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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折射率匹配方法的球床三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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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钍基熔盐堆(Thorium-based Molten Salt Reactor with Solid Fuel, TMSR-SF)是第四代核反应堆堆型之

摘要

一，它融合了高温气冷堆的石墨基质包覆颗粒燃料球技术和熔盐堆的高温熔盐冷却剂技术。堆芯的物理设计
和几何设计依赖于燃料球在堆芯中的堆积因子，为研究球床堆堆芯模型内燃料球的堆积三维结构，本文提出
基于折射率匹配的方法对球床进行三维重构的方案，并通过初步的模拟实验对程序进行验证，旨在探索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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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球床三维重构中的可行性。针对三维重构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阐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
给出了三维重构方案的完整流程，并计算出了衡量三维重构精确度的度量值：直径重叠量。最后，搭建了一
个小型规则排布的球床实验装置，通过折射率匹配技术开展球床可视化实验以探索该方案在球床三维重构中
的精确度，并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试验结果表明，颗粒间平均重叠量为 1.43 mm，重构精度有待提高，重构
方法有待改进。

折射率匹配，图像处理，可视化液体球床，三维重构，规则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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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D-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visual liquid-pebbl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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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orium-based molten salt reactor with solid fuel (TMSR-SF) is one type of the fou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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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power plant which combines high-temperature graphite-matrix coated-particle pebble fuel for high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s and liquid salts developed for the molten salt reactors. The design of TMSR-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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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cking structure of the pebble bed in reactor core. Purpose: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fractive index matched scanning technique (RIMS) in the 3D-reconstruction of
reactor core. Methods: The cross sections of the pebble bed are imaged by a charge-coupled device (CCD), then the
threshold transformation, filter transformation and Hough transformation are used to process the images, and the
coordinates of points on the spheres’ edge are extracted. Then an algorithm is used to acquire the relative center
coordinates of each sphere. Resul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excluding irrelevant distractors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3D-reconstruction, and creating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o make threshold transformation is a good method to
enhance circles’ edges, and when the circles in the images distort, minimum bounding rectangle (MBR) function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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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ffective than Hough circle transformation. Conclusion: Our scheme of reconstruction can reconstruct the 3D
packing structure of the pebble bed with the mean distance-overlapped which is 1.43 mm, and this precis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later.
RIMS, Image processing, Visual liquid-pebble bed, 3D-reconstrution, Regularly arranged pebbl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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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个服务器、激光束和一台数码相机。目前
RIMS 的缺陷是匹配液折射率的调节有比较大的限
制，暂时还无法应用到实际的大床径比的球床堆堆
芯中。所以，目前本课题组搭建了小型的可视化球
床装置来验证基于 CCD (Charge-coupled Device)拍
摄的断面图像结合阈值分割、图像滤波、霍夫
(Hough)变换等图片处理方法，实现对小型球床的三
维重构，未来的工作之一便是优化折射率的问题，
来提高三维重构的规模。

研究方法

本文以 RIMS 为依据搭建可视化球床实验平
台，以 NaI 溶液模拟熔盐堆堆芯中的熔盐，以亚克
力(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材料的小球模
拟堆芯中的颗粒燃料，并以阈值分割、图像滤波、
Hough 变换等手段，为图片处理的方法对堆芯三维
重构。

na

熔盐堆是第四代核能系统先进高温堆的候选堆
型之一[1]。熔盐球床堆堆芯的堆积因子是指燃料球
的体积在堆芯内所占的体积分数，包括燃料球在堆
芯内的总体积分数和局部体积分数。堆芯堆积因子
是反应堆热工和物理分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然而，目前针对熔盐堆堆积因子的研究却缺乏有效
的手段。
针对高温气冷堆堆芯球床的堆积因子，从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就开始使用球床凝固的方法着
手研究[2]，然而该方法使得小球无法重复利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科学家逐步开始采用 X 射线
断层扫描[3]、射线扫描[4]、核磁共振[5]等先进的方
法对球床进行三维重构，以研究球床的堆积因子，
X 射线、射线可以达到极高的空间分辨率，然而也
因此导致数据量和计算量都极大；另外设备昂贵的
价格和实验人员的安全性也使得该方法的适用性受
到限制；核磁共振方法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扫描精
度，然而扫描速度极慢，同时其要求被扫描的物体
中含有氢原子。
以上诸种研究主要是针对高温气冷堆等领域的
干燥颗粒堆积的堆积因子研究。在熔盐堆中，燃料
球颗粒受浮力和液体填充影响，球床结构与干燥堆
积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开展液态环境中的球床堆积
因子研究。
鉴于此，本文提出使用折射率匹配技术
(Refractive Index Matched Scanning Technique,
RIMS)[6]搭建可视化球床装置，并结合球床的三维
重构来研究球床的堆积因子。RIMS 的基本原理，
是将一组透光性很好的透明小球浸在与小球材料折
射率相同的透明溶液（如 NaI 溶液）中，构建一个
几乎完全透明的液体——球床相混和的颗粒悬浊
液；接着使用一束激光片光源按照一定间隔照射球
床内部并呈现出球床内部各个位置的二维截面图，
然后使用高速相机摄取这些二维截面图片，最后使
用图片处理的方法从这些照片中提取出每个小球的
位置信息。与上述诸种方法相比，基于 RIMS 的三
维重构方法有如下优点：RIMS 环境是由透明液体
和固态小球构成，符合熔盐堆堆芯液态熔盐和固态
燃料相混合的复杂固液环境；在焦距调节准确的情
况下，只需摄像机曝光一次，就能清晰地摄取到球
床整个实验截面的截面轮廓图；RIMS 设备廉价，

p.

Key words

1.1

基于 RIMS 搭建可视化球床模型

为搭建可视化的球床模型，使用到的材料或仪
器为：PMMA、NaI 粉末、YG 激光器、片状激光出
射头、CCD 高速相机、三维相机移动坐标架。RIMS
是搭建该实验装置的核心方法。规则球床包括球和
球床外容器壁，均由 PMMA 材料制成。PMMA 是
一种透明的材料，其折射率为 1.491 2。用来匹配球
床的溶液是由 NaI 和水配置成的盐溶液。NaI 盐溶
液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溶液，通过调节 NaI 的配比，
其折射率可以接近 1.491 2，并与 PMMA 材料达到
折射率匹配。实验时，将球床模型完全浸没在与其
折射率匹配的 NaI 溶液中，形成一个透明的球床悬
浊液。接着使用 YG 激光器产生激光，用片状激光
出射头来将激光转化为片状的光束，并打在球床的
截面上，形成清晰的球床的二维截面图像。高速摄
像机固定在可以精确控制移动的三维相机移动台架
上，由于球床模型和 NaI 溶液折射率匹配，因而球
床截面的二维结构图像可以清晰地投射在高速相机
CCD 感光片上。为得到球床模型各个不同深度的截
面二维图片，将片状激光投射在堆芯球床内的不同
深度处，高速相机便可以清晰地采集到球床的不同
截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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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阈值分割

阈值分割[7]的目的是将图像中的内容按照不同
的灰度级，分割为数块可以明显区分开来的区域，
并将最终的图片转变为仅含有黑白两个灰度级的图
片。若原图像素点(m, n)处的灰度级为 X(m, n)，阈
值分割后的图像为 Y(m, n)，t 为选取的阈值，则：
0 X (m, n)  t
Y ( m, n )  
255 X (m, n) ≥ t

1.2.2

(1)

图像滤波

图像滤波[8]旨在尽量保留图像细节特征的条件
下对目标图像的高斯噪声和椒盐噪声进行抑制和消
除，常用的滤波方法有高斯滤波和中值滤波。
在高斯滤波算法中，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灰度
级，都由其本身和它邻域窗口内的所有像素值经过
以高斯函数为权值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即高斯滤
波可以表示为：

d (i, j ) I (i, j )



( i , j )Wx , y

d (i, 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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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x,y 表示中心像素(x, y)的 M×M（M 为奇数）
大小的邻域；ωd 为空间距离相似度权重因子。
中值滤波算法的核心是将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
灰度值，设置为该点领域内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中
值。其遵循的基本公式如下：



1) 利用“圆的任一弦的垂直平分线必通过圆
心”这一性质，在图像平面上对于每个前景点
P(x0,y0)，在给定的步长上按行（或列）扫描，取该
行（或列）上所有前景点 Q(xi, yi)；
2) 连接 P、Q 两点，并做直线 PQ 的垂直平分
线 L；
3) 如果 P、Q 两点都在圆周上，L 必经过圆心，
与 Hough 变换相同，将变换平面上每个点作为一个
累加器，L 经过的每个点分别加 1，由于噪声点比
例毕竟小于有效图形所占比例，因此非圆心点所通
过的直线数量会远小于圆心点通过的直线数量，变
换结束后寻找各累加器的最大值所在位置便得到该
圆的圆心坐标。半径值则存储在另外一个内存空间
上，该内存空间上各单元记录该点与 P 点的距离（即
半径），找到圆心后，在半径平面上对应位置的值
即圆心的半径。

na

I gf  x, y  



( i , j )Wx , y

通过设定阈值使图像二值化，梯度值大于等于
阈值的点为边缘点，反之则不是边缘点，从而实现
边缘检测。
1.2.4 Hough 圆变换
Hough 变换[10]是一种“投票表决”的算法，其
常用来对图像中的直线和圆进行检测，返回直线或
圆的圆心。其检测圆的基本思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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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j ) M  median f (r , s) f (r , s)  N f (i , j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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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f(i,j)是滤波窗口选中的 f(i, j)的实心邻域；f(r,s)
是实心邻域内像素点的灰度值。
1.2.3 边缘检测
边缘检测[9]的实质是采用算法来提取出图像前
景中的对象和背景间的交界线。相对于其他边缘检
测算法，Sobel 算法检测速度快，对噪声具有平滑
和抑制的能力。Sobel 算法分别使用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窗口算子，结合式(4)、(5)进行卷积运算，并求
出梯度值|fx|+|fy|。
fx (x, y)
  f (x 1, y 1)  2 f (x 1, y)  f (x 1, y  1) 

 f (x 1, y 1)  2 f (x 1, y)  f (x 1, y 1)

(4)

f y ( x , y )
  f ( x  1, y  1)  2 f ( x, y  1)  f ( x  1, y  1) 

 f ( x  1, y  1)  2 f ( x, y  1)  f ( x  1, y  1)

2

数据提取

基于二维图片的三维重构，其首要关键点是从
二维图片中提取出三维的坐标点信息。基于球床二
维截面图的三维重构，其关键点就是从图片中提取
出每个截面圆圆周上数点的三维坐标。而实际情况
中，由于受到实验时光照、截面深度、折射率实际
匹配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 CCD 相机最终摄取到
的图片质量降低，主要表现为：图片中除了出现小
球的截面圆之外，还出现容器的上、下、左、右边
界处的壁面；因受壁面强反光，而导致的图片中相
应壁面位置亮度过强，进而遮盖住了壁面附近的小
球，使得壁面附近小球截面圆受到强光干扰而出现
残缺；由于激光亮度的限制，以及光束范围的限制，
导致球床下部和背离激光的右侧受光不足，进而使
二维截面照片中，相应于球床右侧和下部的截面圆
亮度过低，轮廓几不可见；因 PMMA 材料和 NaI
折射率匹配的偏差，使得球床中深度较大的截面圆
反射到 CCD 镜头时发生扭曲，照片中的圆亦扭曲。
以上诸因素，将直接影响数据能否提取以及提取出
数据的准确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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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根据图片处理技术给出相
应的解决方案。OpenCV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一
套经典的开源软件[9]。本文借助 OpenCV，采用阈
值分割、滤波、边缘检测和霍夫圆检测等手段，提
高图片质量，突出图片中截面圆的亮度，增强了亮
度过低的轮廓，并采用最小外接矩形的方法，提取
出圆周扭曲严重的截面圆上的点坐标。
2.1

壁面的消除

由于受激光光强和光束范围的限制，球床下部
和右上部受光不足，摄取到的照片中，下方和右上
方的圆轮廓光强过低，导致该处的轮廓检测和坐标
提取失效（图 4）。若是对一张照片整体使用单一
阈值进行阈值变换，那将导致局部轮廓提取残缺严
重。但若是能够单独截取出这些光强低的部位，使
用与之适应的阈值进行阈值变换，就能大大提高轮
廓提取质量。本文使用 OpenCV 工具编写程序，实
现局部阈值变换和轮廓增强（图 5），之后再进行
轮廓圆检测，结果显示残缺的圆被有效检出（图 6）。

图4

图片下方残缺的轮廓(a)和轮廓残缺处圆形检测失败(b)
Fig.4 The distorted edges of circles (a) and Hough
transformation fails in the distorted edg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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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球床结构的特点，摄取的照片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球床壁面反射光的干扰。图 1 为球床中心附
近截面处的截面照片。照片中，上壁面面积大，反
光能力强，导致照片中的上壁面光线强度大，占据
照片中的范围也大。假如不对其进行处理，而是将
照片整体进行阈值变换和滤波之后，直接进行霍夫
圆检测（图 2），将会导致检测结果中误检出许多
本没有的截面圆。而本文使用 OpenCV 工具将壁面
的景像擦除，再于阈值变换和滤波之后进行霍夫圆
检测（图 3），结果显示在壁面处，误检的截面圆
大量减少。表明在二维照片中直接擦除壁面的景像，
对正确检测出截面圆是有效的。

边缘修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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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轮廓局部增强前(a)和后(b)
Without (a) and with (b) edges enhancement.

球床中截面附近位置（z=5 mm 处）
Fig.1 Cross image in z=5 mm.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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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5

图 6 轮廓局部增强前(a)和后(b)的圆形检测对比
Fig.6 Hough transformation before (a) and after (b) edges
enhancement.

阈值分割、中值滤波得到的图片(a)和检测出来的圆形
的结果(b)（z=5 mm 处）
Fig.2 The result of both threshold and filter transformation (a)
and the result of H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b).

图3

2.3

轮廓变形

基于 RIMS 搭建的可视化球床模型，PMMA 材
料和 NaI 溶液的折射率配比程度将会影响相机摄取
到的轮廓图片的质量。由于实际折射率匹配过程中，
折射率无法达到精确的一致，使得从球床远处截面
反射到相机上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当激光从深度过
大的球床截面反射到相机 CCD 板上之前，发生过
多的偏折散射，致使最终摄取到的截面圆发生扭曲
（图 7）。

对壁面景象进行擦除(a)和检测出来的圆形的结果(b)
Fig.3 Erase the scene of the wall (a) and H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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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轮廓圆的直径。

图 7 z=−30 cm (a)和 z=−20 cm (b)处的球床截面
Fig.7 Cross image in z=−30 cm (a) and z=−20 cm (b).

Fig.10

三维重构完整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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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图 10 求取最小外接矩形
Minimum bounding rectangle of the edges.

在克服了图片质量低，并成功提取出所有照片
中轮廓圆上数点的三维坐标之后，就可以使用
MATLAB 中的 nlinfit 函数，进行球形拟合，拟合出
球床中所有小球的球心坐标，并画出最终的球床结
构三维图。三维重构完整步骤如下：
1) 根据 RIMS 原理的要求，配置与球折射率匹
配的 NaI 溶液。
2) 保持相机和激光的相对位置固定，按照一定
深度间隔拍摄球床完整的截面照片，并记录下每张
照片相应于球床的深度。
3) 将一标尺插入溶液中的适当位置，并拍下用
于相机标定的照片，从照片中算出照片上单位像素
和实际空间长度的转换比例值。
4) 提取出每张照片中每个截面圆上至少 10 个
点的二维像素坐标，将之乘上上一步相机标定时算
出的比例值，再结合该照片所处的实际深度值，便
可以得到截面圆上点的实际三维坐标。
5) 从提取出来的所有三维点坐标中，归类出属
于同一个球面的点，接着使用 MATLAB 中的 nlinfit
函数，对归类出的点进行球面拟合，得到球床中所
有小球的球心坐标。将坐标系原点从相机光心转移
到球床中的某个小球球心上，得到每个小球球心的
相对坐标。
6) 计算球床的球径重叠率，评估三维重构的准
确性。

na

p.

截面圆的扭曲过大，圆某些部位的轮廓变粗，
若是直接在图片进行阈值和滤波变换之后就进行霍
夫圆检测，将导致轮廓圆的定位出现较大偏差。如
图 8 中，图 8(a)共有 8 个圆轮廓，图 8(b)相应位置
检测出的圆轮廓并不与真实轮廓完全重合，如最下
面的球，霍夫变换得到的标准圆轮廓并不与原来的
轮廓相重合，而是比白色轮廓略大；最左边一个小
球的检测结果也是类似。

ir.

si

图 8 阈值、滤波处理(a)和霍夫圆检测(b)
Fig.8 Cross image of threshold transformation and filter
transformation in z=−30 cm (a), H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cross imag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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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截面圆变形后，霍夫圆检测不准确的问题，
本文提出首先对轮廓进行局部增强，之后使用
OpenCV 中的 cvBoundingRect[9]函数，求取轮廓的
最小外接矩形，并定位出圆心的位置，即矩形中心
点的位置。如图 9 所示，是轮廓增强前后的图片，
图 10 是对增强之后的图片求取最小外接矩形。

3
Fig.9

图 9 轮廓增强前(a)和后(b)
Image without (a) and with edges enhancement (b).

圆周上数据的提取，需要知道轮廓圆的半径值。
由于 cvBoundingRect 函数得到的是轮廓的外接矩
形，不是正方形，因而本文对矩形的长边和短边求

三维重构验证

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三维重构程序，建立了一
个按照体心立方排布的规则球床，并对其实施三维
重构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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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球床实际的球心

3.3

从摄取到照片中提取出点数据，并进行球形拟
合，得到球床中所有小球的球心和半径值。根据得
到的球心和半径值，利用 MATLAB 强大的绘图功
能画出球床的排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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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所采用的球床是由 414 个 3 cm 直径的
PMMA 小球按照体心立方规则排列而成。球床总共
12 层，整体形状和上顶盖形状如图 11 所示，奇数
层和偶数层小球的排列如图 12 所示。从球床最底部
往上，第 1、3、5、7、9、11 层球，都是按照图 12(a)
排列，每层 32 个球，最近邻两个球之间的距离为
35 mm；第 2、4、6、8、10、12 层球的排布，是按
照图 12(b)所示的规律，每层 37 个球，最近邻两球
之间的间距为 35 mm。球床外容器水平截面是一个
八边形，长边 112 mm，短边 82 mm，球床竖直高
度为 21.65 cm，每层球高度 16.956 mm。

球床重构及结果

p.

图 13 球床三维重构结果
Fig.13 The 3D-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pebbl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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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小球的排列情况为如图 12 所示。

na

图 11 规则球床上顶盖形状(a)和整体形状(b)
Fig.11 The top shell (a) and the plan view (b)
of the pebble bed.

其中，各层小球的重构结果如图 14 所示。从各
层小球重构的结果上来看，每层小球的排布都没有
达到实际理想的规则排布，这将导致三维重构产生
误差，并出现相邻小球发生重叠的现象，然而实际
上，相邻两层小球之间是相切接触。因而本文使用
相邻小球之间的直径重叠量来衡量三维重构的误差
情况。

第 1、3、5、7、9、11 层(a)和第 2、4、6、8、10、
12 层(b)球的排列
Fig.12 The pebbles in No.1, No.3, No.5, No.7, No.9, No.11 (a)
and No.2, No.4, No.6, No.8, No.10, No.12 (b).
图 12

3.2

照片摄取

将摄像机和激光片光源固定在三维台架上，并
且相机光轴和光源方向相互垂直摆放。考虑到每个
小球的直径是 30 mm，因而控制片光源每沿着光轴
方向前进 5 mm 拍摄一张照片，这样对于每一个小
球，都可以得到 5 张不同深度的清晰的轮廓照片。
拍照从球床离相机最近的一端开始，片光源每向前
移动 5 mm，就拍摄一张球床截面照片，直到片光
源移动到球床离相机最远的一端，拍照停止。于是，
便可以得到球床全部的截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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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小球之间的重叠量就是衡量三维重构准确度的
量度。在三维重构的结果中，假设球床一共有 M 个
小球，其中第 p 个小球和与之相邻的第 i 个小球存
在重叠，这两个小球之间的重构距离 Lpi，那么球 p
和球 i 之间的直径重叠率定义为：

S pi 

D  Lpi

(6)

D

ac
.c
n

式中：D 是小球的真实直径。
由于三维重构结果中发生重叠的次数较多，因
而定义平均重叠率。假设整个球床发生了 N 次重叠，
每次重叠的重叠率为 Spi，那么平均直径重叠率为
s：

s

q

p

i

pi

N

(7)

式中：q 是与小球 p 发生重叠的相邻小球个数。
在本次试验中，真实球床小球之间存在 1 320
次相切接触。在三维重构的结果中发生重叠的次数
为 852 次，每个小球的直径平均重叠率为 4.36%，
平均重叠量为 1.309 mm。本文将 852 次的重叠情况
按照重叠量的多少分为了 5 类，这 5 类的分类情况
以及具体占比情况如表 1 所示。

直径重叠量和直径重叠率

3.4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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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a)、3 (b)、5 (c)、7 (d)、9 (e)、11 (f)、2 (g)、4 (h)、
6 (i)、8 (j)、10 (k)、12 (l)层球的重构结果
Fig.14 The reconstruction of No.1 (a), No.3 (b), No.5 (c),
No.7 (d), No.9 (e), No.11 (f), No.2 (g), No.4 (h), No.6 (i), No.8
(j), No.10 (k), No.12 (l).

图 14

M

 S

://

ir.

在实际的球床中，每相邻小球之间的重合量极
小，可以近似认为相切。因此三维重构的结果中，

次数
Overlapping
times
/n
433

1<L<2

ht
tp

重叠范围
Range of
overlapping length
/ mm
L<1

表 1 各范围重叠量占比
Table 1 Overlapping proportion.

0.488 3

占总重叠次数的比例
Proportion over total
overlapping times:
n/852 / %
50.8

平均重叠量
Average overlapping
length / mm

244

1.359 8

28.6

18.5

2<L<3

83

2.507 6

9.7

6.3

3<L

92

3.960 0

10.8

7.0

合计 Total

852

1.309 0

1.0

64.5

从表 1 可见，在实际本该近似为相切接触的接
触方式中，有 64.5%的比例发生了重叠接触，然而，
如果认为重叠量小于 2 mm 可以接受的话，则大于
2 mm 的重叠所占的比例为 13.3%。
4

占实际相切次数的比例
Proportion over actual
tangent times: n/1 320
/%
32.8

结语
由于高温气冷堆堆芯堆积因子研究的手段尚不

能完全适用于熔盐堆的堆积因子研究，且目前在熔
盐堆堆芯堆积因子的研究方面手段尚且缺乏，本课
题组尝试使用折射率匹配结合三维重构的手段来研
究这项技术在重构球床内颗粒位置的可行性。本文
针对可视化球床装置的三维重构方法进行研究，使
用了阈值分割、图像滤波、Hough 变换等图片处理
方法，虽然实现了球床的三维重构和每个小球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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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定位，然而重构的误差却有待提高，仅有 68.2%
的比例不发生重叠或重叠率低于 1 mm。可见本文
提出的针对球床堆芯的三维重构方法有待改进。

-8.
7

检测算法[J]. 电光与控制, 2017, 24(2): 43−46. DOI:
10.3969/j.issn.1671-637X.017.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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