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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研討兩階圖像（被印
體上之畫像）作數位加密(data hiding)
時，網點擴大效應對加密演算法之影響
及最佳化設計。研究中應用數位過網法
所完成的工作包括：兩階圖像數位加密
演算法、網點擴大量之量測、網點分佈
之測試樣張設計、加密網點之解碼與辨
識演算法研究等。

本研究發現如下；1.對於圖像加密與
光學閱讀比對時，「加密」可針對不同
影像之兩階化層次進行分析，在加密時
依解析度（網點擴大率不同）選擇錯誤
率較低之網點區域，與參考單位面積可
隱藏之影像圖素（image pixels）數量，
進行加密之考量。2.同時可修正加密之過
網演算方式，針對期望之影像區域進行
資料隱藏，以達到最佳之資料比對正確
率。本研究之成果將直接有助於印製有
價證券、機密文件之應用。

關鍵詞：數位加密；網點擴大；數位過網
演算法；圖像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ot gain on the design of 
data hiding in printed (bi-level) images. The 
tasks to be completed in the year including:
l To study the algorithm for data hiding 

in printed images.  

l To measure the dot gain for one single 
halftone dot.

l To design the standard chart for the 
measurement of dot gain effect on data 
hiding in printed（bi-level） image 
under different printing conditions.

l To setup the optical imaging system 
and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lgorithm 
for the recognition of printed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ot 
gain effect brings another problem in the 
data recognition. In the research, we had 
found an optimized design for data hiding in 
printed image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dot 
gain effect.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nefit to the printing of 
securities and documents.

Keywords: Data Hiding; Dot Gain; 
Digital Halftoning；Pr inted 
Image；Optical Recognition

二、緣由與目的

電腦科技及網路多媒體的快速發
展，在數位影像或聲音中隱藏訊息的研
究，受到各界很大的重視，但大多數的
訊息隱藏研究多集中於灰階 (8-bit or 
more)或色彩影像中，且在兩階影像(1-bit)
中隱藏之信息(加密)，則因為所能夠隱藏
的空間有限，或對原始影像本身破壞性
大，而對訊息隱藏技術有較高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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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由於印刷及部份輸出設備均為兩
階圖像輸出，故兩階圖像中隱藏訊息確
有其需要與重要性，尤其在印製「有價
證卷」及「機密文件」有極大應用空間。

當數位過網技術也正逐漸取代傳統
的「印刷過網」程序，而噴墨印刷的快
速發展更適合於“少量多樣化”的印刷
品的研究現況等，引起本研究之動機，
期能「將訊息隱藏技術（加密）結合數
位過網的演算法」，以發展出一種適合
於兩階圖像的訊息隱藏法；但由於印刷
的過程中，網點擴大效應(dot gain)是一
個無法避免的因素，不但影響印刷品的
階調再現，亦會對研究訊息隱藏（加密）
於網點工作造成困擾。

本研究目的在於研討兩階影像作數
位加密(data hiding)時，網點擴大效應對
加密演算法之影響及最佳化設計。其成
果將直接有助於「有價證券」、「證照」、
「機密文件」、及「二維條碼」之數位
防偽及防盜拷工作上。

三、結果與討論

1.研究之系統流程

本研究之系統流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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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階圖像加密

本研究使用數位誤差擴散過網法
(Modified Error Diffusion)進行兩階圖像
之製作，其加密技術為利用過網法之兩
階化固定次序，基本上是以兩階圖像之
4x4, 8x8 或 16x16 pixels 為單位，將欲
隱藏之數據以 bit 為單位置換此兩階影
像之 4x4, 8x8 或 16x16 pixels 單位之某
一個標定位置之圖素（pixel）值，實驗
結果敘述如次。

（1）F1-a 為 256x256pixel 之灰階圖像，
以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 F1-b
之結果。次以 F1-b 作為後續浮水
印與加密製作之目標二階圖像。再
用 F1-c 至 F1-e(64x64 Pixels)加入
目標圖像 F1-b。得到 F1-f 至 F1-h
為具有浮水印之兩階輸出圖像。

（2）F2-a 序號圖像（0123456789）為
10x8 之矩陣，將其編碼加入 F1-c
之 64x64Pixel 之二階圖像後，可得
F2-b 為一加密碼浮水印圖像。而將
F2-a 加入目標圖像 F1-b 可得
F2-c，此 F2-c 之兩階影像與 F1-h
視覺比較幾乎相似。

由上述結果可知，因圖像網點為隨
機自然散佈，所以誤差擴散法可成功的
進行圖像過網，而且階調品質在視覺上
的感受應較自然。而浮水印之製作，依

照需要可藉由控制其濃淡來使圖像有不
同效果之浮水印表現。含有密碼序號之
浮水印影像亦可成功的加入圖像之中，
以達到防偽的目的。

3.機器閱讀（光學掃描）與比對辨認

完成二階圖像加密之後（F2-c），
再分別在不同解析度以雷射印表機列印
於紙張上。利用光學掃描系統來讀取圖
像資訊；F3 為原始影像以 300x300dpi
解析度列印於紙張之圖像，經光學掃描
取像之 600dpi 灰階影像其內含四個控制
點（自定）。F4a、b 則分別是原始畫像
（F2-c）與 F3 左下角之放大圖，在 F4-b
中有取樣變形（aliasing）產生。則可透
過座標轉換，將原稿畫像及加密影像這
兩個座標系之轉換關係求出後，將所有
之灰階值讀出，並繪其特性分布圖
（histogram）如 F4-c。對 F3 而言，選擇
一臨界值（threshold value）兩階化後，
所得之數據能夠有較佳之辨認率。

經由光學取像後，再經座標轉換修
正其變形誤差與二階化後，將兩圖像矩
陣 U（F2-c）與 X（F5）進行相同座標



5

點對點之（資料相減）比對辨認，比對
結果正確時顯示黑點；而結果錯誤時顯
示白點。F6 即為兩圖像資料比對後之結
果，比對結果共有 2.14% (1404pixels)的
資料與原始畫像（F2-c）不同，故可判

定發生錯誤，亦表示圖像經過列印與光
學掃描讀取之後，最終之資料正確率可
達 97.86%。而圖像加密資料之解密，經
由光學取像，再經座標轉換修正其變形
誤差與二階化後，將二階圖像（F5）進
行資料解密處理得 F7。由 F7 中可見與
原始加密資料影像 F2-b 有所差異，原先
沒有像點之區域產生出許多像點，資料
錯誤多發生於圖像濃度較高（像點較密
集）之區域。

由 F6 顯示複雜二階影像之資料比對
結果，發現資料錯誤多分布於濃度較高
之區域，而中間調與濃度較淺之區域也
有錯誤發生。故設計一網點級數表影
像，進行列印與光學讀取分析，以了解
不同網點百分比之資料比對結果，結果
如 F8 所示。

F8 為 256x256pixels 之灰階圖像，
以誤差擴散法過網計算獲得之結果，以
做為下列研究之目標二階影像。該影像
共 分 為 16 個 區 塊 ， 每 一 區 塊 為
64x64pixels，並個別計算其網點百分比。

（1）不同解析度對網點擴大之影響

表一係將影像 F8 分別以不同解析度
75/150/300dpi 加以列印之列印值。F9 係
分別以不同影像解析度 75/150/300dpi加
以列印並測量網點擴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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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6 90 100

80 70 60 50

40 30 20 20

100 5 3 0

上述經以 600dpi光學解析度進行資
料光學讀取後，再經影像座標轉換與資
料比對後獲得結果敘述如下：不同解析
度二階圖像列印於張紙後之網點擴大
量，可由 F9 中得知 300dpi 最大（最高
擴大量 42%），150dpi 次之（最高擴大

量 29%），75dpi 最小（最高擴大量 9%）。
可知網點擴大量在中間調部分（網點面
積 40%-70%）最大。

（2）網點擴大量對資料比對辨認正確率
之影響

就 F8 整體比對之辨識錯誤率與在
不同解析度及網點擴大量之比較如表2。

由表中可知；1.圖像網點擴大量

大，則資料比對辨識錯誤率高，2.更由
F10 可知，解析度 300dpi 網點擴大量較
大，比對錯誤率較高，3.75dpi 網點擴大
量較小，比對錯誤率較低。

總之，在解析度 300 與 150dpi 時面
積比對 5%至 80%間比對錯誤率隨其網
點面積增加而提高，而在 90%與 96%
間，隨其面積增加而錯誤率減低。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針對圖像加密
與光學閱讀比對提出研究結果與應用建
議如下：

（1）加密時針對不同圖像之兩階化層次
進行嚴控分析，在加密時依解析度
（點擴大率不同）選擇錯誤率較低
之網點區域，與參考單位面積可隱
藏像點資訊數量，進行加密之考量。

（2）修正加密之過網演算方式，針對期
望之圖像區域進行資料隱藏，以達
到最佳之資料比對之正確率。

四、計畫結果自評

本研究顯示；1.數位加密方法可成
功應用在二階圖像中，且可由電腦比對
識別解讀其差異之二階圖像；可實際應
用於有價證卷、機密文件與證照之防偽
領域上。2.研究上，利用數位誤差擴散
過網法(Modified Error Diffusion)進行兩
階影像之產生，並就加密處理後網點擴
大影響之探討。未來需以專業之高解析
度設備(2400dpi 以上)輸入/出影像於印

影像
解析度

網點擴大
量

（最大值）

比對錯誤
量（pixels）

錯誤率

300 dpi 42% 8696 0.1327

150 dpi 29% 5499 0.0834

75 dpi 9% 529 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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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品生產上以改善目前採用雷射列表機
與 CCD 平台掃描機的掃描品質。3.數位
過網法與資料比對亦有改善的空間，未
來期能將提昇影像解析度（如大小
1024x1024pixels 以上，解析度 150dpi
或更高），及在辨識能力與影像解析度
兩者之間取得一最佳化條件，及將「容
錯設計」考慮應用之，以達到更精確辨
識能力。

本研究計畫原為兩年度計畫，經國
科會審核後調整為一年度。故原計畫中
網點取像之最適性研究與護照照片中植
入加密網點以「防偽」及「防變造」之
實作研究項目未能涉及，故未來後續研
究之重點應加以優先考慮，以建構一完
整的技術開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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