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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扩散半色调技术中图像插值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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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分析了最近邻插值、双线性插值和双立方插值３种图像放大方法得到的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的

质量，并通过基于人眼视觉模型的方法来评价半色调图像质量。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图像最近邻插值放大方

法得到的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质量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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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差扩散半色调算法是目前比较常用的生成

半色调图像的方法之一。最常用的误差扩散半色

调算法是１９７５年由Ｆｌｏｙ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提出的过滤

器法。Ｆｌｏｙ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误差扩散算法得到的半

色调图像也存在一些缺点［１］。大量国内外研究已

从多方面对Ｆｌｏｙ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误差扩散算法进行

了改进。本文主要比较分析不同的图像插值放大

方法对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的影响，采用的评价

方法是先将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用人眼视觉特性

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再与原连续调图像比较。

１　误差扩散半色调算法

误差扩散半色调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先按照一

定的扫描路径阈值量化图像像素，然后将量化误

差以一定的方式扩散到相邻的未处理的像素

上［２］。误差扩散算法可表示为：

狌（犿，狀）＝狓（犿，狀）－∑
犽，犾

犺（犽，犾）×犲（犿，狀）

犫（犿，狀）＝犙（狌（犿，狀））＝
１，狌（犿，狀）＞ 阈值

０，狌（犿，狀）≤｛ 阈值

犲（犿，狀）＝犫（犿，狀）－狌（犿，狀）

式中，犙（·）为阈值量化函数；狌（犿，狀）为该像素灰

度值与部分量化误差的和，狌（犿，狀）大于阈值时，

犙（·）值为１，否则其值为０；犲（犿，狀）为量化误差；

狓（犿，狀）为输入信号，狓（犿，狀）∈［０，１］；对狌（犿，

狀）进行阈值处理得到表示信号犫（犿，狀），犫（犿，狀）

∈［０，１］；误差扩散滤波器的系数为犺（犽，犾），且

∑
犽，犾
犺（犽，犾）＝１。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误差扩散算法进行改进：① 量化阈值的选取；

② 误差滤波器的设计；③ 扫描像素路径的选

取［３，４］。本文采用的误差扩散算法，量化阈值选

取平均值法，误差滤波器选用Ｂｕｒｋｅｓ滤波器，扫

描像素路径仍采用逐行扫描方式。

２　图像插值放大方法

本文对最常用的３种图像放大插值方法进行

比较研究，即最近邻插值、双线性插值和双三次插

值。这３种方法具有算法简单、实施快捷方便的

优点。

最近邻插值输出的像素值等于距离待采样点

映射到的位置最近的输入像素值，即取待采样点

周围４个相邻像素中距离最近的一个邻点的像素

值作为该点的像素值。此算法虽然在直接对图像

放大时像质损失较大，重新采样后的图像灰度值

有明显的不连续性，但是由于与原图像每一像素

对应的放大区域的像素值都等于该像素值，所以

用此方法放大的图像经误差扩散半色调处理后，

再作滤波处理会得到与原像素值更接近的值，从

而得到视觉效果更好的半色调图像。

双线性插值利用待采样点周围４个邻点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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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值在两个方向上作线性内插以得到其像素值，

即根据待采样点与相邻点的距离确定相应的权值

计算出待采样点的像素值。用双线性插值法直接

对图像插值放大基本克服了最近邻插值灰度不连

续的缺点，但由于仅考虑４个直接邻点灰度值的

影响，而未考虑到各邻点间灰度值变化率的影响，

因此其具有低通滤波器的性质，将使缩放后图像

的高频分量受到损失，图像的轮廓变得较模糊。

对用此方法放大后的图像进行误差扩散再进行滤

波处理得到的图像质量有一定程度退化。

双三次插值不仅考虑了待采样点４个直接邻

点像素值的影响，还考虑了各邻点间像素值变化

率的影响。因此，与双线性插值相比，双三次插值

法所求得的待采样点灰度值更接近原像素值。但

是，在此基础上对放大图像进行误差扩散再作滤

波处理得到的图像质量还是不如用最近邻插值得

到的图像质量。

３　半色调图像质量评价

本文采用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权重信噪比

（ＷＳＮＲ）
［５］以及文献［６］提出的通用质量评价模

型（犙）来对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进行综合评价。

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基于图像像素灰度值进

行统计和平均计算，是常用的衡量图像信号失真

的指标。该方法直观，容易实现，但其只能从总体

上反映原始图像和再现图像的差别，不能反映图

像误差的局部统计特性。ＰＳＮＲ的计算公式为：

ＰＳＮＲ＝１０ｌｇ
２５５２×犕×犖

∑
犿，狀

（犳（犿，狀）－犫（犿，狀））［ ］２
式中，犕×犖 是原图像的大小；犳（犿，狀）和犫（犿，狀）

分别为原始图像和再现图像。ＰＳＮＲ∈［０，＋

∞），ＰＳＮＲ值越大，原始图像与再现图像的差别

越小。

权重信噪比（ＷＳＮＲ）定义为平均加权信号能

量与平均加权噪声能量之比，其中权重数由对比

度敏感函数（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ＳＦ）

决定。这种方法能够考虑图像尺寸、视距和打印

分辨率等因素的影响。ＷＳＮＲ计算方法为
［５］：

ＷＳＮＲ＝

１０ｌｇ
∑
狌，狏

犡（狌，狏）犆（狌，狏）２

∑
狌，狏

（犡（狌，狏）－犢（狌，狏））犆（狌，狏）

熿

燀

燄

燅
２

式中，犡（狌，狏）、犢（狌，狏）和犆（狌，狏）分别表示原始图

像、再现图像和ＣＳＦ函数的二维傅立叶变换。图

像的尺寸为犕×犖，０≤狌≤犕－１，０≤狏≤犖－１。

ＷＳＮＲ值越大，原始图像与再现图像越接近。

通用质量评价模型犙的计算公式为
［６］：

犙＝
４σ狓狔珚狓珔狔

（σ
２
狓＋σ

２
狔）［（珚狓）

２
＋（珔狔）

２］

式中，珚狓＝
１

犖
∑
犖

犻＝１
狓犻；珔狔＝

１

犖
∑
犖

犻＝１
狔犻；σ

２
狓＝

１

犖－１
∑
犖

犻＝１

（狓犻－

珚狓）
２，σ

２
狔＝

１

犖－１
∑
犖

犻＝１

（狔犻－珔狔）
２；σ狓狔＝

１

犖－１
∑
犖

犻＝１

（狓犻－

珚狓）（狔犻－珔狔）。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将再现图像与原图像之间

的误差归结为３个不同的因素：相关性丢失，亮度

失真和对比度失真。犙∈［０，１］，犙值越接近１，原

始图像与再现图像的差异越小。。

由于需要先用不同的插值放大方法对图像进

行放大，然后再对放大后的图像进行半色调处理，

所以在比较半色调图像质量之前，需要对半色调

处理后的二值图像进行滤波处理，以得到与原图

像等大的连续调图像，进而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

本文采用基于人眼视觉系统的滤波器对半色调图

像进行滤波处理。滤波器的大小与原图像插值放

大的倍率有关。

Ｄａｌｙ视觉模型
［７］考虑到视觉系统对水平和

垂直方向的频率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引入了角度

分量，以便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眼的视觉效果。

Ｄａｌｙ视觉模型为一个低通滤波器，其数学表达式

为：

ＣＳＦ＝
犪（犫＋犮犳）ｅｘｐ（－（犮犳）

犱），犳＞犳ｍａｘ

１，｛ 其他

式中，犪＝２．６；犫＝０．０１９２；犮＝０．１１４；犱＝１．１；参

数犳ｍａｘ取经验值６．６。

人眼对于对角线方向的敏感度要低于水平和

垂直方向。如果在ＣＳＦ函数中考虑这个因素，可

以将径向频率犳修改为犳（θ）：

犳（θ）＝
（犳狓）

２
＋（犳狔）槡

２

狊（θ）

式中，经验公式狊（θ）＝
１－狑
２
ｃｏｓ（４θ）＋

１＋狑
２
；θ为

频率平面内任何一个方向对水平方向的夹角，即

θ＝ａｒｃｔａｎ
犳狔
犳（ ）
狓

；狑为经验值０．７。

４　实验与分析

不同的图像插值放大方法插值原理不同，其

插值点的像素值必然不同，因此，对用不同的插值

放大方法得到的放大图像用误差扩散二值化处理

后，所得的结果必然不同。比较误差扩散半色调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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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图像插值放大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１）分别用最近邻插值、双线性插值和双三次

插值对原图像进行放大。为方便比较，应保证３

种放大方法的放大倍数一致。

２）将传统的Ｆｌｏｙ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误差扩散算法

进行改进，即选用Ｂｕｒｋｅｓ滤波器，扫描路径选用

逐行扫描，阈值的选取方法采用平均值法。用这

样的误差扩散算法对插值放大后的图像进行半色

调处理。

３）根据Ｄａｌｙ视觉模型的ＣＳＦ函数形成与放

大倍数相同大小的滤波器，对步骤２）产生的二值

半色调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得到与原图像等大的

连续调结果图像。

４）用峰值信噪比，权值信噪比以及通用质量

评价模型对基于不同插值放大方法得到的结果图

与原图进行评价，分析不同插值放大算法对误差

扩散半色调处理的影响。

选用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大小的Ｌｅｎａ图作

为测试图像，分别用不同的插值放大方法将图像

放大１６倍，再进行误差扩散半色调，并对得到的

二值图像进行滤波处理，最后将得到的结果图与

原图进行质量评价，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插值放大方法得到图像的质量评价

Ｔａｂ．１　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插值方法 ＰＳＮＲ ＷＳＮＲ 犙

最近邻插值 ４８．１５９ ４８．１５９ ０．９５７１９

双线性插值 ３３．８４９ ３３．８４９ ０．８８５７５

双立方插值 ３３．９３６ ３３．９３６ ０．９０５３４

　　从表１可以看出，当对原图像选用不同的插

值放大方法进行放大１６倍处理时，得到的结果图

像存在一定的差别。最近邻插值处理后的图像误

差扩散半色调图像质量要优于双线性插值和双立

方插值处理后的图像误差扩散半色调图像质量。

本文还比较了不同放大倍数对得到的半色调

图像的影响。将Ｌｅｎａ图、Ｂａｒｂａｒａ图和Ｂｏａｔ图

（见图１）用不同放大倍数放大，得到的图像的质

量评价结果见图２～４。

图１　实验用到的原始图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图２　不同放大倍数的ＰＳＮＲ值

Ｆｉｇ．２　ＰＳＮ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Ｚｏｏｍｉｎｇ

图３　不同放大倍数的 ＷＳＮＲ值

Ｆｉｇ．３　ＷＳＮ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Ｚｏｏｍｉｎｇ

图４　不同放大倍数的犙值

Ｆｉｇ．４　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Ｚｏｏｍｉｎｇ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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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２～４可以看出，半色调图像的质量随着

放大倍数的增大而明显提高，并且用最近邻插值

方法对图像插值放大得到的半色调图像质量要明

显优于用双线性插值和双立方插值对图像放大得

到的半色调图像质量。这主要是因为用最近邻插

值方法放大图像时，与原图像每一像素对应的放

大区域的像素值等于该像素值，而双线性插值和

双立方插值放大图像时，都会考虑所处理像素与

周围像素的关系，得到的与原图像每一像素对应

的放大区域的像素值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在对放

大后的图像进行误差扩散半色调时，尽管误差扩

散算法传递误差，但是对于每一放大区域，像素值

相等时比像素值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得到的二值处

理效果更好一些，这样，当再用ＣＳＦ模拟人眼将

二值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后，前者得到的图像效果

将比后者更接近于原始图像。

本文还从时间复杂度方面对不同插值放大方

法的半色调算法进行了比较。最近邻插值放大方

法的运行速度要高于双线性插值放大方法和双三

次插值放大方法。

通过实验发现，当将图像用插值放大方法放

大１０倍以上时，图像质量的提高率随放大倍数的

增加而减少。考虑到时间复杂度等因素，鉴于图

像质量和输出效率两方面的因素，当对图像进行

误差扩散时将图像插值放大１０～１６倍可得到较

好效果的半色调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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