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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于数字栅格地图版权保护的离散傅立叶变换域自适应数字水印嵌入算法。该算法通过

对数字栅格地图进行分块傅立叶变换和频谱分析，结合人类视觉系统，能够自适应地确定地图的纹理区域，将

水印信息以加性法则嵌入到纹理区域的傅立叶变换域中频系数内。不同分块大小的栅格地图水印算法具有

不同的鲁棒性。对２×２、４×４和８×８分块的水印算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２×２分块水印算法不仅

具有较好的透明性，而且对诸如叠加噪声、ＪＰＥＧ压缩、几何裁剪、图像增强等攻击均具有更好的鲁棒性，整体

性能优于４×４分块和８×８分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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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数字地图（特别是数字栅格地图）的版

权保护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

果［１８］。但是，现有研究中，通常是将图像水印算法

直接移植到影像或栅格地图上，缺乏对数字栅格地

图自身特点的分析。本文结合人类视觉系统（ｈｕ

ｍａｎｖｉｓ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ＶＳ），利用离散傅立叶变换

（ＤＦＴ）对数字栅格地图的版权保护进行研究，提

出了一种自适应选取嵌入位置的水印算法。

１　数字栅格地图与人类视觉系统

数字栅格地图除了具有一般图像的特征之

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７９］：① 与普通图像相比，

其具有一定的着色机制，且具有低饱和度和高亮

度的特点；② 数字栅格地图含有丰富的线划目

标，其空域像素值变化较大，反映在频域上则为直

流分量变化较大；③ 数字栅格地图一般都具有空

间定位特性（如经纬度、特征点等），在发生变形时

可以帮助校正。

对图像而言，影响人类视觉系统的主要因素

表现在图像亮度、图像频率及图像类型特性３个

方面［９］。人类视觉对图像不同亮度具有不同的敏

感性，通常对中等灰度最为敏感，向低灰度和高灰

度两个方向非线性下降，因此，在保证相同视觉效

果的情况下，可在栅格地图的直流分量中嵌入比

自然图像更强的水印信号。人眼对低频内容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因此，应避免在图像低频部分嵌入

大量水印信息。图像类型特性是根据人类视觉系

统的区域敏感性的不同将图像划分为平滑区域和

纹理区域，人眼对平滑区域非常敏感。因此，水印

嵌入应选择图像的纹理区域，且图像中的纹理越

密集，其所能嵌入的水印信息量越多［８，９］。

２　算法原理

２．１　分块傅立叶变换

本文通过分块傅立叶变换，获得了不同纹理

区域的傅立叶频数特征，有利于提取水印信息嵌

入位置。数字水印的嵌入位置（即纹理区域）的确

定过程如下所示。

１）宿主图像分块。将宿主图像犐（即原始数

字栅格地图）划分成互不覆盖、大小为犕×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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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子块犅犽（犽＝０，１，…，犛－１）。

２）宿主图像子块ＤＦＴ。本文采用的犕×犕

ＤＦＴ的数学定义为：

犉（μ，ν）＝∑
犕－１

狓＝０
∑
犕－１

狔＝０

犳（狓，狔）ｅ
－ｊ２π（μ

狓
犕＋
ν狔
犕
）

（１）

式中，犳（狓，狔）为像素值。

３）纹理子块的选取。计算每一个图像子块

犅犽（犽＝０，１，…，犛－１）的傅立叶幅度标准差，标准

差较小的图像子块为平滑块，而标准差较大的图

像子块为纹理块。选取合适的标准差阈值，幅度

的样本标准差犛的计算公式为：

犛＝
１

狀－１∑
狀－１

犻＝０

（狓犻－珚狓）槡
２，珚狓＝

１

狀∑
狀－１

犻＝０

狓犻 （２）

其中，狀为图像子块内所包含的像素（狓０，狓１，…，

狓狀－１）个数。

本文分别选取了８×８、４×４和２×２分块进

行纹理块的选取。原始地图图１（ａ）为一幅５１２×

５１２的数字栅格地图，图１（ｂ）～１（ｄ）分别为８×

８、４×４和２×２分块傅立叶变换后的幅度谱。从

图１可以看出，随着分块的减小，图像的傅立叶频

谱的局域化特征渐趋明显，即纹理区域（信息量丰

富的区域）越来越明显。

图１　 分块傅立叶变换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ＤＦ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２．２　水印信息的嵌入

１）水印信息的生成。本文嵌入的水印信息

为有意义水印信息，如图２所示为一幅１１６×３２

的二值图像。

图２　水印信息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对水印信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扫描，当

像素为白色时值为１，黑色时值为－１，得到一维

二值序列犠＝｛狑犻｝（犻＝１，２，…，犽），其中狑犻＝±

１；然后，随机生成密钥ｋｅｙ，对水印序列犠 进行

置乱，得到待嵌入水印信息犠′＝｛狑′犻｝（犻＝１，２，

…，犽）。

２）嵌入位置的选择。将栅格地图犐分成犅

×犅互不重叠的图像块，对各个图像块分别进行

ＤＦＴ，得到频谱系数犉，并计算相应的幅值谱 犕

和相位谱φ；然后，计算各个图像块中傅立叶频数

的幅度标准差（首点幅度值除外），根据预先设定

的阈值提取出信息量丰富的区域（纹理区），即为

水印信息的嵌入位置。

３）水印信息的嵌入。将置乱后的水印信息

犠′嵌入纹理区傅立叶低频系数的幅度中，得到携

带水印信息的傅立叶幅值谱犕′，嵌入规则为：犕′

＝｛犿犻＋α·狑′犻｝（犻＝１，２，…，犽）。

４）含水印栅格地图的生成。将各个图像块

中嵌入水印信息的幅值谱犕′和原始相位谱φ 组

成新的离散傅立叶频谱系数犉′，再对犉′进行逆傅

立叶变换即可得到含水印信息的栅格地图犐′。

２．３　水印信息的提取

１）原始栅格地图纹理块的提取。将栅格地

图犐分成犅×犅互不重叠的图像块，对各个图像

块分别进行ＤＦＴ，得到频谱系数犉，并计算相应

的幅值谱犕、相位谱φ及各个图像块中傅立叶频

数的幅度标准差（首点幅度值除外），根据标准差

阈值提取纹理区。

２）水印栅格地图纹理块的提取。将栅格地

图犐′分成犅×犅互不重叠的图像块，对各个图像

块分别进行ＤＦＴ，得到频谱系数犉′，并计算相应

的幅值谱犕′、相位谱φ′及各个图像块中傅立叶频

数的幅度标准差（首点幅度值除外），根据标准差

阈值提取纹理区。

３）水印信息的提取。将原始地图和水印地

图的幅值谱进行比较，得到置乱后的水印信

息犠′：

犠′＝ ｛狑′犻｝，狑′犻＝

－１，犿′犻＜犿犻

　１，犿′犻＞犿
｛

犻

，（犻＝１，２，…，犽） （３）

根据密钥ｋｅｙ对置乱后的水印信息犠′进行反置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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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恢复原始水印信息序列，然后依据最大隶属度

原则获取水印信息犠 ＝｛狑
犻 ｝（犻＝１，２，…，犽）。

为客观评价提取的水印与原始水印信息的相

似程度，采用的相似度计算公式为：

犖犆＝
１

犔∑
犔

犻＝１

（狑犻×狑

犻 ），（犻＝１，２，…，犔）

（４）

式中，狑犻和狑

犻 分别表示原始水印信息和提取的

水印信息；犔为水印长度。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水印嵌入和提取算法

（采用２×２分块），对图１（ａ）中５１２×５１２大小的

数字栅格地图按本文算法嵌入如图２所示的水印

信息，提取的地图纹理区如图３所示，得到的含水

印信息的地图如图４所示。

比较嵌入水印信息前后的栅格数字地图可

见，本文提出的水印嵌入算法具有良好的不可感

知性，嵌入水印信息后不影响地图的显示质量。

图３　地图纹理区

Ｆｉｇ．３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Ｍａｐ
　　

图４　含水印信息

的数字栅格地图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Ｍａｐ

３．１　鲁棒性测试

为客观评定不同大小分块的水印鲁棒性，必

须对水印嵌入过程进行控制，使其在一个客观平

等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过程中采用的措施为：

① 提取的纹理区域像素个数尽量接近；② 嵌入

水印后的图像灰度值改变量应该相同，本文允许

的最大改变量为１０；③ 在相同灰度改变量的前提

下，不同分块水印的嵌入强度应该为最大水印嵌

入强度；④ 不同分块水印的嵌入量应该大致相

同，如２×２分块时每块嵌入１位水印信息，４×４

分块时每块应嵌入４位水印信息，８×８分块时应

嵌入１６位水印信息。其中，水印信息均嵌入各块

的中频部分的前狀个最大值。

对含水印图像的攻击方式主要包括叠加噪

声、ＪＰＥＧ压缩、滤波、几何裁剪、图像增强等。对

于数字栅格地图，则还存在地图背景改变（即色块

污染）等攻击方式。其中的图像处理操作是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平台上进行的。表１给出了对含

水印地图进行上述攻击后，所提取出的水印信息

的相关系数犖犆。

表１　数字水印对常见图像处理与攻击的

抵抗能力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ｔｔａｃｋｓ

攻击方式 参数
提取水印的相关系数犖犆

２×２分块 ４×４分块 ８×８分块

裁切 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９ ０．６８９

裁切 １／４ ０．８８５ ０．６５４ ０．５９９

高斯杂色 数量：１０％ ０．８９７ ０．６０１ ０．５３７

平均杂色 数量：１０％ ０．９６８ ０．６６７ ０．５５８

ＪＰＥＧ压缩 质量因子：３．０ ０．９８０ ０．６３２ ０．６０１

霓虹灯光 反色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３

ＵＳＭ锐化
数量：１０％
半径：１．０

０．９３２ ０．７５８ ０．６２１

色块污染 － ０．９２８ ０．８１３ ０．７５４

去斑 － ０．９１９ ０．７０２ ０．６８９

３．２　分析讨论

从上文的鲁棒性实验可知，２×２分块水印算

法对裁切、添加噪声、ＪＰＥＧ压缩、色块污染（即栅

格地图背景颜色的大范围改变）、去斑、锐化等操

作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但对旋转、缩放等几何攻

击缺乏抵抗力，主要原因为：① 对ＪＰＥＧ压缩的

攻击具有很强的抵抗力，主要原因在于２×２分块

傅立叶变换后，水印信息被嵌入了地图的纹理区，

地图变换块越小，其纹理区提取得就越精细，嵌入

的水印信息鲁棒性也就越强。② 对裁切、色块污

染等攻击同样具有很强的抵抗力，主要是因为这

些攻击操作的作用范围大多在图像的平滑区域，

攻击后并不影响数字地图的正常使用，而水印信

息被嵌入了图像的纹理区域，平滑区域地图信息

的改变并不影响嵌入的水印信息。③ 对去斑、锐

化等图像增强操作也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是因为

图像增强操作的作用范围主要在其边缘区域（本

文算法将其划归为纹理区域），其中嵌入了少量的

水印信息。但是，绝大部分的水印信息嵌入了地

图的纹理区域，边缘区域中嵌入的水印信息所占

比例较少。④ 对旋转、缩放等几何攻击几乎没有

抵抗力，是因为这些操作会对图像的像素值进行

插值采样、重新排列，整个图像的变化较大。目

前，绝大多数的水印算法对几何攻击均没有较强

的抵抗力。如何提高数字水印对几何攻击的抵抗

能力，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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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根据数字栅格地图特性，提出了一种适

于数字栅格地图版权保护的ＤＦＴ域自适应数字

水印方案。由实验可知，不同大小分块的水印算

法具有不同的鲁棒性，２×２分块水印算法不仅具

有很好的透明性，而且对诸如叠加噪声、ＪＰＥＧ压

缩、几何裁剪、图像增强等攻击均具有很好的鲁棒

性，整体性能明显优于４×４、８×８分块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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