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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适用于遥感影像的内容安全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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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基于ＪＦＤ框架，利用基于选择性内容加密的加解密策略提高加密安全性，以及基于结构失真度选择

指纹嵌入区域，以降低指纹嵌入对图像质量的影响，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指纹生成控制方法，使指纹图像具有

良好的抗合谋攻击性。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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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信息高度敏感，必须采取有效的内容安

全保护措施来保证遥感影像的安全。加密能保证

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数字指纹技术则

是为解决数据解密后的安全问题而提出的。目

前，加密和数字指纹融合的研究大致可分为３类：

① 发送方分别为每个用户嵌入指纹后再单独加

密发送［１，２］，可扩展性不好。② 由接收方解密数

据并嵌入指纹［３，４］，用户解密后和指纹嵌入前存

在安全威胁，并不实用。③ 联合解密与指纹嵌

入，只对数据进行一次加密，数据解密和指纹嵌入

在接收方同时完成［５９］。这类方法效率较高，但存

在加密安全性不好，图像失真度大，不能抵抗用户

合谋攻击等问题。

遥感影像对内容安全保护的需求包括三个方

面：① 如何将加密和数字指纹进行融合，并兼顾

效率，是海量遥感数据的内容安全保护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② 遥感影像对嵌入指纹后的图像质

量要求非常高，否则将严重影响遥感影像的后续

应用。③ 嵌入指纹的遥感影像必须能抵抗用户

的合谋攻击，这也是数字指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以ＪＦＤ（ｊｏｉｎｔ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框架为代表的联合解密与指纹嵌入方案效率很

高。其优点是：① 通过部分解密形成指纹，从原

理上很好地解决了加密和指纹的融合问题；② 一

次加密，分用户的不同进行解密，无需针对每个用

户逐一加密和嵌入指纹，也不需要分发不同的密

文版本，大大降低了数据处理和分发的工作量。

但它也存在缺陷：① 为减少未解密部分对图像质

量的影响，ＪＦＤ仅采用了非常轻量的加密，导致加

密效果不好，但加密图像依然可识别；② 即使采

用轻量加密，部分解密后嵌入指纹的图像质量仍

不理想；③ 没有考虑指纹的抗合谋特性，容易遭

受用户的合谋攻击。如果不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ＪＦＤ方案将不能满足遥感影像对内容安全保护的

需求，无法直接应用于遥感影像。针对此，本文提

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海量遥感影像内容安全保护

的ＪＦＤ方案。

１　一种新的犑犉犇方案

１．１　基于选择性内容加密的加解密策略

本文通过选择性内容加密对可视有关键影响

的ＤＣＴ系数进行全部加密，以确保遥感影像的

加密效果。为减少部分解密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用户解密时，对图像质量影响较大的ＤＣ系数完

全解密，而对图像质量影响较小的 ＡＣ系数保持

加密形成指纹。这样的加解密策略既保证了加密

的安全性，又保证了嵌入指纹后的图像质量。

１．２　基于结构失真度的指纹嵌入区域的选取

由于图像独有的结构特性，不同的图像区域

对图像质量的影响不同。本文考虑了图像的结构

信息及变化，基于结构相似度（ｓｔｒｕｃｔｒｕ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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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ＳＩＭ）的客观视频质量评价方法
［１０］，提

出利用结构失真度（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Ｄ）来

确定指纹嵌入区域。定义如下：

ＳＤ＝１－ＳＳＩＭ＝

１－
（２μ狓μ狔＋犆１）（２σ狓狔 ＋犆２）

（μ狓
２
＋μ狔

２
＋犆１）（σ狓

２
＋σ狔

２
＋犆２）

（１）

其中，犆１ 和犆２ 为小常量；μ狓 和μ狔 分别是图像狓

和狔的平均值；σ狓、σ狔 为方差；σ狓狔为狓和狔的相关

系数，分别定义为：

μ狓 ＝珚狓＝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 （２）

σ狓 ＝
１

犖－１∑
犖

犻＝１

（狓犻－μ狓）槡
２ （３）

σ狓狔 ＝
１

犖－１∑
犖

犻＝１

（狓犻－μ狓）（狔犻－μ狔） （４）

　　ＳＤ值表示密文图像中的结构信息被破坏的

程度，ＳＤ值越大，密文图像的结构失真越严重。

利用ＳＤ值选择指纹嵌入区域的具体过程描述如

下：设原始图像数据为犡，被分为犖 个子块犡１，

犡２，…，犡犻，…，１≤犻≤犖，对各图像子块应用本文

提出的加解密策略，得到犆（犡犻）＝犈犽狊［犡犻］，计算

各加密子块的ＳＤ值，得到ＳＤ［犆（犡犻）］，若ＳＤ的

阈值为δ狆（为经验值，根据实验结果确定），指纹

嵌入区域为犎１，非指纹嵌入区域为犎２，则犡犻。

若ＳＤ［犆（犡犻）］＜δ狆，则犡犻∈犎１；若ＳＤ［犆（犡犻）］≥

δ狆，则犡犻∈犎２。

１．３　指纹的编码与追踪

对指纹嵌入区域内的图像子块进行抗合谋编

码。方法如下：

１）将图像子块划分为指纹嵌入区域 犎１ 与

非指纹嵌入区域犎２。

２）以ＲＳ纠错码为外码，以随机正交序列为

内码构建级联码，得到长度为犾１犾２、码字个数为

犖 的二进制级联指纹码（犾１犾２，犖）２。对编码后

的码字以密钥ｋｅｙ进行随机置乱，避免攻击者对

指纹码的结构性分析而破解指纹码信息。

３）对犎２中的图像子块完全解密。设 犎１中

包含的图像子块为犡１，犡２，…，犡犻，…，犡犔，１≤犻≤

犔，数字指纹码能容纳的用户数为犖，指纹码长度

为犔，用户指纹集合为Γ＝｛狑
（１），狑

（２），…，狑
（犖）｝，

狑
（犻）为分配给用户犝犻的码字，码字的值为狑

（犻）＝

狑犻１狑
犻
２…狑

犻

犼
…狑犻犔，１≤犼≤犔，狑犼

（犻）
∈｛０，１｝，则指纹

嵌入区域内各图像子块的加解密状态对应于分配

给各用户的指纹码码字的值，即

犡^犼 ＝
犮犼，狑犼 ＝０

犇（犮犼），狑犼 ＝
｛ １

（５）

　　若以｛０，１｝来表示图像子块的加解密状态，

则被完全解密的子块对应值为“１”，而部分解密的

图像子块对应值为“０”，如图１所示。指纹长度越

长，说明抗合谋能力越强。但大幅度的信息添加

图１　指纹嵌入区域图像子块的指纹编码

Ｆｉｇ．１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Ｃｏｄｅｏｆ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ｒｅａ

会造成遥感影像的精度下降，影响其后续应用，因

此需要对数字指纹长度的边界进行讨论。设二进

制数字指纹码能容纳的用户数量为狀，合谋用户

数量至多为犮，则用户合谋集合为：

∑
犮

犻＝０

狀（）犻 ＝犞（狀，犮） （６）

　　根据式（６），若数字指纹长度为犾，则犾必须满

足：

犾≥ｌｏｇ２犞（狀，犮）≥ｌｏｇ２（
１

狀＋１
２

狀犎
２
（犮
狀
））＝

ｌｏｇ２（
１

狀＋１
）＋狀犎２（

犮
狀
） （７）

根据二进制熵函数的定义，有：

犾≥ｌｏｇ２（
１

狀＋１
）＋狀犎２（

犮
狀
）＝－ｌｏｇ２（狀＋１）－

犮ｌｏｇ２（犮／狀）－（狀－犮）ｌｏｇ２（１－犮／狀） （８）

式（８）为数字指纹长度的下界。

指纹追踪算法能实现对合谋用户的成功追

踪。设同谋者集合Γ犮＝｛狑
（１），狑

（２），…，狑
（犮）｝，合

谋遥感影像为 犡^犮，则指纹追踪步骤为：

１）将 犡^犮与密文遥感影像进行对比，提取数

字指纹码狑
（犮）＝狑犮１狑

犮
２…狑

犮
犔；采用密钥ｋｅｙ对狑

（犮）

进行反置乱，得到规整的结构指纹码字 狑：

（犾１犾２，犖）２；

２）计算合谋指纹码与各用户指纹码的相关

度犜犖（犽）：

犜犖（犽）＝
狑Ｔ狑犽

‖狑犽槡 ‖
２
，犽＝１，２，…，犖 （９）

其中，狑犽 为用户犽的指纹序列，具有最大相关性

的用户即为参与的合谋用户。

１．４　密钥生成与分配

１）随机产生各子块的加密密钥，得到一个１×

犕的加密密钥矩阵犓犈＝ 犓１　犓２　…　犓［ ］犕 ，犕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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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像子块总数。

２）为各用户生成指纹码狑犻犼，１≤犼≤犔，１≤犻

≤犖，犔为指纹码长，犖 为用户数。根据图像子块

所在的区域及指纹码的对应值为各用户生成一个

犕 × １ 的 （０， １）位 置 矩 阵 犐，犐 ＝

犐１　犐２　…　犐犼　…　犐［ ］犕 ，１≤犼≤犕，并有：

犐犼 ＝
狑犼，犐犼∈犎１

１，犐犼∈犎
｛

２

（１０）

　　３）根据犓犇
犻
＝犓犈×犐计算得到用户犝犻的解

密密钥矩阵犓犇
犻

，并利用ＣＤＭＡ码分多址原理通

过公开信道进行安全分发。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加密方案实验结果

将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的遥感影像图像分为

４０９６个８×８子块，分别进行ＤＣＴ变换后加密。

选择性内容加密的安全性已得到证明［１１］，本文仅

给出加密的效果图。如图２所示，加密后的图像

不可识别，加密效果较好。

图２　遥感图像加密处理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２．２　指纹嵌入区域选择实验结果

计算部分解密后图像子块的ＳＤ值，并选择

指纹嵌入区域。当指纹嵌入区域内图像子块为

１０００块，且全部保持部分解密状态时，嵌入指纹

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３所示，采用这种方法获得的

指纹图像质量明显好于使用ＰＳＮＲ值或随机选

择指纹嵌入区域的效果。

图４给出了指纹嵌入子块不断增多时获得指

纹图像的ＰＳＮＲ和ＳＤ值对比。由图４可知，利

用ＰＳＮＲ评估图像质量时，本文提出的方法获得

了最好的图像质量。利用ＳＤ值评估图像质量

时，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获得指纹图像的结构失

真度最低。

２．３　指纹生成及追踪实验结果

图５为对三用户合谋进行交错攻击生成的合

谋指纹图像的追踪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指纹

追踪算法可成功追踪到所有的合谋用户。

图３　嵌入指纹图像子块数量一定时指纹图

像质量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ｈ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Ｋｅｅｐ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图４　图像子块不断增加时指纹图像的图像质量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ｈ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ｌｏｃｋｓ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图５　三用户合谋攻击的追踪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Ｕｓｅｒｓ’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ｔｔａｃｋ

在本实验方案中，根据式（９）计算可得级联指

纹码长度下界犾＝９４５，即指纹嵌入区域内图像子

块至少为９４５个，能实现２５６个用户中至多３个

合谋用户的成功追踪。遥感影像一般由特殊的专

业用户群使用，用户范围较为固定，用户数量相对

确定，因此，本方案中指纹长度的下界能满足一般

用户数量的需求。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ＪＦＤ方案存在的加密安全性和嵌

入指纹的图像质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及指纹图像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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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抵抗合谋攻击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ＪＦＤ

方案。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案是一种适合海量遥

感影像的内容安全保护方法。后续研究工作包括

选择合适的指纹嵌入区域，进一步减小指纹嵌入

对图像质量的影响，并将其对遥感影像精度及后

续应用的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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