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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可有效抵抗几何攻击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半盲水印算法。该算法充分考虑了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的特点，在水印嵌入方案中，对原始水印信息进行扩频处理，将水印值与最高有效位进行匹配，生成密

钥矩阵，水印嵌入到最高位或次低位，并以二进制方式保存生成的密钥矩阵；在水印提取方案中，采用模板匹

配技术提取出最优的水印信息。实验结果表明，该水印方案具有良好的不可见性，并且对影像的裁剪、旋转、

平移、加噪、滤波等操作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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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水印技术是在数字化的数据内容中嵌入

秘密水印信息（版权信息、用户信息等），将水印信

息与数据紧密结合并隐藏其中的技术［１４］，它已在

测绘相关领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应用［５，６］。

遥感影像数据是一种常见的栅格地理空间数

据，它与图像数据表现形式相同，都是以点阵形式

存在的，因此，遥感影像水印方法可以借鉴数字图

像水印方法。但是，地理空间数据的量测、精度和

空间分析等特征又使得地理空间数据数字水印具

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针对图像数据的数字水

印技术研究较多，而关于遥感影像等栅格地理空

间数据的版权保护研究较少［７，８］，对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的水印算法研究更少。本文从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影像数据不同位平面

对影像的贡献，设计了密钥矩阵和模板匹配相结

合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水印嵌入与提取算法。

１　基于密钥矩阵的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水印嵌入算法

１．１　最低有效位（犔犛犅）算法和遥感影像数字水印

ＬＳＢ算法
［９］是一种典型的将水印信息嵌入

ＬＳＢ的空间域水印方法。在数字图像中，每个像

素的位平面对图像的贡献是不同的。整个图像可

分解为８个位平面，从 ＬＳＢ到 ＭＳＢ（最高有效

位）。从位平面的分布来看，随着位平面从低到

高，位平面图像的特征逐渐变得复杂，细节不断增

加。由于低位所代表的能量很少，改变低位对图

像的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水印信息嵌入到

ＬＳＢ，影像的改变量小，可以达到良好的视觉不可

见效果。但是，ＬＳＢ算法对加噪、滤波等影像处

理攻击很敏感，不能有效地保护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的数据安全。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具有数据量大、模糊性较

强、纹理细节丰富、相邻区域内灰度值相关性更强

等特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水印技术不仅要求水

印的不可见性，还要求数据的可用性。根据这些特

点，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数字

水印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印信息嵌入到影像像

元值的最高和次低位平面中，并通过生成密钥矩阵

和进行模板匹配，实现水印信息的嵌入和提取。

１．２　基于密钥矩阵的遥感影像水印嵌入算法

１）读取原始数据。读取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犐，犐＝ 犵犻，（ ）犼 ，０≤犻＜犕，０≤犼＜｛ ｝犖 ，犵犻，（ ）犼 表示

影像的像元值，影像大小为犕×犖。

２）读取水印信息。嵌入的水印信息为有意

义水印，水印信息如图１所示。

对水印信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扫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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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印信息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度为白色时，取值为０，黑色时取值为１，得到二值

序列狑（犻，犼）＝｛０，１｝，（犻＝１，２，…，犓；犼＝１，２，…，

犔），水印信息长度为犓×犔。

３）水印信息的扩频处理。将读取的二值水

印图像按照遥感影像的大小进行扩展，得到新的

水印信息狑１（犻，犼）＝｛０，１｝，（犻＝１，２，…，犪×犓；犼

＝１，２，…，犫×犔），其中，犪＝［犕／犓］，犫＝［犖／犔］。

４）生成密钥矩阵。将二值水印信息与遥感

影像像元值的二进制编码最高位进行比较，如果

二者相同，则记录该点的位置，并产生密钥矩阵

ｋｅｙ，该位置处的密钥矩阵值记为１。如果二者不

相同，则将该位置处的密钥矩阵值记为０。转步

骤５）。将产生的密钥矩阵按照二进制格式存盘。

５）嵌入水印信息。将二值水印信息嵌入到

遥感影像数据的次低位，采取基于特征修改的水

印嵌入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在不改变影像最高位的前提

下，顺利地嵌入了水印信息，满足了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嵌入水印后数据的可用性；通过修改次低位

方式嵌入水印信息，不仅比ＬＳＢ算法鲁棒性更

强，也能满足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嵌入水印后的水

印不可见性。

２　基于模板匹配的遥感影像水印盲

提取算法

　　１）读取嵌入水印信息后的遥感影像犐′。

２）读取密钥矩阵。如果对应位置处的密钥

值为１，则转步骤３）；否则，转步骤４）。

３）在读取的嵌入水印信息后的遥感影像像元

值二进制位的最高位提取水印信息。提取规则为：

如果该位的二进制最高位为１，则对应的扩频水印

位的值为１；否则，对应的扩频水印位的值为０。

４）在读取的嵌入水印信息后的遥感影像像元

值二进制位的次低位提取水印信息。提取规则为：

如果该位的二进制最高位为１，则对应的扩频水印

位的值为１；否则，对应的扩频水印位的值为０。

５）模板匹配。将原始水印信息作为待匹配

的模板，在提取的扩频水印信息中搜寻目标。如

果影像未经任何攻击，可在扩频水印信息的第一

个位置处获得最佳匹配结果。影像遭受攻击后，

为了得到最佳匹配结果，此时在扩频水印中逐行

逐列进行扫描，与原始水印进行匹配，计算二者的

相关系数犖犆。相关系数的计算式为：

犖犆＝
１

犓犔∑
犓

犻＝１
∑
犔

犼＝１

犫犻，犼

其中，犫犻，犼＝ＸＮＯＲ（狑犻，犼，狑′犻，犼），狑犻，犼表示原始水印

信息，狑′犻，犼表示提取的水印信息，犓×犔表示水印

的大小，ＸＮＯＲ表示异或运算。

６）提取水印信息。获取最大的相关系数，并

提取具有最大相关系数的块作为提取的水印信

息。

本文通过水印信息的模板匹配，能更有效地

提取出水印信息，提高了水印信息的准确性。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所选用的原始载体为如图２所示的

３０００像素×３０００像素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３．１　不可见性

按本文方法嵌入水印，嵌入水印后的影像如

图３所示，图４是原始水印信息，图５为利用本文

算法提取的水印信息，且犖犆＝１。

从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主观视觉上看不出

嵌入水印前后两幅影像的差别。客观分析上，计

算含水印影像与原始载体的峰值信噪比进行可见

性测试。峰值信噪比的计算公式为：

ＰＳＮＲ＝１０×ｌｇ
（犕犖）×［ｍａｘ（犐）－ｍｉｎ（犐）］

２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犐（犻，犼）－犐′（犻，犼）］
２

　　　
图２　原始影像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图３　含水印影像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

Ｉｍａｇｅ

　　　　
图４　水印信息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５　提取的水印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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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犐和犐′分别表示原始载体和含水印影像；

犐（犻，犼）和犐′（犻，犼）是原始载体和含水印影像在（犻，

犼）处的像元值；图像大小为犕×犖。

计算可得，ＰＳＮＲ＝４６．６９６７，充分说明了嵌

入水印后影像的质量没有明显下降。

３．２　常规影像攻击

为了检测本文算法对常规影像处理的鲁棒

性，分别对含水印影像进行了加噪和滤波等处理，

然后再提取水印信息。表１给出了本文算法的实

验结果。

表１　常规影像攻击后提取水印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Ａｆ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攻击类型 提取的水印信息 相关系数

椒盐噪声，０．０５ ０．９７３３３

椒盐噪声，０．２ ０．８００４

中值滤波 ０．９７６７５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可以抵抗含水

印影像的噪声和滤波攻击。

３．３　几何攻击

为了检测本文算法的抗几何攻击能力，分别

对含水印影像进行了裁剪、平移、旋转等攻击。

表２给出了本文算法的实验结果。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对剪切、旋转攻

击具有良好的鲁棒性，相关系数均高于０．９，均可

以正确地提取出水印信息。

表２　几何攻击后提取水印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Ａｆｔ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Ａｔｔａｃｋｓ

攻击类型 攻击后的影像
提取的水

印信息
相关系数

剪切上半部分１／２ １．０

剪切左侧１／２ １．０

剪切左上角１／４ １．０

剪切任意位置１／４ ０．９２７０

旋转１° ０．９０６５

旋转５° ０．９２５２

旋转２５° ０．９００９

３．４　误差分析

遥感影像数据不同于普通的数字图像，对嵌

入之后的水印影像的精度要求更高，在有效达到

水印算法鲁棒性的前提下，需要保证数据的精度。

表３给出了原始载体与含水印影像的误差比较

结果。

表３　本文方法所得的误差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变化量

图像

０ ０．７０３７ ０．７５４６ ０．７０６５ ０．７１３６ ０．８０５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２９６３ ０．２４５４ ０．２９３５ ０．２８６４ ０．１９４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对原始载体的

修改量较小，很好地控制了遥感影像的精度，可满

足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后期使用的要求。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特点，提

出了一种可有效抵抗影像几何攻击的半盲水印算

法，通过密钥矩阵和模板匹配的方法来实现水印

的嵌入和提取。该算法的特点为：① 对数据的精

度影响小，视觉上无法看出嵌入水印前后影像的

差别，具有较好的隐蔽性；② 对影像数据的常规

图像处理如加噪、滤波及裁剪、旋转、平移等几何

攻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③ 采用模板匹配机制，

可以在水印检测过程中提取出相关系数最高的水

印信息，提高了提取水印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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