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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局部化变形的图像特征
徐金明 1，韩娜娜 1，李岩松 2
(1. 上海大学 土木工程系，上海 200072；2. 上海自然博物馆 工程建设指挥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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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室内单轴压缩试验视频图像对石灰岩局部化变形的数字特征进行分析。原始视频在岩石单轴抗压试验
时摄得，根据试验荷载–时间关系曲线得到加载阶段的视频图像并转化为计算机易于识别的视频格式，利用粒子
图像测速技术得到石灰岩试样表面任意时刻任意位置的位移大小，分析不同荷载作用下既有裂纹端点的变化过程
及新生裂隙的萌生和扩展过程，选取单帧图像纹理参数作为石灰岩不同变形状态的数字特征参数，分别使用灰度
直方图和灰度共生矩阵得到石灰岩图像数字特征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既有裂隙端点和新生裂隙的
局部化变形现象非常明显；可以将平稳变形阶段和急剧变形阶段间的分界点作为局部化变形的起始点并据此作为
局部化变形的启动条件；图像纹理特征参数能够较好反映不同荷载阶段的变形状态，可以用于预报局部化变形的
起始时刻。由于图像特征反映岩石的变形破坏过程，该方法将为研究岩体地区局部化变形和地质灾害的细观机制
提供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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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FEATURES OF LOCALIZED DEFORMATION OF LIM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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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gital features of localized deformation of limestone are analyzed by using video images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The original videos were record during the laboratory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The
video images at loading stage were obtained by using load-time relation curves and converted into the video
formats that can be recognized easily by computer. A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 technique was used to
compute the displacements of surface of limestone specimen in any time and in any location. The change history
of tip displacement of the existing fissure was investigated；the processes of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new
fissures were also analyzed. The textural parameters of a single frame were selected as the digital features
reflecting the deformation status of limestone. The change processes of these parameters with time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grayscale histogram and grayscale co-occurrence matrix from video im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enomena of localized deformations of existing and new fissures are much obvious；the dividing
point between stable and rapid deformation stages may be used to determinate the start point and to establish the
initiate conditions for localized deformations；the textural parameters can reasonably reflect the change in the
deformation status of the limestone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stages and may be used to predict the initial time of
localized deformations. Due to the reflection of image features on deformation/failure process of intact rocks or
rock masses，the methods presented herein may provide a new research way of meso-scale mechanisms of the
localized deformation and geological hazards in rock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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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岩石组成不均匀性和非连续性的本质特点。随着

1

引

言

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用 PIV
技术可以快速、经济、准确地获得任意位置任意时刻

外荷作用下岩石变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

的位移大小，更好分析局部化变形的启动条件与变

现局部变形比较大的情况。当变形场极不均匀时，

化特点，对于岩石工程问题精细化研究和岩体地区

某个单元首先破坏并逐步引起其他单元陆续破坏，

地质灾害细观机制分析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因

细观裂隙萌生、扩张、贯通并逐步形成剧烈变形带。

此，本文拟根据单轴压缩试验时摄得的石灰岩视频

岩石破坏过程就是局部化变形发生发展的过程。

图像，利用 PIV 技术计算石灰岩试样表面的全局位

岩石的局部化变形问题，多使用数值方法和解
[1]

析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王小平和徐卫亚 分析了
[2]

应变局部化正则化机制的存在问题。曾亚武等 对

移场，探讨不同荷载作用下既有裂纹端点的变化情
况与新生裂隙的萌生和扩展过程，分析试验过程中
石灰岩图像数字特征参数的变化特点。

岩石试样局部化剪切带形成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吕玺琳等[3]使用分叉理论探讨了剪切带、压缩带和

2

石灰岩位移场的确定

膨胀带的出现条件，分析了临界硬化模量和变形带
方向角的变化特性。王庚荪等[4]使用含剪切带单元

2.1 使用粒子图像测速(PIV)技术确定位移场

模型和破坏面自动寻踪技术模拟了边坡的渐进破坏

2.1.1 原始视频的获得

[5]

过程。钱建固和黄茂松 使用非共轴应变率概念建

石灰岩取自浙江省湖州市白鹤岭边坡，在室内
切割与磨光制成 50 mm×50 mm×50 mm 的试块，抗

立了非共轴本构理论框架。
由于图像特征反映了岩石的变形破坏过程，可

压强度试验采用 YE–2000 型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以使用图像分析方法研究局部化变形问题。比如，

数据采集使用 Smart Test 压力试验机计算机控制系

[6]

杨天鸿等 使用三维不接触测量系统对结构面进行

统，视频图像和静态图像分别使用三星 DIGIMAX

测量，得到了砂岩几何形态数字信息与水力学参数

L50 型摄像机和索尼 T5 型照相机在试样侧立面实

[7]

的定量关系。刘延保等 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分

拍得到，相机镜头到试样的距离大约为 50 cm。

类方法与阈值分割法相结合，提出了花岗岩细观结

2.1.2 原始视频的预处理

[8]

构的图像分析方法。丁秀丽等 由数字图像生成颗

编程计算前对原始视频进行预处理，将原始视

粒流模型，采用二维颗粒流程序对土石混合体进行

频图像解压成 24 色 AVI 格式的图像文件。解压之

[9]

了双轴压缩试验的数值模拟。赵毅鑫等 通过失稳

后，各视频图像大小为 480 像素×640 像素，播放

破坏前兆信息的对比研究，得到不同煤岩组合体失

帧率为 30.0 帧/s，拍摄历时为 18.600～147.433 s，

稳破坏过程中红外热像、声发射能谱及不同部位应

帧数为 558～4 423 帧。

变的变化规律。J. M. Kemeny 等

[10]

使用数字图像处

由于视频拍摄与加压过程不完全同步、加压起

理 技 术 分 析 了 视 频 图 像 中 的 岩 石 破 碎 程 度 。 K.

始时间与视频摄制开始时间并不一致，根据视频拍

[11]

Sobhan 等 利用相关匹配方法分析了岩土材料三轴
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应变变化。J. M. Xu 等

[12， 13]

使

用图像边缘检测技术和数学形态学方法探讨了岩
石中的流体包裹体分布。尹小涛等

[14]

利用形态学处

理技术分析了砂岩试样裂纹的演化过程。D. White
等

[15]

将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简

称 PIV)技术与离心机试验结合，进行了基础不均匀

摄延时、实际加载延时和试验结束时刻计算视频中
各帧图像的具体时刻。
2.1.3 位移场的计算
采用最大相关法对不同桢图像进行匹配，2 帧
图像中各像素块的实际位移为
ds = δ d x2 + d y2

(1)

沉降的位移量测。最近，徐金明等[16]结合数字图像

式中：d x ，d y 分别为 x，y 方向像素位移分量；δ 为

处理和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初步实现了单轴压缩条

单个像素代表的实际长度。

件下石灰岩表面的位移计算。
图像特征分析方法将全局变形问题和局部变形
问题统一起来，用于研究局部化变形问题能更好体

考虑到位移计算结果的可比性和计算方法的通
用性，研究时使用 PIV 技术、结合 MatPIV 公开源
码[17]并编制程序来实现位移场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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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IV 技术计算位移时，以样品附近不动点
作为参考点，通过图像模式匹配和相关分析得到不
同时刻任意两幅图像间的相对位移场；在获得初始
位移、初始信噪比、初始峰高滤波后，通过滤波和
插值计算得到整数像素点的位移，使用相邻像素位
移与拟合方法得到非整数像素点位移；对于非正常
位移和离群位移，使用不同滤波器进行处理：用信
图2

噪比滤波器来过滤不符合信噪比指定范围的位移，

Fig.2

用峰高滤波器移除匹配相关系数过小的位移，用全

位移分析时 5 个点在样品中的位置

Locations of five points in specimen for displacement
analysis

局滤波器移除明显很大或明显很小的位移，用局部
滤波器移除与邻域位移向量相差过大的离群位移。
2.2 石灰岩位移场的主要特征
使用上述方法，可以得到任意时刻任意位置的
总位移/mm

石灰岩试样表面位移。下面以石灰岩试样 DY2–1
为例，说明这些表面位移的变化特点。
2.2.1 任意时刻位移场的主要特征
石灰岩试样 DY2–1 在 16.7 s 时的位移场见图 1。
为清楚起见，图 1 只标出了位移矢量的相对大小、
没有标出总位移大小。由图 1 可知，由于试样右侧
裂纹比左侧裂纹更为发育，右侧位移明显比左侧位

时间/s

移要大，在外荷作用下试样不同位置总的移动方向

图3

是向下的；在下端，由于固定边界的约束，颗粒移

Fig.3

动为向右下角展开。在 16.7 s 时试样中的总位移在

不同位置总位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Variation curves of total displacement with time at
different locations

右下角达到最大值(1.750 4 mm)，与实际观测结果
化平稳、但在 15 s 后变化很大。15 s 后，位于样品

基本一致。

下部的点 B，D 总位移一直增大、直到样品在 18 s
在样品中的 y 轴位置/像素

时达到破坏；位于样品上部的点 A，C 总位移变动
幅度很大；而位于样品中部的点 E，总位移大小介
于上部和下部之间，总位移变动幅度也较大。这说
明，样品破坏应该是从下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至
全部样品，这种变形破坏过程与肉眼观察到的视频
情况基本一致。
在样品中的 x 轴位置/像素

图1
Fig.1

石灰岩试样 DY2–1 在 16.7 s 时的位移场

Displacement field of specimen DY2–1 at the time of
16.7 s

3

裂隙的变化过程

3.1 既有裂隙变化过程
图 4 为右侧一个既有裂隙端点的运动过程，由

2.2.2 任意位置的位移变化

图 4 可知，在整个试样变形破坏的 18 s 时间内，既

选取试样上不同位置的 5 个点来分析不同时刻

有裂隙端点的变形开始比较平稳(前 44 点、相当于

的位移大小。5 个点分别为左上中点 A，左下中点

14.7 s 之前)；但在 14.7 s 之后，端点移动速度急速

B，右上中点 C，右下中点 D 和中心点 E，各点在

加快、并在 3.3 s 之后样品发生破坏。还可看到，这

样品中的位置见图 2。

一既有裂隙位于样品临空面附近(见图 4(a))，在即

图 3 为点 A，B，C，D，E 的总位移随时间的

将快速移动时裂隙端点恰恰位于原样品的边缘，而

变化曲线。由图 3 可知，各点总位移在 15 s 前变

快速移动时端点迅速移向原来的临空面(各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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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品中的 x 轴位置/mm

在样品中的 x 轴位置/mm

(a) 端点在原图中

在样品中的 y 轴位置/mm

Fig.5

图 5 新生裂隙中心点运动过程
Movement process of center of a new fissure

之间)，这与肉眼观察到的变形破坏过程也基本吻
合。

4
在样品中的 x 轴位置/mm
(b) 端点放大后

图4
Fig.4

(b) 中心点放大后

既有裂隙端点运动过程

Movement process of tip of an existing fissure

图像数字特征参数的变化过程
由于纹理参数反映了图像特征的局部变化模

式，本文选取纹理参数作为石灰岩不同变形状态的
数字特征参数，分别使用灰度直方图和灰度共生矩
阵计算不同时刻图像的数字特征参数。
4.1 图像数字特征参数计算方法

图 4(b)中 0～50.0 mm 之间)，这与肉眼观察到的变
形破坏过程基本吻合。
3.2 新生裂隙的萌生和扩展过程
图 5 为试样右侧中部附近一个新生裂隙中心点
的运动过程，由图 5 可知，在整个试样变形破坏的
18 s 时间内，新生裂隙端点变形规律与既有裂隙基
本一致，即在开始阶段的 14.7 s 比较平稳、但在
14.7 s 之后移动速度加快直至样品发生破坏。同时，
这一新生裂隙位于样品右部中间(见图 5(a))，即使
在样品完全破坏之后(18 s 后)，新生裂隙仍然位于

在样品中的 y 轴位置/mm

样品原来范围之内(图 5(b)中水平轴上 0～50.0 mm

基于灰度直方图的图像纹理参数计算公式为
L −1

h1 = ∑ zi p ( fi )

(2)

i =0

h2 =

L −1

∑( f
i =0

i

− m) 2 p ( f i )

h3 = 1 − 1 / (1 + s 2 )

(3)
(4)

L −1

h4 = ∑ ( f i − m)3 p( f i )

(5)

i =0

L −1

h5 = ∑ p 2 ( f i )

(6)

i =0

式中： h1 为均值， h2 为标准差， h3 为平滑度， h4 为
3 阶矩， h5 为一致性指标，L 为图像总灰度级数，
p( fi ) 为图像直方图上灰度级 fi 的分布密度，zi 为灰
度直方图上的第 i 个灰度值，m = h1，s = h2。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图像纹理参数计算公式为
N

N

g1 = ∑∑ p 2 (i，j )

(7)

i =1 j =1

在样品中的 x 轴位置/mm
(a) 中心点在原图中

N
⎡N N
⎤
g 2 = ∑ (i − j )2 ⎢ ∑∑ p 2 (i，j ) ⎥
n =1
⎣ i =1 j =1
⎦
⎡N N
⎤
g3 = ⎢ ∑∑ ijp(i，j ) − µ1 µ2 ⎥ (σ 12σ 22 )
⎣ i =1 j =1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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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g 4 = ∑∑ p (i，j ) / (i − j ) k (i ≠ j )

(10)

i =1 j =1

N

N

g5 = −∑∑ p (i，j ) log 2 p (i，j )

(11)

i =1 j =1

其中，

图 7 为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参数随时间的
变化情况。由图 7 可知，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
参数，也是 13 s 之前比较平稳、13 s 后变化明显，
同样反映了岩石的变形状态并可以起到“预报”急
剧变形的作用。在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 5 个纹理参

N

µ1 = ∑ i ∑ p(i，j )

数中，对比度 g 2 、相关度 g3 和逆差矩 g 4 的变化更
为明显、并且在破坏之前的 1 s(17 s 时)出现了极为
剧烈的变化。
(12)

式(7)～(12)中：g1，g2，g3，g4，g5 分别为二阶矩、
对比度、相关度、逆差矩和熵；p(i，j)为归一化的
灰度共生矩阵。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8]，构造灰度共生矩阵时取
像素间距为 4，并采用 0°
，45°
，90°
，135°
这4个
方向的平均值作为灰度共生矩阵的元素。
4.2 不同加载时刻的图像数字特征参数
为便于比较，各纹理参数使用最大最小值归一
化法进行处理。图 6 为基于直方图的纹理参数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由图 6 可知，基于直方图的纹理参
数，在开始的 13 s 时间内变化比较平稳、但在 13 s
后所有参数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变化时刻比裂隙
开始扩展的时刻(14.7 s)提前，这说明基于直方图的
纹理参数可以起到“预报”急剧变形的作用、可以
较好反映岩石的变形状态。从图 6 还可以看出，在基
于直方图的 5 个纹理参数中，均值 h1 和一致性指标
h5 (尤其是 h5 )的变化更为明显。

g4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参数

⎫
⎪
i =1 j =1
⎪
⎪
N
N
σ 12 = ∑ (i − µ1 )2 ∑ p(i，j ) ⎪
⎪⎪
i =1
j =1
⎬
N
N
⎪
µ2 = ∑ j ∑ p(i，j )
⎪
j =1
i =1
⎪
N
N
⎪
σ 22 = ∑ ( j − µ2 )2 ∑ p(i，j ) ⎪
⎪⎭
j =1
i =1
N

g2

g3

g5
g1

时间/s

图 7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Fig.7 Variations in textural parameters with time based on
grayscale co-occurrence matrix

5

讨

论

(1) 使用石灰岩视频图像计算局部化变形时，
视频图像必须处理成计算机易于辨认的格式；在计
算视频中各帧图像的具体时刻时要注意视频拍摄与
加压过程不完全同步的问题。
(2) 使用粒子测速技术虽然可以较快地获得试
验视频的全场位移、可以反映岩石颗粒组成的本质特
点、还可以将宏观分析与局部变形问题有效结合起
来，但在具体编程计算时必须注意参考点的正确性。
(3) 对于既有裂隙端点和新生裂隙，使用粒子
测速技术得到的局部化变形现象非常明显。如何将

基于直方图的纹理参数

h1

这些现象与已有局部化变形理论、与岩石宏观破坏
标准有效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h5

(4) 基于直方图和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参数，
反映了岩石变形过程中的局部模式，可以较好反映
h4

h2

岩石的变形状态并可以起到“预报”急剧变形的作
用，对局部化变形分析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
建立局部化变形的数字特征参数体系并进而建立相

h3

时间/s

图6
Fig.6

基于直方图的纹理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Variations in textural parameters with time based on
histogram

应的细观判别标准，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 本文方法可用于三轴加载条件下局部化变
形的图像特征研究，但三轴加载是一个空间问题；
推广应用时，必须考虑三维研究中不同于二维分析
的特点，比如：必须考虑不同位置的照度条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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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坐标系中灰度的相关关系、多个摄像机同时工作
时的结果校正等。

• 2115 •

Engineering，2006，25(6)：1 259–1 264.(in Chinese))
[6]

杨天鸿，于庆磊，陈仕阔，等. 范各庄煤矿砂岩岩体结构数字识别
及参数表征[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9，28(12)：2 482–2 489.
(YANG Tianhong，YU Qinglei，CHEN Shikuo，et al. Rock mass

6

结

论

structure digital recognition and hydro-mechanical parameters
characterization of sandstone in Fangezhuang coal mine[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9，28(12)：2 482–

(1) 本文根据石灰岩单轴压缩试验时的视频图
像，通过图像模式匹配和相关分析得到不同时刻任
意两幅图像间的相对位移场，通过滤波和插值计算
得到任意位置的位移大小，使用粒子测速技术得到
了岩石表面不同时刻任意位置的位移分布。
(2) 对于既有裂隙端点和新生裂隙，使用粒子
测速技术得到的局部化变形现象非常明显，可以将
平稳和急剧变形阶段的分界点作为局部化变形的起
始点并据此作为局部化变形的启动条件。
(3) 图像纹理参数，可以较好反映岩石的变形
状态并用于“预报”局部化变形的起始时刻，还可
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局部化变形的数字特征参数体系
与细观变化评判标准。
(4) 由于图像特征反映了岩石的变形破坏机制
和岩石中各种裂隙的变化过程，本文提出的石灰岩
局部化变形图像特征分析方法，将全局变形问题和
局部变形问题统一起来，为岩石工程问题精细化研
究和岩体地区地质灾害细观机制分析提供了一条新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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