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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DCT变换的盲水印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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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 DCT 变换的盲图像水印算法。实验表明 ,该算法对典型攻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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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数字水印技术作为多媒体数据版权保

护的有效工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数字水印

就是将标识信息(水印)嵌入到多媒体中 ,用以辨

识数据的版权 、交易过程和合法所有者 ,或者控制

数据的使用。嵌入的水印应不降低原数据的质

量 ,不易被感知 ,能够经受常用的信号处理 、编码

和解码甚至一些恶意攻击而不被清除。对数字水

印技术的要求包括不可感知性 、鲁棒性 、可检测性

等 ,其中不可感知性和鲁棒性存在着矛盾 ,好的水

印算法需要兼顾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

水印的嵌入可以在空域和时域中进行 ,也可

以在变换域中进行。一般来说 ,空(时)域的水印

算法易于实施 ,但较难保证对信号处理和恶意攻

击有较好的抵抗性。目前的水印算法大多在

DCT 变换后的频域内进行 , 利用扩频通信原理 ,

将伪随机序列嵌入到 DCT 系数里 。为了提高鲁

棒性 ,一些算法[ 1] 在检测水印时要求得到原图

像 ,这就需要图像的所有者要向检测水印的人提

供原图像 ,这使得水印系统复杂化 ,并且降低了安

全性。目前的数字水印算法大多属于盲水印算

法。在研究水印算法时 ,还需要利用人眼视觉系

统的特性 ,以增强水印的不可见性和鲁棒性。

本文为了和 JPEG 压缩标准相适应 ,提出了

一种新的基于 DCT 变换的盲水印算法。这种方

法与需要原图的水印算法相比 ,在鲁棒性上有一

些差距 ,但可以抵抗常见的攻击。

1　水印系统

水印由一个伪随机序列构成[ 1] ,序列中每个

数都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水印过程可以对比为一

个通信过程 ,嵌入水印时 ,原图像可看作是通信信

道 ,水印看作是信号 ,各种蓄意的攻击可看作是通

信中的噪声 ,它们必须不能影响到噪声的检测。

检测水印相当于提取受噪声污染的信号 。

1.1　水印的嵌入

本实验采用的是 256×256的灰度图。先将灰

度图分成 8×8小块(这样一共有 32×32=1 024个

小块),对每块进行DCT 变换 ,然后再对系数矩阵进

行 zig-zag 排序(参照 JPEG压缩方法),一共 64个系

数 ,改变其中的第22个到36个系数(共 15个),也就

是中频系数。选择中频系数是为了不对原图像造成

视觉上太大的改变 ,这利用了人眼视觉特性 ,因为相

对来说 ,人眼对低频分量较为敏感 ,同时图像大部分

能量集中在低频。如果选择在高频段 ,那么对低通

滤波和 JPEG压缩就失去了鲁棒性。嵌入的具体方

法是 ,产生包含15×1 024=15 360个标准正态分布

随机数的伪随机序列 ,逐个嵌入到 1 024个 DCT 系

数块的中频段 15个系数上(1 024个系数块按照从

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顺序拼接每块中的 15个系数)。

嵌入以后的系数计算公式是:

t i′= ti +α|ti |xi (1)

式中 , ti 表示 DCT 系数块的中频系数;α表示加入

水印的深度 ,根据实验 ,这里选择 α为 0.4。在实

验中 ,如果 α较大 ,就会影响加水印后图像的视觉

效果(α越大 ,对图像的影响越大 ,图像的变化也越

大);xi 是随机数。对改变后的 DCT 系数块进行

DCT 反变换 ,就得到含水印图像。如图 1所示 ,

图1(a)是原图像 ,图 1(b)是加水印后图像 ,肉眼看

不出二者的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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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嵌入水印前后图像

Fig.1　Original Image and Image with Watermark

1.2　水印的检测

在水印检测过程中 ,给定一个被攻击的图像 ,同

水印嵌入时的过程相似 ,把它分成8×8的小块后进

行DCT变换 ,还是按照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顺序

把1 024个系数块中的 15个中频系数(同嵌入水印

的系数的位置一样)拼接成一个长 M 为 15×1 024

=15 360的系数序列 T
＊ ,计算 T

＊和原来加入的伪

随机噪声序列 X 之间的相关性就可以检测是否有

水印。相关性 z 的计算公式为:

z =
X · T

＊

M
=

1
M ∑

M

i=1
xi t

＊
i (2)

式中 , xi 、t
＊
i 分别表示噪声序列和系数序列。因为

本文提出的水印算法不需要原始图像 ,不能从待检

测图像中提取出改变了的水印序列 ,只能得到 DCT

变换后的系数 ,所以在式(2)中定义的相关性与传统

的相关性不同 ,会出现相关性大于 1的情况。比较

z 和预先确定的阈值 Sz ,当 z 大于 Sz 时 ,就认为水

印存在;反之认为水印不存在。阈值 Sz 为
[2] :

Sz =
α

3M ∑
M

i=1
|ti′| (3)

2　实　验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水印算法 ,笔者对加水

印后的图像进行了几种常见的信号处理和几何变

换 ,下面就是用 Matlab 编程实验的结果。在实验

中 ,由公式(2)算出的阈值是 0.36。

图 2(a)表示对 1 000个随机产生的水印的检

测结果 ,其中第 300 个是对原来加入水印的检测

结果 ,从图 2可看出 ,对原水印的检测结果远大于

其他的水印 ,可知这个算法的误判率很低。

图2(b)是对加水印后的图像进行 JPEG 压缩

(质量因子是 20%),可以看出相对原图有较明显

的失真 ,但检测出的相关性达到 0.594 ,可见此方

法对 JPEG压缩有较好的鲁棒性 。

图 2　实验结果

Fig.2　Experimental Results

　　图 2(c)是把加水印图像用最邻近插值的方法

先缩小1/2 ,再扩大2倍后的图像 ,可以看出有些失

真 ,用式(2)计算的相关性是 0.638。图 2(d)是把

加水印后图像中间 1/4剪切下来后和原始图像(未

加水印)拼接而成的 ,检测相关性是0.879。只要不

剪去太多的部分 ,实验证明可以检测出水印。关于

图像的旋转 ,在图像失真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 ,

也可以检测出水印 ,但如果失真比较严重 ,此算法

效果不好 ,这比需要原图的水印算法[ 1] 鲁棒性要

差。不过在实际应用中 ,如果造成图像失真太大 ,

蓄意的攻击也没什么意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把加水印后的图像进行直

方图均衡 ,图像的质量没有下降 ,而此时用式(2)进

行水印检测 ,得到的相关性是3.129 , 这比直接检

测未经处理的水印图像的相关系数还要高。因而 ,

用此算法检测水印可以对图像进行直方图均衡的

预处理 ,以提高算法性能。在实验中 ,把水印图像

经 3×3 高斯模板平滑处理 ,检测出的相关性是

0.491 ,高于阈值 0.36 ,在经过直方图均衡预处理

后 ,相关性是 0.735。这表明 ,预处理确实可以提高

算法性能 ,实验中抗共谋攻击的性能也较好。

3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DCT 变换的盲图

像水印算法 ,在图像分块 DCT 变换后的系数矩阵

的中频段嵌入水印 ,对一般攻击具有比较好的鲁

棒性。跳过低频段是为了保证水印的不可见性 ,

利用人眼的视觉特性改变中频段的系数 。不可见

性和鲁棒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 ,怎样将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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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是水印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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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 additional memory.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simple examples , such as linear mean-lif ting ,
nonlinear max-lifting and min-lifting.Mean-lif ting is good at erasing redundant data , and max-lifting or

min-lifting can effectively preserve important geometric information.
Key words:quincunx sampling;lif ting scheme;wavelet t ransform;morphological w avelet

About the first author:SHAO Haimei , assistant teacher.Her major study interests are wavelet applicat ion , image process, digital

watermark.

E-mail:shaohaimei@hotmail.com

(责任编辑:　平子)

634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