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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过去 %" 年中，数字水印技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应运

而生、蓬勃发展。数字水印技术主要分为空间域水印和变换域

水印两种。变换域水印由于其较好的鲁棒性，越来越受世人瞩

目。作为 &’()!""" 标准的小波变换，由于充分满足渐进传输、

低比特率传输、以及分辨率和质量的可调整性、抗错性和特定

区域（*+,）编码等新的需求，使得基于小波变换的水印方案具

有优异的性能，也更有吸引力。

小波水印的算法主要根据小波分解后产生的近似子带和

细节子带系数的不同，确定水印嵌入的不同位置，大体分为低

频域水印和高频域水印算法。低频域水印算法主要考虑近似子

带系数能量大，经过一般的信号处理后，仍能很好保留的特点，

嵌入一定强度的水印，达到不影响原图视觉质量的效果。高频

域水印算法利用人眼的视觉特性（-./），在细节子带的边缘和

纹理处系数较大，嵌入水印信息后，人眼对图象的变化不敏感。

此类算法配合自适应思想，可提高水印的鲁棒性。按照这两种

思路，该文就小波水印的特点、基本算法、试验鲁棒性的结果等

进行综述，提出小波域水印技术的发展方向。

! 小波域水印的特点

小波变换将信号分解成为高频和低频两部分。信号的大部

分能量集中在低频部分，多级小波分解是将低频部分继续分解

为低频和高频两部分，递归完成。

二维小波的分解结构如图 % 所示，!!" 代表 " 级小波分解

垂直、水平方向的低频分量，被称为近似子带。#!" 代表 " 级小

波分解垂直方向高频、水平方向的低频分量，依次类推，被称为

细节子带。

图 % 二维信号小波分解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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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波变换以其良好的空频特性，及与图象编码标准 &’()!""" 的兼容性，使得小波域水印更具鲁棒性，以及更

大的嵌入容量。该文将展示多种利用小波变换进行扩频的水印算法，阐述如何运用小波图象压缩中的多尺度概念嵌入、

检测水印。此外该文对小波域水印算法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出各类水印算法的特性，并提出小波域水印算法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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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领域，可保证在 &’()!""" 有损压缩下图象中的重要信息不

会被去除，因而可能实现在压缩域中直接嵌入水印。

小波变换的优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空*频的局部化。图象经小波变换后，空域上表示图象

边缘和纹理的部分，反映到频域上对应细节子带的大系数。由

于人眼对边缘和纹理部分的改变不敏感，所以可在图象小波分

解后细节子带的大系数上嵌入水印。

（!）多尺度表示。小波变化的多尺度特性应用在图象多级

分解上，表现为细节子带同方向上图象具有相似性和固定的对

应关系，这对水印的嵌入及连续解码都很重要。如图 % 所示，从

不重要的高分解层节点，可以找到同方向低分解层的不重要节

点，从而产生一棵零树，即零树小波（(+,）的原理。小波零树水

印算法通过与选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大于阈值的系数为重要系

数。在高分解层上确定重要系数为父节点，递归找到低分解层

的倍增数量的子节点，从而筛选出水印嵌入点。

（-）线性复杂度低：小波变换的线性复杂度为 !（"），相比

./0 的复杂度为 !（"$123"）（" 为变换信号的长度）要小得多。

- 小波域水印算法

在过去的 4 年中，水印研究者提出了大量基于数字小波的

水印方案 5%678。该文对小波域水印算法的水印结构、嵌入方法和

检测方法进行分析总结，阐述小波水印算法的共性问题。

-$% 水印结构

水印信息一般分为无意义水印和有意义水印。无意义水印

大多采用伪随机信号作为水印，伪随机信号可用伪随机噪声的

扩频序列来产生。如一般算法 59，%"8采用符合（"，%）正态分布的高

斯噪声作为水印，这是由于高斯分布的伪随机序列与其他等长

的随机序列相比，检测过程的相关值计算中，具有更大的相关

系数，体现出更好的鲁棒性。为增加水印信息的鲁棒性和安全

性，还可以对水印进行一些编码处理，以增加其容错性。如 :;<5-8

运用高斯随机分布水印有利于水印的不可见性及鲁棒性的原

理，应用 =2>*?@11AB 变换将均匀分布的序列转换为高斯分布

序列作为水印。CABDEDFAG5%!8在二维多脉冲调制水印中，提出运

用 # 长度的正交序列与隐藏信息线性组合形成水印的方法。刘

瑞祯 5%#8认为水印若与原图内容无关，会对水印算法的安全性和

鲁棒性不利，从而提出水印与原始图象的特征向量正交，形成

基于图象内容的数字水印模型。这些水印模型的建立方法，不

同程度上克服了一般统计特征的数字水印易受非线性变换方

法攻击的缺点。此外目前也有人将通信系统中的纠错编码应用

于水印的构造过程中，如 H/C 编码、链接码、涡轮码等。

有意义水印在版权证明上较无意义水印更具有直观性和

可验证性。有意义水印包括徽章、标志和二进制小图象等。如

:@DF@B5%8的图象融合水印方法就是将一个较小的标志作为水印，

嵌入到原图。一些水印嵌入之前，通过量化 I 替换等纠错编码产

生加密水印，以增加水印模型的鲁棒性。如 0JAKAB;F2@5%%8针对多

数水印对几何变换相对敏感的缺点，提出空间自相似的概念，

产生圆点对称的水印。这种水印构成方法在抗击剪切、缩放等

几何变形攻击时，可减小查找水印的范围和复杂度，提高检测

效率。

水印模型的好坏，影响嵌入水印后图象的视觉效果，视觉

质量的量度方法可通过嵌入图象的 ’LMH（峰值信噪比）计算；

检测水印时的 (=H（误码率）用来 反 映 水 印 嵌 入 、检 测 算 法 的

准确性，具有纠错能力的水印可减小 (=H，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 嵌入方法

小波水印的嵌入流程如图 ! 所示，水印嵌入一般采用可加

性模型，嵌入公式 5%"8为：

$
%
&
$（%N!’）$()

$ 其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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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水印。

水印嵌入的位置主要为小波分解后的低频域和高频域，对

应近似子带和细节子带。下面按低频子带和高频子带分类，对

小波域水印算法做一个总结。

图 ! 小波水印嵌入流程

-$!$% 低频子带水印嵌入方法

该方法是针对原图小波分解后近似子带的系数进行水印

嵌入。近似子带代表图象中平坦的部分，具有较高的感觉容量，

嵌入水印的鲁棒性强。该类方法对高频滤波、有损压缩都有较

好的抗攻击性。但同时正因为低频分量直接影响着图象的质

量，水印嵌入容量过大会直接影响图象的视觉效果。以下举出

几个典型的低频域水印算法进行说明。

（%）盲水印算法

盲水印是指水印检测时，不需原图及其他参考信息，故盲

水印的嵌入算法也最复杂，与之相关的文章较非盲水印文章要

少。但作为公开水印，盲水印的法庭证据效果较好，具有很大的

研究前景。如 O;A5P8的一种基于低频子带嵌入的盲水印算法，其

通过一个不重叠的 -Q% 大小的滑动窗，对小波分解的整个低频

系数进行扫描，对连续的 - 个系数进行排序，对最小值，最大值

之间的长度进行 * 段分割，中间值根据水印值进行量化。其盲

水印提取在 &’() 压缩率较大的情况下，检测效果不大理想，

主要原因是，未对小波系数进行筛选，部分系数受压缩影响大，

因而提高了误码率。

（!）自适应的半盲水印算法

自适应的半盲水印算法研究结果较多，采取自适应的方式

选择嵌入位置，水印嵌入后的视觉效果及检测效率较盲水印要

高，具体的算法如：

:;<5-8按层自适应的方法，在近似子带和细节子带中，同时

嵌入符合高斯随机分布的水印。其算法是由近似子带到高分解

层的细节子带、再到低分解层的细节子带按阈值进行系数筛

选，之后将水印嵌入到大于阈值的系数中。不同层的阈值不同，

自适应产生，不同层嵌入的水印强度因子也不同，大系数层的

水印强度因子小，小系数层的水印强度因子大，合理地控制嵌

入强度，保证了嵌入水印的不可见性。因为有大量低频系数，所

以对压缩、滤波的抗攻击能力强，但对噪声的抗攻击能力较弱。

黄达人 5%48等提出的水印算法也应用自适应的思 想 对 嵌 入

系数进行了筛选，首先在小波图象的低频系数中嵌入水印，若

水印未完全嵌入，有剩余水印再按小波图象频带重要性的排序

嵌入高频带，该算法还指出，水印嵌入到小波低频系数和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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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需要用不同的嵌入策略。

&$!$! 高频子带水印嵌入方法

小波分解中低频子带系数的大小大致相同，高频子带的系

数遵从拉氏函数分布，大部分系数为 "，只有少数代表边缘 和

高质地的峰值系数包含较大的能量。为了可靠地在细节子带中

嵌入水印，可只选择足够大的系数，也可对水印强度加权，使之

在重要系数中嵌入更多的能量，嵌入强度一般取决于分解层

数、子带方向及能量。

因为高频域信息易受低通滤波和 ’()* 压缩的攻击，为提

高高频域水印算法的鲁棒性，经常采用自适应的方法，来提高

该类算法的抗攻击能力。该文总结了几类典型的高频域小波自

适应算法，并进行了详细阐述。

（%）阈值设定法

该类算法通过设定阈值，将高频域系数与阈值做比较，选

择能量大的系数进行水印嵌入。如 +,-./012的阈值为：

!
"

# 3456
$

"

#

!! " （!）

$
"

# ：子带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值，#：分解层，"：分解方向。

其采用嵌入零树小波的方法，将最高分解层的小波系数与

给定阈值进行比较，如果小于阈值的系数则被认为是不重要系

数，作为父节点（或根节点），其同方向的较低分解层的系数也

被认为是不重要系数，作为子节点，从而形成一棵零树。零树树

根被编码为特殊字符，以标识整个零树。零树是图象压缩中易

被去除的位置，故不进行水印嵌入，反之，在重要系数构成的父

节点及相应子孙节点上嵌入水印。

7+80%&2与孟兵0%92采用 : ; < 双正交小波的量化因子作阈值。对

& 级小波分解的各层、各方向都进行阈值设定，不同位置的小

波系数与相应位置的阈值做比较，筛选出大系数嵌入水印，自

适应地产生嵌入水印的长度和嵌入强度。

阈值设定法，是通过明确的阈值来判定重要系数，阈值的

设定自适应产生。

（!）应用 =>? 的方法

该方法利用人眼的视觉特征，来选择嵌入位置点及嵌入的

水印强度。如 @5A,B0!2等根据 =>? 中的纹理和亮度特征，将伪随

机序列作为水印，逐点对一级小波分解的细节子带中所有系数

嵌入水印。采取根据各象素点的视觉差异，对嵌入水印权值进

行限定的方法。主要考虑的视觉因素有：象素点位于小波分解

子带的位置、象素点的亮度和象素周围的纹理情况。因为是对

第一层小波系数进行修改，嵌入水印后的图象与原图差异不

大，因而受滤波、压缩攻击的影响会较大。

该方法利用人眼视觉特征，反映在小波系数上，即能量大

的边缘、纹理相应系数嵌入较大能量的水印信息。

（&）量化方法

该类方法一般是对小波分解后的三个方向的高频系数比

较后，中间值量化的方法。如 C.,D.A0%2对原图的同一尺度层细

节子带的三个被选中系数进行排序，根据嵌入值为 " 或为 %，

对中间系数进行量化。因为 C.,D.A 的算法是对细节子带系数

未经筛选地嵌入水印，所以属于盲水印范畴。但同时存在细节

子带部分系数值太小，或为 " 的情况，使得量化间隔太小或为

"，无法正确嵌入水印，造成水印提取准确率低，抗攻击能力差。

该方法的水印嵌入过程，实际也是一种自适应地选择嵌入

位置的过程，通过三个系数的比较，找出合适的嵌入位置。

总结高频域水印嵌入算法，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抗 ’()*
有损压缩和低通滤波的能力问题。因为这两种图象处理去除了

一些高频信号，嵌入高频信息中的水印会被同时去除掉。因此

嵌入系数的选择若经过精心处理，水印的提取或检测准确率相

应会大大提高。另一面，这类水印较低频子带水印嵌入模型的

优点在于，其较好的抗噪声、抗切割等几何变形攻击的能力。

&$& 检测方法

&$&$% 水印检测分类

小波水印的检测流程如图 & 所示，根据水印检测的要求，

水印分为非盲水印（私有水印）、半盲水印和盲水印（公开水印）。

图 & 小波水印检测流程

非盲水印嵌入通常采用加性水印嵌入（如公式（%））。水印

提取时，采用嵌入的逆过程：

%&’ %
!

（(&
( )%） （&）

(&：待检测图象点，(：原图象点。

非盲水印的检测需要原图的参与。

半盲水印的检测过程不需要原图，但需一些参考信息。一

般的自适应水印属于这一类型，此类算法需要通过阈值来筛选

嵌入水印的位置，往往生成一个定位水印位置的 " ; % 矩阵，%：

代表嵌入，"：代表未嵌入（如0%&2）；或产生一个一维序列，记录

嵌入位置的坐标。

盲水印检测是水印检测的最高境界。检测过程不需原图或

参 考 信 息 ，它 灵 活 ，但 算 法 较 复 杂 。 如 EB/0F2的 低 频 域 水 印 和

C.,D.A0%2的高频域水印，通常是对整个低频或高频小波子带进

行水印嵌入。

&$&$! 相关性计算

根据水印结构和嵌入算法的不同，检测的结果也不同。若

嵌入水印为有意义图象，常恢复出与嵌入图象相似的有意义图

象。若嵌入水印为随机序列，常将提取水印与嵌入水印进行相

关性计算，结果与阈值做比较，来检测水印是否存在。根据相关

值计算中是否需要提取水印，可分为需提取水印和不需提取水

印两种。

需提取水印的相关值公式有：

*+,%（%，%&）’ %&·%
!%&!!

*+,%G% （#）

或 *+,!（%，%&）’
#%（-）%&（-）

#%
!
（-）$ #%&

!
（-）$

"H*+,!H% （1）

不需提取水印的相关值计算是通过检测图象与原水印进

行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0，1）2（+） （9）

(&#，/：# 层 / 方向图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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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该节应用小波水印的低频域、高频域嵌入算法，比较嵌入

水印图象与原图的差异。在低频域的水印嵌入中，因为低频系

数普遍较大，嵌入位置的选择多在图象的平坦处，水印嵌入后

的图象与原图的差值 （如图 # 所示），从视觉感知上无特定含

义。在高频域的水印嵌入，差值体现在图象边缘的系数变化（如

图 & 所示），这与高频信息反映图象的边缘、纹理信息的概念是

吻合的。

图 # ’(( 方法嵌入水印图及嵌入图与原图的差

（低频子带嵌入方法，)*+,-#.$%"）

图 & /0+10, 方法嵌入水印图及嵌入图与原图的差

（高频子带嵌入方法，)*+,-#2$&3）

在水印的检测过程中，为比较不同水印算法的检测结果，

笔者计算嵌入和提取水印的正态相关性。如图 . 所示，用峰值

信 噪 比 4567 来 反 映 图 象 在 ’489 下 的 失 真 ，4567 越 低 的 情

况下，检测相关性值越差。同样的 4567 下，不同的算法比较，

相关值越大，鲁棒性越好。

图 . 各类水印算法的检测比较

笔 者 分 析 比 较 了 一 些 著 名 的 盲 和 非 盲 水 印 。 其 中 包 括

:;+<=3>的高频子带盲水印算 法 、?@0=A>、BC;=.>的 高 频 子 带 非 盲 水

印算法、D+(0E=&>的小波零树水印算法，还 引 用 了 典 型 的 F(G 的

HFI 水印算法做参考。大部分算法在水印检测时，对图象压缩

都有一定的鲁棒性；在 4567 较高的情况下，这几个算法都表

现出高的相关值；在压缩比率增加，视觉质量变差的情况下，

BC; 的高频系数水印嵌入由于未进行系数筛选，抗有损压缩能

力不够理想；D+(0E 的嵌入算法具有同步问题，在较高失真层有

尖锐下降；:;+< 通过多阈值小 波 编 码 （JI:F）选 择 水 印 嵌 入

过程中的重要系数，并自适应地调整水印强度，因而该算法的

抗攻击性较强；?@0 的水印嵌入公式沿用 F(G 的方法，嵌入位

置是小波的高频域，同 F(G 的算法相比，提取效果要好得多，从

而证明小波水印的优越性。

& 展望

数字水印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蓬勃

的发展，小波技术应用于水印研究，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基

于小波水印的鲁棒性、安全性、抗攻击性的研究，多媒体水印及

其与加密技术和网络应用的结合，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从现

有技术和需求分析，未来的小波域水印研究热点为：

（%）小波类型及分解级数的选择。前文中阐述了小波高频

域、低频域水印的不同特点及利弊，研究小波域水印的嵌入位

置及方法，关键要保证水印的不可见性、鲁棒性和安全性。小波

域水印的嵌入效果与选择的小波基和小波分解层数有着密切

关系，通过小波分解后的系数分析，找到合适的嵌入位置和嵌

入强度，有利于水印嵌入后的视觉质量和减小检测过程的误

码率。

（!）水印系统模型的研究。过去的水印研究中，基于统计特

征的数字水印易受非线性变换的影响。为了提高水印检测中的

纠错能力，可利用现代通信原理，将水印的嵌入等价为一个通

信模型，采用信道编码的方法来降低嵌入水印的检测误码率。

各种攻击具有不同的特性，所引起的水印检测误码率也不同。

如何根据不同攻击的特性，将其等效为通信理论中的问题，并

应用相应的通信技术提高水印检测时的正确率，是未来研究的

一个重要课题。

（2）基于 KL5 小波自适应算法的研究。小波变换充分反映

了人眼的视觉特性，应用于水印技术（如基于边界信息的数字

水印技术等），产生了基于 KL5 的自适应算法，经验证表明其

不可见性和鲁棒性，较未经小波系数筛选的算法要好，因而选

择阈值构造符合 KL5 的自适应算法是未来水印的研究方向。

（#）现有图象水印算法向多媒体领域的移植。现有的小波

域水印算法多集中在图象水印研究，基于视频、音频、动画等领

域的水印还较欠缺。现有水印算法向多媒体领域的移植，将是

今后的发展方向。（收稿日期：!""#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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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试题的自动生成与自动评卷

网上考试是该系统的一个特色，以下是实现网上考试的部

分算法。

试题随机生成算法：

FA‘-eiA)-)H9j7*6< 9)A9 +1)*) H63*A)>,<)e!kH63*A)k!,>. .=77=He!
k.=77=H3-95k!i

h h 根据用户选择的课程名称和试题难度生成查询子句

*A$6G)> FA‘- H6>>，X，X
76* !e" 96 *H63>9 h h 针对用户提出题目数量要求进行选择

F,**,5（!）e!l%
*,>.6<=N)（）h h 调用随机选取算法

>)W9
*A$3G.,9)
*A$<64)>)W9
A)9 *AeH6>>$FW)H39)（FA‘-）
*A$H-6A)
自动评卷算法：

A)9 H6>>eA)*4)*$H*),9)6Pg)H9（i,.6.P$H6>>)H9=6>i）
H6>>$6G)>i.,9,A63*H)i
76* = e" 96 *H63>9
A‘-eiA)-)H9 ,>A+)*H6>9)>9 7*6< 9)A9 +1)*) 9)A9>6e!k,**,5（<）ki!
AH6*)e"
=7 ,>A+)*e*A（i,>A+)*H6>9)>9i）91)>
AH6*)e*A（i9)A9<,*?i）
)>. =7 h h 查询试题答案

*A$<64)>)W9
AH6*)eAH6*)l*A（i9)A9<,*?i）h h 生成考试成绩

*)AG6>A)$+*=9)i你的成绩：!kAH6*)ki!
A9*A‘-ei=>A)*9 =>96 9)A9 @*,.) *)H6*.（A.9>6，A.9>,<)，H63*A)>,<)，

@*,.)）4,-3)A （!kA.9>6k!，!kA.9>,<)k!，!kH63*A)>,<)k!，AH6*)）i h h 成
绩写入成绩表

>)W9
*A$H-6A)

L 结束语

该系统发挥了网络教学的特点和传统教学的特点，并将二

者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为用户提供灵活的开发环境。用户使用

该系统能够灵活定制适合该课程的网络教学系统，通过该工具

生成的网络教学系统，不仅能够完成远程网络教学的功能，而

且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是教学内容和教学

手段较好的协调和统一。（收稿日期：!""X 年 K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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