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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包变换和误差扩散的打印扫描图像水印算法。首先对图像进行三层小波包分

解，并将其作为水印嵌入到分解后的高频分量的低频子带，然后进行小波包重构得到嵌入水印的图像，再运用

改进的噪声平衡误差扩散算法加网得到含水印的半色调图像。实验表明，该算法对于打印扫描过程的无意攻

击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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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目前，打印扫描图像水印技术是信息隐藏领

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打印扫描图像水印的目

标是设计合适的数字水印算法，使得嵌入水印的

图像经打印再扫描造成图像失真的情况下仍能检

测到所嵌入的水印［１，２］，用于各种打印证件、票

据、有价证券等的防伪认证。

由于在打印扫描过程中的低通性容易造成高

频信息丢失，同时人眼视觉对中高频区域的噪声

敏感度较低，因此综合考虑二者，将二值水印信息

嵌入到图像高频分量的低频子带中。本文采取在

打印之前运用改进的噪声平衡误差扩散（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ｎｏｉ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ＮＢＥＤＦ）算

法对加入水印信息的图像进行半色调处理。实验

表明，该算法对于打印扫描过程的无意攻击具有

良好的鲁棒性。

１　半色调技术及 犕犖犅犈犇犉算法

许多图像输出设备如传真机、激光与喷墨打

印机等均属二值设备，即仅具有两种输出状态：黑

点或白点，因此它们不能直接绘制具有多种灰度

级的图像，必须先对原始图像进行变换处理，以此

来模拟图像连续调的效果，这类变换处理技术被称

为数字图像半色调技术。常用的半色调算法主要

有有序抖动［３］、误差扩散［４］、点扩散［５］以及其他自

适应与优化算法［６］等。其中，误差扩散算法是应用

最广泛的一种半色调处理技术，其基本思想是将图

像量化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分配给周围像素点。

设狓犻，犼为原连续调图像的灰度值，狓′犻，犼为传递

到某一个像素上的误差，犲犻，犼为加网过程中像素产

生的误差，犫犻，犼为加网之后的输出，值为２５５（白）或

０（黑），狏犻，犼为输入量化器的输入变量，则误差扩散

算法可以描述为：

狏犻，犼 ＝狓犻，犼＋狓′犻，犼，犲犻，犼 ＝狏犻，犼－犫犻，犼 （１）

式中，　　狓′犻，犼＝∑
２

犿＝０
∑
２

狀＝－２

犲犻＋犿，犼＋狀×犺犿，狀

犫犻，犼 ＝
０，狏犻，犼＜１２８

２５５，狏犻，犼≥
｛ １２８

　　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学者结合误差扩散及

其改进算法提出了不同的半色调图像水印算法。

文献［７］提出了一种噪声平衡误差扩散（ｎｏｉ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ＮＢＥＤＦ）算法，设 犖 为

人为加上的噪声，狏′犻，犼为加入噪声后输入量化器的

输入变量，犲′犻，犼为加入噪声后加网过程产生的误

差，那么将式（１）修改为 ＮＢＥＤＦ 算法可以描

述为：

狏′犻，犼＝狓犻，犼＋狓′犻，犼－犖，犲′犻，犼＝狏犻，犼－犫犻，犼＋犖 （２）

　　本文针对上述算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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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噪声平衡误差扩散（ＭＮＢＥＤＦ）算法，其思

想是将嵌入的水印当成一种噪声，利用噪声平衡

算法对嵌入水印后的图像进行半色调处理，这样

来提高水印的不可见性。首先将原连续调图像

狓犻，犼运用ＥＤＦ算法进行处理得半色调图像，设为

ＥＤＦ１。如果在位置（犻，犼）处，当水印图像犠 为黑

色像素，ＥＤＦ１为白色像素，或者犠 为白色像素，

ＥＤＦ１为黑色像素，则应用式（２）进行半色调处

理。如果在位置（犻，犼）处，当犠、ＥＤＦ１均为白色

像素，或者均为黑色像素，则将式（２）修改为：

狏′犻，犼＝狓犻，犼＋狓′犻，犼＋犖，犲′犻，犼＝狏犻，犼－犫犻，犼－犖 （３）

２　打印扫描失真模型的建立

图像扫描过程中包含逆半色调处理、采样、量

化、Ａ／Ｄ转换、ｇａｍｍａ校正以及各种噪声等的攻

击，这些攻击的结果造成图像像素失真和几何失

真［８］。

２．１　像素失真模型的建立

假设原始图像为狓０，打印扫描后得到的图像

为狓，它们的关系描述为：

狓（狋１，狋２）＝

∑∑狓０ 狀１，狀［ ］２ δ（狋１－狀１犜０１，狋２－狀２犜０２），

　狋１ ∈ －犜１／２，犜１／［ ］２ ，狋２ ∈ －犜２／２，犜２／［ ］２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４）

式中，犜０１和犜０２为打印扫描后的图像在狋１ 和狋２ 方

向的像素值；犜１ 和犜２ 为图像的大小范围。假设

图像在打印扫描过程中的像素失真模型为：

狓′（狋１，狋２）＝犓［狓（狋１，狋２）τ１（狋１，狋２）＋

（狓（狋１，狋２）τ２（狋１，狋２））·犖１］·狊（狋１，狋２） （５）

式中，狓′（狋１，狋２）为输出的离散图像；狊（狋１，狋２）为抽

样函数；τ２（狋１，狋２）为高通滤波器；犖１ 为高斯白噪

声；τ１（狋１，狋２）为点扩散函数，定义为：

τ１（狋１，狋２）＝τ狆（狋１，狋２）τ狊（狋１，狋２） （６）

τ狆（狋１，狋２）为打印机点扩散函数；τ狊（狋１，狋２）为扫描仪

点扩散函数；犓 为响应函数，是打印机和扫描仪

的Ａ／Ｄ、Ｄ／Ａ转换、γ校正等的综合，定义为：

犓（狓）＝α·（狓－β狓）
γ
＋β犓 ＋犖２（狓） （７）

犖２ 为噪声强度函数，主要包括热噪声和暗电流噪

声，通常在暗区域比较大，因为传感器对低反射率

的敏感度差。

使用普通的商业爱普生喷墨打印机和惠普扫

描仪进行上述假设的测试，首先用５幅图像先后

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５幅图像测试的结果

基本一样，扫描得到的图像没有多少加性噪声，主

要是像素空间分布和像素值变化。图１表示原始

图像与打印扫描后得到的图像的像素分布关系，

式（７）能够较好地描述其关系，先使用最优估算方

法估计（α，γ，β狓，β犓）为（８．３，０．６，３５，２０），估计噪

声均方差为７３．５８，然后通过对同一幅图像先后

测试１０次。实验结果表明，噪声分布满足式（５）

假设的模型。

图１　像素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ｘｅｌｓ

２．２　几何失真模型的建立

含水印的图像在打印扫描过程中，图像的旋

转、尺度、平移、剪切等将导致水印的提取和检测

困难。设犌为在打印扫描过程中图像受到的几

何攻击，则失真后的图像可表示为：

狓犌 ＝犌狓 （８）

　　由于打印扫描过程中旋转、尺度、平移等几何

失真是造成水印提取困难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

针对这三种失真建立数据模型。设（狋１，狋２）表示任

一像素，（狋′１，狋′２）表示失真后的像素，（β１，β２）表示

平移变换，犕 为蒙版函数，狓′为坐标映射后的图

像，
λ１ ０

０ λ
［ ］

２

表示缩放变换，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表示

旋转变换，则式（８）可写成：

狋′１

狋′
［ ］
２

＝
λ１ ０

０ λ
［ ］

２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狋１

狋
［ ］
２

＋
β１

β
［ ］
２

（９）

狓犌 ＝
狓′，（狋１，狋２）∈犕

０，｛ 其他
（１０）

　　为求得式（９）中的旋转、尺度、平移参数而实

现几何失真逆处理，可以将打印扫描前半色调图

像的４个顶角加上黑色对齐标记，利用此标记来

判断和估计图像在打印扫描后受到的旋转、尺度、

平移等攻击后式（９）中的参数。

根据上述建立的图像失真模型对打印扫描后

的含水印的图像采取相应的逆处理，可以有效地

改善图像的质量，从而提高水印算法的抗打印扫

描的鲁棒性。

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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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水印算法

利用小波包变换能为信号提供更加精细的分

解方法，克服了正交小波变换的不足［９］。将频率

带进行多层划分，对小波多分辨率分解没有细分

的高频部分进行分解，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包变

换和误差扩散的打印扫描图像水印算法。

将原始图像进行三层小波包变换，图像经过

一级分解后可以分成４个频率带，分别是低频、水

平、垂直及高频，第二级分解对４个频率带进一步

分解成４个频率带。根据文献［１０］知，人眼的视

觉对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高频子带中的噪声和

对高亮度变化区域的噪声不太敏感，对图像纹理

区域的噪声特别不敏感，在这些区域，嵌入水印信

息的不可见性好，但是水印的鲁棒性差。因此，结

合小波包高低频域特征和人眼视觉特性，将水印

嵌入到三层小波包分解高频分量的低频子带区域

中。小波包的分解和重构算法见文献［８］。

３．１　水印嵌入

水印嵌入的基本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水印嵌入流程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Ｅｍｂｅｄｅ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首先将二维水印图像进行降维，并根据密

钥犽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映射
［１１］来置乱水印，得到

伪随机序列，公式如下：

狑犻＋１ ＝μ·狑犻 １－狑（ ）犻 （１１）

其中，狑犻∈ ０，［ ］１ ，犻∈ ０，１，２｛ ｝，… ，当３．５６９９４５６

＜μ≤４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工作于混沌状态。

２）将原始图像数据进行３层小波包分解，水

印嵌入到分解后的高频分量的低频子带区域中，

嵌入公式为：

Ι′
θ狋
３ ＝Ι

θ狋
３＋α狑（犻） （１２）

其中，Ιθ
狋
３ 表示原始图像的第三层、相对的第θ和狋

个小波包系数；Ι′θ
狋
３ 是含水印图像的第三层、相对

的第θ和狋个小波包系数；α是控制水印嵌入的强

度；狑（犻）是嵌入的水印伪随机序列。

３）对图像进行３层小波包逆变换，得到嵌入

水印图像。

４）对嵌入水印后的图像运用ＭＮＢＥＤＦ算法

加网得到半色调图像。

３．２　水印提取

水印提取对应的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水印检测流程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对含水印的半色调图像打印扫描得到含

水印的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像素失真和几何失

真逆处理。

２）对原始图像和经打印扫描后得到的含水

印的图像数据进行３层小波包分解。

３）执行嵌入公式的逆过程，即

狑′（犻）＝ （Ι′θ
狋
３－Ι

θ狋
３）／α （１３）

　　４）根据添加水印过程中的密匙犽对检测到

的信息进行逆置乱重组，得到水印信息狑＇，并重

建得到检测出的水印图像。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仿真实验用Ｍａｔｌａｂ编写程序，原始图像为２５６

像素×２５６像素的连续调灰度图像Ｌｅｎａ，准水印

图像大小为３２像素×３２像素，如图４（ａ）所示，对

原始灰度图像误差扩散加网后得到的半色调图像

如图４（ｂ）所示，经本文算法嵌入水印后再进行误

差扩散加网后得到的半色调图像如图４（ｃ）所示。

嵌入水印后的图像采用ＨＰ激光打印机以３００ｄｐｉ

的分辨率打印后，再以３００ｄｐｉ的分辨率进行扫描。

获得图像后，进行像素失真和几何失真逆变换，获

得与图４（ｃ）大小相同的图像如图４（ｄ）所示，图４

（ｅ）为用本文算法提取出来的水印图像。

图４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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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算法对打印扫描过程中受到像素失

真和几何失真的稳健性，笔者使用Ｌｅｎａ、ｂａｂｏｏｎ、

ｐｅｐｐｅｒｓ等宿主图像与不同的打印机、扫描仪和

材料进行组合实验，并采用相关系数 ＮＣ和峰值

信噪比ＰＳＮＲ来进行评价。实验结果如表１所

示。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的不可见性好，对打印扫

描操作中受到的无意攻击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表１　打印扫描攻击后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

打印机 纸张 扫描仪 宿主图像 ＰＳＮＲ ＮＣ

ＨＰ激光 普通纸 平板

Ｌｅｎａ ４２．３７５ ０．７９９４

ｂａｂｏｏｎ ４１．８９６ ０．８１５６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４１．６５３ ０．８０３４

ＨＰ喷墨 相片纸 平板

Ｌｅｎａ ４２．３７５ ０．８４３３

ｂａｂｏｏｎ ４１．８９６ ０．８５０３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４１．６５３ ０．８４５８

ＨＰ激光 普通纸 滚筒

Ｌｅｎａ ４２．３７５ ０．８２２１

ｂａｂｏｏｎ ４１．８９６ ０．８１７８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４１．６５３ ０．８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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