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圖是 TBitmap 的屬性，其中以箭頭標

示的屬性，是我們較常使用的： 
Canvas:將 bitmap 當成畫布，可使用

Windows GDI 的繪圖指令，在 bitmap
上作畫。 
Height,Width: 則分別是此 bitmap 的寬

與高 
PixelFormat: 表示此 bitmap 的色彩格

式。在我們的使用中，它被設定成 24-bits
的格式(pf24bit)，也就是說 Red, Green, 
Blue 各以一個 byte 的大小來儲存，因

此，每一顏色有 256 種強度(0~255) 
ScanLine:可用以表示 bitmap 一個橫列

的資料，或者說是能一次存取一整列的

影像資料。在使用上，或許比較不方便，

但其存取的速度，則會變快很多！同

時，是我們程式設計上，一種加快處理

資料的重要方法。請特別注意！ 
 
 

//目前我們所處理的圖形資料，其格式主要有：BMP、JPEG 兩種，其中 BMP 則

是 Windows 環境下的標準圖形格式，在 C++ Builder 中有支援 BMP 格式，但並

不明顯的支援 JPEG 格式。還好這可以透過簡單的設定，來讓我們能夠使用 JPEG
格式的圖檔： 
在 C++ Builder 的程式檔中，含括<jpeg.hpp>檔即可，如下所示： 
….. 
#include <vcl.h> 
#include <jpeg.hpp>  //for reading the JPEG graphic file 
….. 
祇是這會兒還沒結束！如果我們嚐試去改變 bitmap 的內容時，會產生錯誤的狀

況！這是因為，JPEG 的圖形資料並沒有存成成 bitmap 的形式，所以當我們要修

改 bitmap 的內容時，自然會因為資料的內容不同，而發生錯誤！於是，我用了

一個權宜的方法，把 JPEG 先轉成 BMP，接著便能把圖形當成 bitmap 來處理。

底下是程式片段： 
Graphics::TBitmap *bmp = new Graphics::TBitmap(); 
bmp->Width = Image1->Picture->Width; 
bmp->Height = Image1->Picture->Height; 
bmp->Canvas->Draw(0, 0, Image1->Picture->Graphic); 



Image1->Picture->Assign(bmp); 
delete bmp; 
 
ScanLine 的使用說明： 
理論上，我們可以用 Canvas->Pixels[row][column]=RGB(red, green, blue);來設定

一個點的顏色或讀取某一點的顏色。不過速度上，讓人不敢恭維！顯然地，在影

像處理時，我們會期望能有更好的解決方案，而這樣方案也的確存在。它就是

ScanLine[.]！它一次讀取一整列的影像資料，在 PixelFormat=pf24bit 時，每一點

將佔 3 個 bytes，分別以藍、綠、紅(而非紅、綠、藍)的順序儲存，且藍、綠、紅

三個顏色分量的值均介於 0~255。也就是說 ScanLine[.]相當於一個 unsigned char
的陣列，而每一列各點(有三個 bytes)的資料，則依序以[b g r b g r….b g r]的方式

儲存，也因此我們能夠像存取陣列一樣，對任一點的任一個顏色分量做修改，而

達到影像處理的目的。底下是 ScanLine[.]的使用程式片段： 

unsigned char  *ptr;  // 內定的資料型態 Byte 也是 unsigned char 

int w = Image1->Picture->Bitmap->Width; 

int h = Image1->Picture->Bitmap->Height; 

Image1->Picture->Bitmap->PixelFormat = pf24bit; //一律改成這種格式方便處理 

 

for (row=0; row<h; row++) 

{  ptr = (Byte *) Image1->Picture->Bitmap->ScanLine[row]; //讀取第 row 列 

   Index = 0; 

   for (col=0; col<w; col++)   // inverse processing 

   {  ptr[index  ] = ~ ptr[index  ];  // 藍色分量 

      ptr[index+1] = ~ ptr[index+1];  // 綠色分量 

      ptr[index+2] = ~ ptr[index+2];  // 紅色分量 

      index += 3; 

   } 

} 

for (row=0; row<h; row++)  // RGB to gray transformation 

{  ptr = (Byte *) Image1->Picture->Bitmap->ScanLine[row]; 

   index=0; 

   for (col=0; col<w; col++) 

{  gray = (Byte) (0.30*ptr[index+2] + 0.59*ptr[index+1] + 0.11*ptr[index]); 

      ptr[index]=ptr[index+1]=ptr[index+2] = gray; 

      index += 3; 

   } 

} 



幾個 Canvas、Bitmap 重要方法(method)： 
Canvas->Draw(x, y, bitmap);  // x, y 是螢幕座標 

Canvas->StretchDraw(rect, bitmap);  
// rect 是 TRect 型態: (left, top, right, bottom) 

  Ex. TRect rc; 
     rc = TRect(10, 10, 300, 250); 

Image1->Picture->Bitmap->Assisgn(bmp); 

// 會複製一份 bmp 給 Image1->Picture->Bitmap 
bitmap->LoadFromFile(filename); 

bitmap->SaveToFile(filename); 
// This example converts a bitmap image to a jpeg file by using the Assign method.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Requires "jpeg.hpp" to be included in the source file 

  TJPEGImage *jp = new TJPEGImage(); 

  try 

  { 

    jp->Assign(Image1->Picture->Bitmap); 

    jp->SaveToFile("c:\\TheFileName.jpg"); 

  } 

  __finally 

  { 

    delete jp; 

  } 

} 

 

Canvas->CopyRect(Dest, fromCanvas, fromSourceRect); 
// const TRect &Dest, TCanvas* fromCanvas, const TRect &fromSourceRect 

 

Canvas->StretchDraw(Rect, Graphic); 
  // const TRect &Rect, TGraphic* Graph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