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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叠正交变换的鲁棒水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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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重叠正交变换的奇异值分解图像水印方案，应用量化法嵌入信息，在提取中无需原始图

像和水印信息。由于重叠正交变换能有效去除基于块数据变换所产生的块效应，而图像的奇异值具有稳定

性，它体现图像的内蕴特性而非直接的视觉特性，因而本文方法具有良好的鲁棒性和不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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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块的正交变换特别是分块ＤＣＴ广泛应

用于图像和视频处理中，由于对每一块独立进行

变换和量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块效应。对解码

后的信号进行低通滤波虽然能减轻块现象，却使

信号细节受到损失，使重建的信号质量受损。重

叠正交变换（ｌａｐｐｅｄ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Ｔ）

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Ｍａｌｖａｒ给出了优化的

ＬＯＴ算法，取代分块ＤＣＴ用于图像压缩编码，使

重建图像的质量得到改善［１］。

奇异值分解（ＳＶＤ）是一种矩阵变换。图像的

奇异值表现图像的内蕴特性而非直接的视觉特

性，而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对图像进行小的扰动

时，奇异值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些特性使得它

在数字水印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可将水印叠加在

载体图像的奇异值上［２］。近年来，ＳＶＤ与 ＤＣＴ

相结合［３］或与离散小波变换（ＤＷＴ）相结合的方

法［４］，以及联合使用犝 和犛矩阵的改进方法
［５］被

相继提出。这些方法利用了ＳＶＤ的特性，在不同

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本文用重叠正交变换取代一般的分块变换，

并利用ＳＶＤ的特点，使水印嵌入既能有效避免分

块效应，又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１　重叠正交变换

对于一维信号狓，若每一小段狓犻的长度为犕，

其离散余弦变换是犡犻＝犆犕狓犻，其中犆犕是犕×犕

正交阵，犡犐和狓犻是犕×１列向量。犆犕各列（或行）

是变换的基向量。若对狓进行重叠分段，每段长

度犔＝２犕，使各数据段之间有５０％重叠，则ＬＯＴ

正变换为：

犡犻 ＝犘
Ｔ狓犻 （１）

其中，犘 是大小为２犕×犕 的 ＬＯＴ 变换矩阵，

ＬＯＴ变换矩阵犘各行之间正交，即

犘Ｔ犘＝犐 （２）

式中，犐是犕×犕 的单位阵。为了实现信号的准

确重建，矩阵犘除了满足上式以外还应满足：

犘Ｔ犠犘＝０，犠 ＝
０ 犐［ ］
０ ０

（３）

式中，犠 是２犕×２犕 方阵，３个零矩阵的维数都

是犕×犕。文献［１］给出了一个准最佳方法寻求

局部最优的变换矩阵犘：

犘＝
１

２

犇犲－犇狅 犇犲－犇０

犑（犇犲－犇狅） －犑（犇犲－犇狅
［ ］）

犐 ０

０
［ ］
犣

（４）

式中，犇犲和犇狅分别是ＤＣＴ变换矩阵（其维数为犕

×犕）中偶序号列和奇序号列所组成的犕×犕／２

矩阵；犑是反单位矩阵；犐和犣的维数都是犕／２×

犕／２；矩阵犣是犕／２－１个旋转矩阵犜犻的乘积，维

数为犕／２×犕／２：

犣＝犜０犜１…犜犕／２－２ （５）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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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犻 ＝

犐犻 ０ ０

０ 犢（θ犻） ０

０ ０ 犐犕／２－２－

熿

燀

燄

燅犻

犢（θ犻）＝
　ｃｏｓθ犻 ｓｉｎθ犻

－ｓｉｎθ犻 ｃｏｓθ
［ ］

犻

（６）

犜犻的左上角和右下角都是子单位阵。当 犕＝８

时，犻分别等于０、１和２，旋转角θ犻可根据不同的

优化条件求得，如根据最大编码增益的条件可求

得θ０＝０．１３π、θ１＝０．１６π、θ２＝０．１３π。

按照上述步骤可以求出在 犕＝８时的ＬＯＴ

矩阵犘，从而实现重叠正交变换。与传统正交变

换类似，二维ＬＯＴ可由一维ＬＯＴ直接导出。图

像的重叠分块如图１所示，其快速ＬＯＴ及其逆变

换ＩＬＯＴ（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ＯＴ）的算法见文献［１］。

图１　重叠分块

Ｆｉｇ．１　ＬａｐｐｅｄＢｌｏｃｋ

２　奇异值分解

一幅数字图像可由犕×犖 矩阵犃 表示（若为

ＲＧＢ格式则用３个矩阵表示），犃＝｛犪犻，犼｝，犻∈［１，

犕］，犼∈［１，犖］。矩阵犃 的奇异值分解定义如

下：

犃＝犝犛犞
Ｔ （７）

其中，犕×狉矩阵犝 和犖×狉矩阵犞 的列向量分

别是（犃犃Ｔ）和（犃Ｔ犃）的特征向量。犛为犕×犖 矩

阵，其中前狉个准对角线元素为狊１＝δ２＝…＝狊狉＞

０，σ犽是犃 的奇异值，狉为矩阵犃 的秩。

ＳＶＤ反映矩阵的内在特性，对于具有相关性

的图像矩阵，第一个奇异值通常比其他奇异值大

很多，它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当图像受到小的扰动

时，奇异值改变不大。经过归一化处理后，奇异值

具有比例和平移不变性。转置矩阵的奇异值不

变。

３　基于重叠正交变换的鲁棒水印

利用ＳＶＤ和重叠变换的上述特点构成基于

ＬＯＴ和ＳＶＤ的水印系统，如图２所示。为了增

强安全性，在水印嵌入前按照ＺｉｇＺａｇ的扫描顺

序将原始水印图像变为二进制序列，然后根据密

钥犓 对该序列作伪随机置乱。水印嵌入过程如

下。

图２　水印算法基本框架

Ｆｉｇ．２　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１）对载体图像犆作重叠正交变换，将产生的

ＬＯＴ系数矩阵进行 犖×犖 分块（参照ＪＰＥＧ标

准，取犖＝８）。

２）对每一块进行ＳＶＤ分解，将１ｂｙｔｅ数据

加载在最大奇异值上。嵌入时并不将水印信号简

单地叠加在奇异值上，而是采用量化调制方法修

改奇异值［６］。代表性的量化水印嵌入法有抖动量

化法，它首先用水印信息对载体数据进行抖动，然

后量化以嵌入水印信息［７］。这种方法可实现盲检

测，并可通过调整量化步长在嵌入引起的失真与

鲁棒性之间进行取舍。

设狑犻∈｛０，１｝为置乱后的二进制水印序列，

σ犻，１是第犻个ＬＯＴ系数块矩阵的最大奇异值，Δ

为量化步长，由下式得到犙犻和余数犚犻：

犙犻＝ｒｏｕｎｄ（σ犻，１／Δ），犚犻＝σ犻，１－犙犻Δ （８）

根据水印序列狑犻和犚犻的值按如下方式调整σ犻，１。

１）当犚犻＝０，狑犻＝１时

σ′犻，１＝Δ／２ （９）

　　２）当犚犻＝０，狑犻＝０时

σ′犻，１＝３Δ／２ （１０）

　　３）当犚犻≠０，狑犻＝１时

σ′犻，１＝

犙犻Δ＋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０

犙犻Δ－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１且犚犻≤Δ／２

犙犻Δ＋３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１且犚犻＞Δ／

烅

烄

烆 ２

（１１）

　　４）当犚犻≠０，狑犻＝０时

σ′犻，１＝

犙犻Δ＋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１

犙犻Δ－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０且犚犻≤Δ／２

犙犻Δ＋３Δ／２，（犙犻ｍｏｄ２）＝０且犚犻＞Δ／

烅

烄

烆 ２

（１２）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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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犻，１为量化后的最大奇异值，对于各分块采

用相同的量化步长。

３）通过逆ＳＶＤ重构各ＬＯＴ系数块。

４）进行逆ＬＯＴ变换得到含水印的图像。

水印的提取过程如下。

１）对收到的可能受到攻击的图像犆作重叠

正交变换，对变换产生的ＬＯＴ系数矩阵进行８×

８分块，对每一分块进行奇异值分解。

２）假设σ犻，１是第犻个ＬＯＴ系数块矩阵的最

大奇异值，根据ｒｏｕｎｄ（σ犻，１／Δ）的奇偶性恢复出１

ｂｙｔｅ水印信息，若为奇数，则水印值狑
犻 为１，否则

为０。

３）根据密钥犓 对检测出的水印序列狑
犻 作

逆置乱恢复原始水印序列，最后逆扫描顺序重建

水印图像。

为了客观评价算法的性能，采用峰值信噪比

ＰＳＮＲ和位错误率ＢＥ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来衡量水

印的不可感知性和鲁棒性。ＢＥＲ的定义为：

ＢＥＲ（狑，狑）＝

∑
犝

狌＝１
∑
犞

狏＝１

狑（狌，狏）狑
（狌，狏）

犝×犞
×１００％ （１３）

其中，狑（狌，狏）为原始水印；狑（狌，狏）为提取的水

印；为异或算子。

４　实验结果

用５１２×５１２的Ｌｅｎａ图像为载体来测试本文

所提方法的性能，水印是６４×６４的二值图像，见

图３。将图像分割为４０９６个８×８块，在每块中

嵌入１ｂｙｔｅ数据。图３（ｃ）为含水印图像，ＰＳＮＲ

＝４０．９ｄＢ。在没有攻击的条件下水印可无误差

地提取出来。

为了测试稳健性，对含水印图像分别进行如

图４所示的水平翻转、９０°旋转、保留中心边缘剪

切１／４、零均值高斯噪声（方差为０．００３，ＰＳＮＲ为

３５．２ｄＢ）、所有像素向上平移一行的同步攻击、３

×３中值滤波、放大１．５倍后还原（ＰＳＮＲ为４１．３

ｄＢ）等处理，在这几种情况下提取的水印分别如

图５所示。特别是对ＪＰＥＧ压缩，当犙＝４０时，水

印提取位错误率为０．８３％，犙≥５０时，水印可无

误差提取。由此可见，加水印图像能够经受

ＪＰＥＧ压缩、噪声、中值滤波、裁剪等攻击；另外对

于转置、镜像、旋转、放大和平移等几何失真，本文

方法在不知道具体攻击参数的情况下也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对其他图像的实验也得到类似结果。

图３　水印嵌入和提取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４　部分攻击

Ｆｉｇ．４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图５　提取的水印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ｓ

　　将本文结合重叠正交变换的ＳＶＤ水印嵌入

方法与文献［５］中基于ＳＶＤ的方案相比较，所用

载体图像为５１２×５１２标准灰度图像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ａｂｏｏｎ和Ｌｅｎａ。表１列出嵌入同样水印时的

ＰＳＮＲ以及在不同攻击下嵌入数据的提取位错误

率，可见ＬＯＴ／ＳＶＤ方法引起的图像失真较小，

在多数情况下抗攻击性能也有改进，尤其是对抗

ＪＰＥＧ压缩方面的改进最为明显，而在对抗剪切

和锐化方面错误率略偏高。

５　结　语

在水印技术发展早期，研究者就提出水印应

嵌入在视觉系统感觉上最重要的分量上，因为对

于感觉重要的分量是图像的主要成分，在一定的

失真条件下水印的损失较小，而且只要适当掌握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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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文方法与文献［５］方法犘犛犖犚及

水印提取犅犈犚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ＳＮ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Ｒｏｆ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ｂｙ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Ｓｃｈｅｍｅ

ＰＳＮＲ

／ｄＢ

水印提取位错误率ＢＥＲ／％

ＪＰＥＧ

ＱＦ＝７０

高斯噪

声３％

剪切

２５％
锐化 模糊

本
文
方
法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４４．８０ ０．０ ２．２９ ７．２０ １．１２ １．０７

Ｂａｂｏｏｎ ４４．８５ ０．０ ２．４７ ７．３０ ５．５４ ３．１５

Ｌｅｎａ ４４．８２ ０．０ ２．４９ ７．０６ １．５９ １．３９

平均值 ４４．８２ ０．０ ２．４２ ７．１９ ２．７５ １．８７

文
献
［５］
方
法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４２．９２ ０．７８ １．６７ ３．８１ ０．０１ ３．８１

Ｂａｂｏｏｎ ４２．０２ １．９５ ３．３２ ６．２５ ２．９８ ５．７６

Ｌｅｎａ ４６．２８ ８．５０ ５．５７ ４．７９ ０．０１ ２．６４

平均值 ４３．７４ ３．７４ ３．５２ ４．９５ １．００ ４．０７

嵌入强度仍能保持良好的视觉特性［８，９］。为了使

水印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用来嵌入水印的分量应

满足如下条件：① 经常规信号处理和噪声干扰后

仍能很好地保留；② 具有较大的视觉冗余量，以

便嵌入水印后不会引起原始图像视觉质量的明显

改变。本文方法能较好地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因

而具有良好的透明性和鲁棒性，采用量化法加载

嵌入数据使本方法可实现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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