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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目前采矿工程物理模型变形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普通数码相机，采用多重交向摄影方式拍

摄工况物理模型的影像，按摄影测量严密的光束法平差模型计算工况模型上布置的为数众多的变形监测点

坐标，进而统计各点的累积位移量，并绘制累计位移矢量图。测量结果表明，变形监测点的坐标测定精度高于

±０．２０ｍｍ，所测位移场与实际变形情况一致，满足采矿工程相似性材料物理模型变形观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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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模型试验主要是根据矿区工程地质条

件、地表建筑物情况、地表民采情况、采矿工艺等

选择典型剖面，在当地采集矿体材料或采用相似

性材料，按一定的几何、物理关系制作相似性材料

物理模型代替原型进行测试研究，并将研究结果

用于原型的试验方法，是进一步研究模型力学行

为的基础［１，２］。按照试验方法的不同，传统的位

移数据采集方法通常是物理测量或机械测量方

法，即利用位移传感器的物理方法和利用百分表

或千分表的机械方法［１］。这两种方法存在试验前

的准备工作量大、观测装置或传感器安装麻烦、采

样点有限等缺点，并且两种试验方法均需专业设

备［２］。一些研究人员也采用格网法进行模型变形

监测，传统的格网法是在模型上绘制规则网格，每

个网格点处作为一个测点，人工测量各点的移动

来确定变形情况，所以数据处理工作量大，测量精

度低。近年来，采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自动识

别布置在模型表面的格网点代替人工测量，采集

物理模型试验中不同阶段的图像，用计算机自动

测量各点位移，即自动网格法［４６］。但自动网格法

仍然是将物理模型的真实三维表面看作二维平

面，摄影时，由于相机主光轴与模型表面不能严格

垂直，摄影后，影像中投影差的存在势必严重影响

变形观测的精度与可靠性［３，７，８］。

本文研究是在采矿物理模型上模拟地下开采

与民采的共同作用下，使用普通数码相机获得在

模型竖直表面布置的２１５个变形监测点的变形情

况，进而得到岩层移动和地表变形分析所需要的

测量数据。在模型开挖前及多期开挖后按照多重

交向摄影方式分别拍摄采矿物理模型的多张影

像，在精确量测人工变形监测标志点的影像坐标

后，按严密的光束法平差计算这２１５个变形监测

点在开挖前后的物方空间坐标。由于每次开挖后

布置的２１５个变形监测点的位置均会发生变化，

故可以计算变形监测点的累计位移量，并绘制累

计位移矢量图，为进一步分析采矿工程物理模型

的应力场变化提供依据。

１　变形测量流程

采矿工程物理模型变形测量的基本思想是：

试验前，根据物理模型试验的要求，在表面布置变

形监测点，采用多重交向近景摄影测量技术测量

变形监测点的物方坐标，作为各变形监测点的基

准位置，然后在模型所代表的剖面进行模拟开采，

待模型稳定后，再次摄影、测量各变形监测点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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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与其基准坐标比较，计算坐标差值，得到其

位移量。按照模型试验设计的模拟开采次数，依

次计算每次开采后各变形监测点与其基准位置的

位移量（称为累积位移量），得到物理模型不同开

挖阶段的变形数据。多重交向近景摄影测量技术

应用于采矿工程物理模型变形测量的主要流程如

下：

１）摄影机预检校在此处的目的是获取相机

内方位元素及畸变系数的初始值，用于后续的像

点坐标量测及光束法平差计算，可采用空间后方

交会解法。

２）布设的人工标志点分别作为现场控制点

及变形监测点，控制点布设在稳固的试验钢结构

框架表面，变形监测点布置在物理模型的竖直表

面，如图１所示。

３）现场控制测量的目的是为摄影测量处理

提供必要的控制点，实现变形监测点三维空间坐

标的计算，采用文献［９，１０］提出的方法，涉及双全

站仪测站定位、普通测量前方交会确定控制点的

物方空间平面坐标，三角高程测量确定控制点的

高程［９，１０］。双全站仪测站定位本质上可看作是确

定两仪器中心间的水平基线长度，在高精度的要

求下，可采用标准尺法［１１］。

４）使用数码相机对采矿模型进行多重交向

摄影，即在多个不同摄站对目标物按大重叠度进

行摄影，如图２所示，使后续摄影测量处理时有大

量的多余观测值，以保证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在摄影过程中，数码相机安置在手动调焦方式，并

用胶带将镜头固定，以保持焦距不变。

图１　人工标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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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重交向摄影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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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像点坐标量测是摄影测量处理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像点坐标的量测精度直接影响到变形

监测点的计算精度，同时由于变形监测点数量众

多，量测方法又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效率。

由于控制点数量少，可以采用人工半自动的

量测方法逐一量测，而对于大量的变形监测点的

影像坐标量测，采用了如下的策略：

１）选取两张影像，分别用人工半自动方式量

测变形监测点的影像坐标。

２）根据物方控制点，按空间后方交会计算这

两张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３）按前方交会计算变形监测点的物方坐标

近似值。

４）由于模型表面为近似的平面，对其余未量

测的影像，人工量测４个变形监测点的影像坐标，

采用二维直接线性变换，并考虑径向畸变 Δ狓、

Δ狔，计算８个犔犻系数，其表达式为：

狓＝Δ狓＋
犔１犡＋犔２犢＋犔３
犔７犡＋犔８犢＋１

狔＝Δ狔＋
犔４犡＋犔５犢＋犔６
犔７犡＋犔８犢＋

烅

烄

烆 １

其中，Δ狓＝（狓－狓０）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 ；Δ狔＝（狔－狔０）·

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 ，狉２＝（狓－狓０）

２＋（狔－狔０）
２；径向畸

变系数犽１、犽２及像主点（狓０，狔０）由步骤１）中的相

机预检校提供。

５）由步骤３）、４）计算变形监测点的物方空间

坐标近似值及８个变换参数犔犻（犻＝１，２，…，８），按

式（１）计算变形监测点在影像上的大致位置，即实

现像点坐标粗定位。

６）粗定位后，需进行变形监测点的影像坐标

精定位，即精确量测各变形监测点的像点坐标。

精定位时，需对每个标志点开设影像处理窗口，使

各个标志点影像包含在各自的影像处理窗口中，

便于进行标志点的分割和定位。一般情况下，粘

贴在目标物上的标志点大小相同，但由于摄影方

位的不同，导致同一张影像上各标志点的大小和

形状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每个变形监测

点，按文献［１２］的方法确定自适应的影像处理窗

口。在此窗口中对标志点进行分割，按质心化算

法计算其中心坐标，但此时影像处理窗口可能没

有包含整个标志点影像，因此不能认为重心化的

坐标就是标志点中心，而是以求得的重心化坐标

为中心，重新确定影像处理窗口的位置，再进行标

志点的中心提取，如此迭代，直至本次迭代和上次

迭代计算出的重心化坐标之差小于设定的阈值，

量测过程如图３所示。试验证明，采用移动窗口

的方法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标志点中心的量测精

度。

图３　标志中心定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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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检校光束法平差算法［１１］计算变形监

测点开挖前后的物方空间坐标。相机的内外方位

元素与变形监测点的物方空间坐标同时进行解

算，所用的数学模型见文献［１１］。

７）成果输出。输出的成果包括两项，一是统

计精度，主要采用外精度评定法［１１］将一定数量的

已知点与变形监测点同时用光束法平差计算出物

方坐标，然后将计算出的已知点物方坐标与其已

知物方坐标比较，进行精度统计。这一精度统计

方法更能够真实地反映摄影测量方法的实际测量

精度。二是用于后续力学分析所用的结果，包括：

① 物理模型每次开挖后变形监测点的物方坐标，

由步骤６）分别计算得到；② 物理模型每次开挖后

变形监测点的累积位移量，即计算每次开挖后各

变形监测点的坐标与其基准坐标的差值，设开挖

前测定的变形监测点坐标为（犡犻，０，犢犻，０），作为基

准坐标，开挖后变形监测点的坐标为（犡犻，犼，犢犻，犼），

其中犻表示变形监测点点号，犼表示开挖步数，则

某次开挖后变形监测点在犡、犢 方向的累积位移

量为Δ犡犻，犼＝犡犻，犼－犡犻，０，Δ犢犻，犼＝犢犻，犼－犢犻，０，总的累

积位移量为Δ犱＝ Δ犡
２
犻，犼＋Δ狔

２
犻，槡 犼（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变形测量只需要变形监测点的水平和垂直位

移量，故只需计算两个方向的坐标差值）；③ 物理

模型每次开挖后绘制的变形监测点的累积位移矢

量图。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概况

金山店铁矿是武钢的主要矿石生产基地，矿

区面积约３．５ｋｍ２。本文通过相似性材料物理模

型试验，测量矿体模型不同开挖阶段的变形情况，

研究地下采矿与地表民采共同作用下矿区的岩层

移动规律与地表变形规律。

选择试验剖面的主要依据是：① 地表有重要

的构筑物；② 地下矿体分布复杂、厚度较大；③ 能

够最大程度地反映民采情况；④ 基本工程地质条

件和采矿条件具有代表性。基于这四项原则，选择

３２＃剖面作为模型试验剖面，如图４所示，其中晕

线部分犇 代表矿体，犆１犆２犃１、犃２犅 代表矿体

周围不同性质的围岩，犉１、犉３、犉４是３个断层。

模型试验的试体高１．５ｍ，宽２．０ｍ，厚０．２

ｍ，模型直立，材料为铁粉、重晶石粉、甘油、水，按

照不同成分和配比模拟所选剖面各岩类的情况，

承载模型的钢结构框架上布设了２２个控制点。

为反映模型的整体变形情况，在模型试体的竖直

图４　试验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表面（典型剖面）按照设计要求共布设了２１５个变

形监测点，如图１所示。控制测量采用两台Ｌｅｉｃａ

ＴＣＲＰ１２０１全站仪，测角精度为１″，经估计，控制

点点位精度达到０．０７ｍｍ，坐标系设定为右手坐

标系，水平向右为犡轴，竖直向上为犢 轴，垂直剖

面向外为 犣 轴；数码相机为 ＫｏｄａｋＤＣＳＰｒｏ

ＳＬＲ／ｎ型单反数码相机，配２８ｍｍ镜头，芯片大

小为３６ｍｍ×２４ｍｍ，影像分辨率为４５００像素

×３０００像素，像元大小为８μｍ。

在模型竖直面内，按照设计开挖步骤，依次向

下共进行１２次开挖，每两条晕线间的部分为各次

开挖的深度，每次开挖均将模型０．２ｍ厚的材料

移除，如图４所示。表１为模型中模拟的矿山现

场各步的开挖深度。

表１　各步开挖深度

Ｔａｂ．１　ＤｅｐｔｈｏｆＥａｃｈＤｉｇｇｉｎｇ

开挖

步骤
开挖范围／ｍ

开挖

步骤
开挖范围／ｍ

１ 矿体Ｉ、ＩＩ：－２７０～－２９８ ７ 矿体Ｉ：－４８０～－５０８

２
矿体Ｉ：－２９８～－３４０ ８ 矿体Ｉ：－５０８～－５５０

矿体ＩＩ：－３０５～－３４０ ９ 矿体Ｉ：－５５０～－５７８

３ 矿体Ｉ、ＩＩ：－３４０～－３６８ １０ 矿体Ｉ：－５７８～－６２０

４ 矿体Ｉ、ＩＩ：－３６８～－４１０ １１ 矿体Ｉ：－６２０～－６４８

５
矿体Ｉ：－４１０～－４３８ １２ 矿体Ｉ：－６４８～－６９０

矿体ＩＩ：－４１０～－４４２
１３

矿体ＩＩ：地表～－１３０

６ 矿体Ｉ：－４３８～－４８０ （地表民采）

　　每次开挖结束并在模型稳定后，进行多重交

向摄影，拍摄的９张影像如图２所示。经近景摄

影测量处理，计算每次开挖后所有变形监测点的

空间坐标，统计精度，输出相应结果。由于变形测

量只需要变形监测点的水平和垂直位移量，故只

需统计其平面精度（犡犗犢平面），测量精度要求达

到±０．５ｍｍ。

２．２　精度统计

由于２２个控制点粘贴于坚固的钢结构框架

上，可以认为其位置在整个变形测量期间不发生

变化，因此，以全站仪测定的２２个控制点坐标为

６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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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值，在每次开挖后的光束法平差计算中，将其视

为检查点与变形监测点进行整体平差计算，并与

其真值比较，采用外精度进行精度统计［１１］。表２

为各步开挖后统计的外精度。

表２　各步开挖后检查点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ｓ

开挖次序 Ｎｏ．１ Ｎｏ．２ Ｎｏ．３ Ｎｏ．４ Ｎｏ．５ Ｎｏ．６ Ｎｏ．７ Ｎｏ．８ Ｎｏ．９ Ｎｏ．１０ Ｎｏ．１１ Ｎｏ．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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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看出，实际检查点精度较高，完全

满足矿体物理模型变形测量精度的要求。本文采

用了近景摄影测量中的多重交向摄影方式及严密

的自检校光束法平差方法，有大量的多余观测值，

测量精度明显高于文献［７］所用的相对定向绝对定

向方法所得到的测量精度（±０．５４７ｍｍ），测量成果

已应用于模型围岩移动和地表变形的力学分析。

２．３　输出成果

输出结果除每一次开挖后变形监测点的三维

坐标外，还有各变形监测点的累积位移量及每一

期的模型全场累积位移矢量图。图５分别为第

１、７、８、１２次开挖后的累积位移矢量图。由计算

的各期各变形监测点的累积位移量，尤其是全场

累积位移矢量图，较好地反映了开挖过程中矿体

模型的变化规律。

图５　开挖后的模型全场累积位移矢量图

Ｆｉｇ．５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ｕｌｌ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３　结　语

　　１）测定的矿体模型位移场规律性好，与试验

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吻合较好，同时获取了各开挖

阶段的影像资料，测定精度满足矿山岩层和地表

移动相似材料模型变形观测所规定的±０．５ｍｍ

的精度要求，为岩土工程研究人员全面分析矿体

模型位移场的应力变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试验

反映了金山店铁矿地下开采与地表民采引起的岩

层移动，其结果对现实情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２）多重交向近景摄影测量技术是一种非接

触式测量手段，特别适合于测量人工标志数量众

多的目标，本文设计的人工标志点影像坐标量测

算法有效地解决了多重交向摄影中像点坐标的量

测问题，提高了测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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