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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检测技术在确定流体包裹体迹线中的应用
徐金明，赵晓波
(上海大学 土木工程系，上海 200072)

摘要：岩体裂隙中大量存在着流体包裹体，它们是流体包裹体迹面和流体包裹体迹线的组成成分。具有不同几何
和形态参数的微观成分和显微构造记录岩体变形和破坏过程的重要信息。把冷热台中显微镜摄得的数字图像作为
原始图像并转换成相应的灰度图像，采用四叉树分解和区域分割等方法把整个图像分解成多个子块，使用拐点与
导数判定等方法检测流体包裹体，使用膨胀与腐蚀等数学形态学方法判定包裹体边界，经过重新定位后得到单个
包裹体在整体坐标系中的位置信息，根据包裹体几何参数与最小二乘法获得了流体包裹体迹线及其形态和几何参
数。这些处理过程均通过编制的应用程序在计算机中自动实现。由于流体包裹体迹线反映岩体中显微裂隙的一些
特性、显微构造与宏观构造又具有一定的成生联系，因此，研究结果将为研究岩体地区各种地质现象变化过程的
微观机制提供较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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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LUID INCLUSION LINES USING
EDGE-DETECTION TECHNIQUE
XU Jinming，ZHAO Xiaob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China)

Abstract：Fluid inclusions(FI) are widely spread in microcracks and composed of fluid inclusion planes(FIP)
and fluid inclusion lines(FIL) — the intersections of FIP with some observed planes. These microscopic
compositions(FI) or structures(FIP and FIL) with different geometrical and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may record
the history of deformations and/or fractures in rocks. The original images are obtained from a camera on a
heating-freezing stage. These images are first transformed into gray images and broken into blocks by image
segmentations. For each block，the inflection point，derivative and color-based methods are all used to detect the
edges for each fluid inclusion. The Roberts，Prewitt and Sobel algorithms are used in the inflection point. The LOG
and Canny algorithms are used in the derivative method. In order to get better boundaries，the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analyses are used to extend edges，connect discontinuous points，fill pores in outlines，eliminate
irrelative parts，smoothen projecting parts and aggregate the smaller inclusions into big ones. The inflation，
erosion，seed-filling，boundary connection，smoothening methods are used in the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analysis. After re-orientation for each block，edge points and lines are ascertained in the global coordinat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inclusions from edge detection，especially from the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analysis，FILs and their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re finally obtained with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The geometrical properties include positions，areas and long-axis directions.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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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and width. All of these procedures are coded into a program. Due to the reflection of FIL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racks and the forma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icro- and macro-structures，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may theoretically provide a good foundation to reveal the micromechanics of the change
process for different geological phenomena in rock area.
Key words：rock mechanics；fluid inclusion；edge detection；geometrical and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fluid
inclusion lines

1

引

言

已有大量文献对岩体宏观性质进行了研究，也
有一些报道分析了岩体的微观和细观特征。数字图
，2]

像分析技术已被用于岩体裂隙测量与分析[1

、岩石

[3]

试件损伤演化研究 ，M. Lemy 和 J. Hadjigeorgiou[4]
使用分解算法和边缘检测技术对岩石露头中的不连
续面进行了研究，岳中琦等[5]提出了结合数字图像
处理和传统有限元技术的花岗岩细观结构有限元分

图1
Fig.1

获得岩体中流体包裹体数字图像的仪器装置

Equipment to obtain an original image of fluid inclusion
in rock

析方法，林为人等[6]研究了花岗岩中的流体包裹体
及微小裂缝形成机制。但总而言之，关于岩体微观

识别、数学形态学处理、信息提取与归并等方法。

特征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其中，包裹体识别是这一处理过程的基础，而数学

岩体裂隙中存在着大量微观成分——流体包裹
体，流体包裹体迹面是微观意义上的岩体裂隙面
[7，8]

形态学处理则使处理结果更为完善。
虽然单个流体包裹体有很多分析参数(如面积、

，岩体包裹体迹线则是这些流体包裹体迹

形状、长短轴等形态参数，形心坐标、长轴与坐标

面与观察面的交线(FIL)。这些微观成分和显微构造

轴夹角等几何参数[12])，实际处理时只考虑长度、宽

反映了岩体裂隙走向、长度、宽度等方面的特征，

度、丰度、迹线夹角或距离等主要几个参数。

(FIP)

[9]

记录了岩体变形和破坏过程的信息 。通过对流体
包裹体的几何和形态参数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定量
估计流体包裹体迹线位置及其平面分布

[10]

。由于流

2.1 图像前处理
由显微镜所摄图像是大小为 M×N×3(M，N 均为
整数)像素的 RGB 格式彩色图像。为便于后续处理，

体包裹体迹线反映了岩体中显微裂隙的一些特性、

将原始图像转换成灰度级为 0～255、灰度函数为

显微构造与宏观构造又具有一定的成生联系，因此，

f (x，y) (x，y 为图像中的像素位置)的灰度图像，转

使用图像分析中的边缘检测技术确定流体包裹体迹

换后的图像见图 2。

线，将为分析岩体地区各种地质现象的微观机制提
供较好的理论基础。
本文以冷热台中显微镜摄得的一幅流体包裹体
原始数字图像(见图 1)处理过程为例，使用边缘检测
等图像处理方法提取流体包裹体几何和形态参数、
模拟流体包裹体迹线。所有处理过程通过 MATLAB

2

流体包裹体边缘检测

20 µm

平台下作者[11]自编的专门程序自动实现。

20 µm

为了较好地获得单个包裹体的边缘与边界，可
以采用图像转换、图像增强、图像分割、包裹体

图2
Fig.2

原始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
Gray image from origi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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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削弱背景、凸出包裹体，使用图像增强手
段处理，灰度增强后的图像见图 3。

2007 年

体的边缘检测结果见图 5。由图 5 可知，使用颜色
差异方法确定包裹体，识别效果比常规方法边缘检

20 µm

20 µm

测要差一些。

20 µm

20 µm

图3

灰度增强后的图像

Fig.3

图5

Gray-enhanced image

由于整张图片的信息量较大，因此，按一定标
准分割图像。本次研究采用的分割方法包括四叉树

Fig.5

颜色差异处理后的图像

Image treated by color-differences

2.3 流体包裹体图像的数学形态学处理
对于边缘检测之后流体包裹体某些轮廓线轮廓

分解法与区域分割法。

出现间断或不光滑的情况，进行数学形态学处理。

2.2 流体包裹体识别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边缘连接、边界连通和平滑技术

流体包裹体识别采用常规边缘检测方法和颜色
差异方法。

方法进行数学形态学处理。
边缘连接时，利用膨胀腐蚀方法扩充边缘并连

对每一子块，使用拐点判定法中的 Roberts 算

接间断点，轮廓内空洞采用种子填充方法填补。边

法、Prewitt 算法、Sobel 算法和导数判定法中的 LOG

界连通时，将流体包裹体与边界分离、保留流体包

[13]

算子、Canny 算法

来判定流体包裹体边缘。由此

可以发现，Canny 算法的边缘检测结果比其他方法

处理。
数学形态学分析后的图像见图 6。

20 µm

20 µm

更为精细一些。常规边缘检测后的图像见图 4。

裹体与背景分界线。轮廓线突出部分采用平滑技术

20 µm

20 µm

图4
Fig.4

常规边缘检测后的图像
Edge-detected image

根据颜色差异识别包裹体时，首先将图像从

图6
Fig.6

数学形态学分析后的图像

Images after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analysis

2.4 信息提取与归并

RGB 颜色空间转化成 HIS 颜色空间 ，然后根据所

边缘连接之后，将各个子块按整体坐标重新定

设阈值分离出包裹体。基于颜色差异方法识别包裹

位，将图片中单个流体包裹体几何和形态参数分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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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表中距迹线距离是指流体包裹体形心到迹

出来并存储在相应数组之中。
为减少计算量而又不至于使结果失真，存储时

线的距离。

将邻近较小包裹体聚合成一个较大包裹体、将大包
表1

裹体附近的小包裹体聚合于较大包裹体。
Table 1

流体包裹体迹线的确定

3

流体包裹体迹线的包裹体形态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for fluid inclusion lines

流体包裹体

流体包裹体 距迹线最大距 距迹线最小距 距迹线平均

形态参数

总数

离/µm

离/µm

距离/µm

FIL01

16

2.91

0.11

0.72

利用流体包裹体形心坐标可以估算出流体包裹

FIL02

77

20.45

0.13

7.09

体迹线位置。估算时，首先只考虑单个包裹体形心

FIL03

63

25.58

0.16

7.95

，求出各包

FIL04

49

32.80

1.03

14.21

裹体形心 g i (x，y)到 S1 的距离 d i ，然后以各流体包

FIL05

46

20.51

0.14

6.95

3.1 流体包裹体迹线拟合

坐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一条曲线 S1

[15]

裹体的面积 Ai 、长轴方向 θ1i 、距离 d i 为自变量构造
权函数 {ω i }(i = 1，2，L， n) ，最后以各包裹体形

心坐标 g i (x，y)为点集、以 ω i 为权函数再由带权函
数的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 S * ( x) ：
S * ( x) = ∑ a Pk ( x)

(1)

k =1

值， ρ 为流体包裹体迹线单位长度上的流体包裹体

n

( f，Pk )
=
( Pk，Pk )

体包裹体迹线的弧长，B 为根据等面积法确定的流
体包裹体迹线两侧中流体包裹体最外侧宽度的平均

其中，
a k* =

根据所得拟合曲线可得长度 S、拟合宽度 B、
平均丰度 ρ 等流体包裹体迹线参数(见表 2)，S 为流

n

*
k

3.2 流体包裹体迹线特征

∑ω

i

面积( ρ 由丰度 ρ 计算得到，而 ρ 是将包裹体面积

f i Pk ( xi )

i =1
n

∑ ω i p k2 ( xi )

(2)

Ai 投影到 S*上所得到的一个参数)。

i =1

式中： a 为第 k 个基函数系数；ωi(i=1， 2，L，n )
*
k

为权函数； Pk ( xi ) 为带权{ωi}的正交多项式(k = 1，

表2
Table 2

流体包裹体迹线的特征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FIL

流体包裹体迹线

长度/µm

拟合宽度/µm

平均丰度/%

拟合出的流体包裹体迹线如图 7 所示。图 7 中

FIL01

99.2

12.8

1.6

流体包裹体迹线 FIL01～FIL05 的包裹体形态参数

FIL02

247.7

69.8

11.9

FIL03

251.5

78.3

8.7

FIL04

158.8

72.0

12.5

FIL05

216.0

76.8

10.7

距离/像素

2，L，m − 1 )，m 为多项式 Pk ( xi ) 的个数。

流体包裹体迹线位置关系可分为相交的 A 型迹
线、平行或大致平行的 B 型迹线。图 8 所示为流体
包裹体迹线距离及相交迹线夹角平分线的平面分布
情况，表 3 所示为流体包裹体迹线夹角统计表，表
4 所示为流体包裹体平行迹线距离统计表。

由图 8 可知，与 B 型迹线相比，A 型迹线分布
距离/像素

图7
Fig.7

流体包裹体迹线图

Images of fluid inclusion lines

较密、宽度稍短、贯通性稍好。与区域地质资料[16]
对比后发现，A 型迹线主要是由岩体错动、剪压作
用形成，而 B 型迹线通常由构造张裂作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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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距离/像素

(1) 本文将冷热台中显微镜所摄原始数字图像

转换成灰度图后，采用图像分割方法把图像分解成
许多子块，对各子块通过拐点判定法、导数判定法
等边缘检测技术识别流体包裹体，使用膨胀腐蚀、
种子填充、边界连通、平滑处理等技术解决了包裹
体突出与间断问题，根据包裹体几何参数及最小二
乘法获得了流体包裹体迹线的形态和几何参数。

距离/像素

(2) 使用边缘检测技术分析流体包裹体数字图

(a) 两平行迹线

像，可以确定岩体中流体包裹体迹线的位置与分布，
为研究不同类型与不同性质结构面的微观特征打下
了较好的基础。
距离/像素

(3) 本文初步探讨了流体包裹体迹线位置组合

情况与裂隙性质的关系，所得流体包裹体迹线能较
好地反映岩体裂隙的一些特征，不同类型、分布的
流体包裹体迹线与岩体裂隙类型与分布具有一定的
对应关系。
(4) 对岩体中流体包裹体数字图像进行边缘检

测等数字图像分析方法来估计流体包裹体迹线的工
距离/像素

作才刚刚起步，诸如宏观、细观和微观关系等问题

(b) 两相交迹线

图8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本文方法将为分析岩体地区

流体包裹体迹线之间的关系

Fig.8

地质现象微观机制提供较好的理论基础。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Ls

致谢
表3
Table 3
流体包裹

流体包裹体迹线的夹角统计表

学地下建筑与工程系刘 斌教授提供，特此感谢！
(°)

Intersection angles between FIL

FIL01

FIL02

FIL03

FIL04

FIL05

FIL01

0.0

0.0

0.0

82.1

63.0

FIL02

0.0

0.0

0.0

83.5

76.7

FIL03

0.0

0.0

0.0

43.1

83.7

FIL04

82.1

0.0

43.1

0.0

0.0

FIL05

63.0

76.7

83.7

0.0

0.0

体迹线

本文所用流体包裹体图片资料由上海同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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