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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试验视频图像的花岗岩细观组分运动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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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轴压缩条件下花岗岩中不同细观组分的运动过程对花岗岩变形破坏过程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用视
频图像处理技术进行研究。根据花岗岩试件室内常规单轴压缩试验时摄取的试验视频，在提取单帧图像、进行灰
度化和二值化处理基础上，得到试样中石英、长石、黑云母的实际分布，用 Fourier 变换指数评价这些细观组分的
形状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使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得到不同时刻、不同细观组分的位移情况，研究细观组
分的运动方向、破坏顺序及其与岩石变形破坏过程的关系。结果表明，Fourier 变换指数可以用于定量评价花岗岩
细观组分的形状特征和细观组分形状的改变过程；在单轴受压过程中，不同细观组分发生明显变形的先后顺序是
黑云母、长石、石英；细观组分的运动方向主要是垂直于加荷方向。本文研究成果对于分析岩石变形破坏机理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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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movements of meso-compositions of granite specimen
using video im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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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s of various meso-compositions of granite specime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the deformation/failure process of rock material and can be performed using the video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 the current study，the video images were photographed during the laboratory axial
compression test. The frame imag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original video recordings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grayscale and binary ones. The actual distributions of the quartz，feldspar，and biotite existed on the specimen
were pin-pointed according to the image features of the corresponding compositions. The Fourier transform based
shape indices were then used to describe the geometry features and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the indices with
time. The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technique was thereafter used to compute the displacements of various
meso-compositions at different tim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eformation/failure of the specimen and the
movement directions/sequences of the meso-compositions were also explored. It shows that Fourier indices may
effectively quantify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hanges of meso-materials on the granite specimen. During
the axial compression，the failure of the meso-compositions in the granite specimen were in sequence of biotite，
feldspar，and quartz. The components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al load were the principal parts of the displacements
in these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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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未能充分刻画形状变化的细节，而颗粒形状变

1

引

言

化研究也没有与变形破坏过程有效结合起来。由于
细观组分运动过程通常在试验视频图像中能够反映

花岗岩主要由长石、石英和黑云母等细观组分

出来、Fourier 变换指数可以刻画运动过程中细观组

组成，这些细观组分的分布特征、运动过程，对花

分形态变化的细节，因此，本文拟根据花岗岩单轴

岗岩宏观力学性状具有重要影响。从细观尺度出发，

压缩试验视频，在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和二值化处理

分析花岗岩中不同细观组分与岩石变形破坏过程的

基础上，使用 Fourier 变换指数来描述不同细观组分

关系，对研究花岗岩的变形破坏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的形状，研究变形破坏过程中试件表面不同细观组

近年来，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研究岩石的变

分的移动过程。

[1]

形破坏问题有了很大进展。W. J. Xu 等 使用数字图
像处理技术研究了土石混合体内部的细观结构特

2

花岗岩细观成分的提取

征，分析了土石混合体块石含量与抗剪强度的关系。
M. C. Weng 等[2]研究了受力状态下砂岩变形及细观
[3]

组分的运动。温世亿等 研究了岩石微细结构与宏
[4]

观力学行为的关系。刘招伟和李元海 对岩石试件
[5]

2.1 原始视频的获取
本次研究所用的花岗岩取自浙江省湖州市的白
鹤岭边坡。将现场岩块在室内切割、磨平，制成 50

的变形破裂进行了研究。朱泽奇等 利用图像处理

mm×50 mm×50 mm 的试块，将 HDR-CX150E 型

技术研究了岩石破坏过程中的应力集中现象。徐金

Sony 摄像机安装于试块的正前方。对试块进行等速

明等[6]根据试验视频图像和粒子图像测速技术研究

度均匀加载。

了石灰岩中既有裂纹端点的变化过程及新生裂隙的

室内单轴压缩试验时，进行了试验过程的全程

萌生扩展过程。陈中一等[7]使用室内试验视频图像

摄录，获得了 MTS 格式的试验视频与相应的应力–

和多目标跟踪技术分析了变形破坏过程时岩石中多

应变曲线(见图 1)。

条裂隙长度、宽度、面积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于庆

60

磊等 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研究了花岗岩细观结

50

构及其对岩石变形和强度的影响。陈 沙等[9]基于数

40

字图像处理技术提出一种非均质岩土工程结构的二
维数字分析方法。J. M. Xu 等[10]使用粒子测速技术

应力/MPa

[8]

30
20
10

研究了石灰岩中的应变场。J. J. Charles 等[11]提出了

0
0.00

使用图像数 字特征进行岩石分类的方法。T. L.

0.02

0.03

0.04

0.05

应变

Nguyen 等[12]通过改进传统的数字图像相关方法，
得到了单轴压缩条件下那不勒斯凝灰岩数字图像中

0.01

图1
Fig.1

花岗岩的应力–应变曲线

Stress-strain curve of granite specimen

倾斜裂纹在时域和空域中的演变过程。B. Grasemann
2.2 静态帧图像的获取

等[13]研究了长石、黑云母与断裂方向的关系。
岩石变形破坏过程与岩石中细观组分颗粒的形

研究时，将 MTS 格式的原始试验视频转化为

状变化有关。而颗粒形状特征常用边界特征法、几

可读格式(AVI 格式)的视频图像。视频图像总时间

何参数法、矩特征参数法、Fourier 变换参数(Fourier

为 315 s，摄制帧率为 25 帧/s，共 7 892 帧单帧图像

指数)来表征。Fourier 变换形状描述法将二维问题

(静态图像)。视频图像中某一时刻的单帧图像如图 2

转化为一维问题处理，可以大大减少计算工作量。

所示。对每一单帧图像，只截取试块中的一个正方

R. Wettimuny 和 D. Penumadu

[14]

用 Fourier 指数描

述了不同图形的形状特征。J. P. Macsleyne 等

[15]

提

出了使用图像特征识别颗粒形状的方法。L. B.
[16]

Wang 等

采用 Fourier 指数对颗粒形状进行了定量

描述。章志勇等

[17]

把多尺度通用 Fourier 描述子应

用于灰度图像检索系统的研究。
已有研究中，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研究岩石
变形破坏时对颗粒(细观组分)形状变化的重视不

形区域用于岩石裂纹处变形研究。正方形区域的像
素坐标分别为(1 200，800)，(1 200，1 280)，(1 680，
1 280)，(1 680，800)。图像中每一像素的实际宽度
为 0.077 mm，即 0.077 mm/pixel，正方形的边长是
24 mm。
肉眼辨识出样品花岗岩的 3 种矿物成分：云母
(主要为黑色)、石英(主要为白色)和长石(主要为灰
白色)，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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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颗粒形状 Fourier 变换指数的计算

50

某一时刻图像中的对象，可以使用数字特征来

Y/mm

40

描述。常用的数字特征包括像素统计特征、边缘特

30

征和区域特征等。安晨昊等[18]使用圆形度、内切圆

20

半径和离散指数描述花岗岩不同细观组分颗粒的形
状特征。马少鹏等[19]使用灰度相关性描述了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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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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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破坏过程。本文将用 Fourier 变换指数来定量描

90

述任一时刻、任一单帧图像中细观组分的形状特征。

X/mm

图像对象边界上的任意一点(X，Y)，可以使用

图2

视频中一幅单帧图像

Fig.2

A frame in video image

极坐标来表示(见图 5)。封闭边界可以表示为 Fourier
级数：


R( )  a0   [am cos(m )  bm sin(m )]

(1a)

m 1

Y/mm

其中，

a0 

1 2
R( )d
2 0

(1b)

式中：R(θ)为颗粒的直径；am，bm(m = 1，2，…)
为 Fourier 展开系数；a0 为颗粒形状的平均直径，m

X/mm

为变量 a，b 的总数，反映了颗粒边界形状的复杂程

图 3 截取区域的灰度图像
Fig.3 Cropped regions in grayscale image

3

度(m 越大、边缘越是凹凸不平)。

基于 Fourier 指数变化的颗粒形状
的变化过程

式(1)中，R(θ)随角度 θ (0＜θ＜2π)的改变而改
变。某一对象边界的全局和细部特征可分别用低阶
和高阶 Fourier 指数描述。若 m 不是无限大(比如 n3)，
则可定义 3 个 Fourier 变换指数：

3.1 细观组分分布的确定
花岗岩中的细观组分(长石、石英和黑云母)是
单帧图像中的图像对象，其实际分布可以利用灰度
分界阈值法得到。对于任一单帧图像，使用点选与
统计法获得黑云母–石英、长石–石英之间的区分
阈值为 84 和 145，把像素值大小分成[0，84)，[84，
145)和[145，255]三个区间，得到黑云母、石英和长
石分布的二值图像，如图 4 所示。

(a) 黑云母

(b) 石英

图4
Fig.4



m 1


m  n1  n2

F2   Am 
m  n1 1


m  n3
F3   Am 

m  n1  n2 1

n1

F1   Am

(c) 长石

花岗岩中不同细观组分的分布

Distributions of meso-compositions on surface of granite specimen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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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扁圆程度，颗粒越扁长、形状系数就越大，颗
粒越接近于圆形、形状系数就越小。棱角指数详尽
R()

说明了颗粒外形的突出情况，颗粒表面棱角突出越
多、棱角指数越大。纹理系数则是棱角指数基础上



对颗粒形状的细致刻画。由于 n1，n2，n3 的可变动
性，Fourier 变换指数可以有效描述花岗岩中不同细
观组分颗粒的形状特征。
式(2)中 n1，n2，n3 与 Fourier 变换指数之间的
关系见图 6。由图 6(a)可知，F1 随着 n1 的增大而增

Fig.5

图 5 图像对象边界的 Fourier 变换
Description of Fourier transform for boundary of an
image object

大：n1=5 时曲线开始变缓，n1＞5 时 n1 的改变对 F1
的影响减小，可取 n1= 5；由图 6(b)可知，F2 在 n2 =

20 时开始增长缓慢，n2＞20 时 n2 的改变对 F2 的影

其中，

响减小，可取 n2 = 20；由图 6(c)可知，F3 在 n3 = 50
Am  am2  bm2

(2b)

时开始增长缓慢，可取 n3 = 50。所以，花岗岩细观

式中： Am 为形状指数，F1 为形状系数，F2 为棱角

组分黑云母、长石和石英的 Fourier 变换指数中，取

[16]

指数，F3 为纹理系数(L. B. Wang 等

n1 = 5，n2 = 20，n3 = 50。

)。

从图 4 中黑云母、石英、长石颗粒区域中各选

参数将形状系数、棱角指数和纹理系数区分开来，

出 5 个颗粒(见图 7)，用前述确定的 n1，n2，n3 分别

可以通过花岗岩细观组分颗粒形状获得 n1，n2，n3

计算这些颗粒的形状系数、棱角指数和纹理系数，

的大小。其中，形状系数可细化描述花岗岩细观颗

计算结果见表 1。

纹理系数/10

形状系数

棱角指数

－3

式(2)中 n1，n2，n3 为可变参数，正是这些可变

n2

n1
(a) 形状系数

(b) 棱角指数

图6
Fig.6

n3
(c) 纹理系数

花岗岩细观组分的 Fourier 变换指数

Fourier-transform-based shape descriptors of meso-compositions on granite specimen

B–2

Q–2

Q–1

S–1

Q–3

B–1

B–3

S–3

B–4

Q–4

B–5

Q–5

S–4
S–5

(a) 黑云母颗粒

(b) 石英颗粒

图7
Fig.7

S–2

(c) 长石颗粒

Fourier 变换指数计算颗粒的位置

Locations of selected particles in computing Fourier-transform-based shape descri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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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抽取一幅单帧图像(共抽取 100 幅)，对所抽取图

长石

仅为 0.04 s(= 1/25 s)，研究时忽略 1 s 内视频图像的

颗粒编号

Fourier 变换指数

阈值变化。

形状系数

棱角指数

纹理系数

B–1

0.137 2

0.039 2

0.027 9

B–2

0.012 8

0.004 6

0.017 9

B–3

0.021 9

0.007 9

0.002 1

B–4

0.010 8

0.004 4

0.001 5

B–5

0.044 2

0.021 1

0.005 0

Q–1

0.039 1

0.006 4

0.032 2

Q–2

0.010 8

0.002 3

0.012 8

Q–3

0.004 8

0.001 8

0.036 3

Q–4

0.005 9

0.000 8

0.006 5

Q–5

0.035 5

0.009 6

0.004 0

时间/s

S–1

0.065 6

0.001 6

0.027 7

(a) 黑云母

S–2

0.008 0

0.003 2

0.001 4

S–3

0.018 6

0.004 1

0.022 8

S–4

0.024 9

0.005 7

0.034 3

S–5

0.005 1

0.001 7

0.006 8

图 8 为图 7 中黑云母 B–1、石英 Q–2、长石

S–1 的 Fourier 变换指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棱角指数和纹理系数

石英

于摄制帧率为每秒 25 帧、相邻两帧图像间隔时间

meso-compositions on granite specimens

棱角指数和纹理系数

黑云母

像分别计算细观组分颗粒的 Fourier 变换指数。由

形状系数

岩石类别

花岗岩细观组分的 Fourier 变换指数
Fourier-transform-based shape descriptors of

形状系数

表1
Table 1

由图 7 和表 1 可以看出，黑云母颗粒中，颗粒

B–1 比其余颗粒扁长，颗粒 B–4 比其余颗粒接近
圆形；石英颗粒中，颗粒 Q–1 比其余颗粒扁长，

时间/s
(b) 石英

颗粒 Q–3 比其余颗粒接近圆形；长石颗粒中，颗
粒 S–1 比其余颗粒扁长，颗粒 S–5 比其余颗粒接

棱角指数和纹理系数

近圆形。

B–1 边缘凹凸较多；颗粒 Q–5 边缘突出多；长石
颗粒中，颗粒 S–4 边缘突出较多。

形状系数

由图 7 和表 1 可以看出，黑云母颗粒中，颗粒

由图 7 和表 1 还可以看出，颗粒 B–1，Q–3，

S–4 的纹理系数都比较大。因此，使用 Fourier 变
换指数描述颗粒形状能反映花岗岩不同细观组分颗
时间/s

粒的扁圆程度、棱角突出程度。颗粒越扁平、越狭
长，形状系数就越大；反之，颗粒越圆，形状系数
越小。颗粒表面棱角数目越多、突出越明显，棱角
指数就越大。纹理系数则是棱角指数基础上颗粒形

(c) 长石

图8
Fig.8

花岗岩中不同颗粒 Fourier 变换指数的变化过程
Changes of Fourier-transform-based shape descriptors
for selected particles on granite specimen

状的细化描述。
3.3 细观颗粒形态参数的变化特征

由图 8 可以看出，轴向受压过程中花岗岩细观

花岗岩轴向受压变形过程中，细观组分的形状

组分颗粒 Fourier 变换指数在某一时刻明显增大；黑

特征相应发生改变。下面用 Fourier 变换指数描述花

云母颗粒 B–1、石英颗粒 Q–2、长石颗粒 S–1

岗岩变形过程中细观组分形状的变化过程。

的 Fourier 变换指数明显增大的时刻分别是 6.0，7.3，

试验时，试件在 300 s 时发生破坏。为缩短计

6.5 s。因此，在本组花岗岩变形过程中，黑云母区

算时间，取 288～296 s 视频图像进行研究，每隔 2

域首先产生变形、接着是长石区域、最后为石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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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置/mm

域，这与视频中观测到的基本一致。这一顺序与细
观组分莫氏硬度顺序基本一致：黑云母、长石、石
英的莫氏硬度大致为 2.0～3.5，6.0～6.5，7.0。需要

Q–3

匀；不同岩石中细观组分的变形顺序，与细观组分类
型、组合特点、微裂隙分布都有一定关系。

4

Q–1

竖直位置/mm

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花岗岩的细观组分组合较为均

不同细观组分的位移变化特征

Q–2

Q–5

Q–4
(b) 石英

4.1 基于粒子测速技术的位移计算

水平位置/mm

下面根据试验视频、使用粒子测速技术计算
图 7 中不同颗粒在不同时刻的位移大小。计算连续

S–2
S–1

竖直位置/mm

两帧图像中某一点位移时，首先计算后一帧图像所
有细观组分图像块质心与前一帧图像所选细观组分
图像块质心的欧氏距离，将欧氏距离最小值对应的

S–3

图像块视作前一帧图像在后一帧图像中的位置，将

S–5

S–4

这一欧氏距离作为该图像块中心点的位移。重复上
述过程，可以得到图像中任意一点的位移。位移计

(c) 长石

图9

算结果通常以像素为单位(简称为“像素位移”)，

花岗岩中不同细观组分的位移

Fig.9 Displacements of meso-compositions on granite

可以根据像素坐标 / 物理坐标关系获得这些像素位

specimen

移对应的物理位移。
4.2 不同细观组分的位移特征分析

若将裂隙(断口)对象区域视作一种特殊的细观

图 9 为花岗岩中不同细观组分在 288～292 s 范

组分，使用前述方法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岩石变形破

围内的位移。由图 9 可知，黑云母颗粒中，B–1

坏过程中不同类型裂隙的出现时刻、萌生条件、形

和 B–3 位移量很小，B–2，B–4，B–5 垂直于加

态特征、组合特点。

载方向移动；石英颗粒中，Q–1 位移量很小，Q–

2，Q–3，Q–4 和 Q–5 垂直于加载方向移动；长

5

结

论

石颗粒中，S–3 和 S–4 位移量很小，S–1，S–2
和 S–5 的垂直于加载方向移动。总体上，黑云母
和石英颗粒垂直于加载方向、向两侧移动，长石颗
粒在原位置附近垂直于加载方向移动。这些特征与
肉眼观察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使用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得到了花岗岩中不
同细观组分的分布情况，将这些组分形状特征使用

3 个 Fourier 变换指数(形状系数、棱角指数、纹理
系数 ) 来表征，分析了受压过程中不同细观组分

Fourier 变换指数的变化过程，研究了岩石变形过程

水平位置/mm

中不同细观组分的位移变化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1) Fourier 变换指数可以有效描述花岗岩中不
同细观组分颗粒的形状特征：形状系数描述花岗岩
竖直位置/mm

B–2

细观颗粒的扁圆程度；棱角指数描述花岗岩细观颗

B–1

粒的凹凸程度；纹理系数则是棱角指数基础上颗粒
B–3

形状特征的细化描述。

(2) 花岗岩轴向受压时，其细观组分颗粒的
B–4

(a) 黑云母

B–5

Fourier 变换指数在某一时刻明显增大，变形的先后
顺序是黑云母、长石、石英。

(3) 根据花岗岩试件单轴压缩条件下的试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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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使用粒子测速技术，得到所选区域的黑云母、

数值分析方法[J]. 岩土工程学报，2005，27(8)：956–964.(CHEN

石英、长石运动均以垂直于加载方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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