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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多媒体作品通

过互联网等手段被广泛传播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使得数字多

媒体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愈加突显!数字多媒体作品的信息保

护技术越来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数字水印技术作为一种优秀的信息保护技术!利用数字多

媒体作品中存在的信息冗余!在不被感知的情况下!直接将特

定信息嵌入到数字作品中$由于数字水印与作品的内容紧密结

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够在加密等其他版权保护机制失效的情况

下仍然发挥作用$
不被感知性是评价数字水印系统的重要性能指标$为了在

保持水印信号嵌入能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数字水印的不可感

知性!自适应水印的概念被提出$ 其中基于 )*+ 的自适应水印

算法由于其简单%实用及优秀的性能!一直是数字水印技术的

研究热点!水印的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基于 )*+ 的水印算法%,!-($
本文针对传统 )*+ 自适应静态图像水印算法中存在的块

状噪声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 它能够

有效地削弱块状噪声对图像作品造成的失真!从而达到提高嵌

入水印图像品质的目的$

. )*+ 自适应水印算法以及块效应的产生

./$ 自适应水印算法的概念

由于水印嵌入在数字作品中!始终与作品的内容紧密结合

在一起$ 为了保证作品的内容不因数字水印的破坏!就必须保

证数字水印的不可感知性$而为了让数字水印能够起到保护作

品内容的效果!保证嵌入的数字水印有一定的能量也是非常重

要的$ 因此!保证嵌入数字水印能量不变的情况下尽量提高水

印的不可感知性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对人类感知

系统的研究!可以知道人类对于不同特性的内容的敏感程度是

不相同$因此可以在人类敏感程度较低的部分加入较多的数字

水印的能量!而在人类敏感程度较高的部分加入较少的数字水

印能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建立起一个感知模型来

检测人类对水印的可感知度$ 然后!根据这一模型对水印的嵌

入过程进行感知度控制$能够根据感知模型对加入的水印模版

进行相应调整的水印算法就称为自适应水印算法$自适应水印

算法利用了载体内容提供的信息!因而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 二维离散余弦变换与 012345 模型概述

一个 !!! 矩阵 ! 的二维离散余弦变换&)*+’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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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 模型则是一种建立在对应于 <$< 像素块的 )*+ 域

上的人类视觉感知模型 %!!=(#它考虑了以下几个人类视觉感知方

面的内容(
&$’频率灵敏度!即人眼对不同频率分量的敏感度的反应#
&.’亮度掩蔽!即人眼对不同亮度的敏感度的反应#
&’’对比度掩蔽!即某一频率中能量引起该频率变化的可

见性降低对人眼的影响#
通过 012345 模型! 可以估计原始图像提供的环境背景对

一种改进的基于 !"# 的静态图像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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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离散余弦变换’的自适应水印算法因其优异的性能而被广泛地采用# 该文基于 )*+ 的自适应水印技

术!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水印算法# 通过空间交迭的方法!该算法能够削弱传统 )*+ 自适应水印算法的块状噪声!从而提

高图像的品质#

关键词 )*+ 自适应水印 块状噪声 空间交迭

文章编号 %""!&’((%&&!""!’9.&99=!79. 文献标识码 ) 中图分类号 +G’H8/,8

$% &’()*+,- $./*)012’ *3 &’4/, 541,)’4)60%/ 748,- *% !"#
!9 :4% 54%/ "2,% !9 ;04%2*%/

&)FI1J2?F52 4C *4??D5@:12@45 K:@F5:F 15E >5L@5FFJ@5L!MDE15 N5@OFJ3@2P!KQ15LQ1@ #99,’’’
$<81)4=1( RAL4J@2Q? 4C S?1LF 012FJ?1JT@5L U13FE 45 )*+ Q1E VFF5 W@EFAP D3FE VF:1D3F 4C @23 FX:FAAF52
:Q1J1:2FJ@32@:3/R5 @?IJ4OFE IFJ:FI2D1AAP 1E1I2@OF W12FJ?1JT@5L 1AL4J@2Q? V13FE 45 )*+ @3 IJ4I43FE @5 2Q@3 I1IFJ/R
?F2Q4E 4C 3I12@1A 4OFJA1I71EE @3 D2@A@YFE @5 2Q@3 1AL4J@2Q?/S2 :15 JFED:F 2QF VA4:T 54@3F FX@32 @5 2QF 2J1E@2@451A )*+
W12FJ?1JT@5L 1AL4J@2Q? 15E @?IJ4OF 2QF ZD1A@2P 4C 2QF @?1LF/

>,?@*)-8( )*+!IFJ:FI2D1AAP 1E1I2@OF W12FJ?1JT@5L!VA4:T 54@3F!3I12@1A 4OFJA1I71EE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

感知

系数

水印

信息

水印

密钥

嵌
入
过
程

检
测
过
程

原始

图像

感知系

数计算

水印嵌入器
嵌入水印

的图像

水印信息水印检测器
待检测

图像

原始

图像
感知系

数计算 感知

系数

水印

密钥

图 $ 传统的 %&’ 感知水印模型

!(" !)" !*" !+"
图 , 空间交迭的块划分

原始

图像

!"

原始水

印模版

#$

第 % 种空间

划分的分块

%&’ 变换

利用 -(./01
模型计算感

知系数

&’()*% +*%

,’()*%第 % 种空间

划分的分块

%&’ 变换

第 % 种空间

划分的分块

%&’ 逆变换

对应于第 %
种空间划分

得到感知水

印模版 ,-*%

计算对应于第 % 种空间划分得到的感知水印模版

图 2 第 % 个感知水印模版的生成过程

对应于第 % 种空间划分

得到的感知水印模版

,-*%

对应于第 . 种空间划分

得到的感知水印模版

,-*.

原始图像

&"
水印信息

/

归一化

混迭
嵌入水印

的图像

&0

!
333

333

图 4 水印的综合与嵌入

嵌入水印的容纳程度#即可以计算得出感知系数 +$ 对于图像

中的一个 5$5 的分块#有%

+!/#1"67(89).!/#1"# 2(!/#1"
"3:
).!/#1"

"32
;#

$"/"5#$"1"5
其 中 ).!/#1"6) !/#1" !3( !"#$"<4=#="=3!4># 而 ) !/#1"#?"

/"5#?"1"5 是对应于 -(./01 模型定义的频率敏 感 度 表 的

一系列参数值#4=#= 则是整个图像中各块 %& 系数的平均值或

一个代表图像预期强度的常数$

,32 传统 %&’ 自适应水印算法产生的块效应

在传统 %&’ 自适应水印算法中# 一般都将图像进行空间

相互不重叠的 5$5 分块#分别进行 %&’ 变换#然后在此基础上

求取感知水印 @4A!B$ 如图 ? 所示$

这种基于空间互不重叠的块信息设计的水印算法就必然

造成对块边缘可感知度估计的缺失@!B$ 这样的自适应水印算法

在水印嵌入强度较低的时候效果是不错的#但是随着水印嵌入

强度的增大#往往容易在嵌入水印的图像中出现可察觉的块状

噪声$ 在相邻且可感知性估计值相差较大的两个块的边缘#这

种块状噪声造成的图像失真尤其明显$这种块状噪声是由分块

算法本身的不足造成的$因此#想要削弱这种块状噪声#就必须

对已有的水印算法进行改进$

2 改进后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

为了削弱传统 %&’ 自适应水印算法中块状噪声# 减少嵌

入水印后图像品质的下降#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 自适

应水印算法$

23? 空间交迭的块划分

块状噪声的作用体现在以块划分的空间域上$为了削弱这

种空间域上的块状噪声#可以采用空间重复划分的方法$ 在改

进的新算法中# 对 %&’ 自适应水印算法中的块划分进行了重

新设计$对于同样一幅图像#可以通过移动切割框架的方法#得

到不同的 5$5 块划分$
以一个 ,4$,4 的图像块为例# 如果框架移动步长为 4#可

以得到如图 , 所示的 4 种不同的 5$5 块分割方法!图像边缘处

的块如果不足 5$5#可以用扩充的方法补足"%

当框架移动步长为 5 的时候# 通过移动切割框架的方法#

可以有 .6 1
5# $

,

种方法对图像进行 1!1 的块划分$对于一幅图

像的 5$5 块划分最多有 !4 种可能$ 这些对图像的不同划分在

空间上是相互交迭的$

23, 分别求取在不同块划分时的 %&’ 感知水印

完成空间交迭的块划分后# 分别根据对原始图像 !" 不同

的 . 种块划分结果进行 %&’ 变换# 继而分别求取感知水印模

板$ 其具体步骤如图 2 所示$

图中#?"%".$
232 得到最终感知水印模版并进行嵌入

得了根据不同的块划分而得到的 C 种不同的水印模版#就

可以综合得到最终的感知模版并将其嵌入原始图像中$ 如图 4
所示$

最终得到的嵌入水印的图像 !06!"7!/
8

! %6?
!,-*8# 其中 !

为嵌入强度$
对于单独的任何第种空间划分得到的感知水印模版#都仍

然存在块效应# 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划分是相互交迭的#
所以综合这个感知水印模版#就能相互抵消削弱块状噪声的干

扰#从而抑制块状噪声对嵌入水印图像品质的破坏$

234 水印的检测

改进后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的水印检测过程与一般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的检测过程相同#可以用求得的感知水印

模板同疑似带有水印的图像进行相关检测#唯一的区别在于必

须与嵌入水印时一样使用空间交迭的方法求取感知水印模版$

4 试验结果及结论

试验中使用 ,D!$,D! 的 EF1( 图像!如图 D 所示"作为原始

!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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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原始图像

图 ! 用传统 %&’ 自适应水印

算法得到的水印图像

图 ( 用传统 %&’ 自适应

水印算法得到的水印

图 ) 用改进的 %&’ 自适应水印

算法得到的水印图像

图 * 用改进的 %&’ 自适应

水印算法得到的水印

!上接 (( 页"
图像# 采用任意生成的伪随机序列作为原始水印模版# 在保证

嵌入水印能量相等的情况下分别用传统的 %&’ 自适应水印算

法和改进后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得到嵌入水印的图像作品

进行比较#

嵌入水印能量与原始图像能量比为 +,-$- 时两种方法得到

的嵌入水印后的图像及对应嵌入的水印如图 !.图 * 所示#

可以看出$ 传统 %&’ 自适应水印算法得到的水印图像作

品出现了明显的块状噪声$ 而改进后的 %&’ 自适应水印算法

抑制了块状噪声$ 得到了效果比传统 %&’ 自适应算法更好的

水印图像# 从两种方法嵌入水印的对比可以很容易看出$传统

的 %&’ 自适应水印虽然能根据不同块的内容调整嵌入水印的

强度$但是由于是基于空间不重叠的块划分的$所以水印在块

与块之间的不连续非常明显# 而改进后的 %&’ 自适应水印由

于基于空间交迭的块划分$ 改变了这种不连续# 所以用传统

%&’ 水印算法得到的嵌入水印的图像的物体边缘部分$失真非

常明显$而改进的 %&’ 水印算法则很好地改变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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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 W=\ &7@D73=36 的存储矩阵

从 表 N 看 出$ 分 析 _’/R 树 后 得 到 了 O 个 W=\ &7@D7%
3=36$每个 W=\ &7@D73=36 对应一个索引值和多个属性$这些

索引值和属性就是用来抽取相应 W=\ &7@D73=36 以构建个性

化门户的依据# 当页面变化时$这些数据还将被提取出来进行

比较和更新#

P 相关问题

对于所有的门户网站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页面的内

容或结构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页面内容的变化$本文所提出

的方法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页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就要根据具

体的情况区别对待$例如重新运行本算法或其他的调整方法#
实现跟踪用户操作信息的技术之一是在程序中嵌入脚本

语言!例如 ;1I1SC29D6 等"$然后使用 bD16F 表达式来跟踪 记 录

用户在某一页面中点击的 W=\ &7@D73=36 区域的属性# 当用

户再次登录的时候$系统自动根据已经存储的 bD16F 表达式来

提取用户所需要的 W=\ &7@D73=36#

$ 结束语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用户要求的提高$ 用户需要高速的

网络传输和便捷的操作# 为了满足用户需要$提高网络传输效率

$减少延迟$同时也为了适应 S@126 VF73=$V7CA=6 V& 等一系列

小屏幕移动设备的高效浏览要求$ 本文的页面分解算法使得构

建个性化的页面成为可能, 相信随着页面分解技术的完善以及

页面格式的规范化$将来实现页面分解技术将会容易得多# 本文

所采用的 W=\ &7@D73=36 定义和提取精度在实际测试中对一

些复杂页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语义

的 W=\ &7@D73=36 定义与提取方法# !收稿日期%N++$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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