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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叉树和纠错编码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

吴　芳１　芮国胜１

（１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烟台市二马路１８８号，２６４００１）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和纠错编码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简单高效，可嵌入的

数字水印信息容量大，而且通过对传统方法的比较，本方法不可见性好，对一般的图像处理和攻击如ＪＰＥＧ压

缩、滤波、加噪声、旋转、缩放等有很好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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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ＴＮ９１１．７３

　　根据数字水印被嵌入技术的不同可将其分为

时空域数字水印和变换域数字水印。时空域水印

算法易于实施，但鲁棒性较差，目前，大多数变换

域水印算法［１，２］主要采用ＤＣＴ、ＤＷＴ。然而，由

于ＤＷＴ具有良好的时频局部性和多分辨表示的

优点，以及它在压缩标准ＪＰＥＧ２０００和 ＭＰＥＧ４

中的作用，使得小波变换域的水印技术备受关

注［３］。

为了保证水印的鲁棒性，关键问题是选择将

水印信号放在宿主信号的哪些位置上。Ｃｏｘ等
［４］

认为图像水印仍应放在视觉上最重要分量上。由

于视觉上重要的分量是图像信号的主要成分，图

像信号的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这些分量上，在图

像有一定失真的情况下，仍能保留主要成分，即视

觉上重要的分量的抗干扰能力较强，因此，将水印

嵌入在这些分量上，可获得较好的鲁棒性。

１　纠错码的编码方法和纠错原理

１．１　编码方法

本文的算法采用（７，４）汉明码来进行，它是可

以纠正所有单个随机错误的高效率分组码，其中，

其信息码元位犽＝４（记为犪６犪５犪４犪３）、其监督码元

位狉＝３（记为犪２犪１犪０）、其码字总长狀＝７（记为

犪６犪５犪４犪３犪２犪１犪０）。根据模２和关系与多重监督原

则，可列出（７，４）码的一致监督关系：

犪６ 犪５ 犪４ 犪２ ＝０

犪６ 犪５ 犪３ 犪１ ＝０

犪６ 犪４ 犪３ 犪０ ＝０

犪６ 犪４ 犪３ 犪０ ＝０

（１）

经移项变换得到监督码元为：

犪２ ＝犪６ 犪５ 犪４ ＝０

犪１ ＝犪６ 犪５ 犪３ ＝０

犪０ ＝犪６ 犪４ 犪３ ＝０

（２）

这样，在已知信息码元的取值之后，可由上式求出

监督 码 元，即 可 得 到 （７，４）分 组 码 为：犃＝

［犪６犪５犪４犪３犪２犪１犪０］。

１．２　纠错原理

由于分组码是通过附加监督码元来实现对信

息码元的监督，两者之间通过监督方程组建立起

相互制约关系。这样，当信息码元或监督码元在

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时，方程组中与这些码元对

应的相互制约关系就会被破坏，于是接收端很容

易通过校验监督方程来发现错误，且当只有单个

错误时，还能知道错误的位置并给予纠正。为具

体说明纠错的方法，将式（１）改为：

狊１ ＝犪６ 犪５ 犪４ 犪２ ＝０

狊２ ＝犪６ 犪５ 犪３ 犪１ ＝０

狊３ ＝犪６ 犪４ 犪３ 犪０ ＝０

（３）

根据一致监督关系，如果接收的码组没有错误，式

中的狊１＝狊２＝狊３＝０；当码组在传输过程中发生单

个错误时，在狊１、狊２、狊３ 的计算结果中，至少有一个

不为零。这样，根据狊１、狊２、狊３ 的不同数值，就可惟

一地确定错误的位置并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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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印嵌入

通过对图像小波系数的分析发现，为了达到

鲁棒性，水印应嵌入在最低频逼近系数中。因此，

本文算法将图像水印嵌入宿主图像重要的小波系

数上，以保证水印的鲁棒性。本文还利用图像小

波系数自身的特点和各层小波系数之间的四叉树

结构关系进行分类：一类对应于强纹理区域；另一

类对应于弱纹理区域。对不同类采用不同的嵌入

对策，以保证水印的不可见性。本方法是一种根

据图像某点纹理强弱的自适应水印嵌入方法。具

体算法如下。

１）假设二值水印图犠＝｛狑犻，犼，１≤犻≤犕，１≤

犼≤犖｝，其中狑犻，犼∈｛０，１｝，首先将水印信号按列

的方向排成一个序列，生成犞＝｛狏犻，１≤犻≤犕×

犖｝。然后使用通信中的纠错编码技术对水印信

号狏犻进行纠错编码。先对水印信号狏犻 进行分组

编码，将水印信号分割成犔个长度为４的码组，

然后对每个码组进行纠错编码，本算法采用通信

纠错编码中简单有效的（７，４）汉明码编码。假设

每组信息码元为犪６犪５犪４犪３，按照式（２）可得到每组

编码的监督码元犪２犪１犪０，将信息码元和监督码元

合并组成新的水印信号犠′＝｛狑′犻，１≤犻≤７×犔｝。

为了提高所提取水印的正确率，需将水印信号中

信息码元和监督码元共同嵌入到载体图像中。

２）基于鲁棒性的考虑，希望水印信号的统计

特性类似于白噪声，即均值为零。所以在嵌入算

法处理中，应先将水印信号犠′中的０和１值变换

为－１和＋１。以密钥为种子产生一随机序列，对

序列中的每一个随机数进行模２操作，得到二值

伪随机序列狆＝｛狆犻｝，狆犻∈｛０，１｝，并用狆对水印

二值序列作以下调整：

狏′犻＝
－１，狆犻≠狑′犻

　１，狆犻＝狑′
｛

犻

（４）

　　３）对原始图像进行三层离散小波变换，选择

小波变换后的低频子图中按幅值大小排序的前犽

＝７×犔个重要系数犔犔３（狓，狔），并将其变换系数

按树结构存放。设立标志矩阵犃６４×６４（６４×６４为

图像低频子带大小）并使其初始状态为０，矩阵元

素分别与小波低频子带系数矩阵中的元素对应。

对于矩阵犃６４×６４，设犪犻，犼∈犃６４×６４，若犪犻，犼＝０，表示

该位置上系数非前犓 个低频重要系数，否则，犪犻，犼

的值即为该系数大小，将其保存在系统中，以便后

续的水印检测。

４）纹理分类。根据纹理掩埋特性，即人眼对

图像平滑区的噪声敏感，对纹理区的噪声不敏感，

所以图像纹理越复杂，水印的可见门限越高，即可

嵌入更高强度的水印信号，以提高水印的不可见

性和鲁棒性。所以本文就对这犓 个低频重要系

数犔犔３（狓，狔）按其相应位置处局部纹理的强弱分

为两类：具有较强纹理的为一类，记为犛１；具有较

弱纹理的为一类，记为犛２。由于小波变换的高频

系数本身就包含了图像的纹理或边缘，高频系数

绝对值越大，表明相应位置的纹理越强，因此，相

应位置纹理的强弱用子树中高频系数的绝对值大

于某个门限的个数来衡量。具体分类算法描述如

下：

若ｎｕｍｂｅｒ｛｜犐（狌，狏）｜＞犜，（狌，狏）∈Ｔｒｅｅ（狓，狔），

（狓，狔）∈犔犔３｝＞犜１，则（狓，狔）∈犛１；否则，（狓，狔）∈

犛２，犜、犜１ 为预先设定的阈值，影响水印的不可见

性和鲁棒性。

５）水印嵌入。对 犓 个低频重要系数犔犔３

（狓，狔）根据分类，用不同的方法嵌入水印信号：

犔犔′３（狓，狔）＝犔犔３（狓，狔）＋犪１×狘犔犔３（狓，狔）狘×狏′犻，

　　Ｉｆ（狓，狔）∈犛１ （５）

犔犔′３（狓，狔）＝犔犔３（狓，狔）＋犪２×狘犔犔３（狓，狔）狘×狏′犻，

　　Ｉｆ（狓，狔）∈犛２ （６）

式中，水印嵌入强度为犪犻×｜犔犔３（狓，狔）×狏′犻，保证其

与小波低频系数犔犔３（狓，狔）的幅值成比例，自动利

用了视觉系统的照度掩蔽特性。从上式中可以看

到，根据图像某点属于不同的纹理区，水印的嵌入

强度犪犻×｜犔犔３（狓，狔）×狏′犻不同，所以本文的方法是

一种基于图像内容的自适应小波域水印算法。

６）对嵌入水印后的系数进行小波反变换，得

到含水印的图像。

３　水印提取

水印提取是为了从待检测图像中恢复出已经

存在的水印信息，其过程是水印嵌入过程的逆过

程。首先对嵌入水印的图像作三层离散小波变换，

得到低频重要系数值犔犔３（狓，狔），根据标志矩阵

犃６４×６４获得原始图像的低频重要系数值犔犔３（狓，狔）。

若犔犔′３（狓，狔）－犔犔３（狓，狔）＞０，则犠″＝１；否则犠″＝

－１。再根据密钥产生二值伪随机序列，由这个二

值伪随机序列对犠″作伪随机处理后，得到信号

犠 。然后对待检测的信号犠 进行分组编码，将

信号分割成犔个长度为７的码组，计算每个码组

的校验子，根据校验子对码组进行纠错编码，得到

新的码组。取出纠错后码组中每组前四个数据，

组成长度为犕×犖 的向量，即可获得二值图像。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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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便可以得到二值水印图像。

４　实验结果

本文以５１２×５１２大小、２５６灰度级的Ｌｅｎａ

标准图像为例对算法进行了仿真实验。采用有

“海军航院”字样的、３２×３２大小的二值图像作为

水印图像，对水印的嵌入、提取和攻击进行测试实

验。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中，采用以下两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

ＰＳＮＲ＝

　１０ｌｇ

２５５×２５５

１

犖×犖∑
犖

犻＝１
∑
犖

犼＝１

狘狓′（犻，犼）－犡（犻，犼）狘
２

（７）

ＮＣ＝
∑
犖

犻，犼＝１

狑（犻，犼）狑′（犻，犼）

∑
犖

犻，犼＝１

［狑（犻，犼）］
２

（８）

式中，峰值信躁比（ＰＳＮＲ）用来衡量嵌入水印的图

像和原始图像之间的差别，值越大，不可见性越好。

相似度（ＮＣ）用来衡量提取出的水印和原始水印的

相似程度，０＜ＮＣ≤１，值越大，鲁棒性越好。

从主观上看图１（ｂ）与图１（ｃ）之间没有明显

的差别，ＰＳＮＲ＝５７．８０８８ｄＢ，并且水印相似度

ＮＣ＝１，可见该算法的不可见性很好。为了检测

本文算法的鲁棒性，分别对加水印的图像进行加

噪声、滤波、ＪＰＥＧ压缩（压缩质量为１５％）、剪切

（剪切７５％）、旋转的攻击，然后进行水印提取。

并与传统小波域的水印算法进行比较。传统小波

域的水印算法是将水印按一定的权值因子嵌入到

原始图像低频逼近系数中，其中表１为分别对这

两种算法进行同种类型的攻击测试，提取的水印

与原始水印的相似程度ＮＣ值。这两种算法的嵌

入水印后图像的峰值信噪比分别为５７．８０８８、

４６．８２０４。

本文的算法在传统小波域的水印算法上进行

了改进，利用图像小波变换系数的树结构关系和

表１　不同算法的鲁棒性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攻击 本文算法 传统算法

加高斯噪声 ０．９６１３ ０．８１５０

中值滤波 １ ０．８６７１

低通滤波 ０．９５７７ ０．９４２２

剪切（剪切７５％） ０．９４０３ ０．１３０１

缩放 ０．９０３９ ０．８９３１

ＪＰＥＧ压缩（压缩因子１５％） ０．８９７１ ０．８００６

各层小波系数的特点，并根据人类视觉特性，自适

应地嵌入水印。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普遍性，还对多幅标准图

像及军事航拍图像进行实验。对多幅常用图像进

行实验的峰值信噪比：Ｂａｂｏｏｎ为５６．４４１３、Ｂｏａｔ为

５６．４４２０，航拍图像为５６．３９１２。

在图像传输过程中，经常对图像进行ＪＰＥＧ

压缩以提高图像传输的效率，所以对于水印而言，

它是一种图像最为普遍的处理方式。图２为对

ＪＰＥＧ压缩的测试结果，横坐标是品质因子，纵坐

标是对应的ＰＳＮＲ测度。随着品质因子的降低，

ＰＳＮＲ也随着减小，但仍然较高。这说明水印有

较好的不可见性。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确实有

很好的鲁棒性和不可见性。

图２　ＪＰＥＧ压缩对水印不可见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ＰＥ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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