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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M图像的分形维数与泥岩颜色关系
——以崆峒山国家地质公园白垩系斑马状泥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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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集崆峒山白垩系斑马状泥岩样品，通过扫描电镜（SEM）结合Matlab软件处理技术和色差测量，得到了不同

颜色泥岩样品的颗粒分布分形维数、表面灰度信息维数以及颜色参数值Lab。研究结果表明，赤灰与绿灰色为主的

泥岩（取样剖面上部）的分形维数最小，灰绿色为主的泥岩(剖面中部)的分形维数最大；颜色越偏红、偏黄、偏亮，其分

形维数越小；颜色量化值Lab与分形维数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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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是沉积岩重要的物理指标之一，可用于岩

石分类、地层划分[1]、古地理气候及沉积介质氧化还

原状态分析[2]，还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3]。研究发现

影响亮度的主要因素是碳酸盐含量和有机碳含量，

碳酸盐增加沉积岩亮度，而有机物降低沉积岩亮

度[4]。影响沉积岩颜色值的主要因素是Fe、Mn等色

素元素的含量及其价态，氧化环境中，红色岩系的三

价铁化学种的含量较高[5]，赤铁矿使岩石呈红色[6]，针

铁矿使岩石呈黄色[7]；Morford 提出Mn元素在氧化环

境中会富集；而当氧气在沉积物中的渗透深度不足1

cm时，Mn元素会扩散到上覆水体中[8]，氧化环境中沉

积岩会因Mn、Fe3+富集而呈红色。一些学者发现，沙

粒含量[9]、岩石渗透性[10]等结构因素与沉积岩颜色有

关；早期成岩过程中，沉积物孔隙较多时，岩石因溶

解氧含量大而呈红色[6]，这说明沉积岩的微观结构与

颜色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岩石微观结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

发展。Howarth通过岩石切片图像研究了微观颗粒

的形状、方位角等参数[11]，Campbell通过光学显微镜

进行了岩石微观结构的量化研究[12]，王宝军结合GIS

和电子显微镜图像计算了粘性土的孔隙度[13]。常规

参数如圆度、大小、方位角等不能全面地反映颗粒孔

隙结构，而分形维数可以较好地表征岩石微观结构

特征[14，15]。常用于岩石微观结构研究的分形维数有

粒度分布分形维数[16]、孔隙分布分形维数[17，18]、颗粒定

向性分形维数[19]、岩石断面分形维数[20，21]等。

本文以崆峒山国家地质公园白垩系斑马状泥岩

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剖面样品采集、扫描电镜、

Matlab软件和色差测量等方法，计算了颗粒分布分

形维数和表面灰度信息维数，实现了样品微观结构

与颜色的量化，对泥岩微观结构与颜色的关系作了

初步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颜色成因的理解，

也能为颜色在岩石分类和地层划分等方面的应用提

供新的思路。

1取样及实验方法
1.1取样

样品取自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山西北部白垩系和

尚铺组（K1h），地层产状近水平，岩性以泥岩和粉砂质

泥岩为主。取样剖面上部为赤灰与灰绿互层泥岩

（BMS- 01、BMS- 03、BMS- 05 为灰绿色，BMS- 02、

BMS-04、BMS-06为赤灰色）；中部为灰绿夹青灰泥



岩（BMS-07～BMS-11）；下部为灰色与黄色互层泥

岩（BMS-12～BMS-18）。野外采样时，剥离掉表层

20 cm厚的风化层，取新鲜岩石作为样品（图1）。

1.2 试验方法

1.2.1 分形维数计算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获取泥岩样品的灰度图

像，并由Matlab软件计算样品的颗粒分布分形维数

和灰度信息维数。

扫描电子显微镜型号为Tescan MIRA 3 XMU，加

速电压为15 kV，二次电子探测器。实验时，选取平整

的自然干燥薄片状样品，用导电胶将样品固定在载物

台上并做吹灰处理。对样品进行喷金，然后依照“高

倍聚焦，低倍照相”原则，分别在 500、1 000、1 500、

2 000、2 500、5 000、10 000倍下获得样品微观图像。

（1）颗粒分布分形维数

通过Matlab编程对图像进行处理，计算不

同盒子尺寸下的目标盒子数，用盒计法计算分

形维数。

图像处理包括图像预处理、图像二值化及边

界提取。预处理主要是进行小波除噪，图像二值

化就是通过阈值法将颗粒分割出来。二值化公

式如下：

f (x,y)={1 (gray≥ t)
0  (gray < t) （1）

式中 gray为原灰度值；t为所选阈值，采用

graythresh函数自动获取；f（x,y）为二值化后的灰

度值。

图像二值化后，通过 edge函数提取颗粒边

界，得到颗粒边界图像。图2为2 000倍下三个样
图1 取样位置图（图中BMS-01~BMS-18为样品编号）

Fig.1 Sampling location

a b c

d e f

图2 2 000倍下电镜照片和二值化边界提取图片
Fig.2 Binaryzation and boundary of the SEM picture at 2 000 times

(a、b、c 分别为BMS-03、BMS-04、BMS-05三个样品的电镜照片；

d、e、f 分别为BMS-03、BMS-04、BMS-05三个样品的边界提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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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电镜照片及二值化之后的边界提取照片，照片

中白线为颗粒边界。

盒计法计算颗粒分布分形维数时，用一定大小的

像素盒子去覆盖图像，记录含有目标（即灰度值为1）

的盒子总数，不断改变盒子大小得到一组尺寸、数目

数据。盒子像素尺寸按照n2选择，盒子大小依次为12，

22，32.....322，总共得到32组数据。由下式计算维数：

lnN=D1 ln l + c （2）
式中D1为颗粒分布分形维数，l为所选盒子像素

尺寸，N为盒子像素尺寸为 l时的目标盒子总数，c为

常数。

颗粒分布分形维数拟合时，线段斜率随着盒子

像素尺寸的变化而变化，样品BMS-03的颗粒分布

分形维数拟合曲线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图3）。

第一段盒子像素尺寸为1～32，分形维数在1左

右，相关系数为0.99；第三段盒子像素尺寸为200～1

024，其分形维数在2.7左右，相关系数为0.88，不满足

二维分形维数取值范围；第二段分形维数为1～2，相

关性系数大于0.99，说明灰度图像只在一定的盒子尺

寸范围内才满足分形特征。在下面的分析中，选取

第二段，即盒子像素尺寸在32～200之间的部分。

（2）灰度信息维数

颗粒分布分形维数是一种容量维数，只考虑盒

子的数量。当需要得到更多微观信息时，就需要给

盒子附加信息，也就是信息维数。表面灰度分形维

数是将泥岩样品表面灰度值的信息附加给盒子，然

后用盒计法计算得到的分形维数。

计算时，用像素尺寸不等的盒子去覆盖灰度图

像，但不只是记录含有目标的盒子个数，还要记录每

个盒子的灰度值最大差值，分别计算不同像素尺寸

下，灰度差值的总数，并由下式计算分形维数：

式中H为SEM图像灰度值矩阵，n为尺寸为 l时

的盒子总数，N为盒子尺寸为 l时的总灰度差值。

lnN=D2 ln l + c （4）
式中D2为表面灰度信息维数，l为盒子像素尺

寸，c为常数。

表面灰度信息维数拟合时，盒子像素尺寸按照

等比 2 选择，盒子大小依次为 2，22，23，24，25......210，

得到总共 10 组数据。样品 BMS-03 的拟合相关系

数为 0.998 8，表明泥岩表面灰度图像具有分形特征

（图4）。

1.2.2 泥岩颜色获取

颜色获取时，用标准土色帖（Oyama与Takehara，

2011）对岩样进行定性判定，并用NH310色差仪对颜

色进行定量测量，颜色系统选择CIE Lab。白板校正

后，在D65光源下测试粉末压制样的颜色表征参数

L、a和 b。L反映颜色敏感的强度，取值范围为 0～

100，该值越小则越暗；a与b分别表征红色-绿色范围

与黄色-蓝色范围，取值均在-128～127之间；a为正

值说明颜色偏红，负值则偏绿；b为正值表示颜色偏

黄，负值则偏蓝。

图4 盒子尺寸与总灰度差值关系曲线

Fig.4 The relation curve of the box size and

total gray value

图3 盒子尺寸与目标盒子数关系曲线

Fig.3 The relation curve of the box size and target

box numbers

N =∑
i, j = 1

n

{max[ ]H ( )i - 1:1 ,( )j - 1: j

}-min[ ]H ( )i - 1:i ,( )j - 1: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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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结果与分析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泥岩颜色

崆峒山泥岩颜色随层位变化，且颜色均匀，没有

色斑，说明是沉积阶段形成的原生色。上部（BMS-

01 ～ BMS-06）赤灰夹绿灰色泥岩中，赤灰色样品 a

值为正值，而灰绿色样品 a 值为负值；中部（BMS-

07～BMS-11）绿灰色泥岩中的暗绿灰样品（BMS-

09）L值相对较小；下部（BMS-12～BMS-18）灰色夹

黄色泥岩中黄色样品（BMS-12、BMS-14、BMS-15、

BMS-18）b值相对较大。总的来说，样品的L值大，颜

色越亮；a值大，颜色偏红；b值大，颜色偏黄（表1）。

2.2 颗粒分布分形维数

颗粒分布分形维数主要反映的是颗粒及颗粒集

团及其分布的复杂程度（图5）。

上部泥岩样品（BMS-01～BMS-06）的分形维数

随倍数变化不大，都在1.65以上。中下部泥岩样品

（BMS-07～BMS-18）的分形维数变化较大，在500倍

时，分形维数一般在1.6以下；1 000倍时，稍有升高，

但都在1.7以下，且低于赤灰与灰绿互层泥岩样品的

分维值；在2 000和5 000倍下，除个别样品外（可能

是拍照位置特殊），分形维数大都在1.7以上，呈现与

正常情况“低倍高分形”[21]相反的“低倍低分形”特

征。同时，这也说明低倍电镜图像能相对较好地反

映微观结构的差异。

对比剖面上部（BMS-03绿灰、BMS-04赤灰）及

中下部（BMS-14橄榄黄、BMS-15浅黄）灰度照片发

现，中下部样品的大孔隙和大颗粒比上部样品少，结

构较紧密，微观颗粒孔隙只有在5 000倍下才体现出

来，而上部样品的微观颗粒孔隙在500倍下就表现出

来。在低倍下，由于分辨率低，细部信息被忽略，颗

粒与孔隙的边界难以区分，因而边界提取的较为简

单，分形维数小；在高倍下，细颗粒清晰化，边界提取

得以复杂，分形维数变大（图6）。

2.3表面灰度信息维数

计算表面灰度信息维数时，没有二值化及边界

提取导致的信息忽略，放大倍数越小，灰度图像能够

包含的信息越多，各样品的灰度信息维数都随着放

大倍数的增大而减小，变化趋势随着倍数增大放缓

（图7）。

不同层位泥岩的微观结构有一定差异。灰度信

息维数在剖面上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上部样品

（BMS-01～BMS-06）的灰度信息维数均值为2.43，变

化范围为 2.3～2.53；中部样品（BMS-07～BMS-11）

灰度信息维数均值为2.6，变化范围为2.45～2.68；下

部样品（BMS-12～BMS-18）灰度信息维数均值为

2.56，变化范围为2.40～2.63。总体上，中部样品灰度

信息维数较大，上部样品信息维数较小，下部样品信

息维数居中。

不同放大倍数SEM图像的分形维数对微观结构

的反映不同。500、1 000倍下分形维数低值相对较好

地对应黄色样品（BMS-12、BMS-14、BMS-15、BMS-

18），但由于分辨率的问题，500倍电镜图像的分形维

编号
BMS-01

BMS-02

BMS-03

BMS-04

BMS-05

BMS-06

BMS-07

BMS-08

BMS-09

BMS-10

BMS-11

BMS-12

BMS-13

BMS-14

BMS-15

BMS-16

BMS-17

BMS-18

颜色
绿灰

赤灰夹绿灰
绿灰夹灰

赤灰
浅橄榄灰

赤灰
青灰夹暗赤灰

青灰
暗绿灰
绿灰
绿灰

明黄褐
灰

橄榄黄
浅黄
青灰
灰

暗黄

L

46.13

45.26

50.12

36.07

56.87

38.23

31.41

49.79

45.32

60.27

60.19

53.21

42.03

59.18

62.35

52.23

39.08

46.14

a

-4.09

1.23

-3.03

3.21

-5.51

2.02

2.17

-3.94

-5.05

-3.21

-4.06

3.11

-1.26

1.32

1.02

-5.13

-0.03

4.01

b

5.37

8.25

7.21

6.98

8.26

9.61

2.99

7.32

3.17

13.17

13.21

25.26

11.04

18.13

23.18

5.06

7.08

21.17

表1 崆峒山泥岩颜色与Lab值

Tab.1 Color and Lab of the mudstone

in Kongtong mountain

图5 样品颗粒分布分形维数

Fig.5 Smaple particles distribution fract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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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BMS-01～BMS-06样品颜色变化不敏感（图8）。

为了分析微观结构和颜色的关系，将所有样品

分为三个色系：赤灰系（BMS-02赤灰、BMS-04赤灰

夹绿灰、BMS-06 赤灰）；黄色系（BMS-05 橄榄灰、

BMS- 12 明黄褐、BMS- 14 橄榄黄、BMS- 15 浅黄、

BMS-18暗黄）以及绿灰系（图9）。赤灰系样品灰度

信息维数最小为2.36，最大为2.49，均值为2.43；黄色

系样品灰度信息维数最大为2.57，最小为2.37，均值

为2.50；绿灰系样品灰度信息维数最大为2.67，最小

为2.45，均值为2.60。绿色系泥岩样品灰度信息维数

较大，红色系泥岩样品灰度信息维数较小，黄色系泥

a b c d

e f g h

图6 500、5 000倍下的电镜照片
Fig.6 SEM pictures at 500、5 000 times

(a、b、c、d分别为500倍下BMS-03、BMS-04、BMS-14、BMS-15样品电镜照片；

E、f、g、h分别为5000倍下BMS-03、BMS-04、BMS-14、BMS-15样品电镜照片)

图7 灰度信息维数随放大倍数变化图

Fig.7 Variations of gray information fractal dimension

with magnification times

图8 样品表面灰度信息维数

Fig.8 Gray information fractal dimension

图9 不同色系样品的表面灰度信息维数

Fig.9 Gray information fractal dimension of

different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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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样品灰度信息维数居中。

2.4 颜色值与分形维数

放大倍数偏大导致图像携带信息不够全面，难

以表征样品整体特征；放大倍数偏小又会出现分辨

率不足的问题。因而在计算分形维数时，放大倍数

的选择尤为重要。依据定性分析的结果，定量分析

时采用1 000下计算得到的分形维数。

灰度信息维数与L值散点图中，散点可以分为两

部分，实线为剖面上部样品（BMS-01～BMS-06）散

点趋势线，虚线为剖面下部样品（BMS-12～BMS-

18）散点趋势线；两部内L值均与信息维数呈负相关，

维数越大，L值越小，泥岩颜色越暗；但斜率不一致，

下部大于上部，且剖面下部的散点更为集中（图

10b）。灰度信息维数与 a值散点图也可以分为两部

分，各部分灰度信息维数均与a值呈负相关，灰度信

息维数越大，a值越小，泥岩颜色越偏绿（图10d）。灰

度信息维数与b值散点图中，所有散点可以分为上中

下三部，上中下三部相关性系数依次为 0.64、0.64、

图10 分形维数与Lab的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 and Lab

(a、c、e为颗粒分布分形维数与Lab值散点图；b、d、f为灰度信息维数与Lab值散点图，图中数字编号为样品编号)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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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斜率依次为-35.88、-82.06、-160.38。三段灰度

信息维数与颜色值均呈负相关，分形维数越大，颜色

越偏蓝（图10f）。颗粒分布分形维数与L、a、b值均呈

负相关，颗粒分布分形维数越大，颜色越偏蓝、偏绿、

偏暗。（图10a，10c，10e）。

总的来说，分形维数越大，颗粒与孔隙分布越复

杂，大孔隙、大颗粒越少，颜色偏绿、偏蓝、偏暗。各段

灰度信息维数与颜色值的散点趋势线斜率与散点集

中程度不一样，但集中程度都比三段作为整体分析

时大，说明微观结构对颜色的影响具有分段性。

3结论结论
本文采集崆峒山斑马状泥岩，结合色差测量、分

形维数计算，定量研究了泥岩微观结构与颜色之间

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将所有样品分为三个色系，赤灰系泥岩灰度

信息维数较大，黄色系泥岩灰度信息维数居中，绿灰

系泥岩样品灰度信息维数较小。

（2）不同层位泥岩的分形维数不一样。上部样

品的灰度信息维数均值为2.43，中部样品灰度信息维

数均值为2.6，下部样品的灰度信息维数均值为2.56。

（3）不同放大倍数样品的分形维数对微观结构

的反映不同，放大倍数不宜取太大或太小，本文依据

颜色定性分析结果选取1 000倍下计算的分形维数

作为定量分析数据。

（4）颜色值Lab与灰度信息维数和颗粒分布分形

维数均呈一定的负相关，分形维数越大，微观孔隙、

颗粒分布越复杂，Lab值越小，颜色偏绿、偏蓝、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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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mudstone color and fractal dimension based on SEM
Image：a case stuty of the Cretaceous zebra mudstone in Kongtong

Mountain National Geopark

TAN Zhi-dong1, LIANG Shou-yun1, ZHOU Zi-qiang2, BAI Xiao-hua2, KE Yu-t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on Disaster and Environment in Western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 2. Geological Hazards Prevention Institute, Gansu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The Cretaceous zebra-like mudstone samples from Kongtong Mountain was collect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with Matlab software processing and color- difference measurement, the partical

distribution fractal dimension, the gray information dimension and Lab values of mudstone samples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red-gray and gray-green mudstone（the upper section of

sampling section） is the smallest, and the gray- green mudstone（middle section）has the largest fractal

dimension. The more reddish, yellowish, the smaller the fractal dimension. Quantified values Lab of the color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actal dimension.

Key words：mudstone; color; fractal dimension; SEM image; Kongdong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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