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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灰度平均值的数字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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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财经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杭州市学源街１８号，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提出了一个新的简单而有效的图像数字水印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很好的水印透明性，对

常见的图像处理攻击（如调整亮度、重采样、颜色抖动、平滑、加噪声和压缩等）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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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水印技术中研究最多的是数字图像的水

印方法，并且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有大量不同

的图像数字水印方法［１］。其中，方法采用的变换

有离 散 余 弦 变 换 （ＤＣＴ）
［２］、离 散 小 波 变 换

（ＤＷＴ）
［３］、离散傅立叶变换（ＤＦＴ）

［４］和奇异值分

解（ＳＶＤ）
［５］等。总的来说，数字水印方法可分为

以下两类：① 提取或检测水印时需要原始图像或

者原始水印的私有水印方法［２５］；② 提取或检测

水印时无需原始信息的公开水印方法［６８］。与私

有水印方法相比，公开水印方法更为实用，它将是

今后水印方法研究和发展的趋势。在公开水印方

法中，有一类是基于图像分块变换和量化并以有

意义的二值图像作为水印的方法［６８］。这些方法

通过对每个图像子块根据量化策略修改其经变换

后得到的某种属性值，比如最大奇异值［６］、矩阵范

数［７］或ＤＣＴ的直流系数
［８］等，来实现水印的嵌

入。被用于嵌入水印的这种属性值具有一个共

性，就是对图像的扰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１　本文算法的理论基础

１．１　图像灰度平均值及其稳定性

设非负矩阵犃＝（犪犻犼）为一个灰度图像，其大

小为犕×犖，若记 ｍｅａｎ（犃）为犃的灰度平均值，

则有：

ｍｅａｎ（犃）＝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犪犻犼

犕犖

　　对图像的一些操作，如调整亮度、重采样、颜

色抖动、平滑、加噪声、压缩等，均可归结为对图像

的一种扰动。设犃′为图像犃 受到扰动犈 后的图

像，即犃′＝犃＋犈，则根据平均值不等式，有：

ｍｅａｎ（犃′）－ｍｅａｎ（犃）＝ ｍｅａｎ（犈）≤

１

槡犕犖
犈 犉 （１）

１．２　图像子块灰度平均值的抗扰动修正

本文算法在对图像分块后的各个图像子块灰

度平均值嵌入数字水印。为此，考虑对图像犃进

行不重叠均匀分块。设图像子块大小为犿×狀，记

分块为犃＝（犃犻犼），相应的扰动和扰动后图像的分

块记为犈＝（犈犻犼）和犃′＝（犃′犻犼），则相应于式（１），

有：

ｍｅａｎ（犃′犻犼）－ｍｅａｎ（犃犻犼）＝ ｍｅａｎ（犈犻犼）≤

１

槡犿狀
犈犻犼 犉 （２）

　　设犈＝（犲犻犼），则若犲犻犼＝犮（犮为常数），即对应于

图像犃的亮度增加或减少，有：

ｍｅａｎ（犈犻犼）＝ｍｅａｎ（犈）＝犮

于是有：

（ｍｅａｎ（犃′犻犼）－ｍｅａｎ（犈））－ｍｅａｎ（犃犻犼）＝０

（３）

式（３）说明每一个受扰动后的图像子块灰度平均

值减去图像整体扰动的平均值便与原始图像子块

灰度平均值完全相等。

对应于其他常见的图像处理操作，如重采样、

颜色抖动、平滑、加噪声、压缩等，图像子块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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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犻犼的平均值 ｍｅａｎ（犈犻犼）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其

数学期望为图像整体扰动犈的平均值ｍｅａｎ（犈），

而其方差σ
２则往往都比较小。于是由切比雪夫

不等式，对任意ε＞０，有：

犘｛ｍｅａｎ（犈犻犼）－ｍｅａｎ（犈）＜ε｝≥１－
σ
２

ε
２

即有：

犘｛（ｍｅａｎ（犃′犻犼）－ｍｅａｎ（犈））－ｍｅａｎ（犃犻犼）＜

ε｝≥１－
σ
２

ε
２

（４）

由于σ
２比较小，式（４）说明，大部分受扰动后的图

像子块灰度平均值减去图像整体扰动的平均值会

与原始图像子块灰度平均值非常接近。

式（２）说明的是水印嵌入在 ｍｅａｎ（犃犻犼）中会

比较稳定，而式（３）和式（４）则说明在 ｍｅａｎ（犃′犻犼）

－ｍｅａｎ（犈）中提取水印一般会比在 ｍｅａｎ（犃′犻犼）中

提取水印更加稳定。为此，本文将 ｍｅａｎ（犃′犻犼）－

ｍｅａｎ（犈）称为ｍｅａｎ（犃′犻犼）的抗扰动修正。

基于这个思想，本文算法一改传统数字水印

算法在哪里嵌入水印就从哪里提取水印的对称性

方式，为在ｍｅａｎ（犃犻犼）中嵌入水印而在ｍｅａｎ（犃′犻犼）

－ｍｅａｎ（犈）中提取水印的非对称性方式。

２　本文的数字水印算法

为不失一般性，本文以大小为（犽犿）×（犾狀）的

原始灰度图像犃、大小为犽×犾的二值水印图像

犠＝（狑犻犼）为例，描述本文的水印嵌入和提取算

法。

２．１　数字水印嵌入算法

１）将原始图像犃均匀、不重叠地划分为犽×

犾个大小为犿×狀的图像子块犃犻犼，犻＝１，２，…，犽；

犼＝１，２，…，犾。

２）计算每个图像子块 犃犻犼的灰度平均值

ｍｅａｎ（犃犻犼）。

３）计算量化值：

λ犻犼 ＝ｒｏｕｎｄ（
ｍｅａｎ（犃犻犼）

δ
）

式中，ｒｏｕｎｄ为舍入取整函数；δ为量化步长。δ

值大小的选取非常重要：数值大，算法有好的稳健

性，但削弱了水印的透明性；而数值小，则水印有

好的透明性，却降低了算法的稳健性。所以，δ的

选取是在透明性和稳健性之间的一个折衷，其值

一般根据经验或者实验来确定。

４）构建嵌入水印信息后的图像子块犃^犻犼的灰

度平均值ｍｅａｎ（^犃犻犼）为：

ｍｅａｎ（^犃犻犼）＝

（λ犻犼－
１

２
）δ，λ犻犼＋狑犻犼 ≡１（ｍｏｄ２）

（λ犻犼＋
１

２
）δ，

烅

烄

烆
其他

　　５）为了改变图像子块犃犻犼的灰度平均值成为

相应的数值，本算法采用下式实现：

犃^犻犼 ＝
ｍｅａｎ（^犃犻犼）

ｍｅａｎ（犃犻犼）
犃犻犼

　　６）所有的图像子块按步骤２）～步骤５）的方

法步骤执行完后，便得到了含水印犠 的图像犃^。

最后，计算并保存图像 犃^ 的灰度平均值 ｍｅａｎ

（^犃），以便在提取水印时使用。为描述方便，记α

＝ｍｅａｎ（^犃）。

２．２　数字水印提取算法

１）将含水印 犠^ 的图像犃^（可能已受到过水

印攻击）均匀、不重叠地划分为犽×犾个大小为犿

×狀的图像子块犃^犻犼，犻＝１，２，…，犽；犼＝１，２，…，犾。

２）计算犃^犻犼的灰度平均值ｍｅａｎ（^犃犻犼），并计算

其抗扰动修正ｍｅａｎ（^犃犻犼）－ｍｅａｎ（犈）。其中，犈为

图像攻击操作对应的扰动，并且

ｍｅａｎ（犈）＝ｍｅａｎ（^犃）－α

　　３）计算量化值：

λ^犻犼 ＝ｆｌｏｏｒ
ｍｅａｎ（^犃犻犼）－ｍｅａｎ（犈）（ ）δ

式中，ｆｌｏｏｒ为向下取整函数。

４）根据λ^犻犼的奇偶性确定相应的水印信息。

若λ^犻犼为奇数，则 狑^犻犼取值为１；否则，^狑犻犼取值为０。

５）所有的图像子块按步骤２）～步骤４）执行

完后，便得到了提取出的水印 犠^。

３　实验结果

本文实验采用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大小的

２５６级灰度Ｌｅｎａ图像作为原始图像，以６４像素

×６４像素大小的有意义二值图像作为水印，如图

１所示。实验中取分块大小为８像素×８像素，量

化步长δ＝４。

除了人眼的主观感觉，本文还以峰值信噪比

（ＰＳＮＲ）作为嵌入水印后图像效果的客观评价。

为了说明所提取出的水印效果，除了二值水印图

像本身所具有的可视性外，本文还以归一化相关

值（ＮＣ）度量提取的水印 犠^ 和原始水印犠 的相

似度。归一化相关值的定义如下：

ＮＣ＝
∑
犻
∑
犼

狑犻犼·^狑犻犼

犠 犉· 犠^ 犉

　　图２（ａ）为利用本文算法得到的相应含水印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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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显然用人眼无法感知是否嵌入了水印，其较

高的ＰＳＮＲ值显示水印的透明性很好。图２（ｂ）

为对图２（ａ）用本文算法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其

ＮＣ＝１，说明本文的水印算法，能完全正确地提取

出所嵌入的水印图像。

下面将检验本文算法在常见图像处理攻击下

的稳健性。本文以调整亮度、重采用、颜色抖动、

平滑、加噪声和压缩等作为对水印的攻击手段进

行实验。为了更好地描述本文算法的效果，下面

将对本文算法与文献［６］算法作对比实验。对文

献［６］算法取与本文算法相同的分块大小，取其量

化步长为２５以使其水印透明性与本文算法相当。

１）调整亮度攻击实验。采用增加８级亮度

和减少８级亮度进行实验。图３（ａ）和３（ｃ）分别

为文献［６］算法在增加亮度和减少亮度攻击下提

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图３（ｂ）和３（ｄ）分别

为本文算法在增加亮度和减少亮度攻击下提取出

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可以看到，文献［６］算法

经受不了调整亮度攻击，而本文算法在调整亮度

攻击下的稳健性非常好。

２）重采样和颜色抖动攻击实验。采用宽、高

各放大为两倍再恢复原来尺寸进行重采样和采用

８级灰度抖动原２５６级灰度进行颜色抖动实验。

图４（ａ）和４（ｃ）分别为文献［６］算法在重采样和颜色

抖动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图４（ｂ）

和４（ｄ）分别为本文算法在重采样和颜色抖动攻击

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可以看到，本文

算法在重采样和颜色抖动攻击下的稳健性很好，并

且抗重采样攻击的稳健性优于文献［６］算法，而抗

颜色抖动攻击的稳健性则大大优于文献［６］算法。

图１　原始图像

和水印图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Ｉｍａｇｅ

　　

图２　含水印图像及从中

提取出的水印图像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ｍａｇｅ

　　

图３　调整亮度

攻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

ｕｌｔｓｂｙ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图４　重采样和颜色

抖动攻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

ｕｌｔｓｂｙ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Ｄｉ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３）平滑攻击实验。采用模板大小为３×３、标

准差为１的高斯滤波和模板大小为３×３的中值

滤波进行实验。图５（ａ）和５（ｃ）分别为文献［６］算

法在高斯滤波和中值滤波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

像及其ＮＣ值；图５（ｂ）和５（ｄ）分别为本文算法在

高斯滤波和中值滤波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

其ＮＣ值。可以看到，本文算法在平滑攻击下的

稳健性很好，并且优于文献［６］算法。

４）加噪声攻击实验。采用均值为０、方差为

０．００１的高斯噪声和密度为０．００２的椒盐噪声进

行实验。图６（ａ）和６（ｃ）分别为文献［６］算法在高

斯噪声和椒盐噪声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

ＮＣ值；图６（ｂ）和６（ｄ）分别为本文算法在高斯噪

声和椒盐噪声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

值。可以看到，本文算法在加噪声攻击下的稳健

性很好，并且优于文献［６］算法。

５）压缩攻击实验。采用质量因子为５０和２５

的ＪＰＥＧ压缩进行实验。图７（ａ）和７（ｃ）分别为

文献［６］算法在质量因子为５０和２５的ＪＰＥＧ压

缩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图７（ｂ）

和７（ｄ）分别为本文算法在质量因子为５０和２５

的ＪＰＥＧ压缩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 ＮＣ

值。可以看到，本文算法在ＪＰＥＧ压缩攻击下的

稳健性非常好，而文献［６］算法则在较低质量因子

的ＪＰＥＧ压缩攻击下稳健性大大低于本文算法。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在图像子块灰度平均值中嵌入水

印而在图像子块灰度平均值抗扰动修正后的值中

提取水印的数字水印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算法具有很好的水印透明性，对常见的图像处理

攻击，如调整亮度、重采样、颜色抖动、平滑等，具

有很强的稳健性，其中对调整亮度和ＪＰＥＧ压缩

攻击的稳健性特别强。由于量化嵌入策略的作

用，使得本文算法在提取水印时无需原始图像。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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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平滑攻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图６　加噪声攻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ＮｏｉｓｅＡｄｄ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图７　压缩攻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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