冰形测

本文利用双目视觉与结构光相结合的方法，研
制了一套基于光栅扫描技术的冰形非接触测量系
统，并在 0.3 m×0.2 m 结冰风洞中进行了实验验证。

1

测量原理
光栅式三维扫描技术，又称“拍照式扫描技术”，

是一种基于双目测量原理的非接触测量技术。该技
术利用两台摄相机模仿人眼的功能，利用空间点在
两摄相机上的像点坐标来确定空间点的三位坐标，
测量原理如图 1[8-9]所示。

坐标系定义
世界坐标系OW − XW YW ZW：空间目标点 PW 所在
坐标系，用于描述摄像机与目标物体的位置关系。
图像坐标系：左、右摄像机图像坐标系分别为
OL − XL YL 和 OR − XR YR， OL 和 OR 分别为左右摄像机
光轴与图像平面中心的交点。
摄像机坐标系：oL 和oR分别为左右摄像机光心，
分别以其为原点，以光轴为zL 和zR为纵轴，建立左右
摄像机的坐标系。光轴与图像平面垂直， xL 、yL分别
1.1

[r11
R = r21
r31

r12
r22
r32

t 
r13 ]
 x 
r23 , T =  ty 
r33
tz

(1)

(2)

通常为了方便计算，将世界坐标系与其中一个
摄像机坐标系重合。当世界坐标系与左摄像机坐标
系重合时，根据透视投影变换及坐标系转换可得目
标点PW (xW , yW , zW )为


x W = x L = z L X L / fL






y
 W = yL = zL YL / fL



fL ( fR t x −XR tz )



zW = zL X (r X +r Y +r f )−f (r X +r Y +r f )
R 31 L 32 L 33 L
R 11 L 12 L 13 L
(3)

测试前，通常要对相机进行标定，获得焦距 fL、
fR 、旋转矩阵 R、平移矢量 T 等系统结构参数，之后

可根据空间一点在两图像坐标下的坐标点位置即可
以求得空间点坐标，即可以根据左右图像中的匹配
像点重建出对应的空间点三维坐标。

2

系统设计
系统的总体设计框图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

2 台光学相机、结构光光源、工作台、计算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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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可获取所需冰形表面三维数据，之后通过数据
处理系统完成冰形表面三维数据的处理及分析。
细分后的软件模块主要包括：数据管理、系统
标定、三维重构、三维操作与显示以及数据处理等

光路

图像处理系统

被测物体

模块，各模块结构示意如图 4 所示。数据处理模块
是整个后处理的核心，主要包括点云采样、点云去
噪、点云光顺以及点云三角化等功能，通过自行研

摄相机

图2

发方式完成。具体有：

系统总体设计框图

硬件配置
系统的硬件配置主要包括光栅投射器、相机、
散热系统、可移动测量架、旋转平台、标定板、计算
机等，结构安装情况如图 3 所示。其中投射器采用
日本三菱 GW365，出射亮度 2 600 lm，分辨率 1 280×
1 024。相机采用德国 BasleracA1300-14 gm 工业相
机，分辨率 1 296×966，帧率 30，像元尺寸 3.75 μm×
3.75 μm，镜头焦距 12 mm。旋转平台重复定位精
度 0.005°，台面直径 300 mm，中心负载大于 20 kg。
2.1

图像文件

标定参数
文件

单次测量
数据文件

整体数据
文件

点云显示

图像采集
单元

系统标定

三维重建

拼接单元

点云操作

图像回放

三维显示

三维显示

交互生产
三维特征

投影仪

摄像机

图4

系统软件模块结构示意图

1）点云采样功能可用于对获取得到的点云数
据进行精简。通过点云采样，减少点云结果的整体
Heat insulation
system

Probe

数量，在确保物体表面特征的情况下，保证后期三
角化、截面分析等操作能快捷、可靠的运行。
2） 点 云 去 噪 功 能 用 于 删 除 不 必 要 的 杂 散 噪

Rotating platform

点。扫描过程中受外界多方面因素影响，可通过点
云去噪功能对这些离散噪点进行去除，保证后期的
截面分析等处理结果的可靠。
3）点云光顺功能用于平滑扫描结果中因指纹、

图3

系统硬件安装

灰尘等影响导致的表面细小突起或噪点，使整个扫
描结果的外观更光滑。

2.2

软件配置
系统的软件配置主要是三维光学扫描系统、旋

4）点云三角化功能用于将离散的三维点云结
果整合成三角面片结构，以保证后期截面分析等其

转平台控制软件和数据处理系统 3 大部分，均安装

他处理能顺利进行。

于测量计算机上。三维光学扫描系统通过相关通信

2.3

策略控制测量计算机直接与测量头、旋转平台等硬

2.3.1

技术难点与解决措施
冰的透光性

件配置联系。扫描时，三维光学扫描系统通过控制

基于数字相机采集被测物体表面反射光图像的

测量头内相机拍照，先完成系统标定[10-11]，之后控制

测量原理，需要被测物体表面具有良好的反光特

测量头内投影仪投射编码光栅，同时控制相机采集

性，而实际上大多冰形（特别是光冰）表面具有很强

相关光栅图像，完成三维点云坐标的计算。单幅扫

的透光特性，无法直接测量。本文分别探索了在冰

描之后，通过旋转平台控制器控制旋转平台完成预

形表面喷涂液体显影剂、干粉显影剂等方案。液体

设角度的旋转，开始下次测量，完成 360°全局扫描

显影剂的优点是喷涂均匀且颗粒较小，但其对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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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和腐蚀的作用也很明显。干粉显影剂可很好地

子，使用密封橡胶圈将数据线与线缆盒隔开。与计

粘附于冰表面，不会融化冰，经反复研究，排除了溶

算机系统连接的线缆则采用专用保温材料进行处

液型喷壶、电动喷枪、磁粉喷壶等方案，制作了干粉

理，确保线缆的工作温度在零度以上。

喷瓶和分离网，解决了喷涂不均匀的问题。经冷库

3）将测头、投射器封装在外壳中，设计了专用

实验和风洞实验验证，干粉显影剂及喷涂方法能很

的加热保温系统，采用电加热的形式，实现了硬件

好解决冰的透光性问题，如图 5 和图 6 所示，为结

设备的加热、除湿和保温功能。

冰外形的光学测量提供了保障。

3

测量实验与结果分析

精度实验
实验在冷库中进行。实验前准备了一个方形冰
块作为被测物，非接触测量前用游标卡尺测量其尺
寸参数，之后喷涂干粉显影剂，使用非接触测量系
统完成冰形表面三维数据的获取。对获取的三维数
据处理后以冰块某一侧面作为基准拟合平面，以另
一侧点到基准平面的距离作为测量数据，同游标卡
尺测量所得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系统精度。
表 1 给出了冰块的测量结果。可以看出非接触
测量系统与游标卡尺对同一测点的测量值相差 0.1 mm
之内，3 次测量的精度相差 0.1 mm 之内；而一般使
用卡板划线法测量冰形的误差往往大于 0.5 mm。
就此而言，非接触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准度比传统方
法要高的多。
3.1

图5

未喷涂显影剂的冰形表面

表1
测量点

1#

图6

2.3.2

喷涂显影剂的冰形表面

2#

低温高湿环境

冰形测量中，一方面，为了确保冰不融化，测量
系统的硬件均需处于低温环境下；另一方面，测量
结束后回到常温环境，硬件设备表面会凝水，因此，
需充分考虑设备的耐低温能力和防水特性。为了保
证设备能在潮湿环境（相对湿度 100%）和低温条件
（–20 ℃）下正常工作，对线缆、旋转台、测量头采取
了以下措施：
1）在设备选型时，所有线缆和接头都采用了
IP66 以上防水等级和耐低温的产品，旋转平台选用
低温电机。
2）将线缆集中放于线缆盒中，数据线穿过盒

非接触测量值与游标卡尺测量值对比
非接触测量值/mm

卡尺测量值/mm 偏差/mm

N1

47.14

47.10

0.04

N2

47.19

47.12

0.07

N3

47.15

47.09

0.06

N4

46.57

46.50

0.07

N5

46.48

46.50

–0.02

N6

46.49

46.51

–0.02

风洞测量实验
测试实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0.3 m×0.2 m 结冰风洞内完成。该风洞是一座闭口
回流式低速风洞，主试验段截面为 0.3 m×0.2 m 的
矩形，空风洞最高风速 65 m/s，试验段气流最低温
度可达–30 ℃。该风洞试验段外配套有驻室，驻室
的最低温度可达–10 ℃。
实验模型为直径 20 mm、长 200 mm 铝质实心
圆柱。实验条件为：风速 30 m/s、温度–5 ℃、平均水
滴直径 40 μm、液态水含量 0.9g/m3、喷雾时间 15 min。
驻室温度–5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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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先对系统进行标定，对未结冰的圆柱模
型进行三维扫描，获取圆柱的三维信息。喷雾结束
后，将圆柱模型同其上冰一起放置于驻室内的旋转
平台上，使用非接触测量系统测量圆柱及冰形的三
维信息。其后利用杰魔软件，对测量结果进行三维
处理，获取冰形（不含圆柱本体）的三维结果，并进
行分析研究。
图 7 和图 8 给出了圆柱模型上冰的实际照片和
三维扫描结果。图 9 是某典型截面的二维冰形轨迹

图9

线。从结果看，非接触测量系统能够有效的获取模
型结冰后的三维信息结果，并可以截取任意截面的
二维信息，为结冰试验的冰形测量提供了一种快速
高效的方法和途径。

某典型截面的二维冰形轨迹线

本方法实现了对小尺度冰形三维信息的快速测
量，进一步扩展视场和精度后，可实现对更大范围
结冰风洞试验模型上所结冰形的非接触测量，可为
大尺寸模型结冰试验提供更有效的测量方案，因此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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