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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f立過網影像品質評估

Evaluation for Digital halftaning 1m口 ge Qua Ii ty

*~.f..i哥，走(Yung-Chih Chen)

摘要

本文以灰階形式之網點級數影像、實物影

像、低暗調 (Low-key) 影像、人像影像、金

屬反光物影像及戶外風景影像，使用調幅(AM)

過網之分散式點陣抖動法(dispersed-dot

ordered dither)與調頻 (PM) 過網法之誤差

擴散法 (error di Hus ion) ，進行數位過網二

階影像產生製作及其品質比較。

探討結果得知:一、分散式點陣法不會降

低影像列印的解析度，漸層上會產生跳階現

象，且在圖像在層次較平調區域(flat) 有重

悔之圖案 (pattern) 出現在視覺上並不悅

目，此乃演算法本質造成之現象。二、誤差擴

散法所得之過網圖像階調品質，視覺上較點陣

調散法為佳，且其網點為隨機自然散佈無錯網

綱花產生，在高頻處(邊界區域)表現較佳。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se

screening algorithm to create binary image by the

digi個I halftoning techniques. The method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re based on several digital hal自on

ing techniques , including ordered dithering

(Amplitude Modulation land Floyd-Steinberg error

diffusion (Frequency Modulation ),with certain

production

There are six kinds of image type , is to be

halftoned by different digital halftoning tech

niqu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binary image

halftoned by Floyd-Steinberg error diffusion quali

ty is better than ordered dithering quality. In the

research, we had found an better halftoned quality

品or screening algorithm in binary image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image type.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nefit to the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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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網(Halftoning)是傳統印刷技術，

由於影像輸出設備的特性，須將連續調之

原稿先轉為二階影像資料 (Binary

Data) .藉著不同形式、不同大小的網點來

模擬表現連續調影像，而人眼因對相鄰的

大小疏密黑點有積分的作用，故可感受有

連續調影像的灰階變化。

隨著電腦科技的快速發展，以電腦演

算網點之數位過網技術已受到業界的重視

與應用，數位過網技VItI一般可分為調幅過

網 (Amplitude Modulation Halftoni月，

簡稱AM過網)及調頻過網 (Frequency

Modulation Halftoni時，簡稱FM過網)兩

大類. All過網之網點尺寸大小不一，但點

與點之間距相同; FM過網則是網點大小相

同，但點與點之間距不同。

雖然，近年來數位過網技術在數位打

樣上應用頻繁，本文目的將著重於AM與FM

過網演算法實作過網影像與晶質比較探

討，分別以灰階 (Gray Sccale) 形式之網

點級數影像、實物影像、低暗調 (Low-key)

影像、人像影像、金屬反光物影像及戶外

風景影像，使用別與問過網演算法之方式

進行二階影像產生製作及對其品質作比

較，進一步對數位過網法之應用有更深入

的認識。

貳、研究原理與方法

本文以灰階影像過綱演算法與應用探

討為主，影像之大小採用256x256 pixels
之灰階影像。而將灰階轉換為二階影像之

處理稱為影像三階化(binarization).一

般灰階影像之每一個像素(pixels)均為8位

元大小，因此其階調數從最白(255)至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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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共有256階，對於二階影影像而言，每

一個像素為一個位元，其儲存值為 0或 I '

故僅可表現兩個階調。

一、二階化基本原理

二階化的第一個步蹺，是將原始影像

中的資料值(0至255)轉換成。與1 。在二階

影像中. I代表黑色而0代表白色，因此我

們可以利用下列式l之方式進行轉換:

B=I-(G/255) (式1)

式 l中G代表原始影像灰階值. B代表經

轉換所得之黑度值(Blackness) 0

而二階化的第二個步驟，便是將前述

所得知黑度值B作一判斷，決定其輸出為l

或o 0 所以必須給定一個臨界值(thresh

old) .當黑度值大於臨界值則輸出為I .反

之則輸出為o 0 在本研究中臨界值設為

0.5 '黑度值大於0.5買IJ輸出 I '黑度值小於

0.5貝IJ輸出o .這是最簡單的二階化方法。

以下分別介紹AM過網之點陣法與FM過網之

誤差擴散法的過網方式。

二、集中式與分散式點陣法

數位過網之基本觀念為在一定大小之

矩陣中，以三階資料分布(分布黑色與白

色像點)以模擬灰階影像之階調效果。點

陣法即是設計提供一符合品質需求之過網

矩障，將灰階影像予以二階化。矩陣裡的

臨界值(Threshold) .凡是對應的圖像像點

灰階值大於或等於此值，貝IJ輸出 1 ;小於

此值則輸出O 。而根據矩陣的大小來決定

它能表現的灰階數目(如8泊之矩陣可表現

的個灰階數)。綜合上述過網演算臨界矩陣

演算概念如下﹒

B仗， y)=I ， if G(x ， y»=T仗， y) (式2)



B(x , y)=O , if G(x , y)< T(x , y)

式2中B(x ， y)代表二階影像之各像點之

值; G()正， y) 代表灰階影像之各像點灰階

值 ;T缸， y)代表臨限值矩陣之值 o

據臨過網矩陣內不同的臨界值排列方

式，將點陣抖動法分為下列兩種(Robert

Ulich間y , 1987) :

l 、集中式點陣法 (clustered-dot

ordered dither): 其矩陣之臨界值呈螺麓

狀(spiral)分布，臨界值的變化由中心向

外擴大且矩陣內之臨界值有呈0。、 45。的

排列方式，如圖l(a) 、 (b)所示。

61 53 41 33 37 52 60 64

57 45 25 13 17 32 48 56

49 29 21 5 9 24 28 44

39 19 11 3 8 16 36

35 15 7 4 2 12 20 40

43 27 23 10 6 22 30 50

55 47 31 18 14 26 46 58

63 59 51 38 34 42 54 62

圖l(a) Nasanen/o。臨限值矩陣

35 49 41 33 30 16 24 32

43 59 57 54 22 6 8 11

51 63 62 46 14 2 3 19

39 47 55 38 26 18 10 27

29 15 23 31 36 50 42 34

21 5 7 12 44 60 58 53

13 4 20 52 64 61 45

25 17 9 28 40 48 56 37

圖1<b) Knuth/ 45 0 ~.富限(直其巨陣

2 、分散式點陣法 (dispersed-dot

ordered dither): 其矩陣之臨界值呈分散

的方式排列，這是和集中式點陣法最主要

的不同點，如圖2所示。

1 33 9 41 3 35 11 43

49 17 57 25 51 19 59 27

13 45 5 37 15 47 7 39

61 29 53 21 63 31 55 23

4 36 12 44 2 34 10 42

52 20 60 28 50 18 58 26

16 48 8 40 14 45 6 38

64 32 56 24 62 30 54 22

圖2 分散式臨限值矩陣

因灰階影像值範圍在 0~255之間，常

與臨限矩陣內臨限值的範圍不同，所以必

須將矩陣內的臨限值轉換成與灰階影像值

相同範園。如果使用圓 1 (a)之8x8臨限值矩

陣進行點陣調色法過綱，可以產生的種灰

階，我們可將臨限矩陣內的臨限值乘上 256

/65值再取整數當作實際計算時使用的臨

限矩陣。使用點陣調色法的優缺點如下:

l 、優點為:演算法簡單，每個像點獨

立計算，像點過網後不會影響在其周圍的

像點品質。

2 、缺點為:重複使用同樣臨限值矩陣

在影像上過綱，容易產生較大的網點和錯

網網紋 (moire) 。在輸出解析度較低的時候

表現非常明顯，若輸出解析度提高，就較

不易察覺網紋。但在輸出解析度低的時

候，因網點較大，文字或線條會造成邊緣

會形成鋸齒狀之現象，使清晰度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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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誤差擴散法

誤差擴散法 (error diffusion) 是由

Floyd和Steinberg二人在 1975年提出之過

網方法。此方法主要在將灰階影像二階化

(binarize)時產生的誤差擴散到相鄰的像

素 (pixel)- 使得鄰近區域之總黑度值仍

盡量保持不變。而誤差擴散法其特色為其

運算順序是以蛇行 (Serpentine) 方式進

行，即固定由影像像素矩陣之左上角開始

由左而右再由右而左，再由上而下以蛇行

方式進行影像二階化之程序。誤差擴散法

在其過網演算峙，需有一臨界值(通常為影

像最大灰階值之二分之一)與過網演算臨界

矩陣如圖3所示。(汪德美，民的)

。 。 。

。 7/16

1/16

圖3 Floyd 誤差擴散係數矩陣

一般誤差擴散法其過網演算時，其過

網演算臨界矩陣之基本概念如下:

B伏， y)=I ， if G(x ， y» 二 T(x ， y)(式3)

B(x ， y)二0 ， if G(x , y) <T(x , y)

式3中B(x ， y)代表二階影像之各像點之

值; G(x ， y) 代表灰階影像之各像點灰階

值 ;T伏， y)代表臨限值矩陣之值。使用誤

差擴散法優缺點如下:

l 、優點為:不像點陣調色法受現於臨

限值矩陣大小，而有灰階階數與解析度之

限制。誤差擴散法處理得到的影像解析度

可配合輸出設備解析度，故過網網點比點

陣調色法較細，而且沒錯網的產生。

218

2 、缺點為:其計算較點陣調色法複

雜，且每像點均受到前面網點處理結果的

影響。

四、影像自賈評估方法

影像利用不同過網方式所得之二階網

點影像，視覺上有不同之感受發現兩影像

有差異，其差異程度在影像處理上多採用

影像訊號雜訊比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s , PSNR) -作為影像差異失真的測量

工具。其計算式如下: (陳同孝、張真

誠、黃國峰，民的)

PSNR=10'logI0(2552/ MSE)dB (式4)

式4中數值方式的均方根誤差 (Mean

Square Error 川~SE)對於三階像進行品質

評量方法如下:

MSE=1/N*ML i Ljθrrof'(I (i, j) ,H( i , j))

1 三O-N一 1 ， j=O-M-l (式5)

式5中 I(i ， j)為原始灰階影像，日(i ， j)

為二階影像。 N與M為影像之行數，與列

數。為使影像評估結果與人眼觀察相近，

需要先將影像進行低通濾波處理方能進行

計算評估。

參、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數位過網影像製作

本實驗之灰階影像大小為51γ512

pixels -過網後以300dpi解析度儲存，以

下將過網影像以雷射列印成為圖4至圖9之

圖像提供參考。



卜網點級數影像

將圖4(a)網點級數影像，分別以分散

式點陣法(dispersed-dot ordered dither)

及誤差擴散法(error di日usion)過網計算

獲得之結果影像列印如圖4(b) 、 4( c)。

圖4 (a)

圖4 (b)

圖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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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物影像

將圖5(a)實物影像，分別以分散式點

陣法及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之結果影

像列印如圖 5(b) 、::i (c) 。

圖5 (a)

圖5 (b)

圖5 (c)



3. 人像影像

將圖6(a)人像影像，分別以分散式點

陣法及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結果影像

列印如圖6(b) 、 6(c)

圖6 Ca)

圖6 Cb)

圖6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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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暗調 (Low-key) 影像

將圖7(a)低暗調影像，分別以分散式

點陣法及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結果影

像列印如圖7(b) 、 7(c)

圖7 的)

圖7 Cb)

圖7 Cc)



5. 金屬反光物影像

將圓8(a)金屬反光物影像，分別以分

散式點陣法及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結

果影像列印如圖8(b) 、 8(c)

圖8 (a)

圖8 (b)

圖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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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戶外風景影像

將圖 9(a) 戶外風景影像，分別以分散

式點陣法及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結果

影像列印如圖 9(b) 、 9(c)

圖9 (a)

圖9 (b)

圖9 (c)



從上述之過網結果，在視覺上比較可

知分散式點陣法之影像在，漸層部分有跳

階現象產生，使其層次表現較差且有重複

之圖案出現， 誤差擴散法影像較為細緻且

與模擬之灰階影像較相似品質較佳。

二、影像晶質評估

以不同種類之影像，使用散式點陣法

與誤差擴散法過產生三階影像後，採用影

像均方根誤差 (MSE) 、訊號雜訊比 (PSNR)

與人眼觀察螢幕影像評估結果如表1 。表中

"(b)AM"代表使用分散式點陣法過網所得影

像， "(c) FM川使用誤差擴散法所得影像。圖

4代表網點級數影像、圖5代表實物影像、

圖6代表低暗調 (Low-key) 影像、圖7代表

像影像、圖8代表金屬反光物影像及圖9代

表戶外風景影像。

在PSNR值較大 (MSE較小)代表與原始

灰階影像較接近之原則下。由表一中可

知，由誤差擴散法過網所得影像優於分散

式點陣法過網所得影像，此結果與人眼觀

察結果一致。除網點級數影像以外，以低

暗調影像PSNR值最高 (34. 72dB) 與原始影

像最為相近，反光物影像(J6.9日B) PSNR

值較與低原始影像差異較大。

肆、結語

本文主要目的在對「數位過網技術」

的觀念方法與實作做一介紹，經實際理論

研究與實作結果獲得下列兩點結果:

一、分散式點陣法

1.不會降低影像列印的解析度，漸層上會

產生跳階現象，在圖像在層次較平調

區域 (flat) 有重複之圖案 (pattern )

出現，視覺上並不悅目，此乃演算法

本質造成之現象。其特點如下-

2 演算法簡單，每個像點獨立計算，像點

過網後不會影響在其周國的像點品

質。

3. 重複使用同樣臨限值矩陣在影像上過

綱，容易產生較大的網點和錯網網紋

(moire) 。在輸出解析度較低的時候表

現非常明顯，若輸出解析度提高，就

較不易察覺網紋。但在輸出解析度低

的時候，因網點較大，文字或線條會

造成邊緣會形成鋸齒狀之現象，使清

晰度較差 o

表1 :過網影像品質評估

Li: MSE PSNR(dB) 人眼觀察

(b)的{ (c)FM (b)AM (c)FM (b)AM (c)FM

圖4 241. 46 16.78 24.3 35.88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圖5 1. 83x103 1. 08x10' 15.49 17.77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圖6 31 1. 42 179.69 23.19 25.58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圖7 236.8 21. 89 24.38 34.72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圖8 2.38x103 1. 31x10 ' 14.3 16.95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圖9 974 355.89 18.24 22.62 網花與層次較差 接近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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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差擴散法

1.所得之過網圖像階調品質，視覺上

較點陣調散法為佳，且其網點為隨機自然

散佈無錯網網花產生。由於FM網點不規則

排列之特性，在高頻處(邊界區域)表現

較佳。其特點如下-

2 不像點陣調色法受現於臨限值矩陣

大小，而有灰階階數與解析度之限制。誤

差擴散法處理得到的影像解析度可配合輸

出設備解析度，故過網網點比點陣調色法

較細，而且沒錯綱的產生。

3. 其計算較點陣調色法複雜，且每像

點均受到前面網點處理結果的影響。

未來將針對FM網點之印刷晶晶質控制

加以研究，期能在FM過網成品列印輸出

時，影像解析度與過網方式兩者之間取得

一最佳化條件，使其應用更為廣泛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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