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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面复杂度分割 (BPCS)密写法将复杂度较高的位平 面小块用秘密信息替换 ，可以嵌入较多 的秘密信息并 

维持较好的隐蔽性 ，但含密 图像 的位平面小块复杂度直方图中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连续点．据此 ，提出了针对 BPCS密 

写的分析方法，由复杂度直方图的不连续性可以判断秘密信息的存在性，并确定秘密信息块的复杂度范围，准确测 

算秘密信息嵌入量．这种分析方法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变换域位面复杂度分割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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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Against Spatial BPCS SteganOgraphy 

Zhang Xinpeng W ang Shuozhong 

(School of Cornrn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 

Abstract Bit—plane complexity segmentation (BPCS)steganography replaces bit—plane blocks of high 

complexity with secret data，providing large embedding capacity and good imperceptibility．By constructing 

a histogram of bit—plane block complexity，however，a security flaw in the BPCS method is revealed．Two 

striking discontinuities in the complexity histogram unambiguously announce the presence of BPCS—based 

hidden information．Furthermore，the complexity criterion used in data embedding can be estimated quite 

accurately，leading tO a goo d estimation of the embedding capacity．The steganalytic techniqu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qually effective against BPCS steganogrphy both in the spatial(tempora1)domain and in the 

transf0rm d0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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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密写是信息隐藏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 目的是 

将信息秘密 、安全地发送出去而不引起第三方的怀 

疑．作为密写的对抗技术，密写分析 的 目的则是检 

测多媒体载体中敌对秘密信息的存在性，它所面对 

的是数量巨大的可疑对象 以及复杂多变的密写技 

术．因此 ，目前对密写分析的研究 主要是针对特定 

密写技术的．如果在不知密钥的情况下能够对已有 

的主要密写技术分别实施成功的分析 ，就能挫败大 

量的敌对密写行为．预计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这 

仍将是密写分析研究 的主流．迄今 为止 ，已出现 了 

针对不 同载体类型、不 同密写算 法 的多种分 析方 

法l20j．在实际应用中，并不要求分析者提取 出具体 

的传送内容，只要能够确认载体数据 中含有秘密信 

息 ，密写分析即告成功 ，信道监控者可以藉此中止密 

写方和接收方的通信或追查秘密信息来源． 

收稿 日期 ：2004 02 10：修回日期 ：2004 04 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372090)；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 目(04JC1403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626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05正 

最低 比特位(Least Significant Bit，LSB)密写法 

是出现较早的一种时／空域密写技术_4 J．其实现比较 

容易，隐藏时用秘密信息直接替换载体数据最不重 

要的比特位 。提取秘密信息时将最低比特位取出即 

可．目前已有几种分析方法可以有效攻击 LSB密 

写 ，包括利 用各 图像块 的正则性 和奇异性 的 RS 

(Regular Singular)方法l5j、利用载体数据直方图特 
’ 

性的 ‘统计法_6 J、利用相邻像素穿越不同平 面簇 

频率的 GPC(Gray—Level Plane Crossing)方法 ／̈ 等． 

对 LSB方法进行合理的改进 可以使安全性大大提 

高 ，有效抵抗这些分析方法_8 J． 

位 平 面 复 杂 度 分 割 (Bit—Plane Complexity 

Segmentation，BPCS)密写是 LSB方法的发展 ，性能 

优于简单的 LSB方法．其主旨是将载体数据的多个 

位平面都分成固定大小的小块 ，由于人的感觉器官 

对那些变化剧烈、复杂度较高的位面小块 比较不敏 

感 ，所以用这些位面小块来负载秘密信息l1 ．这种 

方法顾及了人的视觉特性 ，因此有较好的隐蔽性；另 

外 ，秘密信息可以加 载在多个位平面，所 以比 LSB 

方法有更大的嵌入量．BPCS密写最初被直接应用 

于静止图像的空间域，随后该方法 的提出者又将其 

应用于小波压缩域_l J，根据 BPCS密写的原理还 

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密写方法ll ．本文设计了针对空 

域 BPCS的密写分析法，应用这种方法不但能检测出 

秘密信息的存在性，而且可以准确地估计秘密信息嵌 

入量 ，这种分析法也可推广到变换域 BPCS密写． 

2 BPCS密写 

无论应 用于时空域还是 应用 于小波压 缩域 ， 

BPCS的原理和嵌入方法都是相同的，仅仅是 位平 

面的意义有所 区别，下面主要考虑将 BPCS方法应 

用于静止图像空间域的情况． 

BPCS密写方法 如下 ： 

Step1．先将载体图像的所有 位平面分成相同大小的小 

块 ，如 8×8． 

Step2．计算每个小块的复杂度，其定义为所有相邻像素 

对中取值不同(即一个为 0，另一个为 1)的像素对数 目．复杂 

度的最大可能值记为 C⋯ ．如果位面小块的大小为 8×8，那 

么复杂度的取值范围就是 0和 112之间的整数．当位平面小 

块为全 0或全 1时，复杂度取 为最小值 0；而当位平面小块为 

如图 1所示棋盘状时 ，复杂度取为最大值 C ，即 112． 

Step3．将复杂度大于 a·C 的位面小块用于负载秘密 

信息 ，这里 a是系统参数，其值要小于 0．5，例 如取 a=0．4， 

a 取得越小可以嵌入的秘密信息量就越多． 

图 1 棋 盘状 小 块 ：白格代 表 1；黑格 代 表 0 

Step4．由秘密信息组成位面小块 ，如果其复杂度大于 a 

· C mx，直接替换原位面小块 ；否则要作共轭处理，就是将秘密 

信息组成的位面小块与棋盘状小块作异或生成新的小块．设 

共轭处理前 的复杂度 为 r，那 么共轭处 理后 的复杂度 必为 

C⋯ 一c．因为 a<0．5，所以新小块 的复杂度 一定大 于 a· 

C⋯ ．共轭处理后 ，用新的小块替换原始数据的位面小块． 

Step5．记录下来哪些小块是经过共轭处理的 ，将这部分 

信息也嵌入到载体数据 中．这些额 外信息的嵌入 不能影响 

已经嵌入的秘密 信息 ，并 且要能 够正确 提取 ．例 如可 以用 

LSB 方 法 或 量 化 索 引 调 制 方 法 (Quantization Index 

Modulation，QIM)方法l1 将这些额外的信 息隐藏在预先划 

定的区域． 

接收方的提取过程很简单 ：将载体数据中所有 

复杂度 大于 a·C 的位 面小 块取 出；再 提取 出 

Step5中额外嵌入 的信息，确定 哪些小块经 过了共 

轭处理．将经过共轭处理的小块与棋盘状小块作异 

或便可恢复出秘密信息． 

在静止图像的空间域应用 BPCS方法时往往不 

采用二进制形式划分位平面，而是采用循环码划分 

位平面．设一个数字的二进制形式为(BN一1 BN一2⋯ 

B1 Bo)，循环码形式为(GN—I GN一2⋯ G1 Go)，它们 

可以按照如下规则互相转换 

GN一1= BN一1，GN一2= BN一1 BN一2， 

GN一3： BN一2 BN一3，⋯ ，G0= B1 B0； 

BN一1 GN一1，BN一2= BN—I GN一2， 

BN一3： BN一2 GN一3，·一，B0 = B1 G0． 

其中，符号 表示异或运算．表 1给出了数字 0～7 

的二进制码和循环码．如果用二进制形式划分位平 

面，会有许多小块 的复杂度大于 0．5C ，而 BPCS 

密写又要求 a<0．5，所 以密写会引起较大的失真． 

而应用循环码划分位平面可以使绝大多数小块的复 

杂度在 0．5C 以下，因而可方便地设置 a值来调 

节信息的隐蔽性和嵌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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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 O～7的二进制码和循环码 

十进制 二进制 循环码 

3 BPCS密写分析 

首先讨论 BPCS密写行为．我们对原始 图像所 

有位面小块 的复杂度进 行统计 ，将其直方 图记 为 

ho(C)，(0≤c≤C )．由于图像相邻像素之间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而且位平面越高相邻比特之间的相 

关性就越强，故h (C)通常集 中于 C值较低的一侧． 

又因为 h (c)是对不同位平面许多小块进行统计的 

结果，所以连续性较好．图 2所示为根据 512 X 512 

的标准灰度图像 Man按 8 X 8分块得到的复杂度直 

方图．由于高位面相关性很强，有大量复杂度为 0 

的块 ，同时又因为复杂度不可能为 1，所以在 C值接 

近于 0处起伏剧烈，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壬H 

图 2 由腺 始 图像 Man得 到的 夏杂 度直 方 图 

BPCS密写将复杂度大于 a·C 的位面小块取 

出，置换为秘密信息组成 的小块．秘密信息通 常都 

经过加密或压缩处理 ，基本没有信息冗余，可以认为 

类似于随机信号．一个 8 X 8的小块含有 112个相 

邻像素对 ，每一像素对 中两个像素取值不同的概率 

为 0．5，而复杂度就是小块中取值不同的像素对总 

数，这种情况与 中心极 限定理的条件相似_l ，故秘 

密信息小块的复杂度近似于正态分布．图 3所示为 

由10 000个秘密信息小块得到的复杂度直方图，文 

献[10]对4 096 000个秘密信息小块进行 了统计 ，其 

结果很好地符合正态分布 ：均值为 0．5c ⋯ 标准差 

为 0．047C 

壬H 

图 3 由 10 个秘密信息小块得到的复杂度直方图 

将秘密信息组成的位面小块的复杂度直方图记 

为 h，(C)，当秘密信息小块的复杂度小于等于 a· 

C 时要作共轭处理 ，所 以密写图像 的位面小块复 

杂度直方图 

hs(C)= 

))，’ 三 c 
【h，(f)+h，(C⋯ 一f)， f≥ (1 口)·C 

(1) 

这里，因为被替换的小块数 目与隐藏秘密信息的小 

块数 目是相同的，所以 

∑ ho(c)= ∑ hi(c)． 

从式(1)可以看 出密写后 的复杂度直方图 h (C)由 

三段组成 ，每一段都是比较光滑的，但在不同段之间 

的衔接处则会有剧烈的变化．而且 ，这两个衔接处 

的横轴坐标和恰为 c ，即关于 0．5C 对称．由式 

(1)可知在(1一a)·c 处，右侧高于左侧 ；又因为 

ho(C)集中于低端 ，所 以在 a·C 处通常左侧高于 

右侧．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给出如下的密写分析方法 ： 

将待检测图像各位平面划分为小块，统计复杂 

度直方图为 h(C)，计算不连续性测度 

d(C)= [h(C一1)一h(C)]+[h(C 一C+1) 

一 h(C 一C)]，0< C< 0．5C ． 

这里所定义的 d(C)是 h(C)在 C处的逆 向差分 

与(c一 一C)处正向差分的总和，可以用来衡量h(C) 

的不连续性．如果 d(C)中存在明显的、大于0的峰值 

则可以认为该图像含有秘密信息．d(C)在其最大值 

处是否为峰值，可用 d(C)中最大值与次大值的比值 

是否大于某一 阈值 T(例如 T=2．5)来判断．如果 

d(c)中的峰值处于点 Cpeak处，则说明复杂度在 Cpeak以 

上的小块被用来负载秘密信息，所以秘密信息长度为 

0  l  l  0  0  l  0  0  ∞ ∞ 叭 叭 ¨ ¨ ¨ m 

0  l  O  l  0  l  O  l  ∞ ∞ 叭 毗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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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结果 

L=64·∑ h(c) 
f≥ peak 

(2) 方图与 d(c)如图 6所示，峰值处于 c 51处 ，根据 

式(2)同样可以计算秘密信息的长度 ，与实验中嵌入 

的比特数相符． 

由图 2所示 的标准灰度图像 Man的直方图得 

到的 d(C)如图 4所示，可见在 C值距 0较远的地方 

没有明显的峰值．以 Man作为原始载体进行 BPCS 

密写，位面小块尺寸取为 8×8，当 a：0．4时，嵌入 

量为 7．2×10 bit，密写引起的 PSNR=33．5dB．实 

施本文提出的密写分析方法，得到的复杂度直方图 

与 d(C)如图 5所示．在 C=45处存在一个明显 的 

峰值 ，可知复杂度大于等于 45的位面小块被用于负 

载秘密信息 ，统计这样的小块 的个数为 1．1×10 ， 

再根据式(2)乘以64便可准确得到秘密信息的长度． 

类似地 ，当 d=0．45时嵌入量为 5．2×10 bit，密写 

引起的 PSNR=36．7 dB，密写分析得到的复杂度直 

籁 

彝 

a复杂度直方图 h(C) 

图 4 原始图像复杂度直方图的不连续性测度 d(C) 

图 5 口=0．4时的密写分析 

a复杂度直方图 h(C) 

b不连续性测度 d(C) 

图 6 口=0．45时的密写分析 

对多幅图像 Lena，Baboon，Bridge，Lake，Peppers 

等进行测试，本文方法均可以有效检测出秘密信息 

的存在性 ，并准确测算秘密信息嵌入量．用数字照 

b不连续性测度 d(C) 

相机获取一百余幅灰度图像 ，内含人物及风景 ，大小 

为 300×400，以这些图像为载体并以不同的 a分别 

进行密写(即嵌入量不同)，然后用本文方法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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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 Pentium1．7GHz，512 MB内存 、Matlab环境 

下分析每幅图像平均用时 9 s．表 2给出了分析结 

果，即不同嵌入量时 ，选取不同阈值 T 时的两类错 

误概率．虚警表示将原始载体误认为含有秘密信息 ， 

漏检表示将密写图像误作原始图像．从表 2可以看 

出，阈值 T增大时 ，虚警概率变小而漏检概率变大； 

阈值 T减小时，虚警概率变大而漏检概率变小．如 

果我们要求漏检概率较小，而对虚警的要求不是很 

严格，那么可以选择较小 的阈值 ．综合两种错误概 

率 ，我们推荐阈值取为 2．50．一般说来 ，较大的秘密 

信息量会损害载体 图像的质量，密写者会尽量避免 

这种情况．而当秘密信息量较小时(即 a接近 0．5)， 

d(c)中的峰值也很明显，应用本文方法依然有效， 

即在 a接近 0．5时有较小的漏检概率(如表 2所示)． 
一 旦检测出载体 中存在秘密信息 ，便 可以根据复杂 

度直方图中峰值的位置准确地估计嵌入量． 

表 2 不同阈值时的检测性能 ％ 

5 结 论 

尽管 BPCS密写应用视觉特性可以保证较好的 

隐蔽性 ，但在位面小块复杂度直方图中出现了两个 

明显的不连续点 ，成 为其安全漏洞．由此可定 义一 

个复杂度直方图的不连续性测度 d(c)，用以分析秘 

密信息 的存在性 ．根据 d(c)还可 以进 一步 确定 

BPCS嵌入算法中所用的 a值 ，从而准确计算 出秘 

密信息的长度． 

虽然 BPCS密写可以在空间域和小波域有不同 

应用 ，但其原理和基本方法是相同的，仅仅是位面的 

意义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提出的密写分析方法可 以 

推广到变换域 BPCS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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