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 色 相 機 的 奧 秘 拆解Color Mosaic與3-Shot的優點 撰文者：吳東逸

　　畫素（pixel）是電子化影像世界裡最小的色彩受體單元，而影像解析度也以畫素多寡來區分。它接受了自然界中的光子訊號

後進而轉變成電子訊號；電子訊號的強弱因色彩的明暗或深淺而呈現差異；最後將當區接受反應的電荷訊號以數據化的方式排列

組合後形成影像 （如圖一）。

　　無論是消費型數位/單眼相機，甚至為科學等級數位擷取系統，大都運用此法執行影像呈現處理。其原理即在每個畫素前安

裝一片濾鏡，紅色、綠色或藍色。而四個裝裝載濾鏡的畫素為馬賽克色彩最小單元，稱之為貝勒濾鏡（Bayer Filter），如圖

二、a.。

　　一般而言，一個波長 550nm 的光子經影像受器接受解碼後的數位訊號與一個 450nm 的光子所致的訊號並無差別。但在數位

彩色影像擷取器中，光線色彩依據波長的不同（紅：~530-700nm；綠：~460-600nm；藍：~400-500nm）取樣訊號，進而將畫

素中三色訊號以相對應毗鄰區域的訊號強度由內插補點計算後呈現出全彩影像。而全彩影像取樣可以用不同種的方式所構築，每

種方法均有其優與劣;而現今擷取全彩影像的方式以馬賽克擷取法（Single Shot Color Mosaic Sampling）以及三色擷取（Three 

Shot Color Sampling）最為普遍。

馬賽克擷取法 (Single Shot Color Mosaic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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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勒濾鏡是由柯達公司（Kodak）研發人員 貝勒博士（Bryce E. Bayer）於西元 1976 年設計發明，其原理在於影像擷取晶

片前端裝載三原色濾鏡以 RGGB 矩陣分色呈像，其顯像如同人類眼睛的感光細胞接受色彩一般，至今許多相機廠商都遵循此法

製作擷取晶片。

自然界的色彩  (如圖左)  在電子受體單元中接受光子後產生電子訊號。

電子經數據化處理後會以無色彩方式呈現出影像 (如圖右) 。

圖一、

三色擷取法 (Three Shot Color Sampling)    

　　三色擷取法是另一種擷取影像的方法，此法運用了晶片前端變色的液晶濾片（liquid crystal filter）分別擷取紅或綠或藍色

源，最終再將三原色組合而形成影像（如圖二、b.）。因為每個畫素均接收到三原色之真實光子訊號，非內插補點計算所得，所

以影像呈現上會較趨近於物體的真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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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olor Mosaic

3-Shot

圖二、

a. 馬賽克擷取法利用貝勒濾鏡原理呈現

　 影像。每個畫素前均安裝一片濾鏡，

　 紅色、綠色或藍色；其濾鏡總數比例

　 為紅：綠：藍=1：2：1形成矩陣排列。

b. 三色擷取法是利用晶片前端的變色濾

　 片擷取三原色，再將其疊合重組，即

　 每個畫素均涵蓋三原色訊號後呈現全

　 彩影像。

　　相機利用馬賽克晶片呈像，即為每個畫素擷取前端濾鏡篩選後的單一顏色訊號後再依鄰近的其他顏色訊號以內插補色法表現

全彩，所以約有 66％ 的色彩是依據週遭的畫素計算而得，所以影像微觀中細節處呈現較為模糊的色彩之現象（如圖三、a.）。

但因為晶片一次可以接受三種光原色，所以僅需花費一次的曝光時間即能得到全彩影像。此方法適用於需要移動之樣本拍攝或快

速呈像之影像擷取實驗。

　　相機若利用三色擷取法則每個畫素均能得到百分之百三原色獨立訊號，在色彩表現上較為清晰真實。但擷取訊號過程需等待

變色濾鏡分別做工後取得影像，因為要花三次曝光時間接受三種色源訊號，所以呈像時間相對地大幅增加（如圖三、b.）。所以

此法較為適用於不需移動之樣本或單一顏色擷色，如免疫組織染色切片或螢光玻片染色。

圖三、 a. 馬賽克擷取法約有 66％ 的色彩影

像 運 用 內 插 補 點 計 算 而 得 ， 在 細 微

觀察中顏色的逼真度會有些許差異。

b. 三色擷取法是利用晶片前端的變色

濾片擷取三原色，再將其疊合重組，

即每個畫素均含蓋三色原訊後後呈現

全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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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Content Imaging六大系列高靈敏度螢光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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