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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页岩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快速发展，页岩储层的微观结构表征及分析技术显得愈

发重要。其中基于阈值分割法获取页岩孔隙结构参数是目前页岩微观结构表征的一种重要

手段。现有的阈值分割方法主要有最大类间方差法、最大熵阈值分割法等，它们在各种图像

分割任务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在页岩孔隙分割问题上，它们均存在耗时较长且不

能有效分离薄片扫描电镜图像中的孔隙和基质等元素的问题。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

值生成方法能根据页岩薄片的不同特点，自适应地快速生成对应图像的最佳灰度阈值，自动

识别页岩孔隙和基质等地质元素。在足 206 井的页岩扫描电镜图像上进行了实验，与传统方

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能准确实现孔隙和基质

等元素的分离，在各类图像上都能高效地自动生成最佳灰度阈值，为页岩微观图像孔隙结构

定量分析提供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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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页岩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发展迅速，业

界开始将页岩视为储集层并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

工作，大大促进了页岩微观结构表征分析技术的发

展[1-3]。目前，在页岩储层微观孔隙研究中，大多使

用以扫描电镜等微区分析为主的图像分析技术[4-8]，

该技术直观明了，尤其在孔隙形态学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结合统计学方法还可获取孔隙度、孔径分布

等定量信息[5-12]。

基于阈值分割法获取页岩孔隙结构参数是页

岩微观结构表征的一种重要手段。页岩扫描电镜

图像分析流程如图 1 所示，对扫描电镜成像、CT 扫

描成像和核磁共振成像得到的灰度图像，阈值分割

法通过设定灰度阈值范围对图像中的孔隙进行识

别，划分出图像孔隙[13]，进而提取孔隙度、孔隙面积

和孔径等定量信息。因此，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

灰度阈值的选取对获取页岩薄片图像孔隙结构参

数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页岩储层微观孔隙结构自

动化定量表征的关键。
 
 

扫描电镜图像

设定图像灰度阈值

孔隙度 孔隙面积 孔径 ......

图 1    页岩扫描电镜图像分析流程

Fig.1    The flowchart of shal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analysis

  

1    背景介绍

由于页岩的微观非均质性很强，在扫描成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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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往往需要根据样品自身特点调整亮度、对比度

等参数以达到比较好的成像效果，这将会使得不同

视域、不同样品的图像灰度分布特征发生变化[14]，

从而导致孔隙所处的灰度阈值区间产生差异[15-16]。

因此，怎样准确选取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的灰度

阈值成为了一个难题。

目前，已经提出了很多阈值选取的方法，如最

大类间方差法[17]、最大熵阈值分割法[18] 等，其中最

大类间方差法忽略了图像的空间信息，在图像中的

目标与背景的面积相差很大时，不能有效地分离目

标和背景。而最大熵阈值分割法则只适用于无双

峰直方图或者双峰变化较平坦的直方图图像。同

时，由于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的灰度值分布直方

图并不是简单的双峰图像，不能简单地通过谷底阈

值将图像一分为二。因此，对于这种灰度值分布直

方图灰度级分布谷底不明显的复杂图像，使用传统

的分割方法并不能从图像中稳定可靠地将目标和

背景分离，很难达到满意的分割效果。特别是针对

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分割难的问题，还没有特别

好的阈值选取方法。 

2    自动阈值生成方法

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很好

地解决了之前方法存在的分割效果不明显、耗时和

主观因素对识别结果的影响等问题，并且具有分割

效果好、流程简单迅速、能实现自动识别页岩孔隙

和基质等地质元素等特点，最大程度降低了人为因

素对图像孔隙结构参数观测统计结构的影响。流

程如图 2 所示。
  

读取图像, 获取图像灰度值的频率分布

对灰度值进行平滑处理, 并对平滑后的灰度值求一阶导数

求一阶导数中从左到右第一个导数为0的点所对应的灰度值 T1

以 T1为起点, 从左到右寻找导数值变化小于等于7的连续点所对应的灰度值集合

灰度值集合中最右边的值即为我们要求的最佳灰度阈值

图 2    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流程

Fig.2    The process of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method
for shale slice segmentation 

2.1    获取图像的灰度值分布

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是根

P0 (x)

据扫描电镜图像的灰度值分布，来获取图像的最佳

灰度阈值。首先，需要读取页岩薄片扫描电镜灰度

图像（图 3d），得到其灰度值分布（图 3a）。根据各灰

度值对应的像素点数目构建图像的灰度值分布直

方图，得到灰度值对应的频率分布 。其中图像

的灰度值范围是 0～255，对应颜色从黑到白。 

2.2    平滑图像并求一阶导数

P (x)

得到灰度值分布后，由于其分布存在较多的噪

声点，要对其进行平滑处理[19]。使用模板 0.25[1，2，
1] 对灰度值分布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平滑后的灰度

值分布为 （图 3b）。即对于灰度值分布直方图，

平滑后的分布直方图 SmoothHist 满足：

S moothHist = 0.25×Hist [i−1]+
0.5×Hist [i]+0.25×Hist [i+1] （1）

（其中 0＜i＜255）。通过实验发现，平滑 300 次

左右后能得到分布性质较为良好的灰度值分布。 

2.3    自适应生成最佳灰度阈值

P (x)

P (x)

P
′
(x) P

′
(x)

因为得到的灰度值分布 是连续可导的，可

以通过对平滑后的灰度值分布 求导得到灰度值

的一阶导数分布 ，并寻找 中从左到右第 1

个导数为 0 的点所对应的灰度值 T1。以 T1 起点，

从左到右寻找导数值变化≤1 个阈值（在本文实验

中，该阈值=7）的连续点所对应的灰度值集合，其中

最右边的值即为最佳灰度阈值（图 3c）。通过最佳

灰度阈值对图像进行分割，能有效地区分页岩薄片

中的孔隙和基质等地质元素。 

2.4    时间复杂度分析

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主要

由获取图像的灰度值分布、平滑图像并求一阶导数

和自适应生成最佳灰度阈值 3 个步骤组成。图像

灰度值区域长度为 256，假设一幅图像的像素点个

数为 M。

（1）在获取图像的灰度值分布时需要对图像的

所有像素点进行遍历，时间复杂度为 O（M）；并且需

要按灰度值从小到大生成灰度值分布图，时间复杂

度为 O（1）。则该步骤的时间复杂度为 O（M）。

（2）在平滑图像并求一阶导数时，需要对图像

进行模板平滑 300 次左右，时间复杂度为 O（1），接
着需要遍历整个灰度值区域并求一阶导数，时间复

杂度为 O（1），则该步骤的总时间复杂度为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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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自适应生成最佳灰度阈值时，需要以 T1
起点，从左到右寻找导数值变化≤7 的连续点所对

应的灰度值集合，并求得最右边的值为我们的最佳

灰度阈值，则该步骤的时间复杂度为 O（1）。
所以，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

的总时间复杂度为 O（M）。相比之前的方法，时间

复杂度更低，执行效率更高。针对不同特点的页岩

薄片扫描电镜图像，都能快速地自适应生成最佳灰

度阈值，有效地分割孔隙和基质等元素。 

3    实验结果及对比分析
 

3.1    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在足 206 井的页岩

扫描电镜图像上进行了实验，这些图像中包含单峰

图像、双峰图像以及多峰图像等分布各异的图像。

实验表明该算法在这些图像上都能有效地自动生

成最佳灰度阈值，准确地将孔隙和基质等元素分离

开来。

如图 4a、c 所示，由于页岩中孔隙和基质的灰

度比较接近而大部分重叠，或孔隙和基质的面积相

差较大，导致最终的灰度分布直方图可能呈现单峰

分布。使用传统的单峰直方图阈值方法，需要繁琐

的计算确定直方图的凸包[19]。如图 4b 所示，由于

页岩中孔隙和基质的灰度分布比较相近，没有明显

的分界点，导致最终的灰度分布直方图可能呈现交

叉的双峰直方图。使用传统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分

割，往往不能有效地分离孔隙和基质。而图 4d 是

比较理想的双峰直方图，通过 2 个峰之间的波谷值

就能有效地分离图像。但是，由于页岩薄片扫描电

镜图像的特点，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实验结果表明，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

值生成方法能根据不同的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

自动地生成对应的最佳灰度阈值，具有较好的自适

应特点，能实现自动识别页岩孔隙和基质等地质元

素，提高了图像提取孔隙结构参数的可对比性，为

页岩微观图像孔隙结构定量分析提供了可靠基础。

同时，算法利用了图像灰度值分布的导数性质，使

得其处理速度非常快。在内存为 8 G，CPU 为 Intel
Core I7-8550U 的普通笔记本电脑上，一幅尺寸为

701×1 024 像素的图片，处理时间约 3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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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整体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method for shale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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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结果对比

在相同的数据集上分别使用了传统方法中的

最大类间方差法和最大熵阈值分割法进行实验，并

与自动阈值生成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在

孔隙和基质分布差异比较明显的页岩薄片图像中，

如图 5a、d 所示，本方法和最大类间方差法都能有

效地分割孔隙和基质，分割效果优良。而最大熵阈

值分割法在图 5a 上将部分孔隙划分为基质，不能

有效地分割孔隙和基质。这可能是因为图 5a 中孔

隙和基质的分布差异要小于图 5d 中的分布差异。

但是，在孔隙和基质分布比较接近的页岩薄片图像

中，如图 5b、c、e、f 所示，最大类间方差法和最大熵

阈值分割法均不能对页岩薄片图像进行有效的分

割，将大多数孔隙错分为基质，甚至出现了将整个

图像识别成只有基质的错误，而本方法仍然能有效

地分割孔隙和基质。因此，自动阈值生成方法能自

适应地对各类分布性质的页岩薄片图像进行分割，

弥补了传统阈值分割方法不能对页岩薄片进行有

效分割的缺点，高效地生成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

最佳灰度阈值，自动识别页岩孔隙和基质等地质

元素。 

4    结论

据不完全统计，图像分割算法已有上千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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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方法对形态各异的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灰度分布图中的分割效果

Fig.4    The segmentation effect of the method adopted in the gray distribution of shale slices of different sh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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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无统一的理论[20-21]。探索新的图像分割算

法一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针对页岩薄片提出

了页岩薄片孔缝分割的自动阈值生成方法，利用了

图像灰度值分布的导数性质，并根据图像的分布特

点，自适应地生成对应图像的最佳灰度阈值，能快

速地对页岩薄片扫描电镜图像进行分割。该算法

具有运行高速稳定、耗时短等优点，且能获得较好

的分割效果，能自动识别页岩孔隙和基质等地质元

素，提高了图像提取孔隙结构参数的可对比性，为

页岩储层微观结构表征分析技术提供了可靠保障。

此外，本文提出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岩性孔缝的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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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METHOD FOR SHALE SLICE HOLE SEGMENTATION

CHEN Yan1,2, WANG Ke1, LI Zhicheng1, JIAO Shixiang1, WANG Zhanlei3, JIANG Yuqiang3*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3 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micro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analysis techniqu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mong them, to acquire the shale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method is an key mean for shale micro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The  existing  methods  mainly  include  the  maximum  between-class  variance  method  and  the  maximum  entropy
threshold segmentation method. They have gained good results in various image segmentation. However, they are
all quite time-consuming and cannot effectively separate the pores from matrix in the SEM images of thin slices
sometimes. In this paper, an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method for shale slices and fissures segmentation is
proposed,  which  can  adaptively  and  quickly  generate  the  optimal  grayscale  threshold  for  the  related  imag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slices, and automatically recognize shale pores and matrix as well as
other geological elements. In this paper,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shal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from the Well 206, and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the results from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of this paper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the optimal grayscale threshold on various
images, and accurately identify such elements as pores and matrix. Therefore, the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method  for  shale  slice  hole  segmentation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can  efficiently  generate  the  optimal  gray
threshold of shale slic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and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re structure on shale microscopic images.
Key words:  shale slice; hole and fissure segmentation;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utomatic threshold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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