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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灰度级数字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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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灰度级数字水印算法。该算法将灰度级水印图像进行位平面分解

后的数据从高位到低位分别嵌入原始图像子块奇异值分解后从大到小排列的奇异值中，并在算法中采取了

抗亮度、对比度调整修正，使得该算法具备了抗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的稳健性。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

很好的水印透明性，对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具有特强的稳健性，并且对其他常见的图像处理攻击（如图像平

滑、加噪声、颜色抖动和ＪＰＥＧ压缩等）也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关键词：数字水印；奇异值分解；灰度级水印；版权保护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ＴＰ３９１．４１

　　图像的数字水印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

已有了大量不同的数字水印方法。但大多数的方

法是以随机数序列或者二值图像作为数字水

印［１３］，而以蕴含信息量更大的灰度图像作为水印

的方法则较少。文献［４９］提出了各种将灰度水

印图像按位平面分解后转化为二值序列再进行水

印嵌入的方法，文献［１０１２］的方法则将灰度水印

图像经变换后得到的系数序列再根据位分解转化

为二值序列。从本质上看，这些方法其实是二值

水印方法，这就使得这些方法对嵌入灰度级水印

存在不足，因为一个灰度级水印数据在其不同位

上的值对该数据的贡献大小完全不同，将这些数

据等同看待显然是不合适的。

矩阵的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提供了将矩阵对角化的方法，其对

角化后的矩阵对角元素由大到小排列，并且对角

元素利用奇异值分解来重构原来矩阵的贡献也从

大到小。受此启发，本文提出基于奇异值分解的

以灰度图像作为数字水印的嵌入和提取算法，以

克服上述灰度级数字水印方法存在的不足。

１　图像的亮度、对比度调整

设狓为灰度图像犃 中任意一个像素的灰度

值，狓′为该像素受到亮度、对比度调整后的灰度

值，则可分３种情况进行描述。

１）仅亮度调整的情况：

狓′＝狓＋犫 （１）

其中，犫为亮度增减量，犫＞０为亮度增加；犫＜０为

亮度减少。

２）仅对比度调整的情况：

狓′＝犪（狓－狓０）＋狓０ （２）

其中，犪为对比度调整系数，犪＞１为对比度增强；

犪＜１为对比度减弱；狓０为常数，一般为图像灰度

阶的中间值。

３）亮度调整与对比度调整复合的情况：

狓′＝犪（狓－狓０）＋狓０＋犫 （３）

显然，对式（３），当犪＝１即为第１种情况，当犫＝０

即为第２种情况。

若记犮＝－犪狓０＋狓０＋犫，则式（３）可简化为：

狓′＝犪狓＋犮 （４）

在式（４）中，若狓′大于最大灰度阶（或小于最小灰

度阶），则狓′将被截断，即狓′赋值为最大灰度阶

（或最小灰度阶）。

显然，对于特定的一次亮度、对比度调整，式

（４）中的犪和犮均为特定的常数。换言之，当获知

了犪和犮，即可由式（４）求得被亮度、对比度调整

前的像素灰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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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 （狓′－犮）／犪 （５）

　　设含水印的灰度图像犃受由式（４）确定的亮

度、对比度调整攻击后的图像为犃′，则有：

ｍｅａｎ（犃′）＝犪ｍｅａｎ（犃）＋犮 （６）

ｓｔｄ（犃′）＝犪ｓｔｄ（犃） （７）

其中，ｍｅａｎ为取平均值函数；ｓｔｄ为取标准差函

数。于是，只需存储原含水印图像犃 的平均值

ｍｅａｎ（犃）和标准差ｓｔｄ（犃），即可由式（６）和式（７）

确定含水印图像犃所受的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

的参数犪和犮分别为：

犪＝ｓｔｄ（犃′）／ｓｔｄ（犃）

犮＝ｍｅａｎ（犃′）－
ｓｔｄ（犃′）

ｓｔｄ（犃）
ｍｅａｎ（犃）

这样，式（５）就转化为：

狓＝
ｓｔｄ（犃）

ｓｔｄ（犃′）
［狓′－ｍｅａｎ（犃′）］＋ｍｅａｎ（犃）（８）

对式（８），本文称为抗亮度、对比度调整修正公式。

２　本文的灰度级数字水印算法

２．１　数字水印的嵌入算法

本文以大小为８犿×８狀的原始灰度图像犃、

大小为犿×狀的２５６级灰度水印图像犠＝（狑犻犼）为

例，描述本文的水印嵌入算法。

１）对灰度水印图像犠 进行图像置乱变换
［１３］，

以提高含水印图像在受攻击后提取出水印图像的

可视效果以及对抗裁剪等攻击的稳健性。为方便

描述，将水印图像置乱后的图像仍记为犠。

２）对置乱后的水印图像犠 从高位到低位按

位平面分解为８个二值图像犠
（１），犠

（２），…，犠
（８），

即犠＝∑
８

犽＝１
２８－犽犠

（犽）。

３）将原始图像犃不重叠地划分为犿×狀个８

×８大小的图像子块犃犻犼（犻＝１，２，…，犿；犼＝１，２，

…，狀），即犃＝（犃犻犼）。

４）对每个图像子块犃犻犼计算其奇异值分解：

犃犻犼＝犝犻犼Σ犻犼犞
Ｔ
犻犼，其中，Σ犻犼＝ｄｉａｇ（σ

（犻犼）
１ ，σ

（犻犼）
２ ，…，

σ
（犻犼）
８ ）。

５）对犽＝８，７，…，１执行如下步骤：① 计算量

化值：λ
（犻犼）
犽 ＝ｒｏｕｎｄ（σ

（犻犼）
犽 ／δ犽），ｒｏｕｎｄ为舍入取整函

数；δ犽为量化步长，δ犽＝２
－犽
δ０，δ０为预先设定的正

数。② 构建嵌入水印信息后的图像子块犃^犻犼经奇

异值分解后的第犽个奇异值：

σ^
（犻犼）
犽 ＝

（λ
（犻犼）
犽 －１／２）δ犽，λ

（犻犼）
犽 ＋狑

（犽）
犻犼 ≡１（ｍｏｄ２）

（λ
（犻犼）
犽 ＋１／２）δ犽，

烅
烄

烆 其他

（９）

其中，狑
（犽）
犻犼 为犠 的位平面犠

（犽）的第犻行犼列的元

素。③ 由于奇异值分解后得到的第犽个奇异值

应不小于第犽＋１个奇异值，但根据水印的嵌入式

（１０）获得的σ^
（犻犼）
犽 和σ^

（犻犼）
犽＋１可能会出现σ^

（犻犼）
犽 ＜^σ

（犻犼）
犽＋１（其

中，犽＝１，２，…，８，并设σ^
（犻犼）
９ ＝０）的情况，因此需进

行修正：^σ
（犻犼）
犽 ←^σ

（犻犼）
犽 ＋２δ犽。

６）对图像子块犃犻犼，用 Σ^犻犼＝ｄｉａｇ（^σ
（犻犼）
１ ，^σ

（犻犼）
２ ，

…，^σ
（犻犼）
８ ）替换其奇异值分解后的对角矩阵Σ犻犼，即

获得嵌入了一个灰度级水印信息狑犻犼的图像子块：

犃^犻犼＝犝犻犼^Σ犻犼犞
Ｔ
犻犼。

７）对所有的图像子块按步骤４）～６）执行完

后，即得到了含水印犠 的图像：^犃＝（^犃犻犼）。

８）计算并保存含水印图像犃^的平均值ｍｅａｎ

（^犃）和标准差ｓｔｄ（^犃），以供在提取水印时的抗亮

度、对比度调整修正使用。为方便描述，记犿０＝

ｍｅａｎ（^犃），狊０＝ｓｔｄ（^犃）。

２．２　数字水印的提取算法

１）抗亮度、对比度调整修正。对可能已受到

过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的含水印犠 的图像犃^ 的

每个像素灰度值狓^，利用式（８）进行修正：

狓＝
狊０

ｓｔｄ（^犃）
［^狓－ｍｅａｎ（^犃）］＋犿０

修正后的含水印图像仍记为犃^。

２）将修正后的含水印图像 犃^ 不重叠地划分

为８×８大小的图像子块犃^犻犼，即犃^＝（^犃犻犼）。

３）对每个图像子块犃^犻犼，计算其奇异值分解：

犃^犻犼＝^犝犻犼^Σ犻犼^犞
Ｔ
犻犼，其中，^Σ犻犼＝ｄｉａｇ（^σ

（犻犼）
１ ，^σ

（犻犼）
２ ，…，^σ

（犻犼）
８ ）。

４）对犽＝１，２，…，８执行如下步骤：① 计算量

化值：^λ
（犻犼）
犽 ＝ｆｌｏｏｒ（^σ

（犻犼）
犽 ／δ犽），其中，ｆｌｏｏｒ为向下取

整函数。② 根据λ^
（犻犼）
犽 的奇偶确定相应的水印信

息，若λ^
（犻犼）
犽 为奇数，则狑

（犽）
犻犼 取值为１；否则，狑

（犽）
犻犼 取

值为０。即

狑
（犽）
犻犼 ＝

１，^λ
（犻犼）
犽 ≡１（ｍｏｄ２）

０，｛ 其他

　　５）计算从图像子块 犃^犻犼提取出的灰度级水

印：狑犻犼＝∑
８

犽＝１
２８－犽狑

（犽）
犻犼 。

６）对所有的图像子块按步骤３）～５）执行完

后，再对所得的整体水印图像进行置乱逆变换，即

得到了最终提取出的灰度水印图像犠。

２．３　讨　论

１）根据对量化步长δ犽的定义，有δ犽＝δ犽－１／２，

犽＝１，２，…，８，即δ１、δ２、…、δ８之间的大小关系就

如同１Ｂ数据的高位到低位分别对该数据的贡献

一样，从大到小１／２倍地缩减。这样的取值法很

好地保证了提取出的灰度级水印的每１Ｂ水印数

据的高位稳健性强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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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量化步长δ犽的常量参数δ０值的选取是在

透明性和稳健性上的一个折衷：数值过大，算法有

好的稳健性，但削弱了水印的透明性；数值过小，

则水印有好的透明性，却降低了算法的稳健性。

一般地，δ０值取４０左右比较适宜。此外，为加强

算法对水印提取的安全性，δ０可以作为提取水印

时的密钥使用。

３）若含水印图像犃^未受到任何水印攻击，则

犃^经抗亮度、对比度调整修正后保持不变，即狓＝

狓^；而若含水印图像犃^受到除亮度、对比度调整外

的其他图像的攻击（如图像平滑、加噪声、颜色抖

动和ＪＰＥＧ压缩等），则有狓≈^狓。

４）本文虽以灰度图像作为原始图像对算法

进行了描述，但本文算法对原始图像为彩色图像

同样有效。事实上，只需将彩色图像转换为ＹＩＱ

的格式，然后对其犢 分量（亮度分量）直接应用于

本文算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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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ａ）），以

６４像素×６４像素大小的２５６级灰度图像作为水

印（图１（ｂ）），取δ０＝４０。

图１　原始图像、水印图像和含水印图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Ｉｍａｇｅ

图１（ｃ）为利用本文算法得到的含水印图像，

显然用人眼无法感知是否嵌入了水印。除了人眼

的主观感觉，本文还以峰值信噪比（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

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ＰＳＮＲ）作为嵌入水印后图像效果的

客观评价。本文算法得到的含水印Ｌｅｎａ图像的

ＰＳＮＲ值为４０．４２６４，这也说明了本文算法的水

印透明性很好。

为了说明所提取出的水印效果，除了灰度水

印图像本身所具有的可视性外，本文还以归一化

相关值（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Ｃ）度量提取出

的水印珦犠＝（珦狑犻犼）和原始水印犠＝（珦狑犻犼）的相似

度。ＮＣ定义如下：

ＮＣ＝
∑
犻
∑
犼

狑犻犼珦狑犻犼

∑
犻
∑
犼

狑２
犻槡 犼 ∑

犻
∑
犼

珦狑
２
犻槡 犼

　　为更好地描述本文算法抗水印攻击的效果，

将本文算法与文献［５，７］的算法进行对比。为使

３个算法具有可比性，设置文献［５］算法中的量化

步长为８．６０８５，文献［７］算法中的量化步长为

ＪＰＥＧ标准量化表中相应８个值的０．５８６６４０２

倍，以使３个算法实现的水印透明性相同，即对应

的ＰＳＮＲ值相等。

１）检验本文算法在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下

的稳健性。

以式（４）中不同参数犪和犮所确定的亮度、对

比度调整作为对水印的攻击手段进行实验。表１

给出了３种算法分别对其得到的含水印Ｌｅｎａ图

像在不同参数犪和犮所确定的亮度、对比度调整

攻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及其ＮＣ值。从表１可

以看到，文献［５，７］的算法除了对纯粹的亮度增减

调整攻击（此时犪＝１）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外，对其

他的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的稳健性都比较差（有

些甚至很差）；而本文算法对这些亮度、对比度调

整攻击具有特强的稳健性。

２）检验本文算法在其他常见图像处理攻击

下的稳健性。

对含水印Ｌｅｎａ图像，依次以图像平滑、加噪

声、颜色抖动和ＪＰＥＧ压缩作为对水印的攻击手

段进行实验。表２给出了３种算法分别对其得到

的含水印Ｌｅｎａ图像在上述各类常见图像处理攻

击下提取出的水印图像的ＮＣ值。从表２可以看

到，文献［５，７］的算法对这些图像处理攻击均具有

较强的稳健性；而本文算法对这些图像处理攻击

具有更强的稳健性，尤其是对低质量因子的

ＪＰＥＧ压缩。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灰度级数字水

印算法，算法具备了抗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的稳

健性，克服了当前大多数灰度级数字水印方法无

法抵抗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的不足。由于采用

了量化嵌入策略，因而本文算法对水印的提取无

需原始图像。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具有很好

的水印透明性，对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具有特强

的稳健性，并且对其他常见图像处理攻击（如图像

平滑、加噪声、颜色抖动和ＪＰＥＧ压缩等）也具有

很强的稳健性。

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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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种算法在不同参数犪和犮所确定的亮度、对比度调整攻击下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Ｕｎｄｅｒ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ａｃｋ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犪ａｎｄ犮

亮度、对比度
调整后的含水

印Ｌｅｎａ图像

相应的参数（犪，犮）

文献［５］算法
提取出的

水印图像

相应的ＮＣ值

文献［７］算法
提取出的

水印图像

相应的ＮＣ值

本文算法

提取出的

水印图像

相应的ＮＣ值

表２　３种算法在其他常见图像处理攻击下从含水印图像中提取出的水印犖犆值对比

Ｔａｂ．２　ＮＣ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Ｉｍａｇｅ

ｂｙ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高斯平滑（模板大

小３×３，σ＝０．４）

高斯噪声（方

差为０．０００１）

椒盐噪声（强

度为０．００４）

颜色抖动（８

级灰度色抖动）

ＪＰＥＧ压缩

质量因子＝７５ 质量因子＝５０ 质量因子＝４０

文献［５］算法 ０．９８８６ ０．９６８６ ０．９５３５ ０．９９３３ ０．９２８４ ０．８２７９ ０．７６０２

文献［７］算法 ０．９９４５ ０．９３９８ ０．９４８３ ０．９９２３ ０．９６６４ ０．６７８６ ０．４３２５

本文算法 ０．９９６３ ０．９８４２ ０．９５３６ ０．９９４５ ０．９６９３ ０．９５８８ ０．９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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