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１２。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７１２４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５６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小波变换的视频犌犐犛数据数字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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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视频ＧＩＳ数据水印算法。该算法结合视频ＧＩＳ数据特点，将视频流分割

为时间轴上连续图像序列。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隐蔽性与鲁棒性，并能有效抵抗帧删除、重编码

等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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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ＧＩＳ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矢量、栅格、

ＤＥＭ、遥感影像等地理空间数据已不能满足用户

的需求，而对地形、地貌等地理场景表现更为直观

生动的视频ＧＩＳ数据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

的地理空间数据表现形式。然而，由于数字化视

频数据易于复制、传播，不易控制，其安全和版权

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何保护视频 ＧＩＳ数据的

安全和版权等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字水印技术是信息安全领域的前沿技术，

在地理空间数据安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字

水印技术利用数字信号处理学，在数字化产品中

秘密嵌入了一些隐藏信息（版权信息、用户信息

等），使之成为源数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

水印必须具备好的不可感知性与鲁棒性，以抵抗

针对数据的单一攻击与复合攻击，确保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有效地将其提取出来作为版权归属的证

据，从而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与版权保护［１６］。

数字水印技术在视频数据安全保护中也得到

了应用。现有视频水印嵌入方法有３种
［７］：① 水

印直接嵌入在原始视频流中［８］。② 水印嵌入在

编码阶段的变换域的量化系数中［９，１０］。③ 水印

直接嵌入在 ＭＰＥＧ压缩比特流中
［１１］。

视频ＧＩＳ数据与视频数据在存贮、数据格式

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性，研究视频ＧＩＳ数据数字

水印技术有必要借鉴视频水印技术。但是视频

ＧＩＳ数据在数据处理与精度要求上与普通视频数

据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将现有视频水印算法直

接移植。因此，有必要研究针对视频ＧＩＳ数据的

数字水印算法。本文从视频ＧＩＳ数据特点出发，

设计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视频ＧＩＳ数据水印

算法。

１　一种视频犌犐犛数据水印算法

视频数据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纹理特征即高

频信息，人类视觉对于纹理变化十分敏感，因而高

频信号不适合作为水印载体，而对于一般信号而

言低频部分已经包含了视频帧的基本特征且低频

信号的健壮性较高，不易被破坏，因此，适合用作

为水印信号的载体。利用小波变换，根据需求选

择恰当的小波基，可以把视频信号在一定尺度下

进行分解，选取低频部分嵌入水印［１２］。同时，由

于视频ＧＩＳ数据存储的是地理数据，其存储容量

大且画面清晰，描述精确，这就决定了视频 ＧＩＳ

数据水印算法与普通视频数据水印算法相比，对

算法的实时性、健壮性、抗攻击性与隐蔽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些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小波变换的视频ＧＩＳ数据水印算法，其基本思

想是对时间轴上的视频帧进行小波变换，将水印

信息嵌入到低频系数上，并通过量化与矩阵融合，

以实现水印信息的嵌入与提取。

１．１　水印嵌入算法

本文提出的水印嵌入算法过程如下。

１）读取原始视频数据。原始视频狏可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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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为：

狏＝ 犳犻，（ ）犼 ，｛ ｝狋

式中，０≤犻＜犕；０≤犼＜犖；０＜狋＜犇；犳犻，（ ）犼 表示

视频帧的像元值；狋表示时间。帧图像大小为 犕

×犖，犇为视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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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原始水印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对水印信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扫描，灰

度值为２５５时，水印位为０，反之水印位为１。可

以得到二值序列狑（犻，犼）＝｛０，１｝，犻＝１，２，…，犓，犼

＝１，２，…，犔，水印信息长度为犓×犔。对水印信

息进行置乱并保存密钥文件，置乱后的水印信息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置乱后的水印

Ｆｉｇ．２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３）选取离散点。对时间轴上的每个视频帧

选取一组离散点，取点规则如下：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犕×犖
（ 犽×犓×槡［ ］犔 － 犽×犓×槡［ ］犔 ％２）［ ］２ ＋

（－１）
犻
×狊％

犕×犖
（ 犽×犓×槡［ ］犔 － 犽×犓×槡［ ］犔 ％２）［ ］２

式中，犽为完整水印数目；犻为取点序数；狊为水印

种子点；［］表示取整运算。

４）水印嵌入。对每帧中选取的离散点进行

小波变换并选取低频系数犜狀，按照量化规则将水

印信息嵌入到选取的低频系数中，量化规则如下：

犜狀 ＝

犜狀－犜狀％犺＋
犺
２
，狑犻犼 ＝０

犜狀－犜狀％犺，狑犻犼 ＝１且犜狀％犺＜
犺
２

犜狀－犜狀％犺＋犺，狑犻犼 ＝１且犜狀％犺≥
犺

烅

烄

烆 ２

式中，犺 为嵌入强度；０≤狀＜（ 犽×犓×槡 犔 －

犽×犓×槡 犔 ％２）２；０≤犻＜犓，０≤犼＜犔。当一条

完整水印嵌入后，水印位自动置为狑００。

５）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水印信号全部嵌入。

最后进行小波逆变换，将嵌入水印后的像元值替

换原始像元值，然后经过视频编码并存储。

离散取点可以使图像去相关性，有助于提高

水印的隐蔽性［１３］。嵌入强度的选取取决于视频

压缩率的大小，压缩率越小则强度越大。

１．２　水印提取算法

水印提取过程为水印嵌入的逆过程，根据水

印嵌入规则找出载有水印信息的离散点，并对这

些点进行小波变换，提取其低频系数犜狀，并将系

数与嵌入强度犺进行取模运算，余数为犿。若
１

２
犺

＜犿≤
３

２
犺则水印信息为１，反之为０。重复上述

过程直到水印信号完全被提取出来。

视频是一系列连续图像在时间轴上的集合，

因此，水印提取的结果也相应地是在时间轴上的

多个矩阵的集合，然而提取的水印二值矩阵中有

部分矩阵与原始水印的相关性已经很低，可视为

误检应当舍弃，因此，预设一个虚检率阈值狇，当

提取的水印与原始水印相关性系数大于狇时视为

有水印信息，反之则无。然而相关性系数大于狇

的矩阵中还有一些误检数据，因此对时间轴上的

矩阵融合，最后按照多数原则决定相应的水印位

值，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印噪声。

相关性系数计算公式：

ＮＣ＝
１

ＫＬ∑
犓

犻＝１
∑
犔

犼＝１

犫犻，犼

式中，犫犻，犼＝ＸＮＯＲ 狑犻犼，狑′犻（ ）犼 ，ＸＮＯＲ表示异或运

算，狑′犻犼为时间轴上某一帧提取出的水印信息。

矩阵融合数学表达式为：

狑′＝

∑
狀

犳＝０，ＮＣ＞狇

狑′００犳 … ∑
狀

犳＝０，ＮＣ＞狇

狑′０犻犳

　 　

∑
狀

犳＝０，ＮＣ＞狇

狑′犻０犳 … ∑
狀

犳＝０，ＮＣ＞狇

狑′犻犼犳

式中，狑′为优化后的水印结果；犳为帧序数；狀为

相关系数大于狇的总帧数。

２　实验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视频 ＧＩＳ数据水印算

法的性能和有效性，对如图３所示的视频ＧＩＳ数

据帧进行了隐蔽性测试、鲁棒性测试，视频编码

Ｘｖｉｄ，帧图像大小３２０像素×２４０像素，嵌入强度

犺＝８。

２．１　隐蔽性

按本文方法嵌入水印，嵌入水印后的视频帧

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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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４所示，图５是原始水印，图６为利用本文算

法提取的水印。

图３　原始视频帧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ｒａｍｅ
　　

图４　含水印视频帧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Ｆｒａｍｅ

图５　原始水印

Ｆｉｇ．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图６　提取的水印

Ｆｉｇ．６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图３与图４在主观视觉上无法觉察水印嵌入

前后视频帧的差别。图６为提取的水印信息，且

与原始水印信息相关性系数ＮＣ＝１。

客观分析上，计算含水印视频帧与原始载体

的峰值信噪比确定可见性测试。峰值信噪比的计

算公式如下：

ＰＳＮＲ＝１０ｌｇ
（ ）犕犖 ｍａｘ（）犳 －ｍｉｎ（）［ ］犳

２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犳犻，（ ）犼 －犳′犻，（ ）［ ］犼
２

　　计算可得，ＰＳＮＲ＝４７．５３２４ｄＢ，充分说明嵌

入水印后视频质量没有明显下降。从主观分析和

客观数据表明，本文算法具有好的隐蔽性。

２．２　鲁棒性

为了检验本文算法的对视频重编码攻击处理

的鲁棒性，对含水印视频进行了几种常见编码格

式的重编码攻击与帧删除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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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视频攻击后提取水印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攻击类型
提取的水印信息

（狑′犻犼）

相关性系

数（ＮＣ）

嵌入强度

（犺）

Ｘｖｉｄ重编码 １ ８

ＦＦｄｓ重编码 １ １０

Ｄｉｖｘ重编码 ０．９１３ ８

帧删除攻击 １ １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本算法可以有效地抵抗常

见的重编码攻击与帧删除攻击，但是对于一些压

缩率较小、视频图像损失严重的编码格式，水印信

号损失仍然较严重，但是这种攻击在破坏水印的

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视频质量，从而导致视频无法

正常使用。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小波分析理论，根据视频ＧＩＳ数据

的特点，提出了一种能有效抵抗视频重编码与帧

删除等攻击的视频ＧＩＳ数据水印算法，通过种子

点与虚警率阈值设定的方法来实现水印提取，提

取时对水印检测结果进行信号融合并遵循多数原

则，实现水印提取结果最优化。实验结果表明，算

法对于几种常见的重编码攻击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且对视频质量影响较小，视觉上几乎无法察觉，具

有好的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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