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７１１４５）；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ＡＡ１２０３０５）；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资助

项目（２００７０２８００１１）；气象行业专项基金资助项目（ＧＹＨＹ２００７０６２８）；上海大学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ＳＨＵＣＸ１０１０３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３０９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遥感图像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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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基础上，结合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标量乘的快速性

和基于证书的ＥＣＤＨ椭圆曲线密钥交换协议的双向性等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

码体制的遥感图像加解密方法。实验仿真分析表明，该算法提高了对于海量遥感数据的加解密速度，增强了

明文嵌入编码的安全性，实现了通信双方的双向认证，可为海量遥感数据的加解密提供有效的算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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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数字图像数据中含有地理位置、传感器

参数以及地物波谱特征等信息，因此，保证敏感性

遥感数据在开放性环境中的安全性已经成为信息

安全领域的研究重点。目前，信息隐藏和数字水

印等技术已为解决遥感影像的安全问题作出了巨

大的努力，但是仍然存在部分不足。其中，信息隐

藏技术是一种利用信息载体有效隐藏机密信息的

方法，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但是此方法仅仅可以

隐藏有限的信息，对于海量遥感影像数据不具有

适用性［１］。此外，数字水印技术仅仅保护了遥感

数据的版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本身的安

全性问题［２，３］。而对于利用混沌序列等方法的传

统图像加密技术没有考虑到海量遥感图像在加

密、传输过程中给网络带来的巨大压力，且图像加

解密速度不高［４］。

自１９８５年 ＮｅａｌＫｏｂｌｉｔｚ
［５］和 ＶｉｃｔｏｒＭｉｌｌｅ

［６］

提出椭圆曲线密码学（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ＥＣＣ）以来，椭圆曲线密码展现出了安全性

高、占用带宽小和计算复杂度高等众多优点，逐渐

成为公钥密码学的主要加密体制之一。其中，由

于ＥＣＣ的高安全性，该算法已被作为一种重要的

密码体制应用到传统数字图像安全中，主要包括

数字水印技术和信息隐藏［３，７，８］。此外，ＥＣＣ作为

一种公钥密码技术，可以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进

行有效的密钥管理。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
［９］密码体制的遥感图

像加解密方法。

１　基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遥感图

像加解密方法

　　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遥

感图像加解密算法是在保持图像格式和各项应用

特性不变的基础上，采用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

线快速加解密遥感图像值的一种安全算法。

首先要给出椭圆曲线域参数，以精确定义一

条椭圆曲线和一个基点，进而确定曲线上的各点

运算。在加解密过程中，定义椭圆曲线域参数犇

＝（犉，犪，犫，犌，犿，犺），其中，犉表示有限域ＧＦ

（狆
狀），犪，犫∈ＧＦ（狆

狀），犌表示一个基点，犿 为基点

犌 的素数阶，犺＝＃犈（ＧＦ（狆
狀））／犿 为余因子，＃犈

（ＧＦ（狆
狀）为椭圆曲线的阶。用户 犅 利用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制加密遥感图像

和用户犃解密遥感图像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１　基于证书认证的改进型犈犆犇犎椭圆曲线密

钥交换协议

如果用户要在互联网上传输和接受敏感的遥

感图像数据，就应该在某可信机构登记，并由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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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机构为用户生成和颁发数字证书，证书签名可

采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

ｎａｔｕｒ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ＣＤＳＡ），从而用户犃 和用户

犅 分别得到自己的证书，即Ｃｅｒｔ犃 和Ｃｅｒｔ犅。同

时，选取一条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ＥＣＣ曲线４狔
２＝狓３

＋９狓２＋狓ｍｏｄ３１０１建立一个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系

统，随后，用户犃和用户犅 分别生成自己的公钥

密钥对（犙犃，犱犃）和（犙犅，犱犅）。协议描述如下：

１）用户犅：随机选取一个整数犽犅，其中１≤

犽犅≤狀－１，狀为ＥＣＣ曲线的阶，同时计算犮０＝犽犅

犌＝（犡１，犣１），犽犅犙犃＝（犡２，犣２），狓１＝犡１／

犣１，狓２ ＝犡２／犣２ 和 犺１ ＝犺（Ｃｅｒｔ犅，犽犅犙犃）＝

犺（Ｃｅｒｔ犅，狓２），犺表示 ＨＡＳＨ 函数，本实验中为

ＭＤ５函数；

２）犅→犃：犮０、Ｃｅｒｔ犅和犺１；

３）用户犃计算犱犃犮０＝（犡３，犣３），狓３＝犡３／

犣３，犺２＝犺（Ｃｅｒｔ犅，犱犃犮０）＝犺（Ｃｅｒｔ犅，狓３），同时

可证明，犱犃犮０＝犱犃（犽犅犌）＝犽犅（犱犃犌）＝犽犅

犙犃＝（犡３，犣３）；

４）犃验证Ｃｅｒｔ犅，比较犺１是否等于犺２，进而

验证用户犅的身份；同理，犅也可验证犃 的身份；

５）犃随机选取一个整数犽犃，计算犮１＝犽犃犌

＝（犡４，犣４），犽犃犙犅＝（犡５，犣５），狓４＝犡４／犣４，狓５＝

犡５／犣５，犺３＝犺（Ｃｅｒｔ犃，犽犃犙犅）＝犺（Ｃｅｒｔ犃，狓５）；

６）犃→犅：犮１、Ｃｅｒｔ犃和犺３；

７）用户犅计算犱犅犮１＝（犡６，犣６），狓６＝犡６／

犣６，犺４＝犺（Ｃｅｒｔ犃，犱犅犮１）＝犺（Ｃｅｒｔ犃，狓６），同时

可证明，犱犅犮１＝犱犅（犽犃犌）＝犽犃（犱犅犌）＝犽犃

犙犅＝（犡６，犣６）；

８）犅验证Ｃｅｒｔ犃，比较犺３是否等于犺４，从而

验证用户犃 的身份，完成双方的身份认证，同时

确定了狓２＝狓３，狓５＝狓６，令狓５＝犓１，狓６＝犓２。

１．２　基于 犕狅狀狋犵狅犿犲狉狔型犈犆犆曲线的加密算法

在ＩＤＬ／ＥＮＶＩ系统支持下，假设用户犅需发

送敏感遥感图像给用户犃，同时为了提高遥感图

像的安全，分别采用伪编码方法和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

ｓｔｏｎｅ密码体制的明文嵌入方式，具体如下：

１）将原始图像数据按行读入，如果行数为双

数，则采用改进型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ｓｔｏｎｅ密码体制，

计算犮２＝（犿狓２＋犓２）ｍｏｄ狆
狀 得到密文犮２；

２）若行数为单数，计算犮３＝（犿＋狓２＋犓２）

ｍｏｄ狆
狀，得到密文犮３，其中犓２为基于证书认证的

改进型ＥＣＤＨ 椭圆曲线密钥交换协议得到的参

数；

３）组合密文对，完成在有限域ＧＦ（狆
狀）上的

计算，得到密文对犮＝（犮２，犮３）；

４）完成密文传输，即将密文犮传输给犃。

１．３　基于 犕狅狀狋犵狅犿犲狉狔型犈犆犆曲线的解密算法

当用户犃收到用户犅 通过网络发来的密文

后，其值已无任何地物特性，加密图像的遥感值是

不能用作任何研究与应用用途的，所以在使用这

些数据前，需要对密文进行解密。具体描述如下：

１）将密文按行读入，同时判断行数的单双

数，如果行数为双数，计算犿１＝（犮２－犓１）狓
－１
３

ｍｏｄ狆
狀，得到明文犿１；若行数为单数，计算犿２＝

（犮３－狓３－犓１）ｍｏｄ狆
狀，得到明文犿２，其中犓１为基

于证书认证的改进型ＥＣＤＨ 椭圆曲线密钥交换

协议得到的参数。

２）组合明文对，完成在有限域ＧＦ（狆
狀）上的

解密计算，得到明文对犿＝（犿１，犿２）。

３）在ＩＤＬ／ＥＮＶＩ系统支持下，完成明文对的

可视化，进而完成敏感遥感图像的传输。

由于在解密步骤中必须计算狓－１３ ，即必须进

行求逆运算，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模幂运算。

在快速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运算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特

性相结合的基础上，采用快速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运算

完成模幂运算。具体步骤如下：利用指数犲二进

制化完成大整数模幂乘运算，即将指数犲表示成

二进制形式：犲＝∑
狀－１

犻＝０

犲犻２
犻，犲犻∈｛０，１｝，犻＝０，１，２，

…，犽－１，设犲＝犲犽－１犲犽－２…犲１犲０，迭代运算为：

置变量犮＝１；

ｆｏｒ犻＝犽－１ｔｏ０，ｓｔｅｐ－１

犮＝犮２ｍｏｄ狀

ｉｆ犲犻＝１ｔｈｅｎ犮＝犮犕 ｍｏｄ狀

犮即为所求。

２　算法性能分析

１）对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

制的遥感图像加解密方法，其核心加密思想是椭

圆曲线密码体制。相对于ＲＳＡ和ＤＳＡ等密码体

制，ＥＣＣ解决其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ＣＤＬＰ）已知

的最好的算法也要用完全指数时间；与之相比，解

决ＲＳＡ和ＤＳＡ所基于的数学难题（即因子分解

（ｉｎｔｅｇ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ＦＰ）和离散对数

问题（ＤＬＰ）都有亚指数时间算法。这意味着随着

密钥长度的增加，求解ＥＣＤＬＰ的难度比求解ＩＦＰ

和ＤＬＰ的难度增加得快得多，因此，ＥＣＣ仅需要

更小的密钥长度就可以提供与ＲＳＡ和ＤＳＡ相当

的安全性。以美国２１世纪加密标准ＡＥＳ的密钥

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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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标准，对ＲＳＡ、ＤＳＡ和ＥＣＣ的密钥长度进

行比较［１０］可知，在高安全环境中，ＲＳＡ和ＤＳＡ的

超长密钥是不可取的，而ＥＣＣ则是最佳选择。

２）相对于传统的遥感图像加解密方法，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遥感图像加

解密方法可以有效抵御已知明文攻击和中间人攻

击。在§２．１中，协议实现了用户的相互认证和

密钥协商。其中，用户犃 在收到用户犅 发送的

犮０、Ｃｅｒｔ犅和犺１后，用户犃 可以比较犺１是否等于

犺２来验证用户犅 的身份认证。假设存在一个敌

方犆，但是敌方犆并不知道用户犅 的随机数犽犅，

所以根本不可能计算出犽犅犙犃，进而无法生成

犺１。如果敌方犆 伪造信息犮′０、Ｃｅｒｔ犆 和犺′１ ＝犺

（Ｃｅｒｔ犆，犽′犆犙犃），则用户犃通过数字证书验证可立

即识别出。同理，用户犅也可完成对用户犃 的验

证，从而完成双向认证，避免了中间人攻击，提高

了算法的安全强度。

此外，在该方法中，为了提高密码体制的安全

性，提出了一种改进型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ｓｔｏｎｅ密码体

制和伪编码方法，其中密码算法采用按行数的单

双数进行不同的明文嵌入编码，即使用混合明文

编码提高了密文的混淆度，进而提高了安全强度。

再者，对于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ｓｔｏｎｅ密码体制，利用

ＥＣＤＨ椭圆曲线密钥交换协议产生一个公共参

数犓＝犓１＝犓２，并将其应用到明文编码中，提高

了安全性。对于已知明文攻击，如果使用传统的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ｓｔｏｎｅ密码体制，已知狓２、犿，根据编

码原则犮２＝（犿狓２）ｍｏｄ狆
狀 可以推导出狓２＝犮２

犿－１ｍｏｄ狆
狀，从而暴露密钥；但是经过改进的编码

原则犮２＝（犿狓２＋犓２）ｍｏｄ狆
狀，因为犓２ｍｏｄ狆

狀是

第三者未知的，所以无法推断出狓２＝（犮２－犓２）

犿－１ｍｏｄ狆
狀，从而提高了安全强度。同理，对于单

行数的伪编码方法，因为犓２ｍｏｄ狆
狀是第三者未知

的，所以也无法推出狓２＝（犮３－犿－犓２）ｍｏｄ狆
狀，从

而有效抵御已知明文攻击。

综上所述，采用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 ＥＣＣ

曲线密码技术使该算法在更小密钥量下提供了更

大的安全性，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用户端的计算负

担和网络的信息传输量，提高了在大数据量环境

下的运算速度，所以该算法可对海量遥感数据的

加解密提供有力的支持。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硬件平台为ＣＰＵ：ＡＭＤｓｅｍｐｒｏｎ２８００

＋，内存为５１２Ｍ；软件平台为 ＶＣ＋＋ ６．０和

ＩＤＬ／ＥＮＶＩ系统。以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４狔
２＝狓３

＋９狓２＋狓ｍｏｄ３１０１构造椭圆曲线密码体系，以中国

长三角地区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实验仿真，其中实验所用的 ＭＯＤＩＳ０９数据来源

于 ｈｔｔｐ：／／ｌａｄｓｗｅｂ．ｎａｓｃｏｍ．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ａｔａ／

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ｍｌ，大小为５６３×７０８，范围为１１８°２６′

３９．００″～１２２°０１′５６．６０″Ｅ，３０°０１′２２．８１″～３２°２２′

１２．１４″Ｎ。具体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ＭＯＤＩＳ原始图像及加解密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ａｗ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根据图１可知，算法有效地隐藏了 ＭＯＤＩＳ

图像的加密信息，即图像上具有具体地物信息的

ＤＮ值全部被扰乱并重新可视化，同时与原图像

相比，加密图像仅仅在亮度上有所变化。再者，由

于加密算法仅仅改变了基于 ＨＤ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ａｔ）格式的 ＭＯＤＩＳ图像中的ＤＮ值，而

没有对经纬度等其他信息进行加密，保留了遥感

图像的“可阅读性”，即隐藏了重要加密信息的位

置，使之不易受到重点攻击。该算法也可加密

ＨＤＦ格式中的其他信息，实现“信息隐藏”领域中

的类似保护目的。

实验同时提取了 ＭＯＤＩＳ０９原始图像和加密

图像的同一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幅图像

的ＤＮ值变化，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ＭＯＤＩＳ原始图像与加密图像遥感值分析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ｎＲａｗＭＯＤＩＳ

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

通过图２可知，ＤＮ值通过ＥＣＣ加密以后，

数值和变化趋势明显不同，扰乱非常明显，进而数

值“可阅读性”非常弱，其值根本不能反映地物的

本质信息。而在可视化图像（图１（ａ）和图１（ｂ））

中，图像变化不明显，肉眼“可阅读性”非常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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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隐藏”了已加密的图像。再者，基于二维散点

图（图３）可知，由于其散点比较分散，原始图像与

加密图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这间接表明ＥＣＣ

对ＤＮ值具有比较明显的混淆性。

此外，分别利用本文算法和密码界常用的

ＲＣ４算法加解密１０幅大小不同的 ＭＯＤＩＳ图像，

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３　原始图像与加密图像二维散点图

Ｆｉｇ．３　２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ｗＭＯＤＩＳ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图４表明，在低比特数据下，ＲＣ４算法展现了

对称密码加解密速度快的优势，但随着加解密容

量的增加，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加解密算法与

ＲＣ４算法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

根据图４（ａ），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加密算法

与ＲＣ４加密算法的运行时间均呈现随图像大小增加

的上升趋势。根据图４（ｃ），当加密ＭＯＤＩＳ图像足够

大时，两算法的加密速度之比将从１０倍左右降到５

倍左右。如果图像大小继续增加，则加密速度之比

会呈震荡性的减小，所以基于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加密

算法可满足对海量遥感数据的处理要求。

在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解密算法中，模逆

运算耗费了大量的运算时间，如图４（ｂ）、图４（ｄ）

所示，两算法的解密速度之比高达２００倍左右，但

是同样当解密 ＭＯＤＩＳ图像逐渐增大时，其比值

也呈现出震荡性的减小，所以对于海量遥感数据，

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曲线的解密算法也具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但是如何继续降低求逆运算的时间复

杂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图４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算法与ＲＣ４算法加解密时间分析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ａｎｄＲＣ４Ｍｅｔｈｏｄ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遥感图像加密提出了一种基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型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遥感图像加

解密方法，改进了 ＭｅｎｅｚｅｓＶａｎｓｔｏｎｅ密码体制，

有效地抵御了已知明文攻击，提高了安全强度。

虽然在图像加解密中消耗了一定的时间，但是仍

然对敏感遥感图像在公共网络上的传输具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此外，如何评估选择的 Ｍｏｎｔｇｏｍ

ｅｒｙ型椭圆曲线的安全性，进一步降低加解密运

算的时间复杂度和实行基于证书认证的改进型

ＥＣＤＨ椭圆曲线密钥交换协议的预计算，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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