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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结合多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映射和逐段正弦混沌映射的图像加密算法。通过犿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

沌映射的多次迭代，分别产生犿个分段正弦混沌映射的初值和参数值，由犿个分段正弦混沌映射迭代产生图

像加密密钥序列，并引入密文输出反馈机制，对图像像素值逐点进行２轮异或加密。实验表明，该算法使密文

对明文和密钥都充分敏感，加密图像像素值具有类随机均匀分布特性，相邻像素具有零相关特性，而且算法具

有密钥空间大、加密速度快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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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０９．７

　　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

已成为传播和交流信息的重要途径。由于数字图

像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相关度高等特点，传统密码

在图像加密方面效率不高，不能满足实时通信的

要求。而混沌密码为图像加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

决方案，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１５］。如何克服

低维混沌序列的弱点，充分发挥其优势，仍是许多

学者研究的课题［６８］。组合多个一维混沌系统是

解决单个一维混沌系统缺陷的有效方法。

１　基于多混沌映射的密码方案

１．１　混沌映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是一种良好的混沌映射，定义

为：

狓狀＋１ ＝μ×狓狀×（１－狓狀） （１）

式中，０≤μ≤４称为分岔参数。当狓狀∈（０，１），且

３．５６９９４５＜μ≤４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工作于混沌状

态，即有两个不同的初始状态狓０１和狓０２。

分段线性映射是另一种具有良好密码性能的

一维混沌映射［９］。本文对一般分段线性映射进行

改造，提出如下分段正弦映射（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ｓｉｎｅ

ｃｈａｏｔｉｃｍａｐ，ＰＳＣＭ）：

狔狀＋１＝

ｓｉｎ［狔狀／狆］，狔狀 ∈ （０，狆）

ｓｉｎ［（狔狀－狆）／（０．５－狆）］，狔狀 ∈ ［狆，０．５）

ｓｉｎ［（１－狔狀－狆）／（０．５－狆）］，

　狔狀 ∈ ［０．５，１－狆）

ｓｉｎ［（１－狔狀）／狆］，狔狀 ∈ ［１－狆，１

烅

烄

烆 ）

（２）

其中，狔０ 为状态初值；狔狀∈（０，１）；狆为系统控制参

数，且狆∈（０，０．５）。可以证明，改进的分段正弦

映射也是混沌的，并具有更好的复杂性。

１．２　密码方案

本文提出的密码算法的基本思想是由犿 个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迭代多次后产生犿个逐段正弦混沌

映射的初值狔０ 和系统参数狆，再由犿个逐段正弦

混沌映射生成密钥序列。具体算法描述如下：

１）将图像转换成一维序列。按列优先扫描

顺序将原始图像转化为一维像素序列犃 ＝｛犃

（犻），犻＝１，２，…，犛｝，其中，犛为图像像素点总数。

２）生成每个分段正弦映射系统的状态初始值

狔０和系统参数狆。本文使用犿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预

迭代狀次后的终值为狓（犼）（犼＝１，２，…，犿），分别得

到犿个分段正弦映射系统的状态初始值狔０（犼）和

系统参数狆（犼），狔０（犼）＝狓（犼），狆（犼）＝狓（犼）／２。

３）生成像素值加密密钥序列 Ｋｅｙ。首先根

据待加密图像的像素点总数犛计算出每个ＰＳ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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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迭代生成的密钥数量犺＝犛／犿（若犛不能整

除犿，设余数为狉，则第犿个ＰＳＣＭ生成的密钥数

量为犺＋狉）。由前犿－１个ＰＳＣＭ的状态初值狔０

（犼）及系统参数狆（犼）经式（２）分别迭代犺次，各生

成长度为犺的混沌子序列；然后由第犿 个ＰＳＣＭ

的状态初值狔０（犿）及系统参数狆（犿）经式（２）迭代

犺＋狉次，生成长度为犺＋狉的混沌子序列。将犿

个子序列连接起来，得到长度为犛的混沌序列｛犉

（犻）｜犻＝１，２，…，犛｝。

４）利用式（３）将实值混沌序列犉改造为整数

密钥序列｛Ｋｅｙ（犻）｜犻＝１，２，…，犛｝，

Ｋｅｙ（犻）＝ ［犉（犻）×１０
犿］ｍｏｄ２５６ （３）

式中，狀为正整数，文中取狀＝１５。

５）对像素值进行第１轮加密。首先对图像

明文像素的第１点单独采用下式加密：

犆（１）＝ ［犃（１）Ｋｅｙ（１）＋Ｋｅｙ（１）］ｍｏｄ２５６

（４）

而对图像序列任意犻（犻＞１）位置点的像素，其密文

与明文犃（犻）、密钥Ｋｅｙ（犻）、密文犆（犻－１）以及密

钥Ｋｅｙ（犻－１）有关，即引入加密反馈机制。加密

公式如下：

犆（犻）＝ ｛［犃（犻）Ｋｅｙ（犻）＋Ｋｅｙ（犻－１）］

ｍｏｄ２５６｝犆（犻－１） （５）

　　６）对像素值进行第２轮加密。类似第１轮

的操作，其中，对第１点的加密公式为：

犆（１）＝ ｛［犆（１）Ｋｅｙ（１）＋Ｋｅｙ（１）］

ｍｏｄ２５６｝犆（犛） （６）

而对任意犻＞１位置点的像素，加密公式为：

犆（犻）＝ ｛［犆（犻）Ｋｅｙ（犻）＋Ｋｅｙ（犻－１）］

ｍｏｄ２５６｝犆（犻－１） （７）

　　７）将加密后的像素序列｛犆（犻）｝转化为二维

矩阵，得到最后的密文图像。

解密过程是加密过程的逆操作。首先，通过

犿个ＰＳＣＭ 生成长度为犛的密钥序列；然后，应

用解密公式进行像素值恢复。值得注意的是，解

密顺序应该先针对第２轮的加密操作，后针对第

１轮的加密操作。而每一轮解密的像素点顺序则

应该是从最末尾的像素到第一个像素。由于

犃（犻）、犆（犻）、Ｋｅｙ（犻）的取值范围都是［０，２５５］，因

此，对应于式（７）和式（６），从第２轮加密序列恢复

出第１轮加密序列，可分别使用式（８）和式（９）：

犆（犻）＝ ｛［犆（犻）犆（犻－１）＋２５６－Ｋｅｙ（犻－１）］

ｍｏｄ２５６｝Ｋｅ狔（犻），犻＝犛，犛－１，…，２（８）

犆（１）＝ ｛［犆（１）犆（犛）＋２５６－Ｋｅｙ（１）］

ｍｏｄ２５６｝Ｋｅｙ（１） （９）

然后，利用恢复出的第１轮加密序列解密出原始

图像，设解密图像的像素序列用犅 表示，则第２

轮解密公式可表示为：

犅（犻）＝ ｛［犆（犻）犆（犻－１）＋２５６－

Ｋｅｙ（犻－１）］ｍｏｄ２５６｝Ｋｅｙ（犻），

犻＝犛，犛－１，犛－２，…，２ （１０）

犅（１）＝ ｛［犆（１）＋２５６－Ｋｅｙ（１）］

ｍｏｄ２５６｝Ｋｅｙ（１） （１１）

　　如果解密时所用的犿 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初始

值及其迭代次数狀与加密时完全一样，则解密得

到的序列犅将与原始序列犃 完全一致。最后将

序列犅转换成二维矩阵就得到解密图像。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仿真实验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平台，使用２５６×

２５６的８位Ｌｅｎａ灰度图像，采用４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

射结合４个分段正弦映射（犿＝４），每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映射状态初值分别取 ０．７０１、０．７０２、０．７０３、

０．７０４，它们预迭代次数均为狀＝１０００。对原始图

像进行２轮加密，加密前后的图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原始Ｌｅｎａ图像及其加密图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ｉｐｈｅ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ｅｎａ

２．１　对明文敏感性的分析

ＮＰＣＲ是衡量密文对明文敏感性的常用指

标，其计算公式为［６，７］：

ＮＰＣＲ＝∑
犛

犻＝１

犇（犻）／犛×１００％ （１２）

犇（犻）＝
０，若犆（犻）＝犆′（犻）

１，若犆（犻）≠犆′（犻｛ ）
（１３）

其中，犆（犻）和犆′（犻）分别是两种密文图像对应于

第犻点的像素值。对于８位灰度图像，ＮＰＣＲ的

理想期望值为 ＮＰＣＲ０＝（１－２
８）×１００％ ＝

９９．６０９４％。本文实验中，首先对原始Ｌｅｎａ图像

加密得到第一种密文图像犆；然后，每次在原始

Ｌｅｎａ图像中随机选取１个像素点，将其像素值增

１（这些随机选择的像素点包含了图像的首、末点

两种极端情况）；对每次修改的图像加密，分别得

到１００种加密图像犆′１、犆′２、…、犆′１００。最后利用式

（１３）和式（１４）分别计算每种密文图像犆′１、犆′２、…、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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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１００和原始密文图像犆之间的ＮＰＣＲ值，结果如

图２所示。结果表明，１００组 ＮＰＣＲ值都在理想

值（图中水平线）附近；进一步得到这１００组密文

图像的平均ＮＰＣＲ值为ＮＰＣＲ＝９９．６１％，达到了

理想值标准。注意到，本文的ＮＰＣＲ值远远高于

文献［６］的结果（４１．９６２％），也比文献［７］的结果

（９９．５９８７％）略高。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

出的图像加密方案使密文对明文非常敏感。因

此，算法将具有很强的抵抗差分攻击的能力。

图２　不同明文Ｌｅｎａ图像的ＮＰＣＲ值

Ｆｉｇ．２　ＮＰＣ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ｉｎＩｍａｇｅＬｅｎａ

２．２　密钥雪崩效应分析

根据分组密码测度中的严格雪崩准则［１０］，即

改变密钥中任一比特，应导致密文中大约一半比

特的变化。本文实验中，相对于原始密钥序列再

生成１００组不同的密钥序列，每一组密钥所采用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初始参数分别比前一组的值增加

１０－１４。利用这１００组不同初始密钥生成的图像

加密密钥加密同一图像，分别计算这１００种密文

图像与原始密钥加密所得密文图像之间的ＮＰＣＲ

值，结果如图３所示。结果表明，每一次密钥的微

小改变均引起密文像素改变的比例在９９．６０％左

右，且平均改变率为ＮＰＣＲ＝９９．６１％，表明密文

对密钥高度敏感。

图３　不同初始密钥对应的ＮＰＣＲ值

Ｆｉｇ．３　ＮＰＣ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Ｋｅｙｓ

２．３　统计特性与密钥空间分析

１）直方图分析

图４分别给出了明文Ｌｅｎａ图像及其对应的

密文图像像素分布的直方图。可见，尽管原始图

像的像素值分布极不均匀，但密文像素数在密文

取值空间呈均匀分布，即各种像素值的像素数目

趋向于均等。因此，加密图像具有良好的统计分

布特性，使算法具有抵抗差分攻击的能力。

图４　明文Ｌｅｎａ图像和对应密文图像的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ＰｌａｉｎＩｍａｇｅＬｅ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ＣｉｐｈｅｒＩｍａｇｅ

２）明、密文图像的相关性

直方图仅从视觉上反映像素值的分布特性，也

可以利用二维相关系数［３］来分析明文图像和密文

图像之间的相关性。计算明文Ｌｅｎａ图像与利用前

述混沌密钥所得的密文图像之间的二维相关系数，

结果为－４．０８×１０－４，表明明文图像和密文图像之

间几乎毫不相关（二维相关系数非常接近于０）。

３）相邻像素的相关性

从图像中选取全部水平方向相邻的像素对、全

部垂直方向相邻的像素对和全部对角方向相邻的

像素对，分别定量计算其相邻像素之间的相关系

数［６］。表１列出了按水平、垂直、对角三种方向计

算所得的原始图像、密文图像中相邻像数的相关系

数结果。可见，明文图像中相邻像素高度相关（之

间的相关系数接近１），但加密图像中相邻像素已

几乎不相关（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０）。本文该项

指标的数量级与文献［６］相当，但比文献［７］要小。

表１　明文和密文犔犲狀犪图像相邻像素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ＰｉｘｅｌｓｉｎＬｅｎａ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相邻方向 明文 密文 密文［６］ 密文［７］

水平方向 ０．９４３３ －４．０６×１０－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５

垂直方向 ０．９７０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５

对角方向 ０．９２２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５

　　４）信息熵
［６，７］

信息熵可以表示一个系统的不确定程度，对

灰度级为犔的图像狇，利用本文算法加密后的图

像，计算所得的信息熵为７．９９７２，非常接近理想

值８，比文献［６］的结果（７．９９６８）略好，与文献［７］

的结果（７．９９７５）相当。

５）密钥空间分析

本文采用４个１５位小数的双精度实数作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状态初值，即原始密钥，则密钥空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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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以达到１０１５×１０１５×１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０６０≈

２１９９，相当于１９９ｂｉｔ的密钥长度。若将预迭代次

数狀也作为原始密钥，则密钥空间更大。故本文

算法具有抗穷举攻击的能力。

３　结　语

本文实验分析表明，该算法对明文和密钥均

极端敏感；算法同时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密钥空

间大，且算法运算效率高。以上特点有效地克服

了低维混沌系统易受相空间重构攻击和统计分析

攻击的缺点，确保了加密的安全性，同时满足对图

像数据实时加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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