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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视频加密所涉及到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存在的问题和一些重要的方法、当前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等

进行了全面介绍和综述；通过分析视频加密方法的特点，指出针对压缩视频数据信源特征而采用的选择性加

密技术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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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图像和视频处理及密码学等的理论和技

术已比较成熟，但适用于数字图像和视频信号，特

别是充分考虑和利用经压缩编码的图像和视频的

信源特征进行加密的实用技术和方法还比较缺

乏，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

此前最常用的安全加密方法是将图像和视频

直接应用密码技术对全部数据流加密［１］，其缺

点［２，３］将严重阻碍图像视频加密的应用。因此，

对图像和视频加密技术的专门研究非常必要。

１　背　景

数字图像和视频的加密技术涉及计算机网

络、通信、密码学、图像处理、视频处理等理论和技

术，其中以密码和视频编码技术为基石。

１．１　密码学

密码学［４］包括密码编码学和密码分析学。古

典密码体系通常基于算法保密，可选性有限，不容

易改变，保密性不够，不能标准化和安全性控制。

现代密码体系基于密钥算法，安全性依赖密钥，而

加密算法可以公开并标准化，易于通过密钥控制

安全性。现代密码体系主要有对称算法和公开密

钥算法。对称算法加密和解密密钥能够互相推算

出来，因此密钥管理非常关键。对称算法可分为

序列密码和分组密码；公开密钥算法的加密密钥

公开，解密密钥需要保密。由加密密钥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难以计算出解密密钥。

１．２　数字视频编码

视频信号数据量大，实用中需要压缩编码。

当前 广 泛 应 用 的 静 态 图 像 编 码 标 准 ＪＰＥＧ

（ＪＰＥＧ２０００）、运 动 图 像 编 码 标 准 ＭＰＥＧ

（ＭＰＥＧ１、２、４等）和 Ｈ２６ｘ（Ｈ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４等），

总结和促进了视频编码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

ＭＰＥＧ、Ｈ２６ｘ 都 按 层 次 结 构 组 织 数 据。

Ｈ２６ｘ等编码数据为４层结构，从上到下分别是

图像层、块组层、宏块层、块层，每层都由头标志开

始，后接该层数据（块层用结尾标志）。ＭＰＥＧ４

基于对象分层，与此类似。各层的头标志是规定

的易于从数据流中分辨出来的特殊码字组合，起

同步、描述数据特征等作用，如果受到破坏（加

密），则会妨碍收方正确恢复原视频图像［２］。

ＭＰＥＧ、Ｈ２６ｘ都采用Ｉ（帧内）、Ｐ（预测）、Ｂ

（双向预测）三种帧格式（ＭＰＥＧ４采用类似的Ｉ、

Ｐ、Ｂ三种ＶＯＰ）组成编码帧序列。Ｉ帧独立编码；

Ｐ、Ｂ帧都不是独立编码，其编解码要依赖相应的

Ｉ帧。因此，Ｉ帧比较重要，Ｉ帧误码（加密）不仅影

响本帧解码恢复，也影响到其后的Ｐ、Ｂ帧解码恢

复。与编码块相应的前帧（前、后帧）的参考块由

运动矢量指示。改变运动矢量即改变参考块，同

时也影响Ｐ、Ｂ帧正确解码
［５～７］。

但是帧间变化较大（如变换场景、剧烈运动

等）的Ｐ、Ｂ帧，有些块不使用运动补偿而直接独

立编码，称为Ｐ、Ｂ帧的Ｉ块，其编解码不受前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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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为Ｉ帧加密块）的影响
［８］。

当前视频压缩主要基于ＤＣＴ变换和熵编码

等。视频数据一般分成８×８像素块，经ＤＣＴ变

换成频域系数，直流和低频系数集中了大部分能

量［２，５，６］。８×８视频系数通常按ＺｉｇＺａｇ顺序映

射成１×６４的序列，低频系数在前，集中了主要能

量，高频系数在后，大部分接近为零，通过量化和

游程编码达到压缩的目的。改变ＤＣＴ系数的顺

序，能改变解码图像［９］，但会降低压缩率［３］。熵编

码主要是 Ｈｕｆｆｍａｎ和算术编码。使数据流中出

现频率高的位组合模式对应短码字，出现频率低

的位组合模式对应长码字，达到缩短平均码字、压

缩数据的目的。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通过统计码流中

各种位组合模式出现的概率制作，编解码统一，否

则不能正确解码［１０，１１］。目前通常将游程和熵编

码合为可变长编码（ＶＬＣ）。

１．３　数字视频（图像）编码数据流的信源特征

适用于视频数据的加密技术应建立在视频流

信源特征的基础上。视频流信源特征主要有：

① 数据量大；② 要求实时在线处理；③ 一般按标

准编码，视频流采取分层式数据结构，各层都有明

确标志，用于解码和检索等；④ 各部分数据的重

要性不均等，部分数据更重要［１２］。

视频流的这些信源特征决定了其适用加密方

案应考虑以下几点：① 数字视频（图像）加密的计

算量通常很大，又必须实时，以保证流畅，因此要

求计算简捷，处理速度高；② 对全部数据加密，使

视频流中的标志码不能识别，无法实现视频在线

检索等功能［１３］；③ 没有必要统一加密全部数据，

仅加密部分重要数据也能达到很高的安全级。

２　数字图像的信息隐藏与伪装技术

针对数字图像安全的信息隐藏与伪装技术主

要包括置乱、分存、隐藏、水印等技术。

１）数字图像置乱技术

设图像像素的灰度（色彩）值为犳（狓，狔），其中

（狓，狔）为像素的坐标，置乱技术一般是按某种映射

改变（狓，狔）的值（或犳（狓，狔）的值），使图像无法辨

认。早期是对模拟图像像素作空间换位，文献［１４］

对现有算法进行了综述，有些方法可以改用到数字

图像［１５］。置乱不仅可以在空间域进行，还可以在

频域进行。如果先将图像经ＤＣＴ或小波变换，可

以选择变换域少量重要系数置乱，减少计算量。

２）数字图像分存技术

将图像分为具有一定可视效果、没有互相包

含关系的狀幅子图像。任意少于犿（犿≤狀）幅的

子图像都无法恢复原图像；而子图像丢失若干幅，

只要剩余 的 不 少 于 犿 幅，并 不 影 响 图 像 恢

复［１６，１７］。图像分存可以避免由于少数几幅图像

的失密或丢失而引起整个图像的失密或损失。

３）数字图像的信息隐藏技术

将信息隐藏于数字化媒体之中，实现隐蔽传

输、存储、标注、身份识别等功能［１７，１８］。

４）数字水印技术

数字水印是往多媒体数据中嵌入某些能证明

版权归属或跟踪侵权行为的数字信息，而并不影

响多媒体数据的合法使用，且具有抗检测、抗伪

造、抗擦除和可鉴别等特性，以达到版权保护、真

伪鉴别、秘密通信和隐含标注［１９，２０］等作用。目前

大致分为空域技术和变换域技术。

３　数字视频加密技术

数字视频在许多方面与静止图像有相同的特

性。为了保证流畅的视觉效果，视频加密必须考

虑实时在线能力，要求有很高的处理速度。

３．１　视频加密的密码学方法

最早的高密级视频加密方法是对全部视频数

据流直接用密码技术加密和解密［１］，文献［３］称单

纯算法，国内一般称传统加密方法。

由于密码技术已有许多安全可靠的成熟算

法，以二维或多维数据表示的图像及视频传输和

存储时都要映射（如编码）变成一维数据，若不考

虑具体数据特征，易于直接应用已有的成熟密码

加密。其研究基本上属密码科学技术，安全性评

价取决于所用密码（在目前的图像和视频加密方

法中安全性最高［３］）。有些新的密码技术用于视

频加密，在性能上有一些改进［２１］。

但由于图像和视频信号数据量很大，这种方

法通常计算量非常大，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难以保

证实时。另外，标志信息经加密无法识别，就不能

实现在线处理［１３，２２］，也留下明文攻击隐患。

３．２　选择性加密方法

传统加密方法在很多场合难以实用。为此，

人们研究视频的信源特征，把密码原理与视频技

术结合起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文献［１２］提

出部分数据加密思路，如图１（ｂ）所示，只对选择

的重要数据加密。这类选择性加密方法研究得比

较多，尤以加密变换域系数的算法为多。

１）仅对Ｉ帧加密算法

仅对Ｉ帧数据加密具有扩散作用，使Ｐ、Ｂ帧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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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加密方法

Ｆｉｇ．１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利用运动补偿进行差值编码的相应块不加密也难

以正确解码，减少了计算量。该算法节约加解密

时间３０％～５０％，提高了加解密速度，且不改变

原视频编码数据码流量大小［３］。但这种算法不安

全［２２］，场景变换和运动剧烈的Ｐ、Ｂ帧（Ｐ、Ｂ帧内

的Ｉ块）会被正确解码
［１３］，在保密要求高的场合

不能单独使用。本算法可通过增加Ｉ帧帧率来提

高密级［３］，但是Ｉ帧帧率越高，计算量越大，速度

就越慢。文献［３］讨论了其改进方法
［８］，但认为：

① 在Ｐ、Ｂ帧中识别Ｉ块需要一定的额外开销；

② 在某些编码视频中，Ｐ、Ｂ帧中的Ｉ块数量与Ｉ

帧中的数量相近，因此，减少数据量不明显。

２）加密运动矢量算法

随机改变运动矢量的符号位或同时改变其数

值来影响Ｐ、Ｂ帧的正确解码
［５～７］。对Ｉ帧编解码

没有影响，故不能单独使用，主要作为增强安全性

的补充算法。加密数据量小，速度快，不降低压缩

率，只适用于视频（运动图像）编码数据。

３）ＤＣＴ块内系数分层加密算法

把ＤＣＴ系数从低频到高频分为基本层、中

间层和增强层三部分。在０～６３范围定义两个整

数分界点，作为一个分界点组确定三部分之间的

边界，并定义第一个分界点为容损点，第二个点为

安全点。在这个算法中，只加密基本层和中间层，

可以减少计算量，即使中间层和增强层丢失，收方

也能显示出主要信息［２３］。该算法可以让用户根

据不同的安全级别来选择分界点组合，在安全性、

计算量、容错能力之间进行折中。对基本层和中

间层加密的密码算法也可以另行选择。

同类型的加密算法还包括仅加密ＤＣ系数或

加密ＤＣ系数和少量低频 ＡＣ系数
［３］、随机改变

ＤＣＴ系数符号
［６，７］。

４）仅加密头信息算法

将头信息加密，再与其他数据随机混合［２］，使

接收方难以按原数据结构区分结构信息和视频信

息并解码。该算法不降低压缩率，计算量小，但是

安全性低［２２］。为便于合法收方解码，需加入同步

信息，或保留原来部分同步信息。

３．３　改变犎狌犳犳犿犪狀码表算法

将通 用 Ｈｕｆｆｍａｎ 码 表 修 改 （加 密）后 使

用［１０，１１］，并作为密钥。非法接收方无此特殊码

表，不能正确解码。该算法不另需计算量。一般

改变 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会降低压缩率。若保持编码

数据的位组合模式出现概率对应的 Ｈｕｆｆｍａｎ码

字长度不变，也就保持了原压缩率，这时安全性将

降低，取决于 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的可变空间。其另一

缺点是密钥（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较长。

３．４　针对 犕犘犈犌码流统计特性的算法

经压缩编码的码流因去除相关性，具有一定

的随机性［２４］。将１帧分为８或１６（通常１６）大块

（ｃｈｕｎｋ），在任何ｃｈｕｎｋ中，没有重复的字节模

式［３］。据此提出ＶＥＡ算法。

１）设某ｃｈｕｎｋ为犪１犪２…犪２狀－１犪２狀，犪犻为字节；

２）选择奇数号的字节组成奇列犪１犪３…犪２狀－１，

偶数号的字节组成偶列犪２犪４…犪２狀；

３）将奇偶列异或：犮１＝犪１!犪２，犮２＝犪３!犪４，

…，犮狀＝犪２狀－１!犪２狀，得到犮列犮１犮２…犮狀。

４）选择一种加密函数犈（如ＤＥＳ）加密偶列

犪２犪４…犪２狀，得到犱列犱１犱２…犱狀＝犈（犪２犪４…犪２狀），

合成犮列犱列得到密文犮１犮２…犮狀犱１犱２…犱狀。

如果犪２犪４…犪２狀没有重复模式，随机性足够

好，犪２犪４…犪２狀对犪１犪３…犪２狀－１的简单异或是一次一

密乱码本［４］加密，这是公认非常安全的。ＶＥＡ算

法密级就决定于函数犈。

该方法只加密部分视频流，将加密数据分为

两半，一半用密码方法加密，另一半用简单异或，

因此总体减少了计算量，提高了计算速度。该方

法不影响压缩率，适用于压缩的视频（或图像）编

码数据，而且压缩效果越好，加密也越安全。

３．５　犇犆犜频域系数乱序算法

把ＤＣＴ频域系数按随机顺序从８×８阵映射

成１×６４矢量
［９］，而不按ＺｉｇＺａｇ顺序。三步基

本算法对已知明文攻击脆弱，因此提供两种附加

方法增强其安全性：① 对ＤＣ系数另用 ＤＥＳ加

密；② 产生两张不同的乱序表随机选用。

ＤＣＴ系数乱序算法速度很快，但不安全，两

种附加方法也无用，已知明文攻击和唯密文攻击

都可以破解［３］。另外，加密的 ＭＰＥＧ流将显著增

大，最大可增加４６％，严重降低压缩率
［３］。

类似方法有频域块置乱和块旋转［５，２５］，也对

已知明文攻击脆弱。

３．６　电视信号加扰方法

通过随机改变电视信号的结构参数产生视频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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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倒置或行延迟，或改变原信号的时序、幅度、相

位等，扰乱电视图像，达到加密目的［１４，１５］。这种

方法简单易行，实时加密，但安全性很低，一般用

于ＣＡＴＶ收费管理、闭路监视系统中的模拟电视

信号，经修改可用于数字视频信号［１５］。

在以上算法中，传统加密方法最安全，实现简

单，但计算量大，难以在线检索等；选择性加密方

法针对视频（图像）信源特征，减少了计算量，能满

足实时需要，但目前大部分成果加密数据量减少

的比率不够大，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安全性；改变

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算法完全不增加计算量，也可以不

改变压缩率，适用面很广。文献［３］认为，该算法

的缺点是密钥（特殊的Ｈｕｆｆｍａｎ码表）太长，笔者

认为其安全级不够高；ＶＥＡ算法不改变压缩率，

减少了计算量，但其安全性取决于编码码流的随

机（不相关）程度，且加密计算量减少不够（不足

５０％）；ＺｉｇＺａｇ乱序算法计算速度很快，但安全性

比较低，而且大幅度降低压缩率。

３．７　视频加密技术的发展

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视频产品的

广泛应用，视频加密技术研究日趋重要。一方面

应提出适合多层次应用需求的完整解决方案；另

一方面，应结合密码基本原理，充分研究和利用视

频信号的信源特征。这是视频加密研究的发展方

向。

１）面向应用的全面适用加密方案的研究。

方案提供多层密级、计算速度、使用资源成本以及

一些功能的可选参数，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达到最好的折中效果。方案要求综合考虑各

项性能，全面满足不同视频加密的需要。

２）视频信源特征研究。一是选择部分关键

数据加密，可以有两种方法：在已编码数据中和在

编码过程中选择关键数据加密。在大部分情况

下，可以直接利用目前已有的安全性很高的密码

算法，将选定的关键数据加密，其难点在于关键数

据的选择。其矛盾是：要保证安全，必须加密足够

的关键数据，加密数据量大了，减少计算量的效果

就不好；而减少加密的关键数据又会降低安全性。

因此，要找出效率尽可能高的关键数据。二是应

用密码原理，根据视频信源特征研究特殊的简捷

算法。算法运算量要小，要通过安全性分析确定

其抗攻击能力。

加密方法的实现有时不能简单地用已有密码

算法对所选关键数据加密，在部分情况中，必须对

标准密码作适应性的修改，这也涉及保证安全性、

计算效率、计算数据量等的研究。

４　结　语

视频加密技术涉及多学科技术的交叉结合，

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很不完

善和成熟。充分研究和利用视频编码技术及信源

特征，有机地结合密码技术，面向应用研究全面适

用的视频加密方案，可能会更有效地解决当前视

频加密技术存在的缺陷和矛盾，取得更好的实用

效果。这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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