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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祥圖案是中華民族間傳統工藝美學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它不但表現出民間美術技巧的精深與巧
妙，更呈現出中華文化在人文及藝術美學方面的個性與特色，那就是以和諧、圓滿為本，以含蓄、巧智
為體，以對稱、平衡為形，所展現之傳統美學。而為了給這些吉祥圖案賦予新的呈現型式，眾多學者專
家亦已透過數位化影像處理技巧，將2D的吉祥圖案作成多媒體形式呈現，或將其轉變為3D的立體浮雕成
品。但以往對於那些色相對比較大或漸層不明顯之吉祥圖案，目前習用的8 bit (255階)灰階模式，則顯得
不夠了。因為會在該區域產生鋸齒狀之特徵，而影響整體之外觀。而本研究則利用OPenCV影像處理函數
庫為影像處理工具，將平常所見之吉祥圖案影像檔去背、濾波及邊緣強化後，再利用多層解析灰階影像
之方式，來平滑化灰度值變化過大之問題，最後再將其立體化，並輸出成3D印表機所能接受之STL格式
檔，完成吉祥圖案平面影像與3D印表機系統整合之目的。
關鍵字：多層解析灰階影像技術、3D 列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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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spicious patterns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traditional craft aesthetics among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give these auspicious patterns a new presentation style,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have also rendered 2D auspicious patterns into multimedia forms through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or converted them into 3D stereoscopic relief products.
However, in the past, the 8-bit (255-layer) gray-scale mode currently used is not enough.
Because it will produce jagged features in the area, which will affec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This research uses the OPenCV image processing function library as an image processing tool,
which removes the usual auspicious pattern image files back, filter and edge enhancement,
and then uses the Multi-layer analytical grayscale image technology to smooth out the gray value
changes too much. Finally, output into the STL format file acceptable to the 3D printer, to
comple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uspicious pattern plane image and the 3D printer system.
Keywords: Multi-layer analytical grayscale image technology, 3D print technology

47

德霖學報「第 33 期」

壹、前言
我國的吉祥圖大約出現於原始社會晚期，現今所發現古人類記述狩獵情景的壁畫上，燒製
於日常用品之陶盆、罐上，常會看到刻畫著一些魚紋、蛙紋、羊紋等似乎作為裝飾用之紋飾。
而古人崇拜巫術，害怕莫名的邪魅與疾病，因此常留有避邪驅魔之圖騰。又有些動物被古人認
為具有生殖多產的能力，則多有繪製他們的形體圖形來作為求子與祝福生產之意。
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各式紋飾已大放異彩，那時人們階級間的禮節已成形，貴族的生
活遠遠比普通人家富裕、奢靡，審美的要求也遠遠超過一般人家，因此在他們的日常用品上，
常採用精美的鳳鳥紋、龍紋及各種獸紋等純粹表現歡愉吉祥的紋形來作為裝飾用。
到了漢朝開始，人們開始將自古傳統的神話、傳說以及盛行於先秦時代的神仙方術綜合起
來，在吉祥圖紋中注入了大量的具神秘色彩的內容。而想像力的釋放，對於吉祥圖紋樣式的發
展更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類始祖伏羲、女媧、天上眾神仙、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等各種靈獸、異獸及神獸，都成為圖案與紋飾之呈現方式。並且由於漢代社會物質充盈，人們
的生活多采多姿，所以也產出了大量關於描繪政治、經濟、娛樂及軍事等之生活化活動之吉祥
圖案。又出現於當代建築屋樑簷壁上之舞紋、撫琴紋、樂舞紋、狩獵紋及耕耘紋等記事性內容
圖文，這些都為中華文化之吉祥圖案的發展奠定了雄厚之發展基礎。
一般而言，我國的吉祥圖飾的表現手法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為「象徵手法」
，利用畫面
上的實物形體所具有的含意來表現出其吉祥的主題。例如；吉祥圖中很常見的牡丹、蓮花、喜
鵲、蝙蝠、蟠桃等，其形體皆是以寫實手法，大家一望便可知其物件為何，但其所代表之涵義
卻需要觀看者透過聯想來得知，而了解此種表現手法之關鍵，即在於觀看者對中華文化基礎之
認識。牡丹象徵富貴，主要是因為牡丹的花形華麗碩大，色彩美艷純正，形體儀態萬芳，感覺
上就讓人聯想到正統之貴族風度。蓮花、蘭花象徵品格高尚，主要是因為自古兩者早已在文人
間相互傳頌，將其視為君子之化身。至於蟠桃象徵長壽，更是由於王母娘娘賜桃於漢武帝的傳
說早已深入民心，後世又不斷地加以渲染擴充，於是約定俗成。因此這種表現手法，若對中華
文化沒有一定的了解，是不容易看懂這些圖飾所代表的意義。
吉祥圖飾的表現手法第二種為「諧音手法」
，此種手法所繪的物品與其所代表的吉祥意義之
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而兩者之間唯一的關係就是讀音相同或相近。例如；武器的「戟」對應
於吉利的「吉」、蔬菜的「蔥」對應於聰明的「聰」、禽鳥的「鵪鶉」對應於平安的「安」等。
還有一些物品的名稱連起來因為其諧音可以組成一個吉祥詞，所以兩物品間雖然沒有任何關
係，卻也常被放在一起入畫。例如；「蓮花」和「蘆笙」，一為植物一為樂器，但可諧音為「連
生」；「蜜蜂」和「猴子」，一為昆蟲一為動物，但可諧音為「封侯」，故在吉祥圖中常見成組成
對出現。
吉祥圖飾的表現手法第三種為「抽象手法」
，因為很多吉祥意義的事物不容易直接用繪畫表
現出來，所以會被抽象化為某種符號，這種手法常被運用於紋飾中。例如；傳統紋飾中有一種
叫做「方勝紋」
，就是典型的符號化吉祥圖紋，其基礎型態為兩個菱形平行交疊，可以畫成綿長
無盡，循環不絕之態，充分的表現了中華文化對生命永恆發展的期盼[1]。而本研究之目的乃是
來改善，以往將這些留存之 2D 平面影像立體化時，因平面影像之色相對比關係所造成的缺陷
感，使其更具平滑化與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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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價 3D 印表機已逐漸降低製造業的進入成本，如同電子商務降低了商品銷售與服務的進
入門檻。因此，3D 列印將從利基市場逐漸轉向大眾市場，其背後的動能包括：更低的印表機價
格、可能節省下的成本和時間、更強大的功能，以及可創造效益和市場的強化效能。
3D 印表機的流程乃是；(一)設計零件的電腦三維模型，如數字模型、CAD 模型。(二)電腦
建模操作完成，將列印指令傳送至 3D 印表機，檔案轉換成 STL 檔案，確定擺放方位和切層路
徑，進行切層和相關支撐材料的建構。(三)3D 印表機讀取橫截面訊息進行運動，選擇性擠出所
需之材料，而堆疊出最後之成品。
因此對於一般之使用者，如何將所需之零件模型或圖騰立體化，就是一個很難跨越之技術
門檻。所以即使目前之 3D 印表機的價位，已是普遍大眾皆可接受之範圍，但卻無法大量的被
使用於一般使用者。因此本研究之另一目的，乃是將協助一般使用者，如何利用 3D 印表機列
印出古有傳統中華文化所遺留下來之吉祥圖案成為裝飾品，以推廣固有文化之美。

貳、文獻回顧
數位化影像處理，泛指利用電腦對影像進行處理，影像指的是一個二維的函數 f (x , y)，其
中 x 和 y 是空間座標，而 f 的大小稱為此幅影像在該點的強度或灰階。亦可想像成影像分割
成 m * n 等分，而每個單位方格內皆有其特定亮度、位置等資訊，這種單位方格稱為影像元素
或像素。因此一幅灰階的數位影像也可視為一個矩陣，行與列決定出一個點，而對應出的矩陣
元素就視為該點的灰階。灰階為一個 8 bit 的數值，數值由 0 ~ 255，0 對應黑色，255 對應白色。
影像訊號數位化後，便可利用影像處理的軟體進行分析、處理，使影像可轉變為我們所需之資
訊以供後續應用[2]。
數位影像包含了三個基本性質：解析度、層階數和面數量。其中解析度指的是一幅影像由
多少個有限像素所組成，常以行與列像素乘積表示；層階數則是指數位影像光強度分佈的離散
數值，通常以 n 位元來表示各像素可呈現之 2n 的程度值，例如 8 bit 的數位影像，其層階數範
圍為 28 = 0 ~ 255；面數量是指一數位影像由多少個像素矩陣組合而成。例如灰階影像為一平面
所構成，而彩色影像則為紅色、藍色及綠色三平面所構成之數位影像[3]。
原始影像未經處理前，必存在一定程度上之雜訊或環境所造成的干擾，而所有外在的干擾
皆會破壞影像的品質，接踵而來的也會使分析或處理上帶來許多困擾。因此，為了減少影像的
雜訊，都會使用濾波器來消除雜訊。一般來說，濾波器又可分為頻率域濾波器和空間域濾波器
兩類。所謂頻率域乃是將原訊號看成是由不同的正交信號組成，常見的方法就是以傅立葉轉換
表示，以離散傅立葉轉換將原影像轉換至頻率域，每一點代表一種基本頻率，再依據頻率表示
方法來做處理。而空間域乃直接代表影像的特性，是一個二維函數 f (x, y)，每一點座標(x, y)
的灰階度代表此影像在這點的物理特性，每一點的特性也可和周圍的灰度值產生關聯性。而本
研究乃採用高斯濾波器方式來消除影像中之雜訊。
而邊緣強化之目的是將圖像中亮度變化明顯的點標誌出來，因為亮度變化較大的點可被視
為特徵的形狀或輪廓，再將特徵擷取出來的一種技巧。又因為亮度變化較大的點大多發生在邊
緣的部分，因此亦可稱為邊緣檢測處理。影像資料經由邊緣檢測處理後，不僅可大幅的減少數
據量，亦可剔除不相關的訊息，保留影像重要的結構屬性。常用之邊緣檢測濾波器有 Sobel 運

49

德霖學報「第 33 期」

算子、Laplace 運算子以及 Canny 濾波器等[4][5]。而本研究乃採用 Sobel 運算子來強化影像中之
邊緣。
至於改善灰階圖形品質之研究，在以往的文獻中較少被提及，而在本研究中擬採用與立體
影像匹配研究中所採用的多層次解析方式。其主要是將 8 bit 的灰階影像，改變成 16 bit 灰階影
像，期間利用雙線性插值演算法，建構出一個完善的影像金字塔。如此當可改善那些因色相對
比較大或漸層不明顯之吉祥圖案，轉換為 3D 立體浮雕時，所造成之不平滑感的現象[6]。

參、製作原理
本研究乃利用 OPenCV 影像處理函數庫為影像處理工具，將平常所見之吉祥圖案影像檔去
背、濾波及邊緣強化後，再利用多層解析灰階影像之方式，來平滑化灰度值變化過大之問題，
最後再將其立體化，並輸出成 3D 印表機所能接受之 STL 格式檔，完成吉祥圖案平面影像與 3D
印表機系統整合之目的。最後透過數位化加工製程(透過 3D 印表機製作出原型)之搭配，以創新
之技法將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製程中，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如此不僅能保留其固有之精
神，更能延續和推廣此文化創意的理想。因此本研究主要內容項目包含：(1) OPenCV 函數庫使
用技巧。(2) 數位影像之濾波平滑。(3) 數位影像之邊緣強化。(4) 灰階化彩色圖片及多層次解
析灰階圖。(5) 立體化模型與三角網格化立體模型。

3.1 OPenCV 函數庫使用技巧討
OPenCV 全名是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是一個影像處理函式庫，由 Intel 發
起並參與開發，以 BSD 授權條款發行，可在商業和研究領域中免費使用，目前是由非營利的基
金組織 OPenCV.org 維護。其在影像處理方面應用廣泛，可以讀取儲存圖片、視訊、矩陣運算、
統計、影像處理等，因此可用在物體追蹤、人臉辨識、傅立葉轉換、紋理分析、動態視訊的影
像處理等。而 OPenCV 亦有提供簡單的 GUI 介面，可將影像顯示在螢幕上，並在配合滑動桿、
偵測滑鼠和鍵盤輸入等物件，方便我們驗證或呈現結果[7]。
OPenCV 所提供的函式，讓我們在推演進階的影像處理演算法時更方便，就好像在使用
MATLAB 的功用一樣，但是其執行速度比 MATLAB 快上許多，當然也比我們自己用 C/C++寫
的函式更快，所以成為本研究執行影像處理時之首選工具。以下則簡略介紹在本研究中所使用
到的幾個影像處理函數格式。

3.1.1 OPenCV 影像格式(Mat)
Mat 是 OPenCV 訂定的資料型態，代表的是矩陣(Matrix)前三個字母，影像其實也可以看成
是某個二維陣列，所以在 OPenCV 裡，不論矩陣計算，或是影像處裡的格式，都是以 Mat 類別
進行處理，並有相關的成員變數和函式方便使用，以下介紹幾個常用的 Mat 類別成員和成員函
式，包括如何得到影像資訊、創建影像、複製影像、改變位元深度和操作像素強度。


OPenCV 通道數：int Mat::channels() const
返回影像的通道數：灰階圖為 1，彩色圖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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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V 像素深度：int Mat::depth() const
返回的像素深度：例如；CV_16U 為位元深度為 16，無負號。



OPenCV 像素型態：int Mat::type() const
型態和深度主要差在型態有通道數資訊，例如；CV_16U 代表影像通道數為 1。



OPenCV 影像尺寸：Size Mat::size() const
返回影像的尺寸 Size(cols, rows)，cols 和 rows 分別表示寬和高。

3.1.2 OPenCV 影像創建與變更函式


OPenCV Mat 建構式：Mat(int rows, int cols, int type, const cv::Scalar &s)；影像創建


rows：影像高度。



cols：影像寬度。



type：影像型態。



s：像素值，我們可以在一開始建構式，就指定像素值，像灰階圖的強度，或是
BGR 分別的像素強度。

要注意建構式的參數，是要先定義高度再定義寬度。使用方式如下：

例如；Mat img1(240, 320, CV_8U)：定義一個位元深度為 8，無負號，高度為 240 pixls，
寬度為 320 pixls 之影像物件 img1。


void Mat::convertTo(OutputArray m, int rtype, double alpha=1, double beta=0)；影像變更


m：輸出圖，如果尺寸或型態和呼叫影像不同，會重新分配空間。



rtype：輸出圖的型態，呼叫影像和輸出圖的通道數會相同。



alpha：輸出圖放大倍率，預設為 1。



beta ：輸出圖增加量，預設為 0。

3.1.3 OPenCV 影像影像像素操作函式
at()可用來讀取和修改某個像素值，通常用來對隨機位置的像素進行讀寫，就效率考量，並
不適合用在循序查訪影像所有像素。所以我們可用 at()得到或改變某個像素值，此函式乃使用模
板類型，所以使用時除了輸入位置，還必須需入影像的像素型態。使用 at()函式時，其輸入參數
順序同樣為先高再寬。


template T& Mat::at(int i, int j)；改變像素



template const T& Mat::at(int i, int j) const；讀取像素

而使用 ptr()函式時，它會指向影像指定列的首像素之指標，使用時須輸入像素位元深度和
第幾列，對於一個深度 8 位元的圖，我們可用 img.ptr(j)指到第 j 列的第一個像素，接著可逐列
修改，最後完成所有影像之像素之修改。這種方法運行速度較 at()快，在解析度大或是重視效率
的地方，是比較好的方法。同樣地使用此模板時，也必須需入影像的像素型態。


template T* Mat::ptr(int i=0) ；改變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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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const T* Mat::ptr(int i=0) const；讀取像素

而在灰階圖中，OPenCV 裡可用 uchar 代替 uncigned char，在彩色圖中，OPenCV 裡可用
Vec3b 代替將 3 個 uchar 組成的容器(vector)，且可在後面加上[]，註明是要操作此像素的哪個通
道。
以下之程式範例為操作一個 8 位元灰階圖，分別改變某個像素的值，以及查看此像素的值：
Mat gray_img(100, 100, CV_8U, Scalar(100));
gray_img.at<uchar>(30,20) =255;
uchar value1 = gray_img.at<uchar>(30,20);

3.2 數位影像之濾波平滑
有時我們收到的影像雜訊過多，這時需要進行平滑化去除雜訊，不過為了去除雜訊，可能造
成影像對比度下降，好的品質可能需要大量的處理時間，所以通常根據實際需求，選擇一個適合
的手法，常見的有四種平滑方式，分別是平均平滑、高斯平滑、中值濾波、雙邊濾波，OPenCV
對於這四種平滑方式皆有支援，只要呼叫即可使用。一般而言，濾波方式可分兩種，線性濾波和
非線性濾波。其中線性濾波有一個有固定參數的核心，常見的有平均平滑和高斯平滑。而非線性
濾波則沒有一個有固定參數的核心，常見的有中值濾波和雙邊濾波。而本研究乃使用高斯平滑濾
波器來平滑數位影像。高斯平滑濾波器通常又稱為低通濾波，主要是用來消除影像上的高頻變化
之部分，強化低頻的部分，使影像的變化較為均勻，可以產生較模糊的影像，減低較為銳利影像
的部分，通常用來減少影像雜訊及降低細節層次。其遮罩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斯平滑遮罩
1

2

1

2

4

2

1

2

1

從數學角度來看，影像的高斯模糊過程就是影像與常態分佈作迴旋積。由於常態分佈又叫高
斯分佈，因此這項處理又叫做高斯模糊。每個像素的值都是周圍相鄰像素的加權平均，原始像素
的值有最大的高斯分佈值，所以有最大的權重值，相鄰像素隨著距離原始像素越遠，其權重值也
越小。而 OPenCV 中 GaussianBlur( )函數即可處理此一需求，其格式如下。


void GaussianBlur(const Mat &src, Mat &dst, Size ksize, double sigmaX, double sigmaY)


src：輸入可以為多通道圖，會單獨處理各通道，但是通常使用單通道灰階圖，例
如 CV_8U 或 CV_16U。



dst：輸出圖會和輸入圖尺寸、型態相同。



ksize：模板大小，長寬可以不同，但是都必須為正的奇數。



sigmaX：x 方向的標準差。



sigmaY：y 方向的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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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數位影像之邊緣強化
圖像邊緣是一個重要特徵，邊緣檢測是影像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能夠減少數據量，剔除
了不重要的信息，保留了圖像重要的結構屬性，是特徵檢測中的一個研究領域。邊緣點通常是
圖像中強度明顯變化的像素點，也可以想成是梯度較大或極大的地方，所以邊緣檢測，也可說
是尋找圖像梯度超過某個閾值的像素，因此閾值的決定很重要，太高會遺失部分邊緣，太低會
記錄雜訊或是不重要的資訊，通常依實際狀況決定閾值。一般而言，邊緣檢測通常有以下步驟：
步驟 1 平滑濾波：由於梯度計算容易受雜訊影響，因此第一步通常是減少雜訊 (如上一章
節所述)。
步驟 2 銳化濾波：邊緣檢測必須確定某範圍內強度的變化，銳化能加強強度變化。
步驟 3 邊緣判定：圖像中有許多梯度不為零的地方，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梯度多少
才算是邊緣。
步驟 4 邊緣連結：將間斷的邊緣連結成有意義的完整邊緣，同時去除假邊緣。
邊緣檢測和圖像銳化時大致相同，可以劃分為基於一階微分或二階微分，一階微分較知名
的有 Prewitt 運算子、Sobel 運算子，二階微分的有拉普拉斯算子(Laplace)，除此之外，還有 Canny
邊緣檢測算法，一種能找到細緻邊緣的方法。而本研究乃使用 Sobel 運算子，來作為數位影像
之邊緣強化方法。Sobel 是一種獲得影像一階梯度的手法，有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模板，就像
以下的 gx 和 gy 模板，gx 用來檢測垂直邊緣，gy 用來檢查水平邊緣，通常會分別對影像進行水平
和垂直模板的運算，得到像素的梯度，梯度是一個有距離和方向的二維向量，距離表示變化的
幅度，方向表示強度變化最大的方向，其運算式如下所式：

總梯度強度

；梯度方向

而 OPenCV 中 Sobel( )函數即可處理此一需求，其格式如下。


void Sobel(InputArray src, OutputArray dst, int ddepth, int dx, int dy, int ksize, double scale,
double delta, int borderType = BORDER_DEFAULT)


src：輸入圖。



dst：輸出圖，和輸入圖有相同的尺寸和通道數。



ddepth：輸出圖的深度，假設輸入圖為 CV_8U, 支援 CV_8U、CV_16S、CV_32F、
CV_64F，假設輸入圖為 CV_16U, 支援 CV_16U、CV_32F、CV_64F。



dx：x 方向的微分階數。



dy：y 方向的微分階數。



ksize：核心，必須為 1、3、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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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縮放值。



delta：偏移量。

3.4 灰階化彩色圖片及多層次解析灰階圖
目前市面上絕大多數的彩色轉灰階的方式，都是通過一個確定的函數 Gray=f(R,G,B)將彩色
空間映射到灰度空間。即；
Gray = 0.299 * Red + 0.587 * Green + 0.114 * Blue
因此對於這種『事先確定好』的映射，總是會發生原先還算正常的彩色圖變成非預期的灰
度圖。因此本研究乃根據彩色圖樣所欲呈現之重點，來動態調整映射函數，來強化灰階圖中之
特定特徵。接著當其轉為灰階圖後，本研究乃再利用多層解析法將原為 8 bit 的灰階圖，轉為 16
bit 的灰階影像。而期間乃利用雙線性插值法，來建構出一個較細膩的平滑變化影像。如此當可
改善那些因色相對比較大或漸層不明顯之吉祥圖案，轉換為 3D 立體浮雕時，所造成之不平滑感
的現象。
而當我們圖像進行幾何轉換時，假使輸出像素映射的地方，不是輸入圖像某個整數像素位
置，這時要用整數座標的灰度值進行推斷，這就是插值，而在本研究中，乃利用雙線性插值法，
來作為圖像進行幾何轉換時之方式，以建構出一個較細膩的平滑變化影像。
上述所謂的雙線性插值法，乃是在兩個方向分別進行一次線性插值，輸出像素的值為映射
點四周的 2×2 像素強度加權平均。以下圖為例，若四周位置分別為(0 , 0)、(1 , 0)、(0 , 1)及(1 , 1)，
強度分別為 f(0 , 0)、f(1 , 0)、f(0 , 1)及 f(1 , 1)。而(x , y)映射點強度為 f(x , y)，映射點到四邊的距
離分別為 d1、d2、d3 及 d4，如圖 1 所式。則可依以下三步驟來完成單一像素之雙線性插值操
作：
(0,0)

(1,0)
d3
(x,y)

d1

d2
d4

(0,1)

(1,1)

圖 1 雙線性插值法
步驟 1：對上端的兩個頂點進行線性插值得到 x1 的強度 f(x1)。其中 f(x1) = f(0 , 0) + d1 * (f(1 , 0) –
f(0 , 0))。
步驟 2：對下端的兩個頂點進行線性插值得到 x2 的強度 f(x2)。其中 f(x2) = f(0 , 1) + d1 * (f(1 , 1) –
f(0 , 1))。
步驟 3：由 f(x1)和 f(x2)來求得(x , y)的強度 f(x , y)。其中 f(x , y) = f(x1)+ d3 * (f(x1)- f(x2))。
反覆操作以上步驟，就可得到圖像所有的雙線性插值強度，此方法乃假設強度在兩個像素之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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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變化的，顯然這是合理的假設，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之下，雙線性插值都能得到不錯的結果。
圖 2 為原彩色圖經轉換為灰階圖及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比較圖。可以看出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
圖，其灰階變化程度較平緩，這亦意味著，轉換為 3D 浮雕立體模型時將較平滑。

(a)原彩色圖

(b)灰階圖

(c)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

圖 2 (a)原彩色圖。(b)灰階圖。(c)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

3.5 立體化模型與三角網格化立體模型
目前所有 3D 印表機所能接受之格式皆為 STL 格式，因此要與 3D 印表機之系統整合，就
是要將立體化之模型轉換為 STL 格式。 STL 格式是以近似的外包表面來代表物體的曲面(surface)
或實體(solid entities)。STL 檔案中包括一序列的面資料，每一個面以一個單位法向量(Normal
vector)及三個頂點(vertices)座標來表示，所以以 12 個數來代表一個面。
STL 的輸出形式可分為 ASCII 與 Binary 兩種，ASCII 的 STL 檔只是為了讓使用者可以看出
其格式並且進一步編輯，但所佔空間較大，Binary 的形式是較為合理的選擇[8]。
ASCII 的 STL 檔案格式如下：
solid name
facet normal ni nj nk
outer loop
vertex v1x v1y v1z
vertex v2x v2y v2z
vertex v3x v3y v3z
endloop
endfacet
endsolid name
其中，solid name：代表檔頭。
endsolid name：代表檔尾。
ni, nj, nk：面的法向量。
Outer loop：代表外迴圈。
vertex v1x, v1y, v1z：頂點 1 的座標，single precision floats
vertex v2 x, v2 y, v2 z：頂點 2 的座標，single precision flo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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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ex v3x, v3y, v3z：頂點3的座標，single precision floats
圖 3 為原灰階圖及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轉換為 3D 浮雕立體模型時之比較圖。可以看出
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所轉換出來之 3D 浮雕立體模型時將較平滑。

原始灰階圖所產生之立
體浮雕模型

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
所產生之立體浮雕模型

圖 3 原灰階圖及經多層解析後之灰階圖，轉換為 3D 浮雕立體模型比較圖

肆、製作流程
本研究乃利用 OPenCV 影像處理函數庫為影像處理工具，將平常所見之吉祥圖案影像檔去
背、濾波及邊緣強化後，再利用多層解析灰階影像之方式，來平滑化灰度值變化過大之問題，
最後再將其立體化，並輸出成 3D 印表機所能接受之 STL 格式檔，最後再透過目前常用之 3D
建模軟體 Rhinoceros 整合新創之 3D 模型，完成吉祥圖案平面影像與 3D 印表機系統整合之目
的。可謂以創新之技法將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製程中，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如此不僅能
保留其固有之精神，更能延續和推廣此文化創意的理想。而其等之建模步驟如下所述：
步驟 1：載入吉祥圖影像。
步驟 2：執行去背、濾波及邊緣強化。
步驟 3：初始化灰階化圖片。
步驟 4：執行多層次解析平滑化灰階圖片。
步驟 5：立體化灰階圖片。
步驟 6：三角網格化立體模型。
步驟 7：在 Rhinoceros 環境下建構產品之素坯。
步驟 8：在 Rhinoceros 環境下載入吉祥圖之三角網格模型，並與產品之素坯整合在一起，
完成個性化產品之立體模型。
步驟 9：輸出個性化產品立體模型之三角網格檔案。
步驟 10：由 3D 列印機輸出，得到個性化產品立體模型實體之創意產品。
整個研究之執行流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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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吉祥圖
影像

立體化灰階
圖片

執行濾波及
邊緣強化

三角網格化
立體模型

灰階化圖片

個性化產品
素坯

多層解析灰
階圖片

完成個性化產
品立體模型

3D印表機輸出

圖 4 本研究執行之流程圖

伍、成果與結論
傳統的吉祥圖案在人們的生活中無所不在，像盛大慶典、重大節日以及祭祀、祈禱儀式、
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中，都有吉祥圖的出現。不管是宮廷王府，還是民宅茅舍都需要有吉祥圖
的點綴。舉目觀看傳統建築的繪壁、護欄、藻井、窗櫺瓦當等都能看到寓意豐富的裝飾。甚至
於日常用具、器皿、文房四寶、服飾、鞋帽、玩具等等，處處都可見吉祥圖案之踪影。因此吉
祥圖案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無法忽視的一種表現形式。
本研究乃利用 OPenCV 影像處理函數庫為影像處理工具，將平常所見之吉祥圖案影像檔去
背、濾波及邊緣強化後，再利用多層解析灰階影像之方式，來平滑化灰度值變化過大之問題，
最後再將其立體化，並輸出成 3D 印表機所能接受之 STL 格式檔，完成吉祥圖案平面影像與 3D
印表機系統整合之目的。最後透過 3D 印表機製作出原型，以創新之技法將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製
程中，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如此不僅能保留其固有之精神，更能延續和推廣此文化創
意的理想。圖 5 ~ 圖 10 為透過處理不同吉祥圖案，所產生之具吉祥特徵成品模型。而圖 11~
圖 12 則為透過 3D 列印機所列印出來的成品。由此觀之，本研究確已完成預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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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具蝙蝠特徵之模型

圖 6 具祥龍特徵之模型

圖 7 具祥龍特徵之模型

圖 8 具錦鯉特徵之模型

圖 9 具錦鯉特徵之模型

圖 10 具牡丹花特徵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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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3D 列印成品-1

圖 12 3D 列印成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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