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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石薄片图像的复杂性和多解性，导致岩石薄片分类难度较大。尝试将深度学习方法应用于岩石薄片图像分类。实验
选取了安山岩、
白云岩、
花岗岩等 6 种常见岩石种类的薄片图像，每类 1000 张图像作为实验数据，建立了岩石薄片分类的 VGG
模型，经过 9 万次训练后，测试集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82%。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相似组成成分的岩石图像容易混淆，
如白云岩与鲕粒灰岩均属于碳酸盐岩，容易相互误判。在安山岩特征图中提取出了斜长石斑晶和微晶及隐晶质或玻璃质基
质，在鲕粒灰岩特征图中提取了鲕粒及填隙物中的亮晶方解石，
也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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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le solutions of rock thin section images lead to the difficulty in classification of rock thin
sec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rock thin images. Thin section images of 6
common rock types, such as andesite, dolomite and granite, were select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1000 images of each type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data. The VGG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verification set reached 82% after 90,000
iter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rock images with similar compositions are easy to
be confused; for example, dolomite and oolitic limestone are both carbonate rocks and it is easy to misjudge each other. Plagioclase
porphyry, microcrystalline and cryptocrystalline or vitreous matrix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andesite characteristic diagram, and oolitic
and interstitial material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oolitic limestone characteristic diagram. The result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proves
that the VGG model is effectiv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ock thi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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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中，野外肉眼鉴定岩石类型的结果往

进一步在显微镜下鉴定。镜下需要观察岩石薄片

往不够准确，需要将岩石样品采集回来磨制成薄片

的矿物成分、组构、相对含量等特征，确定岩石的类

收稿日期：2019-04-17；
修订日期：
2019-07-16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
“地质云”平台的深部找矿知识挖掘》
（编号：2016YFC0600510）、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基于人工
智能方法的岩石和矿物自动识别技术研究》
（编号：
2018JY0112）、自然资源部地质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于深度学
习的野外岩石识别技术研究及应用》
（编号：
2018433）
作者简介：白林（1980- ），男，
博士，讲师，
从事地质信息化研究工作。E-mail: bailin@mail.cdut.edu.cn

2054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别。岩石镜下鉴定对鉴定人的地质经验要求高，耗
时长，且容易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当前大数

1

据的时代背景下，用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地质学

2019 年

薄片图像分类特征
岩石薄片镜下鉴定需要结合岩石的矿物组合、

中的大数据进行智能处理，从中分析和挖掘有价值

结构构造等特征。岩石的多样性（物源多样性、成

的核心信息和关键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研究

岩作用多样性、形成环境多样性）导致了岩石薄片

[1-4]

方法

。

研究的复杂性及多解性，因此岩石薄片识别难度很

国内外不少学者尝试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分类
[5]

方法实现岩石薄片的识别。2008 年，刘保延等 利

高，即使是人工鉴定岩石薄片，也要求鉴定人员具
备丰富的鉴定经验。

用 LS-SVM 分类机对花岗岩的岩石薄片图像等进

用于岩石薄片鉴定的偏光显微镜光性包括单

行分割处理并对其分类，获得了较好的处理准确

偏光、正交偏光和锥光 3 种。不同的透明矿物在这 3

率。2010 年，Singh 等 以玄武岩岩石薄片图像作为

种光性下表现为性质不同的光性特征，能帮助确定

输入，提取 27 个数值参数，输入多层感知器神经网

岩石中矿物的种类。单偏光下可以对矿物的形态、

络 ，通 过 网 络 训 练 后 输 出 岩 石 类 别 。 2012 年 ，

颜色、解理、突起等级等特征进行鉴定；正交偏光下

Ghiasi-Freez 等 利用图像分析技术提取每幅图像 6

可以对矿物的干涉色、消光类型、消光角、双晶类型

个几何形状参数，建立了线性判别分析和二次判别

等特征进行鉴定；锥光下可以对矿物的轴性和光性

分 析 模 型 ，实 现 了 薄 片 图 像 的 识 别 。 2013 年 ，

符号进行鉴定。

[6]

[7]

Mlynarczuk 等 针对 9 种不同的岩石种类，每种岩石

为了统一标准，本次实验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正

收集了 300 张图像，通过最近邻算法、k 近邻算法等

交偏光下 10 倍的岩石薄片图像。具体的岩石种类

实现分类。程国建等 尝试将 K-means 聚类分割算

为安山岩、白云岩、鲕粒灰岩、花岗岩、岩屑砂岩和

法与概率神经网络结合，实现对岩石薄片的分类。

石英砂岩。本文以安山岩与鲕粒灰岩在 10 倍正交

Marmo 等 [10] 将灰度数字图像作为输入，基于多感知

偏光下的岩石薄片图像为例，说明薄片图像的特征

[8]

[9]

器神经网络实现了对不同环境下的碳酸盐岩的薄
片图像识别，实验效果显著。郭超等 对同一地区 4
[11]

种不同类型的岩石薄片图像，统计 RGB 彩色空间的
特征，基于传统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识别，达到较高
[12]

（表 1）。

2

岩石薄片分类深度学习模型
目前，在图像识别领域广泛运用的深度学习模

的识别准确率。刘烨等 从铸体薄片图像的原始颜

型为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利用图像的空间

色空间与其形态学梯度中提取特征参数，运用支持

相关性提取图像的轮廓信息，提高了网络的学习能

向量机方法结对铸体薄片图像进行了分类识别，获

力。卷积神经网络经典模型有 LeNet、VGG[17-18] 等。

得较高的识别正确率。Li 等[13]提出利用迁移学习处

考虑到岩石薄片图像较大，本次薄片分类实验采用

理砂岩岩石图像分类的 Festra 方法，通过对图像颜

稳定且高性能的 VGG 模型。

色等特征提取实现了图像分类。

岩石薄片分类的 VGG 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综上所述，前人虽然采用了诸多的机器学习方

输入岩石薄片图像大小为 224×224 像素，岩石图像

法用于岩石薄片的分类，但多是先计算岩石薄片的

对应 R、G、B 三个颜色通道，因此把一个薄片图像数

特征再进行分类。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

字化为一个 224×224×3 的矩阵。 VGG 模型共有 5

起，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图像识

组卷积和池化的迭代过程，5 次卷积组的参数不尽

[14]

别 。地质学领域中，深度学习等方法已经在岩石

相同。在进行完卷积和池化的迭代操作过后，原

手标本等图像分类中得到应用，并体现出一定的效

224×224×3 的数字图像矩阵已经缩小至 7×7×512 的

果

[15-16]

。因此，借助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广泛收集岩

数字矩阵。将缩小后的矩阵中的数据依次取出排

石薄片图像数据，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用于岩石薄

成一个向量，然后进行 3 次全连接操作，第一、第二

片图像的分类识别，从中归纳总结薄片识别的特

个全连接层的隐含节点数为 4096，第三个全连接层

征，将是有意义的尝试。

的隐含节点数为 1000，最后利用 softmax 函数输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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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岩石薄片图像特征
Table 1 Some images features of rock thin sections

鲕粒灰岩、花岗岩、岩屑砂岩、石英砂岩 6 类常见的

类概率，
确定对应的岩石薄片类别。

3

薄片类型。每类的数据集中的图像约为 1000 张，在

实验过程及结果

实验中随机划分其中的 80%作为训练集，10%作为

本次实验使用的薄片图像均来源于中国实物
地质资料网（全国重要实物地质资料图像服务系
统），数据来源可靠。经过地质专业人员进行辨认
筛选过后制成所需的数据集，选定安山岩、白云岩、

验证集，10%作为测试集。然后通过统计训练集的
通道均值，对训练集进行中心化处理。
对于清洗后的薄片图像进行旋转、亮度变换等
操作后，输入到构建的薄片图像深度学习模型中进

图 1 基于 VGG 的薄片识别模型
Fig. 1 Rock thin section image recognition based on VG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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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薄片识别训练过程准确率变化图
(横坐标表示训练次数，纵坐标表示模型的准确率，上方的蓝色线表示训练集的准确率，下面的黄色线表示验证集的准确率)

Fig. 2 Variation chart of accuracy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for rock thin section image recognition

行训练，设置初始的学习率为 0.001，正则化系数为

不完整，特征不明显，因此部分鲕粒灰岩图像容易

0.00001，模型通过随机参数初始化开始训练。图 2

误判为白云岩。针对这种误判现象，实验工作可以

为薄片分类训练过程准确率图。经过 90000 次迭代

滴加茜素红试剂，如果薄片用茜素红试剂染色变红

后，训练集在模型上的准确率为 100%，验证集在模

表示为灰岩，薄片用茜素红试剂染色无明显变化则

型上的准确率为 82%。

为非灰岩。花岗岩与安山岩识别率也较低，原因是

表 2 给出了测试集中 6 种薄片图像的识别准确

花岗岩与安山岩相对实验中的其他岩类具有明显

率。表中的每一行表示对应的是薄片图像识别为

的非均质性，加之实验采取的研究对象是正交偏光

其他类别薄片的概率，对角线元素均表示将薄片图

下 10 倍的岩石薄片图像，使这 2 种岩类的非均质性

像识别为自己的概率，其余位置的元素表示识别成

更加突出，因此分割后的图像之间能提取到的一致

其他类别的误判率。结果数据显示，白云岩与鲕粒

特征较少，从而导致识别率低。

灰岩容易互相错认，白云岩和鲕粒灰岩互相错认的

4

概率约为 10%。
白云岩与鲕粒灰岩都属于碳酸盐岩，主要组成

薄片图像的特征提取
在卷积神经网络中，原始图像经过卷积和池化

矿物分别为白云石和方解石。白云石和方解石均

产生的特征图，能反映从原始图像中提取的特征。

为碳酸盐矿物，很多方面的性质相同或相似。例如

表 3 中第一行的 3 张图片，第 1 张为安山岩薄片原始

图 3 中，a 图为误判为白云岩薄片的鲕粒灰岩薄片图

图像，第 2～3 张为对应的特征图，该特征图为卷积

像，b 图为白云岩薄片图像。可以看出，鲕粒灰岩与

神经网络底层激活函数的输出结果。对比薄片的

白云岩的图像十分相似，均具有高级白干涉色、两

原始图像和特征图，可看出特征图是否从原始图像

组菱形相交解理等性质，而鲕粒灰岩图像中的鲕粒

中提取到有用的特征。以安山岩和鲕粒灰岩为例，

表 2 薄片图像分类混淆矩阵
Table 2 Confusion matrix of rock thin section images classification
准确率

安山岩

白云岩

鲕粒灰岩

花岗岩

岩屑砂岩

石英砂岩

安山岩

0.76

0.07

0.04

0.07

0.04

0.03

白云岩

0.12

0.74

0.10

0.00

0.01

0.00

鲕粒灰岩

0.05

0.11

0.80

0.03

0.01

0.01

花岗岩

0.05

0.01

0.01

0.79

0.05

0.09

岩屑砂岩

0.00

0.01

0.00

0.00

0.98

0.01

石英砂岩

0.03

0.03

0.00

0.05

0.0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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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误判的鲕粒灰岩和白云岩薄片图像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misclassification oolitic limestone image with dolomite image

表 3 中安山岩有 2 张特征图，特征图 1 中亮色部分提
取的特征是斜长石，包括宽板状的斜长石斑晶和基

5

结

语

质中长条状的斜长石微晶；特征图 2 中亮色部分提

岩石薄片的复杂性及多解性导致岩石薄片图

取的特征是安山岩基质中的隐晶质或玻璃质。鲕

像分类识别难度很高。人工进行岩石薄片鉴定需

粒灰岩也有 2 张特征图，特征图 1 中的亮色部分提

要观察其矿物成分、组构特征和相对含量，确定岩

取的是圆形或椭圆形鲕粒；特征图 2 中的亮色部分

石的类别，存在工作量大、过程繁琐、主观性强等问

提取的是填隙物中的亮晶方解石。从提取出的特

题。笔者将深度学习方法应用于岩石薄片图像分

征图可以看出，神经网络已经在底层的结构中提取

类识别，建立了薄片分类的 VGG 模型，对 6 类薄片

出了颜色和纹理特征。

图像进行训练学习，训练集达到 100%的识别正确
表 3 岩石薄片特征提取
Table 3 Feature extraction figures of rock thin sectio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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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测试集达到 82%的识别正确率。分析实验结果，
发现组成矿物相似的岩石薄片容易相互误判。对
深度学习模型提取的特征图进行分析，安山岩特征
图提取了斜长石斑晶和微晶，以及基质中的隐晶质
或玻璃质，识别的准确率和特征图分析结果说明深

2019 年

Geosciences, 2012, 45: 36-45.
'
[8]Mlynarczuk M, Górszczyk A, s ipek B.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recognition in the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microscopicrock images[J].
Computers & Geosciences, 2013, 60(10): 126-133.
[9]程国建, 杨静, 黄全舟, 等 . 基于概率神经网络的岩石薄片图像分
类识别研究[J].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3, 13(31): 9231-9235.

度学习对岩石薄片分类是有效的。后续可在薄片

[10]Marmo R, Amodio S, Tagllaferri R, et al. Textural identification

种类、图像数量等方面扩展，进一步探索深度学习

of carbonate rocks by image processing and neural network:

用于薄片识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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