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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迟滞系数的自适应绿噪声半色调算法

易尧华１　苏　海１

（１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最优迟滞系数的自适应绿噪声半色调算法。该算法使用随机数选择不同的误差扩散滤波器和

根据图像灰度级选择最优迟滞系数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普通绿噪声半色调算法中由于点聚集而在某些图

像阶调上产生规律性条纹及视觉效果不均匀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半色调算法生成的网目调图像

既保持了绿噪声网目调图像的调幅特性，又保证了半色调输出图像的视觉均匀性。

关键词：绿噪声半色调；图像阶调；迟滞系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由于图像输出设备（如打印机、印刷机等）在

输出图像像素值时，只有二值状态，因此，需要对

连续调图像进行半色调处理，使连续调图像转换

为网目调二值图像。调频半色调加网方法是将大

小一样的像素记录网点以随机或近似随机的方式

排列，通过改变单位面积内网点的数目来反映图

像阶调的深浅［１］。经典的调频半色调加网方法是

由文献［２］提出的误差扩散算法。误差扩散是根

据输入像素与其相邻像素的统计分析量化每一个

像素，通过反馈误差将图像误差趋近于零，从而提

高了输出数字半色调图像的质量。但由于误差扩

散调频加网方法都以独立记录点作为网点，因此

很容易受到打印机非线性的影响，出现严重的网

点丢失和网点拉大的情况。

针对误差扩散算法的以上两个问题，文献［３］

提出了基于输出值的域值反馈误差扩散算法，通

过将输出结果反馈到域值上，网点尽可能以记录

簇点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打印机输出时的非线

性影响。文献［４］通过对多种半色调算法进行系

统的研究，采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在文献［３］中实验

的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绿噪声模型。文献［５］在标准

绿噪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

网算法，有效地减少了绿噪声加网算法生成的网目

调图像的规律性纹理。本文在自适应阈值绿噪声

加网算法的基础上，使用随机数选择误差扩散滤

波器，同时设计了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有

效地改进了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算法存在的迟

滞现象、规律性纹理和视觉不均匀等不足。

１　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半色调加网算

法

　　设原稿图像为一幅大小为 犕×犖 的灰度图

像，狓犿，狀表示原稿图像像素点（犿，狀）处的灰度值，

其中，狓犿，狀∈［０，１］。自适应阈值绿噪声与误差扩

散算法一样，输入像素的灰度值与相邻已处理像

素点的误差值（误差值通过误差扩散滤波器

犉（·）进行权值运算）作为输入阈值量化器的灰

度值狌犿，狀：

狌犿，狀 ＝狓犿，狀－∑
犽，犾∈犛

犉犽，犾犲犿－犽，狀－犾 （１）

式中，犛是误差扩散滤波器犉（·）的系数模板范

围。像素点（犿，狀）处相邻的已处理像素点的输出

值通过迟滞滤波器 犎（·）的权值运算再乘以迟

滞系数犺作为阈值，则像素点（犿，狀）的输出值犫犿，狀

为：

犫犿，狀 ＝
１，狌犿，狀－犺∑

犽，犾∈犚

犎犽，犾犫犿－犽．狀－犾＞０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２）

式中，犚是迟滞滤波器犎（·）的系数模板范围。

当前点的误差值犲犿，狀为：

犲犿，狀 ＝犫犿，狀－狓犿，狀 （３）

　　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算法的核心是输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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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原稿像素的均方差犮犿，狀：

犮犿，狀 ＝ 犫犿，狀－狓犿，（ ）狀
２ （４）

绿噪声中的输出值犫犿，狀：

犫犿，狀 ＝犙（狌犿，狀＋犺∑
犽，犾∈犚

犎犽，犾犫犿－犽，狀－犾） （５）

式中，犙（·）为阈值量化过程，则均方差犮犿，狀可以

改写为：

犮犿，狀 ＝ （犙（狌犿，狀＋犺∑
犽，犾∈犚

犎犽，犾犫犿－犽，狀－犾）－狓犿，狀）
２

（６）

为了最小化均方差，应该对迟滞滤波器犎（·）的

滤波器系数进行自适应调整，则自适应调整值为：

犮犿，狀

犎
（狆狉犲狏犻狅狌狊）
犽，犾

＝犺犫犿－犽，狀－犾×（狓犿，狀－犫犿，狀） （７）

则迟滞滤波器犎（·）的滤波器系数调整为：

犎犿，狀 ＝Ｐｃ（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犽，犾 －μ

犮犿，狀

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犽，犾

（８）

式中，Ｐｃ（·）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在闭凸集上的投影

算法；μ用于控制算法的收敛速度，文献［５］取μ

＝０．００５。

文献［６］通过使与阈值犜相关的迟滞滤波器

犎（·）的滤波器系数进行自适应调整，达到使阈

值犜自适应调整的目的，最终使原稿图像与半色

调图像的均方差最小化，有效地减少了极限环引

起的规律性条纹，优化了绿噪声加网处理后的二

值图像的质量。但是由于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

算法仍然带有规律性条纹且视觉效果不均匀，因

此，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算法仍具有改进潜力。

２　基于图像阶调的自适应绿噪声半

色调加网方法

　　针对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算法存在的缺

陷，本文提出了随机选择误差扩散滤波器和根据

图像阶调选择最优迟滞系数两个改进方法，并将

这两个改进方法结合，提出了基于图像阶调的自

适应绿噪声加网方法。

２．１　随机选择误差扩散滤波器

通过对灰梯尺进行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处

理，可以观察到半色调图像在某几个灰度级上会

出现规律性条纹，如图１（ａ）和图２（ａ）所示。

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算法采用的误差扩散

滤波器的系数是固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固定性，

造成误差扩散带有规律性，从而在某些灰度级上

产生规律性条纹。针对这个缺陷，本文提出了随

机选择误差扩散滤波器，通过增加半色调处理过

程中的随机性，来减少规律性条纹出现的频率和

图１　灰度级为６０％处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６０％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Ａｒｅａ

图２　灰度级为８０％处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８０％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Ａｒｅａ

规模。

随机选择误差扩散滤波器需要设计两个略有

不同的符合人眼视觉规律的误差扩散滤波器（见

图３）。在误差扩散过程中，生成随机数，根据随

机数的奇偶性来选择对应的误差扩散滤波器。根

据所选择的误差扩散滤波器的扩散系数将误差值

扩散到对应的相邻未处理像素上。随机选择误差

扩散滤波器有效地减少了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

算法中规律性条纹出现的频率和规模，如图１（ｂ）

和图２（ｂ）所示。

图３　符合人眼视觉规律的误差扩散滤波器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Ｌａｗ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ｔｅｒ

２．２　根据图像灰度级选择最优迟滞系数

在绿噪声加网算法中，迟滞系数犺用于控制

像素点聚集成簇点的大小和规模。当迟滞系数犺

较大时，则像素点所聚集成的簇点也较大，适用于

网点扩大较为明显的打印机或印刷机；当迟滞系

数犺较小时，则像素点所聚集成的簇点也较小，适

用于网点扩大不太明显的打印机或印刷机。

在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方法中，迟滞系数

会直接影响迟滞滤波的自适应调整值，如式（７）所

示，最终迟滞系数会改变自适应阈值的变化，从而

改变半色调图像的纹理结构（见图４）。

通过观察可知，在某一个灰度级上有一个最

５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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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迟滞系数使得该灰度级的视觉效果最好。因

此，根据人类视觉系统设计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

滞系数，可以有效地改进自适应阈值绿噪声加网

的视觉效果。本文将根据图像灰度级选择最优迟

滞系数的改进方法分为两个步骤进行：① 设计各

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② 根据原稿图像当前

处理像素点的灰度值选择对应灰度级的最优迟滞

系数。

设计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步骤。

１）在灰度轴上均匀选取色块，作为原稿图

像。

２）对各个原稿图像进行误差扩散半色调处

理，并将连续调图像与半色调图像分别转换到线

性ＣＩＥＬＡＢ色彩空间，得到连续调图像与半色调

图像经过ＦＦＴ变换之后的亮度误差。

３）为了符合人眼视觉特性，使用 ＨＶＳ模型

将误差在亮度通道进行权值叠加，得到均方误差

ＴＳＥ。

４）通过同时变换迟滞系数使得总的均方误

差ＴＳＥ最小，从而得到相应的最优迟滞系数。

５）通过线性插值操作，得到不同输入值的最

优迟滞系数。

图４　不同迟滞系数的半色调灰梯尺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在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设计过程中，

应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设计目的就是得到各个灰

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而一个８ｂｉｔ的灰度图有

２５６个灰度级，设计这么多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

数将会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可以均匀取色块。当

选取色块数目大于２５时，对所取色块进行插值操

作已足够为所有灰度级生成最优迟滞系数的精确

估计。其次，最优迟滞系数取值范围应保证在

［０，１］以内。

所得的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如图５所

示，在较高以及较低灰度级处最优迟滞系数较大，

在中间灰度级处最优迟滞系数较小。

图５　各个灰度级上的最优迟滞系数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ｓ

通过求取各个灰度级对应的最优迟滞系数，

得到当前处理点的灰度值与最优迟滞系数的映射

关系犺（狓犿，狀），用该映射关系代替迟滞系数进行自

适应绿噪声加网处理，从而达到根据图像灰度级

选择最优迟滞系数的目的。

根据图像灰度级选择最优迟滞系数的自适应

阈值绿噪声加网结果见图４（ｆ）和图６（ｆ），图像视

觉效果均匀，无明显规律性条纹，有效减小了迟滞

现象，更好地表现了亮调部分的阶调。

图６　不同迟滞系数的Ｌｅｎａ图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ｅｎ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结　语

本文对自适应阈值的绿噪声加网算法进行了

６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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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优化，通过采用随机数选择误差扩散滤波器，

进一步减少半色调图像中规律性条纹出现的概率

和规模，加大半色调处理中的随机性；通过预设计

各个灰度级的最优迟滞系数，有效地提高了半色

调图像的视觉均匀性。本文提出的基于图像阶调

的自适应绿噪声加网方法还可以从所选择的误差

扩散滤波器的设计优化、与打印机模型相结合等

方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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