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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影像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影像重定位和遍历检测的盲水印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

以有效抵抗压缩、滤波等常见的图像处理攻击，还能有效抵抗裁剪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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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水印技术能够准确、有效地确认数据版

权、跟踪侵权行为等，能为遥感影像数据的安全提

供可靠的解决方案。遥感影像数据与图形数据在

表现形式上相同，都是以点阵形式存在的，遥感影

像数据水印方法可以借鉴数字图像水印方法进行

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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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具有自身的特点，地理空间数据数字水印的研

究必须依据其自身的特点［１５］。

目前，在图形数据方面水印技术的研究比较

多，而关于遥感影像的版权保护研究较少。文献

［６］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遥感影像数字水

印算法，并研究了其嵌入水印后的分类效果。文

献［７］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遥感影像数字

水印算法，并研究了其嵌入水印后的分类效果。

文献［８］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多光谱的基于ＤＷＴ

的数字水印算法，水印检测效果较好，对剪切与滤

波等具有较好的鲁棒性。文献［９］基于遥感影像

的统计特征，提出了将遥感影像分割成合适的分

块大小，并采用双正交小波变换实现水印嵌入。

本文针对目前遥感影像水印技术无法较好解

决水印抗几何攻击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影像重定

位和遍历检测的遥感影像水印算法，算法具有好的

抗压缩、滤波和裁剪、平移等抗几何攻击能力。

１　遥感影像几何攻击特征分析

几何攻击是指含水印影像经过旋转、缩放、平

移、裁剪和扭曲等几何操作，通过几何运算，可以

使原始影像产生大小、形状和位置等各方面的变

化。几何攻击可以改变像素点所在的几何位置以

及各物体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易实现，且常见的

水印攻击方法，它的根本在于改变了像素灰度值

与其坐标之间的对应关系。

几何攻击是最为严厉和最难解决的水印攻击

方法。如图１所示为几何攻击对含水印影像的影

响，这里对一个只有４个像素点的小方块进行旋

转、平移、裁剪攻击，假设水印信息嵌入在像素值

为２的位置处。

图１　几何攻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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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细小的几何变换，便无

法重新定位水印嵌入的位置，因此无法正确提取

出水印信息。实际上，几何攻击并没有将水印信

息从含水印影像中消除掉，而是破坏了水印检测

位置和水印嵌入位置之间的同步关系，从而导致

了水印无法正确检测。如果将攻击后的影像重新

定位到原始影像中的位置，即实现影像的重定位，

水印信息仍可以正确提出。

２　基于影像重定位和遍历检测的遥

感影像水印算法

２．１　基于分块犇犆犜的遥感影像水印嵌入算法

基于分块ＤＣＴ水印嵌入的主要过程如下。

１）利用随机数生成长度为犖 的无意义水印

信息犠。

２）将影像进行８×８分块，对每一块进行

ＤＣＴ变换，得到该块的低频值犇犻犼。计算量化值

λ犻犼＝ｒｏｕｎｄ犇犻犼／（ ）δ ，其中，ｒｏｕｎｄ运算为舍入取整

操作，δ为量化步长。

３）采用如下的嵌入规则进行水印信息嵌入

操作：

犇′犻犼＝
λ犻犼－０．（ ）５ ×δ，ｍｏｄλ犻犼＋犠犻犼，（ ）２ ＝１

λ犻犼＋０．（ ）５ ×δ，｛ 其他

　　４）进行ＤＣＴ逆变换，得到嵌入水印信息后

的遥感影像数据。

２．２　基于影像重定位和遍历检测的水印检测算

法

基于影像重定位和遍历检测的遥感影像水印

检测算法的的基本思想是：用影像块移动的方式

重新找回裁剪后影像在原始含水印影像中的位

置，即实现影像重定位操作。在影像重定位的过

程中，采取基于分块ＤＣＴ的水印检测方法进行

水印信息检测，即实现遍历检测。

基于上述思想，水印检测算法的基本步骤如

下。

１）读取待检测的遥感影像，将待检测影像按

照原始影像的大小进行扩充，需要扩充的方格总

数为 犕－（ ）犕′ × 犖－（ ）犖′ 。其中，原始影像大

小为犕×犖，待检测影像大小为犕′×犖′。

２）首先假设待检测影像的第一行第一列的

像素值犐′１，（ ）１ 为原始影像中的第一行第一列的

像素值犐１，（ ）１ ，然后将行从犕′扩充到犕，这之外

的像素值取值为０；列从犖′扩充到犖，这之外的

像素值取值也为０。

（３）将扩充后的影像犐′′进行水印检测，检测

规则为：计算块的ＤＣＴ变换后的低频值犇′犻犼，计算

量化值λ犻犼′＝ｆｌｏｏｒ犇′犻犼／（ ）δ 。其中，ｆｌｏｏｒ为向下取

整操作。如果λ犻犼′为奇数，则水印信息为１，否则

为０。计算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大于设置的

阈值，则认为水印检测成功；否则，将待检测影像

区域按照行往后移动，并将其余部分全部取值为

０。计算相关系数，以此类推。

４）如果在影像块移动过程中，相关系数大于

设置的阈值，则水印信息检测成功。

２．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分别进

行了可视化分析、鲁棒性等测试。如图２所示，所

选用的原始载体为３７００像素×３０００像素的遥感

影像。图３为按本文方法嵌入水印后的影像。

１）可视化分析

图２　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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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含水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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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观视觉上，图２和图３看不出明显的差

异，表明嵌入水印后不影响原始影像的视觉质量。

客观分析上，计算含水印影像与原始影像的峰值

信噪比确定可见性测试。峰值信噪比是一个用来

衡量含水印影像相对原始影像失真程度的参数。

峰值信噪比的计算公式如下：

ＰＳＮＲ＝１０ｌｇ
（ ）犕犖 × ｍａｘ（）犐 －ｍｉｎ（）［ ］犐 ２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犐犻，（ ）犼 －犐′犻，（ ）［ ］犼
２

式中，犐和犐′分别表示原始影像和含水印影像；

犐犻，（ ）犼 和犐′犻，（ ）犼 是原始影像和含水印影像在

犻，（ ）犼 处的像元值，影像大小为犕×犖。

计算可得，ＰＳＮＲ＝５０．１１９０，如此高的峰值

信噪比也充分说明嵌入水印后影像的质量没有明

显下降，水印信息具有不可察觉性。

２）鲁棒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鲁棒性，对含有水印的

影像进行了常见攻击，如压缩、滤波、加噪和裁剪

等攻击。在不同的攻击方式下，水印检测结果如

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以看出，本算法可以很好地抵抗压

缩、滤波、加噪和裁剪攻击，表明该算法具有好的

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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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攻击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攻击方式 犖犆 检测标识

高斯滤波（模板３像素×３像素） ０．９３ 成功

中值滤波（模板３像素×３像素） ０．９５ 成功

高斯噪声（０．５） ０．９３ 成功

高斯噪声（１．０） ０．８２ 成功

压缩（因子＝４） ０．９３ 成功

压缩（因子＝２） ０．８８ 成功

裁剪

裁剪后大小：１０００像素×９００像素

０．９９ 成功

裁剪

裁剪后大小：６００像素×６００像素

０．９４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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