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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分割的气液两相塞状流持液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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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持液率是表征气液两相流动的重要参数之一，受图像噪声干扰，传统基于图像处理的持液率
测量方法难以准确提取气液界面，导致持液率测量误差很大。为此，应用深度学习的语义分割算法，
建立基于 Deeplab V3+的网络模型，并通过塞状流流型采集实验得到的图像数据集对模型进行学习
训练，进而识别并提取塞状流气、液流动区域界面，实现气液两相塞状流持液率的测量。结果表明：
语义分割模型可实现对气液两相流图像的在线提取，并可实现对气相区、液相区及背景区的精确分
割；顶部界面提取获得的持液率偏高，底部界面提取获得的持液率偏低，而平均液膜厚度对应的持
液率与采用 WMS（Wire-mesh Sensors）网格成像传感器测量得到的真实持液率最为接近，最大误差
小于 10％。研究成果为实现持液率的实时监测提供了新的途径。（图 12，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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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liquid plug flow liquid holdup measurement using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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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quid holdu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Affected by the image noise, the
traditional liquid holdup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extract the gas-liquid interface,
resulting in the great error of the liquid holdup measurement. Hence, a network model based on Deeplab V3+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semantic segmentation algorithm of deep learning, which was also trained by the image data set obtained from the slug
flow pattern acquisition experiment, and then the interface of the gas and liquid flow area in the slug flow was identified and
extracted to realiz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iquid holdup of the gas-liquid two-phase slug fl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antic
segmentation model can extract the images of the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online, and accurately divide the gas zone, liquid zone
and background zone. In addition, the liquid holdup obtained by the top interface extraction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at obtained
by the bottom interface extraction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liquid holdup obtained by the average liquid film thickness is the closest
to the true value measured by WMS（Wire-mesh Sensors）grid imaging sensors, with the maximum error less than 10%.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new way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iquid holdup. (12 Figures, 18 References)
Key words: oil-gas field development,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liquid holdup, semantic segmentation, deep learning,
high-speed camera, measurement

在油气田开发过程中，井口产出的气液混合物通

动过程[1]。截面持液率即气相流通面积占总管道截面

过混输管道输送至中心处理站集中处理。由于气液

积的比值，是表征气液两相流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流速及管路结构不同，集输管路中会存在分层流、波浪

研究气液相滑移、计算气液两相流压降及测量气液两

流、段塞流、环状流等多种流动形态，为典型的多相流

相流量通常都依赖于对持液率的准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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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持液率测量方法主要有电容电导探

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是对目标图像每一个像

针法、射线吸收法、层析成像法、高速摄像法等。电

素点进行分类，确定其所属类别。因此，语义分割可准

容电导探针法为介入式测量方法，且只能测得探针

确识别管道背景及管内的气相、液相区域，从而获得准

通过的弦线上的平均持液率，其测量结果受流型影

确的气液界面。目前有学者[15]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模

响很大 [2]。射线吸收法根据伽马射线或 X 射线源的

型对管内流型进行了识别，但还未有学者将语义分割

吸收程度来测量持液率，易受测量介质电导率影响，且

技术应用于两相流研究中。

[3-4]

。层析成像法通

综上，以上倾管塞状流为研究对象，采用 DeepLab

过测量管内气液三维分布来判断流型，具有可视化、非

V3+语义分割模型进行塞状流气、液流动区域的提

存在辐射风险，已被限制推广应用
[5-6]

侵入等优点

，但该方法往往采用大量传感器构建测

取，从而实现持液率的准确在线测量。

量阵列，测量系统复杂，并需要图像重建计算，影响了
图像显示与测量的实时性。高速摄像法采用高速摄像

1

语义分割网络模型构建

仪记录透明测试管段内气液流动图像，通过图像处理
2017 年，Chen 等[16]在 DeepLab V1、V2 的 基 础

获得持液率。该方法中，持液率测量依赖于气液界面
的准确提取，但受光照、视角、距离、折射等因素影响，

上 通 过 增 加 批 正 则 化 层 改 进 ASPP（Atrous Spatial

且气液两相图像存在大量噪声，增加了图像分析处理

Pyramid Pooling）模块，提出了 DeepLab V3 模型。基

的难度。此外，现有图像处理通常用于后续处理，难以

于此，将 DeepLab V3 作为编码器，提取图像的低阶细

实现持液率的实时在线显示。

节特征并将其与 ASPP 输出的高层语义特征融合，进

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与图像语义分割技术发展
迅猛，已广泛应用于无人驾驶、医学诊断、机器人视觉、
遥感图像分析等现实场景

[7-14]

。语义分割是人工智能

图1

一步保留目标的边界细节信息，提出 DeepLab V3+语
义分割模型（图 1）。该模型在保证网络运行速率与鲁
棒性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分割准确度。

DeepLab V3+ 语义分割模型网络结构示意图

Deeplab V3+语义分割模型主要基于编码解码器

进行上采样。上采样过程的执行次数与下采样过程相

结构，编码器架构由骨干网 ResNet101 与 ASPP 模块

同，
以确保最终图像的大小与输入图像相同。最后使用

组成。其中，骨干网通过卷积运算提取图像特征生成

一个像素分类输出层，将每个像素映射到一个特定类，

高级语义特征图；
ASPP 模块利用骨干网得到的高级语

形成编码器-解码器架构，
从而实现语义分割。

义特征图进行多尺度下采样，生成多尺度的特征图，在
编码器尾部将多尺度的高级语义特征图在通道维度上
进行组合，通过 1×1 卷积进行通道降维。解码器部分

2

模型训练及效果评价

将骨干网的低级语义特征通过 1×1 卷积进行通道降

通过流型采集实验获得大量的流动图像数据，建

维，保持与高级语义特征图串联在一起时的比重，增强

立流动图像数据集，对语义分割模型进行训练，从而实

网络学习能力，
再用 3×3 卷积提取特征，
由解码器尾部

现网络权值的收敛。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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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型采集实验

气相的速度高于液相，气液相之间存在剪切应力，在气

通过室内气液两相流实验环道（图 2）开展流动

相拖曳力作用下，气液相界面发生波动，形成界面波。

图像采集实验。实验环道工作介质为空气和水。空

因此，气液界面为一定宽度的带状区域，存在上界面及

气经压缩机进入环道，水箱中的水经泵进入环道，空

下界面，
而非理想清晰的线型界面。气液界面的位置直

气与水的流量分别采用横河涡街气体流量计与艾默

接影响持液率，
为考察气液界面位置对持液率测量结果

生液体质量流量计测量，随后气、液两相混合进入测

的影响，构建了两类数据集，采用 Image Labeler 应用程

试管段。测试管段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成，以便观察

序对图像数据进行标记，
划分出气相、
液相、
背景 3 个区

与记录流型。透明测试段直径 32 mm，距离气液混

域（图 4）
，分别用红色、蓝色及黄色填充。数据集 I 将

合器出口约 150 倍管径，以实现流动充分发展。流型

气液上界面以上区域标记为气相区，
上界面以下区域标

图像采集采用 NAC MEMRECAM HX-7 高速摄像

记为液相区，
用于提取上界面，
获取顶部液膜厚度；
数据

仪，最高采集速度可达 8 500 帧/s。采用气体旁通管

集 II 将气液下界面以上区域标记为气相区，下界面以

道与气体调节阀控制气相流量，采用液体旁通管道与

下区域标记为液相区，用于提取下界面，获取底部液膜

液体调节阀控制液相流量，实验流型为塞状流。

厚度。通过流动图像采集实验共获得 2 类数据集的流
动图像 332 个，其中训练样本 284 个、测试样本 24 个、
验证样本 24 个。实验在管径为 32 mm 的气液两相流
环路上进行，
采集到的图像为原比例，
未进行放大处理。

图2

气液两相流流型采集实验流程图
（a）数据集 I

此外，透明测试段入口端安装有网格成像传感器
（Wire-mesh Sensors，WMS），用于测量管道截面真实
含气率分布，以便于验证语义分割持液率的检测效果。
WMS 由纵横交错的线电极组成，测量时发射电极被
依次激活，所有的采集电极全部处于接收状态，通过时
序电路控制可实现管截面所有节点的快速遍历，从而
获得管截面各个节点的气液分布，通过电导率差值即
可实现管截面成像，从而获得持液率值[17-18]。实验中

（b）数据集 II
图4

采用 16×16 网格电极，每秒成像 10 K。
对高速摄像采集的视频按照一定采样间隔进行图

2.2

气液两相流流型采集实验原始流动图像两类数据集的
标记效果图

网络训练

片截取，获得原始流动图像数据（图 3，其中 L up、L dn 分

以 Matlab 作为开发框架，
计算机硬件中 GPU 配置

别为顶部、底部液膜厚度）
。由于气、液流速不同，通常

为 GTX1080，利用流型采集实验获得的 332 个流动图
像数据样本开展语义分割模型的训练与测试（图 5）
。其
中，Channel、Class 均设为 3，Batch size 设为 4，Epoch
设为 100 个，Lr 设为 0.001。经过模型训练与验证，所
建立的模型精确度超过 95％，
表明了该模型的可靠性。
2.3

语义分割效果评价
利用训练验证的语义分割网络模型，对流型采集

图3
1274

气液两相流流型采集实验采集到的原始流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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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流动图像
（a）训练精确度随训练周期变化曲线

（b）损失函数随训练周期变化曲线
图5

语义分割网络模型学习训练过程曲线

（b）气液下界面

识别。根据液塞区与液膜区测试样本的语义分割效果
（图 6、图 7）可知，图像语义分割以像素级别进行图像
识别与理解，依据图像所含语义信息对每个像素进行
分类标注，所识别的气液上、下界面与原始流动图像高
度吻合，识别效果良好。

（c）气液上界面
图7

（a）原始流动图像

气液两相塞状流液膜区语义分割效果图

3

持液率测量

3.1

测量方法
以实时采集到的图像为输入，利用训练验证的语

义分割网络对其进行识别并提取特征值计算，可以实
现持液率的动态测量，具体步骤为：
①实时采集记录气
液两相流动图像；
②利用训练好的语义分割模型开展
图像识别，输出语义分割图像；
③将语义分割图像旋转
至与管道中心轴水平；
④对管道气、液区域进行提取，
（b）气液下界面

生成测量目标区；
⑤提取像素高度表征液膜厚度，确定
真实液膜厚度，计算得到持液率。
液膜厚度计算式为：

L=

P1
R
P2

（1）

式中：L 为液膜厚度，mm；R 为管道半径，mm；P 1 为语
义分割图上液膜厚度像素值；P 2 为管道半径像素值。
（c）气液上界面
图6

气液两相塞状流液塞区语义分割效果图

由持液率测量目标区（图 8）可知，持液率的计算
公式为：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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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流动图像

图8

气液两相塞状流持液率测量目标区示意图

α
α
α
－ sin cos
2
2
2
H=
π
R－L
α
cos =
2
R
式中：H 为持液率；α 为管道湿周夹角，rad。
3.2

（2）
（3）

测量结果

（b）持液率随管长变化趋势
图 10

气液两相塞状流液塞区语义分割持液率测量结果图

考虑真实液膜厚度介于顶部液膜厚度与底部液膜
厚度之间，故取二者的平均值作为平均液膜厚度。将
提取获得的顶部液膜厚度、底部液膜厚度及计算得到
的平均液膜厚度分别代入式（2）、式（3），即可获得对
应的持液率，分别记为 H up、H dn、H avg。

（a）原始流动图像

管道真实截面持液率由 WMS 测量得到，采用纯
水标定后，通过测量电极节点电阻率即可获得管截面
气液相分布，进而得到对应的持液率 H WMS（图 9）。

（b）持液率随管长变化趋势
图 11 气液两相塞状流液膜区语义分割持液率测量结果图

平均液膜测量的持液率与 WMS 测量结果的误差

E rr 定义为：
图9

E rr=

测试管道 WMS 网格成像持液率分布云图

H avg－H WMS
H WMS

（4）

利用语义分割模型测量并计算得到 24 个测试样

由计算得到的测量结果误差曲线（图 12）可知，最

本的顶部液膜厚度、
底部液膜厚度及平均液膜厚度对应

大测量误差不超过 10％，最大偏差主要发生在液膜与

的持液率，将管长无量纲化，以管长与管径之比作为横

液塞交界处。

坐标，绘制得到对应持液率随管长变化趋势图（图 10、
图 11）
。可见，
在液塞区，管道几乎全为液相占据，3 种
持液率测量结果均与 WMS 测量值接近；
在液膜区，由
于存在气液界面，界面波动会对测量产生很大影响，提
取上界面获得的持液率最大，提取下界面获得的持液
率最小，采用平均液膜厚度获得的持液率居中，且与
WMS 最为接近，符合工程实际的预期。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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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分割的平均液膜测量的持液率结果与 WMS
测量结果的误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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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 system to
monitor gas/liquid two-phase ﬂow in a horizontal pipe[J]. Flow

DeepLab V3+语义分割算法可实现对气液两相流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2001, 12(4): 259-265.

气相区、液相区及背景区的快速识别与精确分割。持

[7] SHELHAMER E, LONG J, DARRELL T. Fully convolutional

液率测量精确度依赖气液界面的准确提取，顶部液膜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测量得到的持液率偏高，底部液膜测量得到的持液率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7, 39(4):

偏低，而平均液膜对应的持液率与 WMS 测量结果最

640-651.

为接近。目前仅对气液两相塞状流进行测试，下一步

[8] 田萱，王亮，丁琪.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综述[J].

可研究该方法对分层、波浪等分离流型的适用性。与

软件学报，2019，30（2）：440-468.

其他基于图像的持液率测量方法类似，对于环状流以

TIAN X, WANG L, DING Q. Review of image semantic

及液塞中卷吸有大量气泡的段塞流等工况，利用该方

segment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J]. Journal of Software,

法测量的难度也很大；
在图像采集中，管壁折射、摄像

2019, 30(2): 440-468.

角度等因素亦会对气液界面准确识别造成影响，今后
可探索修正算法，进一步提高持液率测量精确度。

[9] 张蓉，
赵昆淇，
顾凯.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道路图像语义分割[J].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20，48（7）：1772-1775，
1803.
ZHANG R, ZHAO K Q, GU K. Road image 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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