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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研討網點圖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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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網點之解碼辨識演算法
研究、error correction code 之設計、網點
取像之最適合之解析度研究、「護照照片」
加密網點試作。

根據本研究發現，針對圖像加密與
解密研究結果如下：1.加密圖像能有效
防止數位彩色複印機與掃描列印的複製
手法，充分達到防偽的目的，但加密時
須考慮加密資訊型態與圖像區域加密效
果。2.解密演算法，可針對欲加密之圖
像資料區域進行資料解密，以達資料比
對辨識。

本研究結果顯示，1.數位加密方法
可成功應用在網點圖像中，且可由電腦
比對識別解讀加密資料；可實際應用於
有價證卷、機密文件與證照之防偽領域
上。若可改進自動尋找定位座標，將可
建構一完整的技術體系。2.利用數位過
網法進行加密網點圖像產生，並就加密
圖像之防偽效果進行測試後確有防偽效
果。
關鍵詞：數位加密；數位過網；網點加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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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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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explore the optimized resolution for 
the printed images and optical imaging 
system.  

3) To incorporate the error correction code 
into our data hiding algorithm.

4) To apply the developed technologies 
described above to an example – data 
hiding in the photo of the passport to beat 
the counterfeiting.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nefit to the printing of banknote, personal 
ID.
Keywords: Data Hiding; Dot Gain; Digital 

Halftoning；Pr inted Image；Optical 
Recognition

二、緣由與目的

多數的資料加密(資料隱藏)或數位
浮水印研究多集中於數位灰階(8-bit or 
more)或彩色影像上，而在印刷網點圖像
中進行資料加密，則因為所能夠隱藏的
空間有限，並對原始影像本身破壞性
大，所以網點圖像在加密技術有較高的
挑戰性，但由於印刷及部份輸出設備均
以網點圖像資料型態輸出，故其加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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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之探討研究確有其必要性，而將「加

密技術」結合「數位過網的演算法」，
來發展出一種適合於網點圖像的加密/
解密方法，此為本研究之動機。

本研究目的在於研討網點圖像做數
位加密(data hiding)時，網點擴大現象對加
密演算法之影響及最佳化設計。研究項目
包含：加密網點之解碼辨識演算法研究、
error correction code 之設計、網點取像之
最適解析度研究、「護照照片」加密網點
之試作。其成果將直接有助於「有價證
券」、「證照」、「機密文件」之防偽及
變造。

三、結果與討論

1.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一所示：

2.數位過網演算法

  過網技術是利用網點的大小來表現
圖（影）像的階調層次，其特性為亮部網
點較小，暗部網點較大。本研究即是利用
數位過網技術概念，設計過網矩陣大小及
矩陣內門檻值的分配對彩色圖像進行過

網製作，過網結果如圖 3 所示，圖中(a)為
彩色連續調圖像；(b)為網點圖像。

        (a)                     (b)

圖 2：(a)彩色連續調圖像檔  (b)網點圖像檔

  由圖 3 可知，利用過網技術可以將具
有彩色階調圖像轉換成二元網點圖像，每
一個像素只有兩種可能的色階（黑色或白
色）。雖然轉換後的圖像只有黑白兩色，
但是在人類視覺系統會將鄰近的網點作
積分效應，故利用網點是可以模擬出彩色
連續階調效果。

由於彩色網點圖像係由 Cyan 、
Magenta、Yellow、Black 四色版所組成，
故數位彩色過網的方式，其實與灰階過網
並無不同，只是需要設定四色版不同網屏
角度以避免錯網現象而產生網花。

3.彩色圖像加密

本研究改進 Scrambled Indicia® 技術
的彩色網點圖像加密方法，撰寫程式控制
現有圖像網點產生位移變化方式，為維持
圖像品質僅選擇 Cyan 色版進行位移處
理，達到圖像加密目的，其加密資料與加
密結果如圖 3。

                (b) →

            

        
         (a) ↑                        (c) ↓

                   

圖 3: (a)加密資料圖像

     (b)圖像加密色版

網點
影像

連續調彩
色圖像

網點加密
圖像儲存

不同解析
度光學閱
讀（掃描）

加密資
料讀取

列印不同
解析度加
密圖像

錯誤原因

分析
結果
＆

討論

圖 1：研究之系統流程

過
網

加
密

錯誤
發生?

有

無



4

      (c)彩色加密圖像

圖 3 之 CMYK 彩色圖像，僅將欲加密
的 Cyan 色版進行 150LPI 過網與加密處
理，其餘之 Magenta、Yellow、Black 三色
版進行 300LPI過網，四色版網線數與網點
加密位移量關係如表 1。

表 1：四色版網線數與網點位移量

色版 網線數 角度 位移量
C 150 0 4 pixels
M 300 75 0 pixels
Y 300 30 0 pixels
K 300 45 0 pixels

由圖 3 得知， (a)” NTNU ”圖像，將
其加入圖 2(b)網點圖像後，可得圖 3(c)為
一加密碼後之圖像。而將圖 2(b)與圖 3(c)
圖像進行視覺比較幾乎相似。由上述結果
可知，圖像網點加密之製作，可成功的應
用於彩色圖像之中。

由表 1 得知，將加密 Cyan 色版的解
析度設定與其他三個色頻不同的原因，即
在於避免位移過後的加密網點，因位置與
其他顏色較深的網點(如 Black 色版)重
疊，相互干擾之下導致於解密效果不佳。

4.文字編碼加密

本研究將字串「NTNU」利用數位過
網技術，以重複放置方式做為錯誤糾正
(error correction )之設計，以增加資料辨識
之正確性。應用改變網點之分佈方式進行
加密，在加密過程中先將資料進行編碼
後，再將欲加密之資料網點設定成+45 度
或-45 度的網點，轉換為二進位碼並編碼
為 256x256 之矩陣以影像資料形式儲存，
如圖 4(a)所示。並設計加密過網矩陣進行
過網產生加密圖像區塊，如圖 4(b)所示。

            (a)         (b)

圖 4: (a)文字二元圖像 (b)文字加密圖像

5.光學閱讀與加密資料辨認

完成圖像與文字加密之後將兩圖組
合成為圖像如附錄 A 所示，再以輸出設
備彩色列印機(Xerox DocuColor)進行輸
出後，進行光學閱讀與解密(加密資料辨
認)，結果分述如下：

(1) 彩色圖像解密

透過類比光學解像片（Decoder）對
加密圖像進行人眼判讀實驗，可辨識
出”NTNU”之加密圖像，如圖 5 所示。

圖 5:加密圖像光學解像片解密效果

利用光學掃描器以 600dpi掃描圖像
(內含 4 個自定控制點)。經光學方式讀
取圖像資訊後；再經座標轉換，將原始
加密圖像及掃描影像兩個座標系之轉換
關係求出，再撰寫程式進行加密資料讀
取辨認，其結果如圖 6 所示。

圖 6: 加密圖像光學閱讀解密效果

由圖 5 得知，作為加密資料之字體，
其筆劃及外型愈方正、變化愈少的字體(如
黑體)，筆劃愈粗的字體(如粗黑體、超黑
體)，則愈能保留文字特徵，而有利於光學
解像片解密時的觀察。

由圖 6 得知，因人類的視覺在觀察色
彩時，見到的是色光的加總結果，而非獨
立的三原色資訊，由此我們可知，彩色圖
像加密的部份，就光學讀取解密結果是可
被辨識的。

 (2) 文字編碼解密

利用光學掃描器以 600dpi掃描文字
編碼加密圖像 (內含 4 個自定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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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光學方式讀取圖像資訊後；再經座標
轉換，將原始加密圖像及掃描影像兩個
座標系之轉換關係求出，再撰寫程式進
行加密資料讀取辨認，其結果如圖 7 所
示。

圖 7: 文字資料光學閱讀解密效果

由圖 7 得知，文字編碼加密圖像解密
結果與原始文字二元圖像相同，資料辨識
結果 100%。

6.防偽效果驗證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加密圖像防
偽效果，經過嘗試將成品透過數位彩色複
印機，以及掃描器掃描後列印等二種方
式，進行防止複印偽造特性的測試。

  經彩色複印測試發現，本研究所製作
之加密圖像，輸出解析度超過彩色複印機
所能表現的最高解析度，加密圖像之加密
資訊經過彩色複印機複印後，均無法由光
學解像片解密與程式判讀其內容。

經掃描列印測試發現，本研究所製作
之加密圖像，其經掃描列印後，加密圖像
之加密資訊無法由光學解像片解密與程
式判讀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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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本研究之加密圖像能有效防止數位
彩色複印機與掃描列印的複製手
法，充分達到防偽的目的，但加密
時須考慮加密資訊型態與圖像區域
加密效果。

（2）解密演算法，可針對欲加密之圖像
資料區域進行資料解密，以達資料
比對辨識。

四、計畫結果自評

1.數位加密方法可成功應用在網點
圖像中，且可由電腦比對識別解

讀加密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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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數位過網法進
行網點圖像產生，並就加密圖像
之防偽效果進行測試探討。

3.數位過網法與資料辨識可改進為
定位點辨識座標自動尋找定位，
以建構一完整的技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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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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