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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了同一信号在不同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变换系数之间的关系及性质，分析了在一个变换域系数中嵌

入水印对另一个变换域系数的影响，得到了同一信号傅立叶变换与小波变换之间的联系及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

引起的傅立叶变换系数的变化量．进行了小波域含加性水印彩色图像的特征分析，即在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在

自然对数幅频域的中频区产生特征点，借助该特征点能够有效地解决小波域大容量加性水印对几何变形敏感的问

题，分析了插值运算对特征点分布的影响．通过实验验证了特征点的稳健性，即这些特征点的位置不具有严格的小

波基依赖性，能够抗压缩、高斯噪声、椒盐噪声、常见的滤波操作及抗打印扫描攻击，并对扫描仪分辨率不敏感．通

过特征点的有无进行数字水印检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印盲提取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无需水印和原始图像即可

实现连续色调彩色图像加性水印的鲁棒盲检测和盲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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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以图像为载体的数字水印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够有效地实施知

识产权的管理与控制，历经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

逐渐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方

向．水印嵌入前后图像质量不应发生引起直观注意

的变化（即所谓的透明性），并能够抵抗包括几何变

形、压缩、噪声、滤波、打印扫描等常见的攻击而保证

水印不被破坏（即所谓的鲁棒性），是数字水印既矛

盾又统一的主要特点，也是技术难点．为了提高鲁棒

性，水印技术的研究从最早期的空间域水印（如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
［１］算法、ＬＳＢ

［２］算法等）逐渐发展成为与

编码［３］、调制［４５］、特征分析等技术交叉融合的多个

研究分支．其中，基于变换域（如傅立叶变换域
［６７］、

傅立叶梅林变换域
［８９］、离散余弦变换域［１０１４］、小波

变换域［１５１７］等）的数字水印技术，通过合理改变变换

域系数实现水印嵌入，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取得

了较好的实验结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图

像特征点［１８２０］（如ＳＩＦＴ特征算子、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等）、

四元数域［２１２２］和超小波变换域［２３２４］的水印算法为

数字水印技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进一步拓展了其

发展方向．总而言之，数字水印技术经过众多研究人

员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模式及体系，

并伴随着其他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发展与完善［２５２７］．

虽然同一幅图像水印的嵌入可以有多种变换、

编码方法的选择，但不管如何变换都不可避免地要

回归到空间域图像自身，也就是说空间域图像是连

接同一幅图像各个变换域系数之间的桥梁，它们是

存在一定联系的．目前的数字水印技术主要是根据

原始图像某一个变换域系数或特征点选择嵌入位

置，并在对应的位置提取水印，没有考虑嵌入水印后

图像的特征分布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建立了同

一信号在不同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变换之间的关系

并分析了相关性质，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同一信号傅

立叶变换与小波变换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析了小

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的彩色图像自然对数幅频域的

特征分布情况．

水印检测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其应用价值，一

般情况下，水印的检测与嵌入是对应的，如果在一个

变换域中嵌入，则需要在相同的变换域中进行如相

关［１４］、极大似然［１５］和统计等操作的检测．水印检测

与提取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图像的同步［２８２９］，虽然在

傅立叶梅林变换域的中频区嵌入加性数字水印能

够抗旋转等几何变形，但嵌入信息的容量低［８］，而且

嵌入水印后图像的质量容易受水印强度的影响；小

波域嵌入加性水印的信息容量相对较高，但其对失

步十分敏感，相关研究人员提出在傅频域中嵌入几

何模板判断其是否同步，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但在傅频域中嵌入同步模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图

像质量．

本文基于傅立叶变换与小波变换之间的关系得

到的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的彩色图像自然对数幅

频域的特征分布，可以直接作为彩色图像高容量数

字水印的同步标识，无需添加除水印之外的几何同

步模板，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添加额外信息对水印提

取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该特征分布也可以作为水

印存在与否的标志，能够实现快速的水印检测．本文

运用小波域嵌入高容量加性水印图像的傅频域特征

点，实现了连续色调彩色图像抗打印扫描数字水印

的鲁棒检测，由于特征点的检测过程不需要已知原

始图像和水印信息，因此该过程可以看作盲检测

过程．

２　同一信号不同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

变换之间的关系

２１　内积空间不同非空子空间变换之间的关系

设（犡，〈·，·〉）为内积空间，定义该空间两个信

号的内积为〈犳，犵〉＝∫犳（狓）犵（狓）ｄ狓，犡犕，犡犖为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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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子空间，设向量犿∈犡犕，犿＝１，２，…，犕，φ狀∈

犡犖，狀＝１，２，…，犖，如果将信号犳进行以｛φ狀｝为基

础向量的变换，则犳可表示为

犳＝∑〈犳，φ狀〉φ狀 （１）

如果将犳进行以｛犿｝为基础向量的变换，则相

应的变换系数犇（犳）为

犇（犳）＝〈犳，犿〉 （２）

由于内积关于第一个变量为线性的，即〈狓＋狔，

狕〉＝〈狓，狕〉＋〈狔，狕〉，〈α狓，狕〉＝α〈狓，狕〉，则将式（１）代

入式（２）可得到

犇（犳）＝〈犳，犿〉

＝ ∑
狀

〈犳，φ狀〉φ狀，犿

＝∑
狀

〈〈犳，φ狀〉φ狀，犿〉

＝∑
狀

〈犳，φ狀〉·〈φ狀，犿〉 （３）

式（３）即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不同非空子空间

变换之间的关系，该式表明，如果以犳作为信号、以

犿为基础向量进行变换，系数为信号在其内蕴的基

础向量φ狀上的投影与φ狀在犿上投影的乘积之和．

定义１．　设（犡，〈·，·〉）为内积空间，狓，狔∈犡．

若〈狓，狔〉＝０，则称狓，狔正交，记为狓⊥狔．若犡犕，犡犖

为犡 的非空子集，任给狓∈犡犕，狔∈犡犖，狓⊥狔，则称

犡犕，犡犖正交，记为犡犕⊥犡犖．

根据定义１，式（３）中，如果〈φ狀，犿〉不为０，即

犡犕，犡犖不正交，则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的这两个子

空间上的变换系数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子空间上

的变换系数可以用另一个子空间变换系数的线性组

合表示．

２２　性质证明

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不同非空子空间变换之间

的关系式（３）具有如下性质．

性质１．　犇犪犿（犳）＝∑
狀

犪〈〈犳，φ狀〉φ狀，犿〉．

证明．　基础向量犿比例放大犪倍后，信号的

变换系数分量为

犇犪犿（犳）＝〈犳，犪犿〉

＝ ∑
狀

〈犳，φ狀〉φ狀，犪犿

＝∑
狀

〈〈犳，φ狀〉φ狀，犪犿〉

＝∑
狀

犪〈〈犳，φ狀〉φ狀，犿〉

＝犪犇犿（犳）．

性质１说明基础向量比例放大犪倍后，信号

的变换系数分量为原变换系数分量的犪倍．如果

犪＝ｅｉθ，即犿旋转θ，则信号的变换系数沿相反的方

向旋转θ．该性质为超小波变换域水印的检测建立

了基础．

性质２． 犇犳（犿）＝〈犿，犳〉＝∑
狀

〈犳，φ狀〉
·

〈φ狀，犿〉
．

证明．　如果以犿作为信号，以犳为基础向量

进行展开，系数为

犇犳（犿）＝〈犿，犳〉

＝犿，∑
狀

〈犳，φ狀〉φ狀

＝∑
狀

〈犿，〈犳，φ狀〉φ狀〉

＝∑
狀

〈犳，φ狀〉
·〈犿，φ狀〉

＝∑
狀

〈犳，φ狀〉
·〈φ狀，犿〉

．

性质２说明如果以犿作为信号，以犳为基础向

量进行展开，系数为犳和其内蕴的基础向量φ狀内积

的共轭与φ狀和犿内积共轭的乘积之和，本文称之为

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变换的共轭对偶性质．

性质３．　如果两个基础向量正交，〈φ狀，犿〉＝０，

犳在一个空间中展开，系数不为０，则犳在其正交空

间中的展开系数为０．

证明．　由于基础向量φ狀，犿正交，即〈φ狀，犿〉＝

０，则

犇（犳）＝〈犳，犿〉

＝ ∑
狀

〈犳，φ狀〉φ狀，犿

＝∑
狀

〈〈犳，φ狀〉φ狀，犿〉

＝∑
狀

〈犳，φ狀〉·〈φ狀，犿〉

＝０．

性质４．　线性组合信号的变换系数为各信号变

换系数的线性组合，即犇犿 ∑α犻犳（ ）犻 ＝∑α犻〈犳犻，犿〉．

证明．　线性组合信号∑α犻犳犻在以｛犿｝为基础

向量的空间进行变换，所得的系数为

犇犿（∑
犻

α犻犳犻）＝ ∑
犻

α犻犳犻，犿

＝∑
犻

〈α犻犳犻，犿〉

＝∑
犻

α犻〈犳犻，犿〉

＝∑
犻

α犻犇犿（犳犻）．

性质４说明线性组合信号以｛犿｝为基础向量的

变换系数为各分量信号在该空间变换系数的线性代

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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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５．　信号在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犡犖的变

换系数嵌入加性水印ω（狀）后，会引起在内积空间

非空子空间犡犕的变换系数变化，大小为∑
狀

ω（狀）·

〈φ狀，犿〉，其中｛φ狀｝为变换空间犡犖的基础向量，｛犿｝

为变换空间犡犕的基础向量．

证明．　如果在犳的以｛φ狀｝为基础向量的内积

空间犡犖中的变换系数中嵌入加性水印ω（狀），即将

〈犳，φ狀〉修改为〈犳，φ狀〉＋ω（狀），再进行反变换可得信

号犳′，将犳′代入式（３）可得

犇（犳′）＝〈犳′，犿〉

＝∑
狀

〈（〈犳，φ狀〉＋ω（狀））φ狀，犿〉

＝∑
狀

〈犳，φ狀〉·〈φ狀，犿〉＋∑
狀

ω（狀）·〈φ狀，犿〉

＝犇（犳）＋∑
狀

ω（狀）·〈φ狀，犿〉．

整理可得，由于嵌入加性水印引起的内积空间

犡犕的变换系数的变化量为

Δ＝∑
狀

ω（狀）·〈φ狀，犿〉 （４）

式（４）表明，嵌入加性水印不仅改变对应内积空

间非空子空间变换域的系数，也改变了其他变换域

系数的分布，改变大小取决于水印大小和变换域基

础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如果犡犖变换空间基础向

量与犡犕变换空间基础向量不正交，水印不为０，那

么变化量不为０，相应地会产生局部特征点．

２３　小波变换系数与傅立叶变换系数之间的关系

２．３．１　一维连续信号

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不同的非空子空间变换得

到的系数有所不同，如果对信号犳进行一维傅立叶

变换，可得

（犉犳）（ξ）＝犳^（ξ）＝
１

２π∫
＋∞

－∞
犳（狓）ｅ

－ｉ狓ξｄ狓 （５）

根据一维小波变换，信号犳可表示为

犳＝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ψ
犪，犫 （６）

其中犪，犫分别为尺度与平移因子，ψ为小波函数，

ψ
犪，犫（狓）＝ 犪 －１／２

ψ
狓－犫（ ）犪

，

犆
－１

ψ
＝２π∫

＋∞

－∞

ｄξψ（^ξ）
２

ξ
－１．

将小波变换式（６）代入傅立叶变换式（５），得

（犉犳）（ξ）＝
１

２π∫
＋∞

－∞

ｄ狓ｅ－ｉ狓ξ犳（狓）

＝
１

２π∫
＋∞

－∞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ψ
犪，犫ｅ

－ｉ狓ξｄ狓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１
２π∫

＋∞

－∞
ψ
犪，犫ｅ－ｉ狓ξｄ（ ）狓

＝犆－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犉ψ
犪，犫）（ξ）．

即一维小波变换系数与一维傅立叶变换系数之间的

关系．

在信号犳的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ω，小波系

数由〈犳，ψ
犪，犫〉变为〈犳，ψ

犪，犫〉＋ω
犪，犫，经过小波反变换

后得到的信号为犳
狑，并对犳

狑进行傅立叶变换得

（犉犳
狑）（ξ）＝

１

２π∫
＋∞

－∞

ｄ狓ｅ－ｉ狓ξ犳
狑（狓）

＝
１

２π∫
＋∞

－∞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ω
犪，犫）·

ψ
犪，犫ｅ－ｉ狓ξｄ狓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ω
犪，犫）·

１

２π∫
＋∞

－∞
ψ
犪，犫ｅ－ｉ狓ξｄ（ ）狓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犳，ψ

犪，犫〉（犉ψ
犪，犫）（ξ）＋

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ω
犪，犫（犉ψ

犪，犫）（ξ）

＝（犉犳）（ξ）＋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ω
犪，犫（犉ψ

犪，犫）（ξ）．

整理上式，可得

Δ犳＝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ω
犪，犫（犉ψ

犪，犫）（ξ） （７）

根据式（７），可以得出在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

会引起傅频域的变化，变化量与小波函数的频域分

布直接相关．

根据傅立叶变换的线性特性，对式（７）进行傅立

叶反变换，得

Δ＝犆
－１

ψ∫
＋∞

－∞∫
＋∞

－∞

犱犪犱犫

犪２
ω
犪，犫
ψ
犪，犫（狓） （８）

式（８）说明在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会引起空

域分布变化，变化的大小与小波函数的空域分布直

接相关．

２．３．２　二维离散信号

图像犳（狓，狔）的二维离散傅立叶变换可以表

示为

犉（狌，狏）＝ＤＦＴ（犳（狓，狔））

＝∑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狓，狔）ｅ
－ｊ２π（狌狓／犕＋狏狔／犖），

式中，犳（狓，狔）是大小为［犕犖］的数字图像，狌＝０，１，

２，…，犕－１，狏＝０，１，２，…，犖－１．

图像的二维小波变换由一个二维尺度函数

６０２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φ（狓，狔）和三个二维小波ψ
犻（狓，狔）度量图像灰度沿水

平边缘犎、垂直边缘犞 和对角线方向犇 的变化，其

中犻＝犎，犞，犇．

一般的，尺度和平移基函数的定义为

φ犼，犿，狀（狓，狔）＝２
犼／２
φ（２

犼狓－犿，２犼狔－狀），

ψ
犻

犼，犿，狀
（狓，狔）＝２犼

／２
ψ
犻（２犼狓－犿，２犼狔－狀）．

大小为 犕×犖 的图像犳（狓，狔）的离散小波变

换为

犠φ
（犼０，犿，狀）＝

１

　槡犕犖
∑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狓，狔）φ犼０，犿，狀
（狓，狔），

犠
犻

ψ
（犼，犿，狀）＝

１

　槡犕犖
∑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狓，狔）ψ
犻

犼，犿，狀
（狓，狔）．

二维离散小波反变换为

犳（狓，狔）＝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犠φ
（犼０，犿，狀）φ犼０，犿，狀

（狓，狔（ ）＋

∑
犻＝犎，犞，犇

∑
∞

犼＝犼０

∑
犿
∑
狀

犠
犻

ψ
（犼，犿，狀）ψ

犻

犼，犿，狀
（狓，狔））．

将小波变换式代入傅立叶变换式，得

犉（狌，狏）＝ＤＦＴ（犳（狓，狔））

＝
１

　槡犕犖
ＤＦＴ∑

犿
∑
狀

犠φ
（犼０，犿，狀）φ犼０，犿，狀

（狓，狔（（ ））＋

∑
犻＝犎，犞，犇

ＤＦＴ∑
∞

犼＝犼０

∑
犿
∑（
狀

犠
犻

ψ
（犼，犿，狀）ψ

犻

犼，犿，狀
（狓，狔））） ．

令

犆（狌，狏）＝

１

　槡犕犖
ＤＦＴ ∑

犿
∑
狀

犠φ
（犼０，犿，狀）φ犼０，犿，狀

（狓，狔（ ））（ ＋

∑
犻＝Ｈ，Ｖ

ＤＦＴ∑
∞

犼＝犼０

∑
犿
∑
狀

犠
犻

ψ
（犼，犿，狀）ψ

犻

犼，犿，狀
（狓，狔（ ））） ，

则可得

犉（狌，狏）＝犆（狌，狏）＋

１

　槡犕犖
ＤＦＴ∑

∞

犼＝犼０

∑
犿
∑
狀

犠
犇

ψ
（犼，犿，狀）ψ

犇

犼，犿，狀
（狓，狔（ ））．

如果在尺度犼犪对角小波系数中嵌入水印ω（犿，狀），则

犉
狑（狌，狏）＝犆（狌，狏）＋

１

　槡犕犖
ＤＦＴ ∑

∞

犼＝犼０＆犼≠犼犪

∑
犿
∑
狀

犠
犇

ψ
（犼，犿，狀）ψ

犇

犼，犿，狀
（狓，狔（ ）（ ）＋

ＤＦＴ∑
犿
∑
狀

（犠
犇

ψ
（犼犪，犿，狀）＋ω（犿，狀））ψ

犇

犼犪
，犿，狀
（狓，狔（ ）））

＝犉（狌，狏）＋
１

　槡犕犖
ＤＦＴ ∑

犿
∑
狀

ω（犿，狀）ψ
犇

犼犪
，犿，狀
（狓，狔（ ））

＝犉（狌，狏）＋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ＤＦＴ（ψ
犇

犼犪
，犿，狀
（狓，狔））．

整理得

Δ犇（狌，狏）＝犉
狑（狌，狏）－犉（狌，狏）

＝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ＤＦＴ（ψ
犇

犼犪
，犿，狀
（狓，狔））．

即在二维图像信号的方向犻、尺度犼犪对角小波变换

系数中嵌入加性水印ω（犿，狀）引起的傅立叶变换系

数的变化量．

更一般地，可得出在二维图像信号的方向犻、尺

度犼犪的高频子带小波变换系数（包括水平、垂直、对

角等方向）中嵌入加性水印ω（犿，狀）引起的傅立叶

变换系数的变化量Δ犻（狌，狏）为

Δ犻（狌，狏）＝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ＤＦ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９）

其中，犻表示水平方向犎、垂直方向犞、对角方向犇．

式（９）说明，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后图像的傅立叶变

换系数变化量与小波函数的频域分布直接相关．

相应地，含有加性水印图像的傅立叶变换系数

可以表示为

犉狑（狌，狏）＝犉（狌，狏）＋Δ犻（狌，狏） （１０）

对式（１０）两边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得犳
狑（狓，狔）＝

ＩＤＦＴ（犉狑（狌，狏））＝犳（狓，狔）＋Δ犻（狓，狔），即小波域含

加性水印图像的空域表达式，其中ＩＤＦＴ（·）为傅立

叶反变换，犳（狓，狔）＝ＩＤＦＴ（犉（狌，狏）），Δ犻（狓，狔）＝

ＩＤＦＴ（Δ犻（狌，狏）），结合式（９）可得

Δ犻（狓，狔）＝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上式说明在小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会引起图像

的空域分布变化，变化的大小与小波函数的分布直

接相关，结合小波函数的定义式，可知该变化量就是

空域水印信息和小波函数的卷积，因此小波域嵌入

加性水印在本质上是一个卷积编码的过程．

本节首先推导了不同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变换

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得到了在一

维连续信号、二维离散信号的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

引起的图像傅立叶变换系数和空域分布的变化量．

３　加性水印图像特征分析算法

３１　经过通信系统传输的小波域加性水印图像的

频域特征分布

彩色图像变换域数字水印通信系统的整体工作

流程描述如下：首先在发送端进行载体图像的内积

空间非空子空间变换，将水印信息经过编码后嵌入

到载体图像的变换系数中，再进行反变换得到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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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的空域图像，经过数模转换、调制之后进行发

送；接收端对接收到的图像进行解调、模数转换后再

进行相应的变换，提取水印，如图１所示，图中Ｄ／Ａ

表示数模转换，Ａ／Ｄ表示模数转换，ＴＡ表示发射孔

径，ＲＡ表示接收孔径．根据需要将水印信息进行

置乱编码等处理是提高数字水印安全性常见的技术

手段［２５２６］．

含加性水印的图像信号经过通信系统传递函数

犎（狌，狏）调制后，其傅立叶变换系数表示为

　犎（狌，狏）·犉
狑（狌，狏）＝

犎（狌，狏）·犉（狌，狏）＋犎（狌，狏）·Δ犻（狌，狏），

其中犎（狌，狏）Δ犻（狌，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犎（狌，狏）·Δ犻（狌，狏）＝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犎（狌，狏）ＤＦ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令犎（狌，狏）＝犃（狌，狏）ｅｊ
（θ狌＋θ狏

），其中犃（狌，狏）为通信系

统传递函数的幅度，θ狌为狌频率方向的相位，θ狏为狏

频率方向的相位，取θ狌＝２π狌狓狌／犕，θ狏＝２π狏狔狏／犖，

其中狓狌＝０，１，…，犕－１，狔狏＝０，１，…，犖－１，将

犎（狌，狏）代入上式得

犎（狌，狏）·Δ犻（狌，狏）＝

犃（狌，狏）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ｅ
ｊ（θ狌＋θ狏

）
ＤＦ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根据二维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平移性质：

ＤＦＴ（犳（狓－狓０，狔－狔０））＝ｅ
－ｊ２π（狌狓０

／犕＋狏狔０
／犖）ＤＦＴ（犳（狓，狔）），

得

　犎（狌，狏）Δ犻（狌，狏）＝

　
犃（狌，狏）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ＤＦ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１１）

其中狓′＝狓＋狓狌，狔′＝狔＋狔狏，根据式（１１）可知，通信

系统在对载体图像的频域进行幅度和相位调制的同

时，对由加性水印信息引起的图像频域变化量也进

行了调制，大小和水印信息与经过平移的小波函数

的傅立叶变换系数的卷积成正比．

对式（１１）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得经过系统传递

函数调制后的空域变化量如式（１２）所示：

ＩＤＦＴ（犎（狌，狏）Δ犻（狌，狏））＝

犪（狓，狔）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１２）

其中犪（狓，狔）＝ＩＤＦＴ（犃（狌，狏）），即空域变化量正比

于水印与小波函数的卷积结果与幅度传递函数的

卷积．

对式（１１）两端进行整理后再进行傅立叶反变

换，可得

　　　ＩＤＦＴ
犎（狌，狏）Δ犻（狌，狏）

犃（狌，狏（ ）） ＝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１３）

式（１３）说明如果不考虑系统传递函数对图像幅

度的调制，接收端的小波域含加性水印图像的空域

变化量正比于水印信息与经过平移的小波函数的

卷积．

图１　彩色图像数字水印通信系统

３２　小波域加性水印的嵌入算法

含水印图像在通信传输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各种

攻击，从而影响图像质量，如压缩、噪声、滤波、几何

变形、打印扫描，其中打印扫描攻击对水印影响的物

理机理最为复杂．打印扫描系统是一个复杂光电通

信系统，它使得图像发生非线性的像素失真与几何

失真，输出与邻域高度相关的非平稳信号，增加了水

印检测与提取的难度，限制了数字水印技术在知识

产权保护领域的推广．由于变换域加性水印鲁棒性

强，而在小波变换域中嵌入加性水印作为其中应用较

为广泛的技术之一，具有在时频域表征信号局部特

征的能力和较强的抗压缩能力，能够与ＪＰＥＧ２０００

标准接口，故本文在彩色图像的小波域中嵌入加性

水印．根据人类视觉系统的照度掩蔽特性和纹理掩

蔽特性，将水印嵌入到图像的纹理和边缘等位置不

易被察觉，而在小波变换域中，图像的纹理、边缘等

信息主要表现在高频细节子带系数上．故本文将水

印嵌入到小波变换系数的第３级高频对角分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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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嵌入算法描述如算法１所示．

算法１．　小波域加性水印嵌入算法．

输入：原始彩色图像犐

输出：含水印彩色图像犐′

１．对彩色图像犐＝［犚犌犅］的蓝色分量犅 进行３级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得到对角高频分量犳；

２．在第３级对角高频分量犳中嵌入４０９６位加性水印

ω，ω为０、１二值序列，可得嵌入水印后的小波变换系数为

犳′（犻，犼）＝犳（犻，犼）＋α·ω（犻，犼），其中，α为水印强度；

３．对含有水印信息的小波变换系数进行反变换，得到

含有水印的彩色图像犐′．

３３　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的图像特征分析算法

由于加性水印的嵌入改变了小波变换系数的分

布，基于小波变换与傅立叶变换之间的关系，那么傅

立叶变换的系数也会发生变化．基于第２节提出的

同一信号不同内积空间非空子空间之间的变换关系

及傅立叶变换系数与小波变换系数之间的联系，提

出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彩色图像的特征分析算法，

描述如算法２所示．

算法２．　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图像的频域特

征分析．

输入：彩色图像犐

输出：频域特征点坐标

１．对彩色图像犐进行几何校正，使之大小与原始图像

大小保持一致，本文图像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

２．对图像犐进行二维快速傅立叶变换ＦＦＴ２（犐），并进

行中心平移操作；

３．计算图像犐各分量［犚犌犅］的自然对数幅频谱；

４．进行分块确定局部极值点，本文分块大小为［６４６４］；

如果有，得到点序列犘＝｛（狓犻，狔犻），犻＝１，…，狀｝；

５．计算局部极值点集合犘 各点与给定点序列犇＝

｛（犪犻，犫犻），犻＝１，…，犿｝中各点的欧式距离，如果欧式距离小

于设定阈值（本文取值为３）的点个数大于等于４，犘∩犇≠，

则判定该图像含有水印．点序列犘∩犇即小波变换域含加性

水印彩色图像的特征点．

根据算法２得到的局部极值点序列对应的像素

坐标即小波域含加性水印彩色图像的特征点．算法２

与基于傅频域中频区的水印嵌入算法有着相似之

处，即都在中频区进行局部极值点位置的确定，但是

两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傅频域中频区嵌入的

水印容量远小于在小波域中嵌入的水印信息容量．

至此描述了经过通信系统传递函数调制的加性

水印信息引起的图像频域变化量的大小及其对应的

空域变化量，给出了本文采用的小波域加性水印嵌

入算法，提出了基于第２小节结论的小波域含加性

水印图像的特征分析算法．

３４　小波域加性水印的盲提取算法

对经过频域特征分析确定有幅频域特征点的彩

色图像进行小波域加性水印的提取，如果图像经过

打印扫描，需首先进行ＵＳＭ 锐化、去网文及背光补

偿等处理．具体描述如算法３所示．

算法３．　小波域水印提取算法．

输入：彩色图像犐

输出：提取的水印

１．对彩色图像犐＝［犚犌犅］的蓝色分量犅进行拉普拉

斯滤波（α＝０．０１）；

２．如果图像经过打印扫描攻击，则基于Ｂｉｏｒ３．７小波

进行３级双正交样条小波变换；

如果图像没有经过打印扫描攻击，则基于ｈａａｒ小波进

行３级小波变换，得到对角高频分量犳；

３．将犳转化为图像，即首先计算犳＝犳－ｍｉｎ（犳），再计

算犳＝犳／ｍａｘ（犳），得到灰度图像犳′；

４．对犳′进行直方图均衡化，得到图像犳″；

５．对犳″进行如下运算：（犳″－犿犲犪狀（犳″））／狊狋犱（犳″），其

中犿犲犪狀（·）为均值运算，狊狋犱（·）为标准差运算，对计算结果

进行阈值化处理，可得盲提取结果．

由于经过打印扫描后，原本正交的犚、犌、犅向量

之间的相位关系发生了改变，而 Ｈａａｒ小波是正交

小波，结合仿真结果可知，运用 Ｈａａｒ小波进行打印

扫描彩色图像水印的提取结果并不理想，双正交样

条小波更加适用，故在算法３中提出针对不同攻击

类型需选用不同的小波基以保证提取质量．

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不同高频子带系数嵌入加性水印的图像自然

对数幅频域特征分布

本文在彩色Ｌｅｎａ图像（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蓝色

分量第３级高频对角子带小波系数嵌入大小为

［６４６４］的加性水印，与文献［２０］与文献［２２］相比，嵌

入的水印容量更大，如表１所示；目前，对嵌入加性水

印图像质量的评价以峰值信噪比（犘犛犖犚）应用最广

泛，人类视觉可接收的范围一般为犘犛犖犚＞３９
［１６］，

根据文献［２２］中犘犛犖犚的定义，本文嵌入４０９６比

特水印信息后的犘犛犖犚值为４３．２８，与文献［２０］和

文献［２２］算法相比略小．

表１　不同算法嵌入的水印位数及峰值信噪比

算法类型 嵌入水印位数 峰值信噪比

文献［２１］ １００ ４５．０８

文献［２２］ ２００ 约４４

本文 ４０９６ ４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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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韦伯费希纳定律，自然对数运算能够放大

较小尺度的变化，所以自然对数幅频域能够较好地

反应小波变换域加性水印引起的傅频域的变化．彩

色Ｌｅｎａ图像嵌入加性水印前后，经过中心平移的

自然对数幅频域分布如图２（ａ）和（ｂ）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加性水印的嵌入在中频区产生了局部极

值点．

图２　蓝色分量第三级对角子带系数加入水印前后，

经过中心频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在蓝色分量第３级水平、垂直子带系数嵌入加

性水印后的图像经过中心平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如图３（ａ）、（ｂ）所示．

图３　原始图像蓝色分量第３级水平／垂直子带小波系数

加入水印后，经过中心平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从图３不难看出，在水平子带嵌入加性水印引

起自然对数幅频分布垂直中线方向的局部极值点；

在垂直子带嵌入加性水印引起自然对数幅频分布水

平中线方向的局部极值点．

根据图２和图３显示的特征分布，可知在小波

域中嵌入加性水印改变了图像的能量分布；图像的

能量分布发生变化引起了幅频分布的改变，产生了

局部极值特征点．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傅立叶变

换系数与小波变换系数之间的关系．

４２　基于不同小波变换嵌入加性水印图像的自然

对数幅频域特征分布

由于小波变换可以分为对称或非对称、正交或

非正交等几种类型，本文分别在基于正交的 Ｈａａｒ

小波和双正交的Ｂｉｏｒ３．７小波进行小波变换得到的

第３级高频小波对角子带系数中嵌入加性水印，相

应图像的经过中心平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分布

分别如图４（ａ）和（ｂ）所示．

图４　基于不同小波变换含水印图像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从图４中不难看出，基于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嵌入

水印图像引起的自然对数幅频域分布的特征点清

晰、呈方阵分布；基于Ｂｉｏｒ３．７小波变换嵌入水印图

像引起的自然对数幅频域分布的特征点清晰，但没

有图４（ａ）特征显著．

基于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嵌入加性水印对应特征点

所在列经过中心平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如图５

（ｂ）所示．

图５　基于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嵌入０．２倍水印

图像前后某列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与图５（ａ）相比，可以在图５（ｂ）中看到由于嵌入

加性水印引起的局部极值．

基于Ｂｉｏｒ３．７小波变换嵌入加性水印对应特

征点所在列经过中心平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如图６所示．对比图６与图５（ｂ），局部极值的显著

程度不同，这与小波函数自身的频谱特性直接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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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于Ｂｉｏｒ３．７小波变换嵌入０．２倍水印

图像后的某列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虽然特征点的强度有差异，但是基于 Ｈａａｒ、

Ｂｉｏｒ３．７小波变换部分特征点的位置具有较好的对应

性．对嵌入加性图像水印，基于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比基

于Ｂｉｏｒ３．７变换更容易检测，换句话说，基于Ｂｉｏｒ３．７

小波变换的幅频域特征点隐蔽性更好．根据水印应

用的场合，选用不同的小波变换是有必要的．小波域

嵌入加性水印的彩色图像在自然对数幅频域的特征

点分布不严格依赖于小波基，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根据不同小波基嵌入水印，特征点存在的情况

小波基 特征点存在

Ｈａａｒ小波 

Ｄｂ小波 

Ｂｉｏｒ３．７小波 

４３　打印扫描等攻击后，嵌入加性水印图像的自然

对数幅频域特征分布

通过打印机ＣＰ１５２０打印，ＥｐｓｏｎＶ３３０扫描仪

扫描．无水印图像经过打印扫描后如图７（ａ）所示，

有水印图像经过打印扫描后如图７（ｂ）所示．

图７　一次打印扫描图像

对图７所示经过打印扫描系统传输的图像的蓝

色分量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二者的自然对数幅频分

布有所不同，经过中心频移后，如图８（ａ）和（ｂ）所示．

与图８（ａ）相比，图８（ｂ）的自然对数幅频谱中分

布着间隔均匀的局部极大值，说明小波域嵌入加性

水印在自然对数傅频域中产生的特征点能够抗一次

打印扫描攻击．

图８　打印扫描图像蓝色分量经过中心

频移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

打印分辨率为６００ｄｐｉ、扫描分辨率变化，对小

波变换域嵌入加性水印的彩色图像自然对数幅频域

特征分布的影响，如表３所示．

表３　扫描分辨率变化时特征点存在的情况

扫描仪分辨率 特征点存在

６００ｄｐｉ 

３００ｄｐｉ 

１５０ｄｐｉ 

５０ｄｐｉ ×

从表３可以看出，当打印分辨率保持不变，扫描

分辨率从６００ｄｐｉ减小至１５０ｄｐｉ，特征点都存在，据

此可得该特征点不仅抗打印扫描攻击，而且对扫描

分辨率不敏感，扫描分辨率在合理取值区间变化，不

会影响特征点的出现．

对嵌入加性水印的图像进行ＪＰＥＧ压缩、高斯

噪声、椒盐噪声、打印扫描及滤波等各种攻击，结果

如表４所示．

表４　经历各种攻击时特征点存在的情况

攻击类型 特征点存在

ＪＰＥＧ压缩（压缩因子为６０～９０） 

高斯噪声（零均值，方差为０．０００１） 

椒盐噪声 

打印扫描 

打印扫描＋高斯滤波 

打印扫描＋维纳滤波 

打印扫描＋拉普拉斯滤波 

打印扫描＋高斯拉普拉斯滤波 

打印扫描＋均值滤波 

从表４可以看出，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分布能

够抵抗一定程度的ＪＰＥＧ压缩、高斯噪声、椒盐噪声

攻击，还能够抗打印扫描与高斯滤波、维纳滤波、拉

普拉斯滤波、高斯拉普拉斯滤波和均值滤波的组合

攻击，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实用性．

由于在通信传输过程中，图像可能面临更加复

杂的多次打印扫描攻击，每一次的攻击系统传递函

数不同，如图９所示，各打印扫描系统的传递函数取

为犎犽（狌，狏），犽＝１，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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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多次打印扫描图像系统

根据图９可得多次打印扫描通信系统的传递函

数为犎（狌，狏）＝∏犎犽（狌，狏），结合式（１１）可知，

∏
犽

犎犽（狌，狏）·Δ犻（狌，狏）＝

∏
犽

犃犽（狌，狏）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ＤＦ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１４）

式（１４）中，犃犽（狌，狏）为通信系统传递函数的幅

度，狓′＝狓＋∑狓狌（犽），狔′＝狔＋∑狔狏（犽），狓狌（犽）为第

犽个打印扫描系统狌频率方向的相位对应的空域坐

标，狓狏（犽）为第犽个打印扫描系统狏频率方向的相位

对应的空域坐标．由式（１４）可知，多次打印扫描通信

系统对由加性水印信息引起的图像频域变化量进行

调制的大小正比于水印信息与经过多次平移的小波

函数的傅立叶变换系数的卷积．对式（１４）进行整理

后再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可得式（１５）：

ＩＤＦＴ
∏
犽

犎犽（狌，狏）·Δ犻（狌，狏）

∏
犽

犃犽（狌，狏

烄

烆

烌

烎
）

＝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１５）

由式（１５）可知，如果不考虑多次打印扫描系统

传递函数对图像幅度的调制，接收端的小波域含加

性水印图像的空域变化量正比于水印信息与经过多

次平移的小波函数的卷积．

分别运用其他两种不同的打印扫描系统对含加

性水印的打印图像进行二次打印扫描攻击，由于每

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不同，输出图像质量有所差异，如

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含水印图像经过不同系统二次打印扫描之后的图像

对图１０进行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分析，结果如

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图１０的自然对数幅频分布（图中的结果为１－

ｌｏｇ（ａｂｓ（ＦＦＴ２（犳（狓，狔）））），其中，犳（狓，狔）表示

图像，ＦＦＴ２（·）为二维快速傅立叶变换，ａｂｓ（·）

为取幅值运算，ｌｏｇ（·）为自然对数运算）

从图１１中可以看出，虽然经由不同的打印扫描

系统的二次攻击，图像之间的直观表现差异性明显，

但是其自然对数幅频域的特征点分布与原始含水印

图像的幅频域特征点位置相对应．

对图１０所示图像进行剪切攻击，自然对数幅频

域仍存在特征点分布．

根据算法１对图１２所示图片的蓝色分量进行

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嵌入加性水印，根据算法２进行水印

检测，检测成功率为１００％；并随机抽取多幅图片进

行如表４所示的各项攻击测试，均能成功实现水印

的检测．

图１２　用于水印检测的彩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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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非正交的两个非

空子空间变换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含加性水

印图像的特征点．

４４　几何变形后，嵌入加性水印图像的自然对数幅

频域特征分布

４．４．１　实验结果

由于幅频域水印具有较好的抗几何变形攻击能

力，本文推导的关系式（９）将傅频域与小波域联系起

来，有效地解决了小波域加性水印的几何变形敏感

问题．

以Ｈａａｒ小波变换域嵌入０．４倍水印的图像几

何变形之后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点分布为例进行

说明，为了便于观察，将自然对数幅频域分布进行可

视化处理，令图像经过中心频移的二维快速傅立叶

变换为犐＝ｆｆｔｓｈｉｆｔ（ＦＦＴ２（犳（狓，狔））），计算其自然对

数幅度谱为 犃犐＝ｌｏｇ（ａｂｓ（犐）），减去其最小值得

犃犐＝犃犐－犃犐
ｍｉｎ
，进行归一化得犃犐＝犃犐／犃犐

ｍａｘ
，计算

犃犐的补，得犃犐＝１－犃犐．

如果图像发生４５度旋转，犃犐的特征点分布如

图１３所示，特征点发生了旋转，这与幅频域的旋转

不变性一致，由于图像的旋转是插值运算的过程，所

以在旋转的同时犃犐产生了部分比原特征点值小的

局部极值点．含水印图像放大至２倍后，其犃犐特征

点分布如图１４所示，特征点个数增加至原含水印图

像特征点个数的４倍．含水印图像缩小一半后，其

犃犐的特征点分布如图１５所示，特征点个数减少至

原含水印图像特征点个数的四分之一．根据特征点

个数的变化可以确定尺度变换系数．

图１３　图像旋转４５度后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点分布

图１４　图像放大２倍后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点分布

图１５　图像缩小一半后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点分布

将含加性水印图像进行平移后，其自然对数幅

频域的特征点分布也会发生平移，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图像平移后的自然对数幅频域特征点分布

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发生几何变形的小

波域嵌入加性水印的图像可以将自然对数幅频域分

布的特征点作为校正点，无需嵌入其他几何校正模

板进行校正．

４．４．２　插值对特征点分布的影响机理分析

图像的几何变形、尺度变换本质上是插值运算，

插值运算决定了变形和尺度变换后图像的质量，下

面对常见的双线性插值、三次内插等运算对小波域

含加性水印图像傅频域特征分布的影响进行分析．

双线性插值根据像素四邻域进行灰度的估计，

如下所示：犳（狓１，狔１）＝犪·［犳（狓，狔）犳（狓＋１，狔）

犳（狓，狔＋１）犳（狓＋１，狔＋１）］
Ｔ，其中，向量犪＝［αβγη］，

犪的各分量为该像素各邻域值的比例系数，相应地，

变换域嵌入加性水印图像经过几何变形对应的插

值操作后的灰度值为犳
狑（狓１，狔１）＝犪·［犳

狑（狓，狔）

犳
狑（狓＋１，狔）犳

狑（狓，狔＋１）犳
狑（狓＋１，狔＋１）］

Ｔ，由于

犳
狑（狓，狔）＝犳（狓，狔）＋Δ犻（狓，狔），其中

Δ犻（狓，狔）＝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那么犳
狑（狓１，狔１）＝犪·（［犳（狓，狔）犳（狓＋１，狔）犳（狓，狔＋１）

犳（狓＋１，狔＋１）］＋［Δ（狓，狔）Δ（狓＋１，狔）Δ（狓，狔＋１）

Δ（狓＋１，狔＋１）］）
Ｔ＝犳（狓１，狔１）＋犪·犫，其中犫＝

［Δ（狓，狔）Δ（狓＋１，狔）Δ（狓，狔＋１）Δ（狓＋１，狔＋１）］
Ｔ，即

犫＝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１）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１）］

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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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６）说明小波域含加性水印图像经过双线

性插值后的像素值与该点相邻的小波函数值密切相

关，进行傅立叶变换得犉狑（狌１，狏１）＝犉（狌１，狏１）＋

ＤＦＴ（犪·犫），根据傅立叶变换的线性性质得

犉狑（狌１，狏１）＝犉（狌１，狏１）＋犪·ＤＦＴ（犫） （１７）

与双线性插值相比，三次内插法得到的图像质量

更高，一般可以表示为犳（狓１，狔１）＝犃·犅·犆，其中

犃＝［α０β０γ０η０］，犆＝［α１β１γ１η１］
Ｔ，

犅＝

犳（狓－１，狔－１）犳（狓－１，狔）…犳（狓－１，狔＋２）

犳（狓，狔－１） 犳（狓，狔） … 犳（狓，狔＋２）

犳（狓＋１，狔－１）犳（狓＋１，狔）…犳（狓＋１，狔＋２）

犳（狓＋２，狔－１）犳（狓＋２，狔）…犳（狓＋２，狔＋２

熿

燀

燄

燅）

．

含水印图像经过插值后得犳
狑（狓１，狔１）＝犃·犅

狑·犆，

犅狑＝犅＋Δ，其中

Δ＝

Δ（狓－１，狔－１） Δ（狓－１，狔） … Δ（狓－１，狔＋２）

Δ（狓，狔－１） Δ（狓，狔） … Δ（狓，狔＋２）

Δ（狓＋１，狔－１） Δ（狓＋１，狔） … Δ（狓＋１，狔＋２）

Δ（狓＋２，狔－１） Δ（狓＋２，狔） … Δ（狓＋２，狔＋２

熿

燀

燄

燅）

＝
１

　槡犕犖
∑
犿
∑
狀

ω（犿，狀）Ψ，

Ψ＝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１）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 …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２）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１）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 …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狔＋２）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１）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 …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１，狔＋２）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２，狔－１）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２，狔） … ψ

犻

犼犪
，犿，狀
（狓＋２，狔＋２

熿

燀

燄

燅）

．

犳
狑（狓１，狔１）＝犃·（犅＋Δ）·犆＝犳（狓１，狔１）＋犃·

Δ·犆，进行傅立叶变换得犉
狑（狌１，狏１）＝犉（狌１，狏１）＋

ＤＦＴ（犃·Δ·犆），根据傅立叶变换的线性性质，进一

步得

犉狑（狌１，狏１）＝犉（狌１，狏１）＋犃·ＤＦＴ（Δ）·犆 （１８）

根据式（１７）与（１８）可知，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

的图像经过双线性插值、三次内插后，其傅频域分布

为原始图像的傅频域分布与经过水印调制相应邻域

的小波函数傅频域分布的线性叠加．

４５　水印提取结果分析

在Ｈａａｒ小波域高频对角子带系数中嵌入水印

的彩色图像经过打印扫描（打印分辨率为６００ｄｐｉ，

扫描分辨率为３００ｄｐｉ）攻击后，直接运用 Ｈａａｒ小波

的提取结果如图１７（ｂ）所示，运用本文算法的提取

结果如图１７（ｃ）所示．

对图１７（ｃ）阈值化处理后计算与原始水印的相

关系数［３０］犖犆＝∑狑′犻狑犻 ∑狑
２
犻
，其中犻＝１，…，犖，

犖 为像素个数，结果为０．８９３８，高于文献［３０］的

０．８１８５１，本文提取过程不需要原始图像，是盲提取

过程，而文献［３０］则需要原始图像做参考进行提取．

对由算法１嵌入水印的彩色图像进行ＪＰＥＧ压

缩攻击，算法３提取结果如图１８所示；进行高斯噪声

和椒盐噪声攻击，提取结果如图１９、图２０所示．

图１７　原始水印及基于不同小波基的经过打印

扫描攻击彩色图像的水印提取结果

图１８　不同ＪＰＥＧ质量因子压缩后的提取结果

图１９　经历不同高斯噪声攻击的含水印彩色图像的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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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经历不同椒盐噪声攻击的含水印彩色图像提取结果

运用正确解码率，定义如式（１９）所示，对提取结

果进行评价，并与文献［３１］中提出的对灰度半色调

图像进行水印盲提取的ＢＤＰＭＥＤ算法进行比较，

结果如表５所示．

犆犇犚＝
１

犘犙 ∑１犻犘 ∑１犼犙
ＸＮＯＲ（狑犻，犼，狑′犻，犼）（１９）

式（１９）中，狑犻，犼和狑′犻，犼分别表示原始水印和解码水

印，ＸＮＯＲ（）表示同或操作，犘×犙为水印大小．

表５　不同算法的正确解码率比较

本文算法 ＢＤＰＭＥＤ［３１］

图像类型 彩色连续色调 灰度半色调

ＪＰＥＧ（８５） ７２．７８％ ９１．４１％

ＪＰＥＧ（６５） ６６．９２％ ９１．１３％

ＪＰＥＧ（４５） ６６．８０％ ９０．８０％

打印扫描 ７７．３７％ ７８．２６％

高斯噪声０．０１ ７３．７３％ ８６．０８％

高斯噪声０．０２ ７３．２２％ ８１．５７％

高斯噪声０．０３ ７３．７５％ ７７．８６％

高斯噪声０．０４ ７４．６１％ ７３．６３％

高斯噪声０．０５ ７３．８８％ ６９．９５％

椒盐噪声０．０１ ８６．３０％ ８６．７２％

椒盐噪声０．０３ ７６．７１％ ８０．０８％

椒盐噪声０．０５ ７１．６３％ ７４．１２％

椒盐噪声０．０７ ６７．８７％ ７０．４６％

椒盐噪声０．０９ ６７．６０％ ６５．５８％

从表５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噪声更大的情况

下表现出更好的正确解码率．由于彩色图像的压缩

比灰度图像更加复杂，运用本文算法提取的结果低

于文献［３１］中的结果．

与文献［３２］中的ＰＭＥＤＦ算法和文献［３１］中的

ＢＤＰＭＥＤ算法进行比较，二者都是对半色调灰度图

像的抗打印扫描攻击，正确解码率分别为５２．１７％

和７８．２６％，本文对连续色调彩色图像进行打印扫

描攻击，解码率为７７．３７％，与ＢＤＰＭＥＤ算法相当，

但图像视觉质量更高．运用本文算法对经过二次打

印扫描攻击后的图像进行水印盲提取，正确解码率

为７６．０７％．

文献［２２］打印扫描彩色图像盲提取的水印容量

为２００比特，成功提取位数约为１８４比特，该文也明

确指出该文方法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保证图像质

量的同时提高嵌入水印的容量．本文嵌入水印为

４０９６比特，虽然容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但图像质

量与文献［２２］相当，本文打印扫描彩色图像的成功

提取位数约为３１５３比特．文献［２２］２００比特水印在

经历二次打印扫描后正确解码率约为８０％，而本文

４０９６比特水印在经历二次打印扫描攻击后正确解

码率为７６．０７％，具有较好的盲提取结果．如果在嵌

入过程中加入纠错编码方法能进一步提高解码正确

率．综上所述，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算法无需原始图

像和原始水印参考的、具有较好抗强噪声攻击和抗

一次和二次打印扫描攻击的水印盲提取．

５　结　论

本文首先建立了同一信号在内积空间不同非空

子空间变换系数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了相关的性质，

分析了在一个变换域系数中嵌入加性水印对另一个

变换域系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傅立叶变换与

小波变换之间的关联．由于幅频域具有较好的抗几何

变形攻击能力，提出了小波域嵌入加性水印彩色图像

在自然对数幅频域的特征分析算法，虽然检测到的特

征点个数少于抗打印扫描攻击的傅立叶梅林变换域

或傅频域中频区的水印信息比特数，但实际在小波

变换域可嵌入的水印容量更高，且对水印强度敏感

度低，水印嵌入的强度相对容易控制，有效地解决了

小波变换域加性水印的几何变形敏感性问题，为高

容量加性水印的检测与提取奠定了基础．分析了经

过通信系统传递函数调制的加性水印信息引起的图

像频域变化量及其对应的空域变化量和插值运算对

特征点分布的影响．改变小波基进行实验，得到特征

点的分布不严格依赖于小波基；通过压缩、噪声、滤

波、打印扫描（包括改变扫描分辨率）等各项攻击，验

证了特征点的稳健性，提出了相应的水印检测和盲

提取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是有效、可靠的．

致　谢　审稿专家和编辑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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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Ｌｉｕ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３２（４）：２５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全，张乐，张永刚等．基于角点特征的几何同步数字水印

算法．通信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４）：２５３１）

［２０］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ｅｎｇ Ｌａｎ，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ｏｌｏｒ

ｉｍ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３９（９）：９６６９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向阳，孟岚，杨红颖．一种基于多尺度特征的彩色图像数

字水印算法．中国科学Ｆ辑：信息科学，２００９，３９（９）：９６６

９７６）

［２１］ Ｓｕｎ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ｌｏｒ

ｉｍａｇｅｓ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４（１０）：２３８９２３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菁，杨静宇．四元数域彩色图像整体式水印算法．电子与

信息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１０）：２３８９２３９５）

［２２］ ＷａｎｇＤ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丹．四元数傅立叶变换及数字水印算法研究［博士学位论

文］．吉林大学，长春，２０１３）

［２３］ Ｌｉｕ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Ｇａｎｇ，ＨｅＷｅｎＪｕａｎ．Ｂｌｉｎ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ｔｔ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２）：４４２４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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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王映辉，刘刚，何文娟．一种可抵抗几何攻击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ｔ变换域盲水印算法．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２）：

４４２４４７）

［２４］ ＬｏｕＯｕＪｕ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ａｔｔａｃｋ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０，

４７（１）：１１３２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楼偶俊．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特征点的抗几何攻击水印方法．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０，４７（１）：１１３２２０）

［２５］ ＺｈｕＸｉｎＳｈａｎ，ＤｉｎｇＪｉｅ．Ａｎｏｖｅｌ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ｕｓ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５（９）：１９５９１９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新山，丁杰．一种采用随机归一化相关系数调制的量化

水印．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９）：１９５９１９７０）

［２６］ Ｚａｒｅｉａｎ Ｍ，Ｔｏｈｉｄｙｐｏｕｒ Ｈ Ｒ．Ｒｏｂｕｓｔｑｕａｎｔ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ｉｍ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ＩＥＴ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３，７（５）：４３２４４１

［２７］ ＺｈｕＸｉｎ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ＹａｎＭｉ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Ｈｕｉ，ＤｉｎｇＪｉｅ．

Ｒｏｂｕｓｔｄｏｕｂｌｅｄｏｍ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ｆｏｒｂｉｎ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３７（６）：１３５２

１３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新山，陈砚鸣，董宏辉，丁杰．基于双域信息融合的鲁棒

二值文本图像水印．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６）：１３５２１３６４）

［２８］ ＴｉａｎＨｕａＷｅｉ，ＺｈａｏＹａｏ，ＮｉＲｏｎｇ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ＬＤＦＴ

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３（６）：

２１９０２２０１

［２９］ ＺｈａｏＹａｏ，ＮｉＲｏ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ｕＺｈｅｎＦｅｎｇ．Ｒ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ｉｍ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

ｓｈａｐｅ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５５（３）：６５０６６２

［３０］ ＬｉｕＺｈｅｎ，Ｄｉ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ＤＷＴ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９３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真，丁盈盈．一种优化的基于ＤＷＴ的抗打印扫描的数字

水印算法．包装工程，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９３９９）

［３１］ ＸｉｅＫｕｎ，Ｚｈｅｎｇ ＨａｉＨｏｎｇ，Ｚｅ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Ｈａｌｆｔｏｎｅ

ｉｍ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ｌｏｃｋ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ｐａｒｉｔ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ｅｒｒ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１５３

１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琨，郑海红，曾平等．基于奇偶校验的块误差分散半调水

印算法．通信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１５３１６１）

［３２］ ＧｕｏＪＭ，ＰｅｉＳＣ，ＬｅｅＨ．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ｉｎｈａｌｆｔｏｎｅｉｍ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ｙｍａｔｃｈｅｄ ｅｒｒ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１，９１（１）：１２６１３５

犕犃犔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３，Ｐｈ．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ｂｌｉ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ｃ．

犣犎犃犖犌犡犻犪狅犎狌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５６，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ａ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ｔｃ．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ｓａ

ｖｉｔ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ｂｕｔｗａｓ

ｎｏ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ｙｅ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ｒ

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ｏｈｅｌｐ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ｉｓ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ｏｕｔｐｕｔｓｏｆ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ｌｏｔ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ｈａｒ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ｈｉｇｈ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ｏｎｅ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ｎｅｄ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ｉｓｅｖｅｎｈａｒｄｅｒ．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ｎｅｄｃｏｌｏｒ

ｉｍａｇ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ｎｎｏｎｖｏｉｄ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ｉｎ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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