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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对数字视频的剪辑篡改引起ＭＰＥＧ２编码中ＧＯＰ异常的现象提出一种盲检测方法．视频序列
以一定的ＧＯＰ结构进行压缩，其运动误差序列在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域中存在特定的尖峰，解码后再以不同的 ＧＯＰ结构进行
二次压缩，尖峰的分布会发生变化．经不同ＧＯＰ结构进行多次压缩后，历次处理的痕迹被保留在视频信号中．因此，在
视频内容无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尖峰的不一致性可准确定位被替换拼接的视频内容片段．该方法也可根据尖峰所
在位置判断视频是否经过二次压缩，并推算第一次压缩的ＧＯＰ结构，为检测可疑视频内容提供有用信息．实验表明这
种基于ＧＯＰ异常的检测方法能有效检测对视频序列的剪辑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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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多媒体应用日益普遍．
便捷的互联网和功能强大的视频编辑工具使视频数据

很容易被获取与修改．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途径传播的一
些合成视频是通过剪辑等方式将不同来源的视频内容

拼接而成，使原始视频所传递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检
测这种对视频信号的剪辑攻击对于信息安全至关重要．

视频篡改检测方法有主动认证和被动认证两类．主
动认证技术包括视频脆弱水印，以及基于特征提取的感

知 Ｈａｓｈ或数字签名．视频水印是预先在视频中嵌入不
可感知的特定信息，可通过检测这些信息的完整性来判

断视频是否被篡改．为了提高水印检测率、降低误码率，
可将水印与篡改看作互补的操作进行检测［１］．视频

Ｈａｓｈ或签名则是用短小的数据序列表征整个视频节
目，将它与视频数据一起传输，通过检测视频内容与

Ｈａｓｈ的一致性来判断视频信号是否曾被篡改．例如，可
将视频分解为多个子序列，对每个子序列进行 ３维
ＤＣＴ，然后量化并编码为比特序列作为 Ｈａｓｈ［２］．主动认
证方法的弱点是要求事先采取防范措施，即在发送端用

专门的设备实现水印嵌入或 Ｈａｓｈ提取．它们还会增加
视频的传输延时，而且对视频再压缩和滤波等正常操作

过于敏感，以至难以准确区分正常操作和恶意篡改．
被动认证并不要求事先采取措施，也无需任何先验

知识，因而实用性更强，已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视频信号被动认证的研究起步较晚，通常难度较大，尚有

一系列难题有待解决．视频噪声是进行篡改检测可以利
用的一种重要信息，通过提取视频的固有模式噪声［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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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它与参考噪声之间的相关性可实现视频篡改检

测［４～７］，但这种方法只能检测用不同摄像机拍摄的节目

之间的拼接．其他被动认证方法包括利用视频序列相
关性［８］、光源一致性［９］、视频压缩中运动的一致性［１０］等

技术．文献［１１］提出了一种对视频放映进行非授权录像
的检测技术．上述方法中有些也考虑了对视频剪辑篡
改的检测［４］，但效果不够理想．

通过检测二次 ＭＰＥＧ２编码引起的异常来判断视
频是否曾被篡改是一种有效方法［１２］，这种方法借鉴静

态图像认证中检测ＤＣＴ系数分布的异常，根据Ｉ帧有无
二次ＪＰＥＧ压缩的迹象来判断视频节目是否经过二次
ＭＰＥＧ２编码．该文献同时还针对视频帧的插入或删除，
提出根据运动误差序列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中是否存在较大
尖峰来进行帧删除检测．这一方法的处理速度很快，但
只能检测某些特定的篡改，即限于篡改前后 ＧＯＰ结构
不变，篡改帧数不是ＧＯＰ的整数倍，而且视频内容变化
不剧烈的情况．由于运动误差序列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域中本来
就存在尖峰，篡改只是使这些尖峰变得更明显一些，故

在盲检测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做出可靠判断．
由于视频序列相邻帧的内容相关性较强，在前期

工作中［１３］，利用了滑动窗口检测运动矢量序列的局部

变化，并设定自适应阈值来判断视频是否被篡改．这种
方法能快速检测出单镜头视频中有无帧删除、帧增加

和帧复制等篡改，对篡改帧数和压缩结构也没有限制，

但它只能检测内容不静止的单镜头视频，且对视频内

容的局部变化敏感．
对于ＭＰＥＧ视频序列，若不考虑 Ｂ帧，每个 ＧＯＰ结

构可看作是单独进行ＭＰＥＧ２编码的，由此导致在时序
上呈现一定的分段特性，不妨将它类比于 ＪＰＥＧ的块效
应．本文根据这种分段特性，将文献［１２］的二次 ＭＰＥＧ
编码检测方法加以发展，提出一种视频剪辑篡改检测

的新方法．为了便于下文的叙述，我们将这种分段现象
称为ＧＯＰ效应．对于经历不同压缩的视频信号，其 ＧＯＰ
效应有不同的表现，可根据各子序列 ＧＯＰ效应的不一
致性来判断视频是否被剪辑篡改过．不同于文献［１２］中
的方法，本文的方法并非根据是否存在尖峰进行检测，

而是通过尖峰频率的不同来做出判断．此外，对篡改后
视频编码的 ＧＯＰ结构没有限制，剪辑后用不同的 ＧＯＰ
结构重新编码均能进行检测，对篡改帧数也无严格限

制．该方法还可根据尖峰频率推测篡改前的ＧＯＰ结构．
第２节分析视频序列的 ＧＯＰ效应，第 ３节研究运

动误差序列的频谱特性，据此提出对视频拼接

篡改的检测方法，第 ４节给出实验结果，第 ５
节总结全文，对本文所提方法进行讨论并与相

关文献作比较．

２ 视频序列的ＧＯＰ效应

在 ＪＰＥＧ编码中图像被划分成８×８的块，
对每个块单独进行编码操作．由于各８×８块之间的编
码相互独立，编码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块效应［１４］．在视频
编码中，若沿时间轴观察各帧所组成的序列，也存在类

似的分段现象．在 ＭＰＥＧ２编码中各帧分为 Ｉ、Ｐ、Ｂ三
类．Ｉ帧为帧内编码，它不依赖于其它帧．Ｐ帧由前一个
Ｉ帧或Ｐ帧预测得到，Ｂ帧则是由前一个Ｉ帧或Ｐ帧和
后一个Ｉ帧或Ｐ帧进行双向预测的结果．如上所述，不
考虑 Ｂ帧情况下每个ＧＯＰ的编码过程都可看作相互独
立，因而存在可检测到的ＧＯＰ效应．略去 Ｂ帧后的视频
编码序列如图１所示．

令 Ｎ为 ＧＯＰ所含帧数，Ｍ为Ｐ帧的帧间距，即两
个相邻 Ｐ帧之间Ｂ帧的个数加１．图１中以下标表示时
序，上面的序列是以 Ｎ＝１２，Ｍ＝３的 ＧＯＰ结构进行编
码的，记为ＧＯＰ（１２，３）．设图１中对应的视频原始图像
为 Ｆｉ，对于 Ｐ帧，经预测编码后的结果为Ｆ^ｉ，则因预测
而产生的预测残差为：

ｅｉ＝Ｆｉ－Ｆ^ｉ （１）
设量化后残差值即运动误差为珋ｅｉ，残差值的量化误差
为：

ｑｉ＝ｅｉ－珋ｅｉ （２）
解码或重构图像结果为珔Ｆｉ为：

珔Ｆｉ＝Ｆ^ｉ＋珋ｅｉ （３）
预测编码结果为：

珔Ｆｉ＝Ｃ（^Ｆｉ－１） （４）
其中 Ｃ（·）表示预测算法，即运动估计．由式（１）～（４）得
到运动误差为：

珋ｅｉ ＝ Ｆｉ－Ｃ（Ｆｉ－１－ｑｉ－１）－ｑｉ （５）
当视频内容变化比较缓慢时，视频前后几帧间的差异

很小，即 Ｆｉ－１≈Ｆｉ，这时通过 Ｆｉ－１能十分精确地预测出
Ｆｉ，则有

Ｆｉ≈Ｃ（Ｆｉ－１） （６）
由于 ｑｉ具有加性噪声性质，由式（５）（６）得到

珋ｅｉ ＝ ｑｉ－Ｃ（ｑｉ－１） （７）

Δｉ＝珋ｅｉ＋１－珋ｅｉ ＝ ｑｉ＋１－ｑｉ＋Ｃ（ｑｉ－１）－Ｃ（ｑｉ）（８）
由于同一 ＧＯＰ内预测误差累积较小，故 ｑｉ相关性

较强，根据式（８），对应的Δｉ较小．相反，不同 ＧＯＰ间 ｑｉ
的相关性较弱，Δｉ也较大．因此每个 ＧＯＰ最后一个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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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与下一个ＧＯＰ第一个 Ｐ帧的运动误差之间会出现跳
变，如图１中的 Ｐ４与 Ｐ６．考虑整个视频中 Ｐ帧的运动
误差，这种较大的差异周期性地出现，其周期即为 ＧＯＰ
中 Ｐ帧的个数：Ｔ＝（Ｎ／Ｍ）－１．若将运动误差序列｛珋ｅｉ｝
作离散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在得到的“频谱”｛珔Ｅｉ｝上会出现一
个明显的尖峰，这就是 ＧＯＰ效应．视频内容变化越缓
慢，｜Ｆｉ＋１－Ｃ（Ｆｉ）｜越小，ＧＯＰ效应就越明显．同时为减
小运动对 ＧＯＰ效应的影响，进行离散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的
｛珋ｅｉ｝长度应大于２０．

我们用ｂｒｉｄｇｅｃｌｏｓｅ．ｙｕｖ和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ｙｕｖ两段未压缩
视频［１５］，首先按文献［１２］的方法进行实验：以 ＧＯＰ（１２，
３）进行第一次ＭＰＥＧ２编码，计算 Ｐ帧对应运动误差序
列的 ＦＦＴ；将编码后的视频解码并删除 ３帧，然后以
ＧＯＰ（１２，３）重新编码后再次进行计算，结果见图２．由于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的共轭对称性，只画出正频率部分，图中横
轴表示归一化频率，纵轴表示 ＦＦＴ幅度（下同）．由图可
见，一次编码后ＦＦＴ幅度存在明显尖峰如图２（ａ）（ｃ）所
示，与上面分析的ＧＯＰ效应一致．经删除篡改的结果见
图２（ｂ）和（ｄ），尖峰位置不变，而幅度变大了．但是根据
这一现象检测帧的删除并不可靠，因为编码的视频序

列本身就存在这种尖峰，大小因视频内容的不同有较

大的差异，是不可估计的，仅根据尖峰是否存在或者它

的大小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一次编码视频以不同 ＧＯＰ结构进行再压缩时，
如图１中第二行编码序列所示，同样设待编码帧为 Ｆ′ｉ，
则 Ｆ′ｉ＝珔Ｆｉ＝Ｆｉ－ｑｉ，根据式（５）（６），Ｐ帧的运动误差
为：

珋ｅ′ｉ ＝ Ｆ′ｉ－Ｃ（Ｆ′ｉ－１－ｑ′ｉ－１）－ｑ′ｉ
＝ Ｆｉ－ｑｉ－Ｃ（Ｆｉ－１－ｑｉ－１＋ｑ′ｉ－１）－ｑ′ｉ
＝ ｑ′ｉ＋ｑｉ－Ｃ（ｑ′ｉ－１＋ｑｉ－１） （９） （９）

其中，ｑｉ是第一次压缩产生的量化误差，ｑ′ｉ是再压缩
产生的量化误差．再压缩后 Ｐ帧运动误差ｅ′ｉ取决于ｑｉ
和ｑ′ｉ，因此对应的 Ｐ帧运动误差之间存在三种较大差
异，即 ｑｉ不相关而ｑ′ｉ相关，例如 Ｐ′４与 Ｐ′５；ｑｉ相关而
ｑ′ｉ不相关，例如 Ｐ′５与 Ｐ′７；ｑｉ不相关且ｑ′ｉ也不相关，
例如 Ｐ′２０与 Ｐ′２２．这三种差异周期性出现，在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
换域中相应出现较大的尖峰．我们将三者对应的频率
分别记为 ｆ１，ｆ２，ｆｏ，它们也有可能相等．

以视频信号 ｂｒｉｄｇｅｃｌｏｓｅ为例，进行 ＧＯＰ（１２，３）编
码，然后用不同的 ＧＯＰ结构再次压缩，实验结果如图３
所示．图中出现的几个较大尖峰分别与上面的分析结
果相对应．其中图３（ａ）中某些幅度较小的尖峰由二次
压缩中运动误差其它因素叠加产生，并非主要尖峰．

３ 运动误差序列的频谱特性和视频篡改检测

设视频压缩时 ＧＯＰ所含帧数为 Ｎ，Ｐ帧的帧间距
为Ｍ，由前面分析可知，在一次压缩或多次压缩的 ＧＯＰ
结构相同时，对应ＧＯＰ效应是以 ＧＯＰ中 Ｐ帧的个数为
周期的，因此其对应的尖峰所在频率由下式计算：

ｆ＝ １Ｐｎｕｍ
（１０）

式中 Ｐｎｕｍ＝（Ｎ／Ｍ）（１为ＧＯＰ中 Ｐ帧的个数，所得结果
是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域中的归一化频率（下同），见图２（ａ）和
（ｃ）．

当视频经 ＧＯＰ（Ｎ１，Ｍ１）压缩后又以 ＧＯＰ（Ｎ２，Ｍ２）
再次压缩，对应频率 ｆｏ由下式计算得到：

ｆｏ＝
Ｎ２

［Ｎ１，Ｎ２］
× １
Ｐｎｕｍ２

（１１）

其中［Ｎ１，Ｎ２］表示 Ｎ１和 Ｎ２的最小公倍数，Ｐｎｕ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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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２／Ｍ２）（１．在所有情况下，频谱中所有尖峰出现的频
率（包括 ｆ１，ｆ２）均在 ｆｏ的倍频上，且小于０．５，如图３所
示．

当 Ｍ１＝Ｍ２时，对应的 ｆ１和 ｆ２为：

ｆ２＝
１
Ｐｎｕｍ２

×
Ｎ２
Ｎ１

（１２）

ｆ１＝
２ｆ２， ｆ２≤０．２５
１－２ｆ２， ｆ２≥０．{ ２５

（１３）

其中 Ｐｎｕｍ２＝（Ｎ２／Ｍ２）（１．根据（１１）～（１３），多次视频压
缩的历史不同，其 ＧＯＰ效应的表现也不同．同时，在 Ｍ
不相等的情况下，对 Ｎ和Ｍ取 ＭＰＥＧ编码中各种可能
的值，表明该结论同样成立．通过观察 ｆ１，ｆ２，ｆｏ各频率，
可以反推得到第一次压缩的 ＧＯＰ大小Ｎ１；由于 ＭＰＥＧ
编码对 Ｍ的大小有限制，一般为１、２、３，Ｍ１可被 Ｎ１整
除，且不同 Ｍ１对应的 ＧＯＰ效应不一样，因此容易判断
Ｍ１的大小．可见第一次压缩时的图像组结构 ＧＯＰ（Ｎ１，
Ｍ１）可推算得到．
由于视频信号以不同ＧＯＰ结构压缩时其ＧＯＰ效应

也不一样，因此视频经不同 ＧＯＰ结构压缩的历史痕迹
会在对应的运动误差序列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中表现出来．
我们将这一性质用于对视频剪辑篡改的检测：当被剪

辑的两个或多个视频 ＧＯＰ结构不同时，只要检测视频
各子序列ＧＯＰ效应是否存在不一致性就可判断该视频
信号是否曾经被篡改．

４ 实验结果

本文实验所用视频信号是从文献［１６］下载的多镜
头视频：（１）ｓｅｎｓｅｓ１０９．ｍｐｇ，ＧＯＰ（１５，３），帧图像大小为
３５２×２４０；（２）ｓｅｎｓｅｓ１１５．ｍｐｇ，ＧＯＰ（９，３），帧图像大小也
是３５２×２４０．篡改前后视频内容变化如图４所示，其中
每幅图像取自一个镜头．图中第一行为 ｓｅｎｓｅｓ１１５．ｍｐｇ
中的原始内容，第二行为篡改后视频的内容，可见子图

（ｂ）对应的镜头被更换为 ｓｅｎｓｅｓ１０９．ｍｐｇ中的类似镜头
了．篡改后以ＧＯＰ（１５，３）再次压缩（也可用其它 ＧＯＰ结
构再压缩）

对于此类多镜头视频，很难从内容上鉴别是否曾

被篡改，而通过检测ＧＯＰ效应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经剪辑篡改后视频的运动误差序列如图５所示，其中横
轴表示Ｐ帧的帧序，纵轴表示运动误差大小．运动误差

较大的点由视频镜头切换引起，通过这些峰值可以方

便地设定阈值来分割镜头．以Ⅰ，Ⅱ，Ⅲ，… 表示各镜
头，对每个镜头的运动误差序列求 ＦＦＴ．由第 ３节讨论
可知，视频ＧＯＰ效应对应的尖峰频率由视频的压缩历
史决定．在被篡改的视频中，属于 ｓｅｎｓｅｓ１１５．ｍｐｇ的镜
头，先后经历了 ＧＯＰ（９，３）和 ＧＯＰ（１５，３）两次压缩，由
（１１）～（１３）可得到其对应的 ｆｏ、ｆ１、ｆ２分别为 １／１２、２／
１２、５／１２．而属于 ｓｅｎｓｅｓ１０９．ｍｐｇ的镜头两次都是以 ＧＯＰ
（１５，３）压缩，由式（１０）可求得对应的 ｆ为１／４．因此，在
实验结果中镜头 ＩＩ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频谱中应该在频率为１／４
处存在较大的尖峰，而其余镜头应该在１／１２、２／１２、５／１２
这三个频率出现较大尖峰．但由于 ｆｏ和ｆ１频率较低，容
易受到内容的影响而不够明显，故在归一化频率５／１２
处出现最明显的尖峰．

图６给出图５中对应镜头的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幅度，可清
晰地看出子图６（ｂ）的特征与众不同，其中唯一的尖峰
出现在中频０２７位置上，在原先应出现尖峰的５／１２附
近却较为平坦．而其它各子图都在５／１２左右出现了明
显的尖峰．一些子图在 １／１２和 ２／１２附近也出现了尖
峰，如图６（ｆ）和（ｈ），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因此
我们可以根据图６做出判断：镜头Ⅱ的 ＧＯＰ效应异常，
是被替换和拼接的．

对于单镜头视频，将其分成多个重叠的子序列进

行检测，子序列的划分方法可参考文献［８］，将出现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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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位置明显与众不同的子序列视为疑似篡改．

５ 结束语

以不同 ＧＯＰ结构压缩的视频具有不同的 ＧＯＰ效
应，因而历次压缩的痕迹被保留在视频信号中，本文根

据这一原理提出了对拼接篡改的检测方法，并推算出

多次压缩中用到的 ＧＯＰ结构．实验表明该方法能检测
出视频节目是否由ＧＯＰ结构不同的几个视频序列拼接
而成．这一技术也可用于判断有无以不同 ＧＯＰ结构再
次进行ＭＰＥＧ压缩的现象．

将本文的方法与文献［１２］相比，两种方法所解决的
问题有所不同．文献［１２］的方法可用于下列两种情况：

（１）以不同码率对视频再次压缩，通过检测 Ｉ帧是
否经二次 ＪＰＥＧ压缩来判断视频是否曾以相同的 ＧＯＰ
结构进行过二次ＭＰＥＧ压缩，

（２）视频序列中有若干帧被删除，且帧数不是 ＧＯＰ
长度的整数倍，然后又以相同 ＧＯＰ结构再压缩时，根据
运动误差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域中有无尖峰进行检测．但由于
视频本身存在 ＧＯＰ效应，而且视频内容和删除帧数都
会影响尖峰大小，仅根据尖峰存在与否判断视频是否

被篡改并不可靠．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１）视频序列中被插入一段 ＧＯＰ结构不同的片段，
根据ＧＯＰ效应的不一致性检测出该片段．

（２）以不同ＧＯＰ结构对视频序列再次压缩，可根据
运动误差序列的频域尖峰位置进行检测，从而判断该

视频可疑．
（３）以不同 ＧＯＰ结构对视频再次压缩，可根据式

（１１）～（１３）得出第一次压缩的ＧＯＰ结构．
以上对二次ＭＰＥＧ的检测若辅以文献［１２］中根据 Ｉ

帧是否有二次ＪＰＥＧ压缩痕迹的方法，则 ＧＯＰ结构相同
时也能检测有无二次ＭＰＥＧ压缩现象．将这两种方法结
合起来，无论是否改变ＧＯＰ结构，对视频节目进行二次
ＭＰＥＧ压缩的可疑行为均能被检测出来．检测二次
ＭＰＥＧ压缩和推算第一次压缩的 ＧＯＰ结构对于视频认
证方法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由于剧烈变化的视频内容对 ＧＯＰ效应的检测不
利，因此文献［１２］和本文的方法均要求视频运动不剧
烈，在应用中可选取变化比较平缓的序列进行检测．对
于视频序列被插入一段ＧＯＰ结构相同的片段或其它编
码格式视频的检测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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