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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影像物理屬性與知覺品質之關係。研究分為兩個階段
進行：首先，為探討影像品質之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本研究採開放式問卷調查，
訪問 33 位數位影像設計人員。依據問卷調查所得結果以內容分析法進行評量效標
的歸納，而且由 7 位具影像處理與設計實務人員，以焦點小組討論的方式篩選出
評量影像品質之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實驗變項。其次，本研究之正式實驗以立意
抽樣挑選 12 位受測者進行影像評量。實驗結果透過典型相關分析進一步了解影像
物理屬性與受測者評量影像時所知覺的影像品質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Lightness 與 Chroma 各別的主效果分別直接影響受測者對於 Brightness 與
Colorfulness 的主觀感受。而且，影像品質不易直接由 Lightness、Chroma、HueAngle
與 Contrast 各別單獨變項所影響；而是綜合四個影像物理屬性所構成的交互作用而
產生明顯的影響。
關鍵詞：影像品質、液晶電視、影像品質評估、視覺評量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ttributes of images and human perceptual quality. This study had two stages. The first
was to confirm the measure items for assessing image quality and to select image
stimuli for the main experiment, using a questionnaire administered to 33 participants
who were image designers and a focus group with 7 researchers and designers. The
second was to carry out the main experiment with 12 participants who we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perceptual qualities was
analyzed through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Lightness and Chroma affect human perceptions of Brightness and Colorfulness.
Individually, Lightness, Chroma, HueAngle, and Contrast did not directly affect the
image quality; however, the image quality was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our

physical attributes.
Keywords: image quality, LCD-TV,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visual assessment

一、前言
液晶電視除了已經成為家電市場必然的趨勢，其廣泛應用的層面也隨之推展
為數位影像與平面設計等專業影像工作者，呈現創作作品的展示平台。因此，所
衍生的影像顯示品質議題，則成為影像與顯示科技產業的研究者所關切的重點工
作。影響影像品質的構成因素相當複雜，就研發的角度而言，除了必須考量影像
的物理特徵之外，更需要衡量人因工程的問題。畢竟顯示器最終目的是必須正確
無誤的把所有影像內容傳遞到人們的視覺系統。以往許多研究皆著重於影像之物
理特徵為基礎，透過演算法來計算視訊壓縮(Video compression)或視訊編碼(Video
coding)，進而探討影像的物理品質；反觀，從心理學的角度來探討人們對於影像
品質之主觀評量研究的發展則相對較晚。近二十年以來，許多有關於複雜影像的
研究皆著重於影像品質的物理計量方法，最常使用峰值訊雜比(PSNR)以及根均方
差(RMSE)統計分析技術來評量影像品質之優劣。不過，這些影像品質計量方式，
主要目的仍著重於計算處理後的影像與原影像之間的差異，因此對於所計算的影
像品質可能無法直接推論或應用於人眼所認定的影像品質判定標準。許多心理、
生理學學者藉由演算法之推導與模式之建立，進而預測或模擬人們視覺系統的知
覺歷程，尤其必須仰賴視覺知覺的主觀評量方法。近五年來，仍有不少研究透過
主觀的視覺評量方法，嘗試以人們的視覺系統為基礎，探討靜態影像品質的主要
因素，以及影像物理屬性與人們所知覺的品質之間的關聯性(Sheikh & Bovik, 2006;
Calabria & Fairchild, 2003; Sheedy et al., 2005; Ginesu et al., 2006)，但是到目前為止
尚未有一明確而共通的定論，而且多數皆以探討其因果間的主效果問題為主，而
忽略了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程度的問題。有薦於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
討不同的影像物理屬性與人們所知覺的影像品質之間的關係。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實驗室實驗法進行研究規劃與設計。以下分別針對實驗設計與統計
分析進行說明。
(一) 影像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之變數設定：
為探討靜態複雜影像品質評量效標，本研究採取開放式問卷調查，針對 33 位
數位影像設計人員，對於影像品質之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進行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結果採用內容分析法將受測者的回答內容分別依據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進行項目
分類。並由影像處理專家(三位 TTLA 成員)與設計領域的研究團隊(四位 NYUST 成
員)依據問卷調查分類結果之後，進行焦點小組討論。透過焦點小組歸納出評量影
像品質之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之變數，最終選定亮度(Lightness)、飽和度(Chroma)、

對比度(Contrast)以及色相角(Hue angle)來進行影像物理屬性的調整；以及選定影像
喜好(Preference)、鮮豔感(Colorfulness)、明亮感(Brightness)、自然感(Naturalness)
以及整體的影像品質(Totally image quality)來做為受測者心理屬性之評量效標。
(二) 實驗設計：
為考量進一步檢定四種不同影像物理屬性之間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以因子設計
(Factorial Design)方法來進行實驗規劃，以同時討論各影像於不同物理量的調整階
數之間的交互作用。同時以正交(Orthogonal)變數設計方法來設定四種不同影像物
理屬性，以符合多因子變異數分析與迴歸分析統計方法對於自變數必需具獨立性
(independent)的假設基礎。於實驗過程中，指示受測者依據各別影像所感受的強
度，給予 1 至 7 階的 Likert 量表進行評量，其中 1 表示較低(劣)；7 表示較高(優)。
(三) 實驗影像：
影像樣本之篩選部份，則經由原來參與本研究之變數設定七位成員進行討論
與 篩 選 ( 參 見 圖 1) 。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選 用 原 則 ， 則 以 ISO12640-1(1997) 、
ISO12640-2(2004)、ISO12640-3(2007)以及 Kodak 公司所製作的標準影像為主要篩
選標的，以利於進行視覺評量之實驗設計與影像樣本物理量之調整。透過 ISO 標
準影像中篩選出 8 張影像、及 Kodak 標準影像中篩選出 2 張影像，以及本研究團
隊所拍攝之綠意景色 1 張(影像代號 C)，共篩選 8 張實驗影像。

圖1 實驗影像樣本

(四) 受測者：
本研究以立意抽樣挑選五位雲科大設計、色彩研究領域的博士班研究生以及七
位 TTLA 研究團隊工程師，共 12 位受測者進行影像評量。實驗過程中，估計每位
受測者評量每一個實驗嘗試數需花費 10 至 15 秒的評量時間；完成每一張影像評量
的總時間大約是 15 至 20 分鐘。
(五) 觀測環境與實驗設備：
實驗採用 40 吋液晶電視，搭配Intel Core 2 Duo高階電腦主機以及 10bit色彩位
元深度之高階影像顯示卡(Maxtro PCI-E)進行動態影像品質評量實驗。為避免外在
環境干擾實驗結果，因此實驗期間將固定觀看距離、視角、環境光源與環境溫度等。
同時，將液晶電視畫面中心設定與受測者之視線成垂直狀態，並固定觀看距離，使
受測者觀看視角小於 10 度視角(實驗畫面參見圖 2)。液晶電視在實驗之前透過

Eye-one pro進行ICC Profile之建立與線性化校正，並將液晶電視之色溫設置於
6500k，亮度為 120cd/m2。實驗環境之光源色溫控制於 6500k，照度為 233lux。本
研究為考量實驗結果之可信度，因規劃分別於TTLA於工研院之實驗室以及雲科大
設計學研究所之色彩暨影像實驗室進行本研究之正式實驗。兩地實驗室所選用之顯
示設備皆以 40 吋液晶電視以及一致的實驗環境設定進行動態影像品質評估實驗。

圖 2 實驗環境與實驗畫面設定

三、 資料分析
(一) 「心理屬性」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嘗試以典型相關分析法(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建立影像物理
屬性與心理屬性之間的關係，故資料分析之前必需確認心理屬性各別因子之間是
否 具 有 共 線 性 (Multi-co-linear) 的 問 題 。 依 據 Person 相 關 係 數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Preference」
、
「Naturalness」與「Totally Image Quality」三者之間具有高度的相關
性(r>.8)。因此，本研究採取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法，以逐步迴歸的方式建立三者之
間的線性組合關係式(如式 1、式 2、式 3)。其中，式 3 的adjust R2值相對較高，故
本究在典型相關分析將採用式 3 的線性組合來進行後續分析。
表 1 Person 相關係數分析結果
Preference
Preference
Brightness
Colorfulness

Brightness

Colorfulness

Naturalness

Image Quality

.461**

.419**

.802**

.881**

.198**

.425**

.472**

.361**

.462**

Naturalness

.841**

Image Quality

** : 表示 p< .001

Preference = 0.19971 × Naturalness + 0.69802 × Image Quality

式1

adjust R2=.7886, p<.0001

Naturalness = 0.28734 × Preference + 0.62545 × Image Quality

式2

adjust R2=.7245, p<.0001

Image Quality = 0.58266 × Preference + 0.36287 × Naturalness

式3

adjust R2=.8266, p<.0001

(二) 影像「物理屬性」影響受測者「心理屬性」的比重分析
此部份主要是為了解不同「物理屬性」對於受測者評量影像時所感受到不同的
程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依據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與影像物理屬性與心理屬性的對
應關係，將典型相關分析的概念架構設置如圖 3 所示。

圖 3 典型相關分析架構圖

1. 變數適合度檢定(Test of appropriate)：於 person 相關分析矩陣當中有 66.66%(超
過 50%)的 r 值大於 0.3，而且 p 值皆達顯著(Hair et al., 2009)，因此所有變數皆
適合進行典型相關分析。
2. 選擇典型相關函數(Canonical Function)：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發現，V1有 66.81%
的變異量(variance)可以被W1 解釋；V2有 32.93%的變異量(variance)可以被W2解
釋；V3有 0.42%的變異量(variance)可以被W3解釋。若依據典型相關分析平方值
(Squared Canonical Correlation)的判斷標準，其典型相關函數的解釋能力需大於
10%。故在此只有V1與V2的典型相關函數是成立的。
3. 典型相關重疊指數(Canonical Redundancy Index, CRI)：整體而言，V1的典型相
關函數所得結果顯示，依變數(V1)當中的變數(variable)有 23.72% 可以被自變數
(W1)解釋；自變數(W1)當中的變數有 16.70% 可以被依變數(V1)解釋。V2的典型
相關函數所得結果顯示，依變數(V2)當中的變數有 34.18% 可以被自變數(W2)
解釋；自變數(W2)的變數有 24.94% 可以被依變數(V2)解釋。若依據典型相關重
疊指數比例(CRI Proportion)的判定標準，其解釋能力需大於 10%(Hair et al.,
2009)，故表示V1與V2的典型相關函數確定成立。
4. 典型相關函數權重(Canonical Function Weight, CFW)：依據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得
知，其典型相關函數權重分別如式 4 至式 7。此外，透過p值測試典型相關函數
的假設是否成立，其中V1與V2的p值皆小於 0.001，因此V1與V2的典型相關函數
權重關係是成立的。透過上述之典型相關重疊指數(CRI)以及典型相關函數權重
(CFW)分析結果顯示典型相關模式一與模式二皆為成立。此外，本研究所設定

之依變數(即受測者的主觀感受)是來自於本研究所操弄的影像物理屬性所影
響，因此將自變數(W)命名為「影像物理屬性」
；依變數(V)則命名為「影像知覺
感受」。
V1 = -0.1159 × IQ + 1.0621 × Brightness - 0.1423 × Colorfulness

式4

W1 = 0.9940 × Lightness - 0.0415 × Chroma + 0.0464 × HueAngle + 0.0895 × Contrast

式5

V2 = -0.3549 × IQ + 0.0956 × Brightness + 1.0845 × Colorfulness

式6

W2 = 0.0361 × Lightness + 0.9978 × Chroma + 0.0295 × HueAngle + 0.0469 × Contrast

式7

5. 典型交叉負荷量(Canonical Cross Loading, CCL)：依據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得知，
其典型交叉負荷量係數值(CCL)需大於 0.3 以確定Image Quality、Brightness與
Colorfulness各別被V1的典型相關函數所解釋的程度(Hair et al., 2009)。於模式一
(參見圖 4)當中，Brightness被V1的典型相關函數所解釋的程度為 0.8006，故將
予以採用，並以實線表示；相反地，Image Quality與Colorfulness的典型交叉負
荷量係數值(CCL)小於 0.3，故不採用，同時以虛線表示。模式二(參見圖 5)，
Colorfulness被V2的典型相關函數所解釋的程度為 0.5485，故將予以採用，並以
實線表示。以此類推，模式一的Lightness被W1 的典型相關函數解釋的程度為
0.8125 ； 模 式 二 的 Chroma 被 W2 的 典 型 相 關 函 數 解 釋 的 程 度 為 0.5726
(CCL>0.3)，故將予以採用，並以實線表示。
6. 複相關平方係數值(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 SMC)：透過SMC值來表示
Lightness、Chroma、HueAngle與Contrast各別被自變數V1的典型相關函數解釋
的程度；以及Image Quality、Brightness與Colorfulness各別被依變數W1解釋的程
度，其中SMC需符合大於 10%的判定水準方可表示該解釋力的成立(Hair et al.,
2009) 。 就 模 式 一 而 言 ， Brightness 被 W1 解 釋 的 程 度 較 高 (SMC=64.1%) 以 及
Lightness被V1解釋的程度較高(SMC=66.02%)，故在模式一中的影像物理屬性之
Lightness以及影像知覺感受之Brightness之關係成立。就模式二而言，由於
Colorfulness被W2解釋的程度較高(SMC=30.11%)以及Chroma被V2解釋的程度較
高(SMC=32.90%)，故在模式二當中的影像物理屬性之Chroma以及影像知覺感
受之Colorfulness的關係成立。
7. 典型相關分析模式(Correlation Model)之建立：依據典型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影像
物理屬性對影像知覺感受之關聯性結果顯示(參見表 2)，模式一具有 81.74%的
顯著正相關(參見式 8)。模式二部份，影像物理屬性與影像知覺感受具有 51.39%
的顯著正相關(參見式 9)。
(三) 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影像物理屬性」與人們的「影像知覺感受」進行典型相關模式
之建立(參見表 3)。於典型相關分析所成立的模式一(參見圖 4)結果顯示，Lightness
有 81.25%可以被「影像物理屬性」解釋；相對的，Brightness 有 80.06%可以對應

於人們的「影像知覺感受」
。同時，於模式一的分析結果也反應著，在人們的影像
知覺感受中的 Brightness 有 64.10%的變異量可以被「影像物理屬性」所解釋(參見
式 8)。此外，典型相關分析所成立的模式二(參見圖 5)結果顯示，Chroma 有 57.26%
可以被「影像物理屬性」解釋；相對的，Colorfulness 有 54.85%可以對應於人們的
「影像知覺感受」。然而，人們對於影像的 Colorfulness 感受，有 30.11%的變異量
可以被「影像物理屬性」所解釋(參見式 8)。

V1 = 0.8174 × W1

式8

V2 = 0.5739 × W2

式9

表 2 影像物理屬性對影像知覺感受之典型相關分析表
典型相關

Canonical

分析模式

Correlation

Canonical R2

F-Statistic

p-value

模式一

0.8174

0.6681*

1314.36

<.0001**

模式二

0.5739

0.3293*

579.29

<.0001**

模式三

0.0649

0.0042

16.42

<.0001**

* : 表示Canonical R2值大於 0.1
** : 表示 p< .05
表 3 影像物理屬性對影像知覺感受之典型相關分析函數表
模式一
Canonical

Canonical

Function

Variate

影像物理

Lightness

Canonical
Cross

SMC

Loading
0.8125*

66.02%

Canonical

Canonical

Function

Variate

影像物理

Canonical
Cross

SMC

Loading

Lightness

0.0207

66.06%

Chroma

0.5726*

32.90%

HueAngle

0.0170

0.17%

Contrast

0.0269

0.61%

ImageQualty

0.0812

7.65%

-0.0339

0.12%

HueAngle

0.0379

0.14%

Contrast

0.0159

0.54%

ImageQuality

0.2645

6.99%

影像知覺

感受

Brightness

0.8006*

64.10%

感受

Brightness

0.0824

64.78%

(V1)

Colorfulness

0.0159

0.03%

(V2)

Colorfulness

0.5485*

30.11%

屬性
(W1)
影像知覺

Chroma

模式二

屬性
(W2)

* :表示典型交叉負荷量係數值(Canonical Cross Loading)大於 0.3

圖 4 模式一：影像物理屬性對影像知覺感受之典型相關模式圖

圖 5 模式二：影像物理屬性對影像知覺感受之典型相關模式圖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實驗室實驗法，試圖探討影像物理屬性與人們所知覺的影像
品質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Lightness 與 Chroma 各別的主效果分別直
接影響受測者對於 Brightness 與 Colorfulness 的主觀感受。而且，透過典型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Preference 與 Natural 兩者所線性組合的 Image Quality
不易直接由 Lightness、Chroma、HueAngle 與 Contrast 各別變項單獨影響；
而是綜合四個影像物理屬性所構成的交互作用而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且
Image Quality、Preference 與 Natural 三者之間的評量結果呈現高度的正向相

關。換言之，受測者在評量這三個項目時，其主觀感受呈現較高的一致性，
對於上述三者的評量結果在統計分析技術上也比較容易有複共線性的問
題。故本研究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在探討有關於人們所知覺的影像品質研究
議題時，若同時涵蓋 Image Quality、Preference 與 Natural 三個評量效標時，
則必須考量二項要點：(一)需線性組合評量效標：透過線性函數，將 Image
Quality、Preference 與 Natural 三個變數組合成因素再進行後續的統計分析。
此外，Image Quality 為概念性的問題，受測者不容易直接反應或作出判斷，
同時於評量過程中易產生困惑與混淆。本研究建議，未來相關研究可透過
Preference 與 Natural 的評量結果，再以線性函數組成 Image Quality。除了可
以有效提升人因評量實驗的執行效率之外，更可確認實驗評量項目的構念效
度(Construct Validity)；(二)導入非線性(non-linear)的資料分析方法：依據本
研究結果指出，由於 Image Quality、Preference 與 Natural 三個評量效標不容
易由四個影像物理屬性各別單一變項所直接影響，而是由四個影像物理屬性
的交互作用效果所影響，而且其資料型態呈非線性的結構。因此，上述三項
評量效標的資料分析必須以非線性的統計工具或分析方法進行處理。特別是
針對預測模式以及變數與變數之間的相關性函數式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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