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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混沌映射的土家织锦图案数字加密算法

李　军１　向长城１

（１　湖北民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恩施市学院路３９号，４４５０００）

摘　要：结合混沌序列易生成性、对初始条件敏感性、可完全重现性等特点，给出了一种基于混沌映射的土家

织锦图案数字加密算法。首先对原始图案进行离散小波变换（ＤＷＴ），变换的矩阵奇行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产生

的二值序列异或，偶行与 Ｈｙｂｒｉｄ映射产生的二值序列异或，然后对产生的新矩阵进行ＤＷＴ逆变换，即得到

加密的织锦图案。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好的加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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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民族对自

身进行识别的重要特征，非遗的保护在国内外已

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１］。土家织锦俗称“西兰卡

普”，２００６年６月被国务院列入我国首批５１８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

术的发展，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的多媒体数字

作品纷纷在网络上发布，其版权保护与信息完整

性保证逐渐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２］。而数字水印（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技术因

其不可见性和鲁棒性，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有效的

版权声明技术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３］。王银花等

人结合混沌映射提出了一种分数傅立叶变换域图

像加密算法［４］，取得了一定的加密效果，然而分数

傅立叶变换的数值计算还未取得彻底解决，算法

实用性需进一步验证；易开祥等人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映射提出一种ＤＣＴ域图像加密方案
［５］，但该方法

是在全局ＤＣＴ域进行图像加密，与现有的图像

压缩编码系统不一致。本文针对土家织锦图案的

版权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利用双混沌映射实现

了一种基于ＤＷＴ变换的土家织锦图案加密算

法，期望达到较好的加密效果，并与现有的压缩编

码系统相兼容。

１　混沌序列

混沌是指在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貌似无

规则的类似随机的现象。混沌现象是在非线性动

力系统中出现的一种确定性的类似随机过程，该

过程既非周期性又不收敛，混沌信号具有对初始

值的高度敏感性、不可预测性，并具有遍历性。本

文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和 Ｈｙｂｒｉｄ映射
［６８］。

１．１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映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是一种非常简单但广泛应用的

混沌序列生成器，其定义为：

狓狀＋１ ＝犳（μ，狓狀）＝μ狓狀（１－狓狀） （１）

其中，狓狀∈（０，１）；μ∈（０，４），称为分支参数，当

３．５６９９４５６７２＜μ≤４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工作在混

沌状态。本算法选定μ＝３．７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来

产生混沌序列，即

狓狀＋１ ＝３．７狓狀（１－狓狀），狓狀 ∈ （０，１） （２）

　　插页Ⅲ彩图１是μ＝３．７时该映射对不同初

始值进行迭代后的结果。可以看出，该映射对初

始值非常敏感。

１．２　犎狔犫狉犻犱映射

Ｈｙｂｒｉｄ映射是一种新的混沌序列生成器，其

定义为：

狓犽＋１ ＝
犫（１－μ１狓

２
犽），－１＜狓犽 ＜０

１－μ２狓犽，０＜狓犽 ＜
｛ １

（３）

该映射不但继承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容易产生的特

点，而且还能增加混沌系统的安全性。当初值狓０

＝０．８２，μ１＝１．８，μ２＝２．０，犫＝０．８５时，此时映射

处于混沌状态，产生的混沌序列如插页Ⅲ彩图２



　第３６卷第１１期 李　军等：双混沌映射的土家织锦图案数字加密算法

所示。

作为一种非线性序列，该序列结构复杂，难以

分析和预测，可以提供具有良好的随机性、相关性

和复杂性的伪随机序列，并且还具有较宽的频谱、

对初始条件十分敏感等特点，因此利用混沌系统

迭代产生的混沌序列进行加密，可以使系统具有

非常强的抗破译能力。

１．３　两种映射的非线性离散化的改进

上面所提到的两种方法产生的二值序列化生

成十进制数容易扎堆。现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非线

性离散化算法进行改进，利用不同的初值生成两

个混沌序列｛狓犽｝、｛狔犽｝，犽＝０，１，２，…。设｛狊犽，犽

＝０，１，２，…｝为由混沌序列｛狓犽，犽＝０，１，２，…｝经

离散化得到的０、１序列，当狓犽＜狔犽 时，狊犽＝０；当

狓犽≥狔犽 时，狊犽＝１。类似地，也将此方法用于 Ｈｙ

ｂｒｉｄ映射的非线性离散化，由于序列的数值范围

不同，取其绝对值，当 狓犽 ＜ 狔犽 时，狊犽＝０；当

狓犽 ≥ 狔犽 时，狊犽＝１。改进算法中，混沌序列的

初值分别为０．９和０．８。表１给出了改进前后的

二值序列，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Ｈｙｂｒｉｄ为改进前生成的二

值序列，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１、Ｈｙｂｒｉｄ１为改进后生成的二值

序列。

表１　两种混沌序列随机性比较

Ｔａｂ．１　Ｓａ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Ｃｈａｏ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序列

长度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的

个数

１的

个数
频数检验

０的

个数

１的

个数
频数检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４９８０ ５０２０ １．６×１０－５ ９９９５１０００５ ２．５×１０－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１５０２５ ４９７５ ２．５×１０－５ １００１７９９８３ ２．８９×１０－４

Ｈｙｂｒｉｄ ５０８６ ４９１４２．９５８４×１０－４１０２０１９７９９４．０４０１×１０－４

Ｈｙｂｒｉｄ１４９８６ ５０１４ ７．８４×１０－４ ９９８７１００１３ １．６９×１０－４

　　比较表１可知，改进后产生的二值序列通过

频数检验，且远远优于原方法。大量随机抽样表

明，只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序列的两个初值在（０，１）区间，

且其和不等于１，Ｈｙｂｒｉｄ序列的两个初值在（－

１，１）区间，都可以通过频数检验。改进后的方法

是基于两个混沌序列，这样也扩大了密钥空间，算

法的安全性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如果只用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映射，只有μ和初值狓０ 两个密钥；只用Ｈｙｂｒｉｄ

映射，也只有μ１、μ２、犫和初值狓′０４个密钥；而改进

后，则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μ、狓０、狔０ 和Ｈｙｂｒｉｄ映射

的μ１、μ２、犫、狓′０、狔′０８个密钥。

２　彩色图像加密算法

为了提高图像置乱的安全性，本文置乱过程

中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和 Ｈｙｂｒｉｄ映射产生的两种

混沌序列，并用它们改进的非线性离散化。奇行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产生的二值序列与其异或，偶行

用Ｈｙｂｒｉｄ映射产生的二值序列与其异或。彩色

图像混沌加密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彩色图像混沌加密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Ｃｈａｏ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加密算法如下：① 输入原始图像，通过

ＤＷＴ变换得到数组犃；② 输入μ、狓０、狔０、μ１、μ２、

犫、狓′０、狔′０８个密钥，用迭代式（２）和式（３）根据图像

的大小分别产生长度合适的二值序列 狊犽｛ ｝１ 、

狊犽｛ ｝２ ，并将二值序列化生成十进制序列 狊犽｛ ｝１１ 、

狊犽｛ ｝２１ 。③ 将数组犃 的奇行与序列 狊犽｛ ｝１１ 按位异

或，偶行与序列 狊犽｛ ｝２１ 按位异或，得到新的数组犅；

④ 将数组犅通过逆ＤＷＴ变换得到置乱后的加

密图像。

置乱图像的解密过程是加密的逆过程，其算

法如下：① 输入加密图像，通过ＤＷＴ变换得到

数组犅；② 输入８个密钥（同前），用迭代式（２）和

式（３）根据图像的大小分别产生长度合适的二值

序列 狊′犽｛ ｝１ 、狊′犽｛ ｝２ ，并将二值序列化生成十进制序

列 狊′犽｛ ｝１１ 、狊′犽｛ ｝２１ ；③ 将数组犅的奇偶行分别与序

列 狊′犽｛ ｝１１ 和 狊′犽｛ ｝２１ 按位异或，得到数组犃′；④ 将数

组犃′通过逆 ＤＷＴ变换，得到还原后的解密图

像。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与使用一个混沌序列生成

器的时间复杂度一致，但大大提高了置乱图像的

安全性。

３　实验结果

为检验算法的安全性与实用性，利用 ＭＡＴ

ＬＡＢ进行仿真实验。实验表明，算法具有较高的

安全性，只有完全知道８个密钥才能还原出正确

的图像，如插页Ⅲ彩图４～彩图８所示。

表２给出了本文算法的鲁棒性测试结果。表

２表明，算法对乘性噪声和椒盐噪声有较好的抵

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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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能力，对剪切攻击和高斯噪声的抗攻击能力较

弱。

表２　不同攻击的犘犛犖犚比较

Ｔａｂ．２　ＰＳＮ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ａｃｋ

峰值信噪比 乘性噪声 高斯噪声 椒盐噪声 剪切攻击

ＰＳＮＲ ２３．４３７ ２０．０５８ ２２．５７５ １５．７５８

４　结　语

本文在图像置乱过程中使用了两种混沌序列

生成器，在非线性离散化过程中使用了改进方法，

可快速实现数字图像的置乱和恢复。实验表明，

算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对椒盐噪声和剪切攻击

有较好的抵抗能力，是一种有效的图像置乱方法。

将这种算法用于土家织锦图案的版权保护，能够

起到非常实际而且有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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