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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写和反隐写的对抗是关系到信息安全的重要课题．文中针对常用隐写载体之一即数字图像，回顾反隐

写技术的最新进展．根据隐写技术快速发展对反隐写研究提出的挑战，对近几年提出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进行梳理

和归纳，给出系统和扼要的评述，供隐写和反隐写研究者参考．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讨论：对于克服了统计不对称

性的ＬＳＢ匹配嵌入法如何进行有效的检测或嵌入率估计；对于小嵌入率隐写进行分析的研究中有哪些进展；面对

层出不穷的隐写新方法，如何实现不针对具体嵌入算法的通用隐写分析．对于反隐写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新

问题也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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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信息隐藏作为信息

安全中的重要课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首先

是对保护多媒体产品版权的数字水印研究急剧升

温，公开发表的论文呈指数规律逐年上升，不少开发

数字水印产品的公司应运而生．目前数字水印技术



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已．

对信息隐藏另一重要领域即数字隐写（ｓｔｅｇ

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研究也随之跟上，很早就出现了一些

简单的隐写方法［１］．到世纪之交开始了对这一领域

的广泛探索．隐写是以表面上正常的数字载体如图

像、音频和视频等作为掩护，在其中嵌入秘密信息，

隐藏的数据既不改变载体信号的视听觉效果，也不

改变计算机文件的大小和格式，因而可实现不为人

知的隐蔽通信．含密媒体通常与大量正常媒体资料

混在一起，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不同于

传统密码通信的是，“正在进行通信”这一事实本身

也被隐藏起来了，因而可用于重要消息的安全传递．

随着信息隐藏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隐写方法

涌现出来，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多种隐写工

具．然而对这些工具的滥用却严重威胁着网络信息

安全，因此研究反隐写技术是有关领域研究者面临

的紧迫任务．最重要的反隐写技术是隐写分析

（ｓｔｅｇ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也就是根据载体的统计特性判断

其中是否含有额外的隐蔽信息．隐写分析也可以包

括“定量分析”（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ｅ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或“主动分

析”（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即除了检测秘密信息的

存在性，还要估计嵌入的秘密信息量［３］、估计密钥［４］、

识别所用的隐写工具、截获隐蔽信息等．

隐蔽信息的截获被认为是隐写分析的终极目

标，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报道非常罕见．以

检测有无可疑嵌入信息、估计嵌入数据量为基本目

标的隐写分析迄今为止仍是最重要的反隐写措施．

实际上对隐写的有效分析要比隐写本身更困难，这

是因为各类数字载体数量巨大，嵌入方法千变万化，

从中搜寻隐蔽信息犹如大海捞针．隐写存在性检测

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数字媒体中含有隐蔽信息的

事实受到怀疑，隐写行为即告失败．成功的隐写分析

是追踪信息源头、切断敌对隐蔽信道的前提．另外还

可以根据检测结果实施主动攻击（ａｃｔｉｖｅａｔｔａｃｋ），删

除嵌入信息或使之不能被提取，达到阻止隐蔽通信

的目的．

隐写和反隐写的对抗是网络时代信息战的重要

内容之一［５］，在这一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中已涌现

了大量的成果．历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前期研

究情况进行过概括和综述［６１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资料．由于相关研究的发展速度很快，有必要对近

几年来的最新研究情况进行归纳和梳理，着重讨论

一些重要的发展方向，供研究者参考．我们根据隐写

技术的新发展对反隐写研究提出的挑战，探讨隐写

分析中针对若干难题的最新研究动态．可用于隐写

的载体中，以数字图像的使用最为广泛．本文主要讨

论以图像为载体的隐写分析问题，其中包括未经压

缩和曾经过ＪＰＥＧ压缩而又保存为非压缩格式的情

况．对ＪＰＥＧ格式图像的隐写分析涉及较少，有关问

题将另外单独考虑．第２节简要回顾早期隐写分析

方法；第３节～第５节讨论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新

进展，分别考虑对ＬＳＢ匹配嵌入的分析技术、对小

嵌入量的隐写分析、不针对具体嵌入方法的通用检

测这３个主要问题．近年来在隐写技术的改进和实

际应用方面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新的思路，向

反隐写研究者提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我们将在

第６节对此进行扼要的阐述．第７节是本文小结．

２　早期隐写分析研究概况

早期隐写方法（如简单 ＬＳＢ 替换、ＥｚＳｔｅｇｏ、

ＪＳｔｅｇ、ＪＰＨｉｄｅ＆Ｓｅｅｋ、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ＪｐｅｇＪｓｔｅｇ、Ｆ５

等）大多可保证优良的含密图像视觉质量，通过视觉

无法察觉疑点．但由于对统计特性考虑较少，这些方

法很快就被证明在嵌入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在统计上

是不安全的．

简单ＬＳＢ替换方法虽然仅对载体图像进行微

小的修改，但仍会在最低位面产生某些异常特性而

容易被识别出来．这首先是因为图像最低位并不总

是０和１的均匀随机分布，在某些区域呈现与内容

有关的结构，ＬＳＢ替换会破坏这种结构．不仅如此，

简单地用隐蔽数据替换ＬＳＢ还会引入统计上的不对

称性，为分析者提供了可靠检测的线索．很早就出现

了针对ＬＳＢ嵌入法的有效检测方法．例如 Ｗｅｓｔｆｅｌｄ

等［１２］不仅对某些隐写图像的最低位面方法进行了

视觉检测，还提出直方图分析法，利用信息嵌入后每

一对像素灰度、颜色指数、变换系数值分布趋于均匀

的性质设计χ
２检验，对有无隐写进行判断，并估计隐

蔽数据长度．虽然通过改进嵌入方法能保持像素对

的值不变从而挫败这种分析［１３］，但很快就又被成功

地检测出来［１４］．

Ｆｒｉｄｒｉｃｈ等人的ＲＳ分析法
［１５１６］利用图像空间

相关性导出灵敏的双重统计量．他们指出图像ＬＳＢ

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其它位面预测，篡改ＬＳＢ会削弱

这种可预测性，从而导致有效的隐写分析．研究还表

明，在ＪＰＥＧ图像中进行空域嵌入会改变量化引起

的数据统计结构，因而容易被识破［１７］．ＬＳＢ隐写不

仅可直接修改像素本身，也可在变换域实现，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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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ＪＰＥＧ图像．常用的ＪＳｔｅｇ是对ＪＰＥＧ图像

中分块ＤＣＴ的某些量化系数值进行ＬＳＢ嵌入，因

此也可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进行成功的检测．研究者

又指出，在ＤＣＴ量化系数上进行ＬＳＢ隐写会增加

块效应，通过构造参考图像可估计原始ＤＣＴ系数

直方图［１４］．针对一种经过多次改进的ＪＰＥＧ图像隐

写方法Ｆ５
［１８］，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分别剪裁４个

像素，用原来的量化表对重新得到的８×８分块进行

量化，通过与待检测图像的比较，判断ＤＣＴ量化系

数的直方图是否收缩实现了成功的分析［１９］．

张涛和平西建于２００３年提出基于差分图像直

方图的检测方法［２０］，他们将待测图像的ＬＳＢ位面

置０，将其差分直方图与待检测图像的差分直方图

相比较，可由某一转换系数导出用于判断ＬＳＢ是否

被秘密信息替换过的物理量，而且这个量与嵌入数

据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因而可以估计出隐蔽信

息的长度．

一种对ＬＳＢ嵌入法的改进是位面复杂度分割

（ＢＰＣＳ），将载体多个位面分成大小相等的块，用复

杂度高的位面小块承载秘密信息［２１］．但含密图像的

位面小块复杂度直方图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连续点，

据此可实现对ＢＰＣＳ隐写的分析
［２２］，由复杂度直方

图的不连续性可判断秘密信息存在性，并确定秘密

信息块的复杂度范围，测算秘密信息嵌入量．该方法

也适用于变换域位面复杂度分割隐写．

调色板图像也是常用隐写载体，调整调色板中

的颜色可降低隐写失真，但调色板异常会引起监控

者的怀疑［２３２４］．另一种方法是不改变调色板，而将颜

色进行奇偶分配用以代表秘密数据［２５］，但通过最低

位面混乱度和逆嵌入操作后的奇异颜色像素个数可

察觉秘密信息的存在［２６］．另外还可用一种称为Ｐａ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高阶统计量方法对典型的调色板图像隐

写工具ＥｚＳｔｅｇｏ进行分析并估计信息嵌入量，可检

测的最小信息量为每像素０．１比特，性能优于过去

提出的χ
２法和ＲＳ法

［２７］．

早期简单隐写方法所产生的统计不对称性、直

方图异常、调色板异常等现象已能被多种方法检测

出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方法早已不再安全．但

是随着反隐写研究的发展，改进的嵌入方法很快地

出现，克服了早期技术的明显缺陷．例如用匹配嵌入

的方法消除ＬＳＢ替换所引入的统计不对称性就使

统计分析更为困难．即使最简单的ＬＳＢ替换，当嵌

入量很小时，要可靠检测还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一难

题仍有现实意义，因为ＬＳＢ替换极容易实现，有研

究者指出只需一条 Ｕｎｉｘ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任何隐

写工具就可以进行ＬＳＢ嵌入
［２８］．另外，嵌入方法层

出不穷使得针对具体嵌入技术设计分析方法的反隐

写方法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所有这些都促使隐写分

析技术不断地深入发展．

３　针对犔犛犅匹配隐写的分析

ＬＳＢ替换的主要安全漏洞在于仅存在２犻和

２犻＋１之间的转换，而不存在２犻和２犻－１之间的转

换，这就导致了具有成对灰度值的像素数趋于相等

的现象．避免这种统计异常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

ＬＳＢ匹配嵌入
［２９］：当嵌入的比特与像素值最低位相

同时，像素值不变；不同时随机选择＋１或－１．于是

上述两种转换以相等的概率出现，统计不对称现象

不再存在，而引起的图像失真却不变．嵌入信息的提

取和简单ＬＳＢ替换时一样，只要取出最低位面就可

以了．ＬＳＢ匹配嵌入又常被称为±１隐写．本节着重

讨论对像素域ＬＳＢ匹配嵌入的分析，包括图像是否

曾经被ＪＰＥＧ压缩过两种情况．

Ｗｅｓｔｆｅｌｄ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相邻颜色数的分

析方法［３０］，可检测经过ＪＰＥＧ压缩的彩色图像中的

ＬＳＢ匹配隐写．两个颜色［狉１，犵１，犫１］和［狉２，犵２，犫２］，

若满足｜狉１－狉２｜１，｜犵１－犵２｜１，｜犫１－犫２｜１，则

称为相邻颜色，每种颜色最多有２６种相邻颜色．

ＪＰＥＧ载体图像中相邻颜色较少，平均为４～５种，

通常最多不超过９种．用ＬＳＢ匹配法嵌入数据会产

生大量相邻颜色，许多颜色甚至会达到２６种相邻色

的极限值．计算相邻颜色的平均数，例如对于载体图

像是２．２０，在嵌入量为１００％（每一彩色像素嵌入３

比特）时上升到５．５８．若以最大相邻颜色数为统计

检验量［２８］，则对于任何经ＪＰＥＧ压缩过的图像，即

使嵌入率低到１％也能可靠检测．但是对于从未进

行过ＪＰＥＧ压缩的图像，或者只要对ＪＰＥＧ图像进

行重采样，这种检测就完全失效，因为此时载体图像

本身就包含具有很多相邻颜色的像素．

Ｈａｒｍｓｏｎ等
［３１］将图像直方图犺Ｃ（狀）的离散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 犎Ｃ（犽）称为直方图特征函数（Ｈｉｓｔｏ

ｇｒａ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ＣＦ）．他们认为含

密图像可看作载体图像与加性噪声之和，因此含密

图像的直方图犺Ｓ（狀）是犺Ｃ（狀）和噪声概率分布函数

犳Δ（狀）的卷积．无论是 ＬＳＢ替换还是 ＬＳＢ匹配嵌

入，引入的噪声均具有下列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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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Δ（狀）＝

０．２５， 狀＝－１

０．５， 狀＝０

０．２５， 狀＝

烅

烄

烆 １

（１）

其离散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犉Δ（犽）＝ｃｏｓ
２（π犽／犖）在犽＝０，

１，…，犖／２内从１单调下降至０，因此含密图像的

ＨＣＦ总是小于载体图像的ＨＣＦ：

犎Ｓ（犽）＝犎Ｃ（犽）犉Δ（犽）犎Ｃ（犽） （２）

下标Ｃ表示载体，Ｓ表示隐写．犽是“直方图谱”的自变

量，物理意义不直观．考虑犽∈［０，１，…，犖／２］的总效

果，定义ＨＣＦ的质心（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Ｍａｓｓ，ＣＯＭ）如下：

犆［犎］＝∑
犖／２

犽＝０

犽犎（犽）∑
犖／２

犽＝０

犎（犽） （３）

可利用下列不等式实现对含密图像的检测：

犆［犎Ｓ］犆［犎Ｃ］ （４）

　　直方图特征函数（ＨＣＦ）及其质心（ＣＯＭ）的概

念建立在加性噪声模型上，可成为检测ＬＳＢ匹配隐

写的基础．Ｋｅｒ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组有效的方法，

以下着重讨论Ｋｅｒ的分析技术．

Ｋｅｒ在文献［３２］中指出，Ｈａｒｍｓｅｎ的方法直接用于

对灰度图像ＬＳＢ匹配隐写的盲检测并不成功，这是

因为不同载体图像之间的犆［犎］差异太大，通常超过

载体和含密图像犆［犎］之间的差异（见图１），在没有

原始载体图像的情况下检测器是无法知道犆［犎Ｃ］的．

图１　嵌入数据前（圆点）后（叉形）图像的犆［犎］值变化
［３２］

　　为此，Ｋｅｒ通过计算２×２像素块的平均值将载

体图像和含密图像分别缩小到原来的１／４．载体图

像缩小后犆［犎Ｃ］总体上没有变化．对于用ＬＳＢ匹配

嵌入的含密图像，犆［犎
Ｓ］还是小于犆［犎


Ｃ］，只是变

小的程度有所下降（上标星号表示亚取样缩小图

像）．由于犆［犎Ｃ］／犆［犎

Ｃ］对不同载体图像基本一

致，因此用犆［犎］／犆［犎］作隐写检测的统计量便实

现了对ＣＯＭ的校正，消除了不同载体的影响．

由于灰度图像仅有２５６种不同的灰度值（远少

于彩色图像中的颜色种类），因此直方图十分稀疏，

使得基于 ＨＣＦ的方法效果不佳．Ｋｅｒ引入的第２项

改进是计算相邻像素的二维直方图：

犺
（２）（犿，狀）＝｜｛（犻，犼）｜狆（犻，犼）＝犿，狆（犻，犼＋１）＝狀｝｜

（５）

相应地用二维ＤＦＴ定义 ＨＣＦ和ＣＯＭ．经改进，对

ＬＳＢ匹配的检测性能（Ｒｅｃｅ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如图２所示
［３２］，其中图（ａ）由２００００幅

曾经ＪＰＥＧ压缩的图像得到，图（ｂ）由３０００幅从未

压缩过的图像得到，嵌入率均为１００％．浅色实线为

ＨＣＦＣＯＭ方法，带圆点的浅色线为经校正的 ＨＣＦ

ＣＯＭ法，深色实线为基于二维直方图的ＨＣＦＣＯＭ

方法，带圆点的深色线为经过校正并用二维直方图

的 ＨＣＦＣＯＭ方法．可见在虚警概率小于１０％的条

件下，校正的二维直方图 ＨＣＦＣＯＭ性能最佳．

由图２可知，对于曾经ＪＰＥＧ压缩过的图像，当

ＬＳＢ匹配嵌入量很大时已能可靠检测，对从未压缩

过的图像也能进行检测，不过性能较差．由于是基于

加性噪声模型的，该方法也可对其他隐写方法产生

的含密图像进行检测，但对于小嵌入量无效．

图２　隐写分析性能
［３２］

　　在应用 ＨＣＦＣＯＭ 检测彩色图像中的ＬＳＢ匹

配隐写时遇到了计算复杂度高的困难［３０］，因为涉及

到的颜色数量为２５６３，ＤＦＴ的计算时间复杂度为

犗（犖３ｌｏｇ犖），将这种基本的 ＨＣＦＣＯＭ 方法记为

犆１×３Ｄ．为了降低计算复杂度，Ｈａｒｍｓｅｎ曾建议分别

考虑ＲＧＢ３色，计算３个一维 ＨＣＦ，由３个ＣＯＭ

构成三维统计检验向量（记为犆３×１Ｄ），时间复杂度

下降为犗（犖ｌｏｇ犖）；或者将３种颜色两两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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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Ｇ、ＧＢ、ＢＲ，计算３个二维直方图的ＤＦＴ，将３个

二维ＣＯＭ组合成６维统计检验向量（记为犆３×２Ｄ），

时间复杂度为犗（犖２ｌｏｇ犖）
［３３］．Ｋｅｒ对这几种不同的

ＨＣＦＣＯＭ 实现方法进行了大量测试比较，发现

犆３×１Ｄ的性能很差，而犆３×２Ｄ则接近于基本的犆１×３Ｄ，

这几种方法均能有效检测嵌入量为３０％～１００％的

曾经ＪＰＥＧ压缩图像，也能检测ＪＰＥＧ压缩后又重

新采样的图像，对从未压缩过的图像则只能检测接近

１００％嵌入率的图像．可见这种方法优于 Ｗｅｓｔｆｅｌｄ
［３０］

的早期方法．

在文献［２８］中，Ｋｅｒ将对 Ｈａｒｍｓｅｎ方法的改进

（ＣＯＭ的载体图像校正和二维直方图
［３２］）扩展到彩

色图像．由于计算平均颜色时引入的舍入误差使得

用于黑白图像的２×２像素组平均法对于彩色图像

效果不佳，因此改为将水平方向的图像“压扁”：

狆Ｃ′（犻，犼）＝狆Ｃ（２犻，犼）＋狆Ｃ（２犻＋１，犼） （６）

显然，在对压扁的图像Ｃ′计算 ＨＣＦＣＯＭ 时，涉及

的灰度值范围会加倍，使ＤＦＴ的计算量大增．Ｋｅｒ

将３个颜色通道相加成为一维信号，因为他认为

ＬＳＢ匹配嵌入使各颜色分量独立地加入了同样强

度的噪声．实验表明，这种检测器能有效检测５％的

嵌入率，对于ＪＰＥＧ压缩后又改变尺寸的图像，可检

测５０％的嵌入率，但是对从未压缩过的图像检测效

果不佳．对于未经过ＪＰＥＧ压缩的图像检测难度明

显高于经过ＪＰＥＧ的图像，是此类隐写分析技术的

共性．

综上所述，由于 ＨＣＦ可反映因隐写嵌入而导

致的直方图变化，所以可用于检测．从最初的 ＨＣＦ

ＣＯＭ，到通过亚取样实现对ＣＯＭ 的校正，克服了

无法设定阈值的困难，进而考虑二维直方图重新定

义ＨＣＦＣＯＭ，检测性能逐步得到提高．但是基于校

正和二维直方图的 ＨＣＦＣＯＭ 方法计算复杂度过

高，为此将颜色分量进行适当的组合，使该方法可有

效地用于对彩色图像的隐写分析．

对于 ＬＳＢ匹配嵌入的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将

ＬＳＢ匹配嵌入看成两个集合序列之间的状态转

移［３４］．对于一幅可能含密的待分析图像，用自适应

小波降噪法估计其原始载体，计算待检测图像和

估计的载体图像平滑区域的状态转移参数，根据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距离可估计嵌入率．

４　小嵌入量隐写分析

近年来对于ＬＳＢ匹配嵌入法的检测已经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对曾经过ＪＰＥＧ压缩的图像，

即使嵌入量较低也能实现有效的检测．但是与此同

时，隐写嵌入方法也在不断改进．研究者在ＬＳＢ匹

配隐写中引入了各种编码方法，使嵌入相同数据量

对载体所作的修改量减小．例如通过不同的编码技

术利用ＬＳＢ匹配嵌入中的随机±１嵌入额外信息，

使每一像素的秘密信息承载量从１比特提高到

ｌｏｇ２３比特
［３５３９］；进一步利用次最低位而不增加嵌入

引起的失真可进一步增加嵌入量［４０］等．这些新方法

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分析的难度，研究更为有效的

检测方法是对隐写分析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

实际上，即使是简单的ＬＳＢ替换嵌入，对于低

嵌入率的隐写分析仍十分困难．第３节已提到的

Ｗｅｓｔｆｅｌｄ方法具有检测极低嵌入率的能力，但仅限

于对曾经ＪＰＥＧ压缩而且后来未经缩放等处理的彩

色图像［２８，３０］．

近年对小嵌入率的隐写分析有了新的进展．在

早期ＲＳ和χ
２分析等方法之后，陆续提出了一些基

于像素对的隐写分析方法［２０，２７，４１４２］，这些方法都利

用了ＬＳＢ嵌入法中像素组合的结构特性，其中最典

型的是文献［４１］的样本对分析法（ＳａｍｐｌｅＰａ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和随后提出的对ＳＰＡ 的改进
［４２］．

ＳＰＡ作为ＬＳＢ分析的有效方法明显优于ＲＳ法，引

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随后即出现了对ＳＰＡ的推广和

拓展，这方面的工作以 Ｋｅｒ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下

面以此为线索讨论近年来围绕小嵌入率隐写分析所

取得的进展．

Ｋｅｒ将这些基于像素对的方法推广为以犵个像

素（样本）为一组，建立了样本组分析的一般框架，并

且具体讨论了犵＝３的情况
［４３］，将它称为“三元分

析”（Ｔｒｉｐｌ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Ｔｒｉｐｌｅｓ）．沿水平方向取

３个相邻像素为一组（包含垂直方向像素的方法给

出类似结果），实验表明这种基于一般框架的三元分

析在嵌入率较低时给出了优于ＳＰＡ的结果．图３是

对３０００ 幅曾经ＪＰＥＧ 压缩（犙＝７５）的图像用

Ｔｒｉｐｌｅｓ和ＲＳ、ＳＰＡ估计嵌入率的结果，在不同嵌入

率狆下计算估值的标准差，横轴表示嵌入率狆，实验

中狆从０到１的取值间隔为０．０５．３种方法对狆的

估计都是无偏的，但在小嵌入率时 Ｔｒｉｐｌｅｓ估值的

标准差大大低于ＲＳ和ＳＰＡ．当嵌入率大时Ｔｒｉｐｌｅｓ

的性能不理想．

Ｋｅｒ在此前发表的论文
［４４］表明，将嵌入率估计

器（定量隐写分析）用于判断有无嵌入信息（二元隐

写分析）时性能不一定是最佳的，因此需根据应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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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对ＬＳＢ嵌入率估计的标准差（小嵌入率时

Ｔｒｉｐｌｅｓ具有明显优势
［４３］）

求选择适当的方法，构成检测器或估计器．将Ｔｒｉｐｌｅｓ

法用于检测图像中有无隐蔽信息时，需要消除载体

图像之间差异对检测的影响．用 Ｔｒｉｐｌｅｓ检测器对

３０００幅曾经ＪＰＥＧ压缩（犙＝７５）的图像在嵌入率为

２％时进行检测，得到的ＲＯＣ见图４中带黑点的曲

线．图中同时给出的是将 Ｔｒｉｐｌｅｓ估计器（光滑曲

线）和 ＲＳ估计器（带三角的曲线）用于检测时的

ＲＯＣ以及另外两种基于像素对的检测器
［４５］性能

（带方块和星号的曲线）．若以文献［４４］中提出的单

一参数即漏检率为５０％时的虚警概率大小来衡量，

Ｔｒｉｐｌｅｓ检测器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优势十分明显．此

时ＲＳ估计器的虚警概率高达４０％，说明已完全

无效．

图４　嵌入率为２％时的Ｔｒｉｐｌｅｓ检测器ＲＯＣ（性能最好的

带黑点曲线为Ｔｒｉｐｌｅｓ检测器结果
［４３］）

进一步扩展到４个像素一组时，尽管检测性能

略有提高，但计算复杂度却大幅度增加［４５］．由于

４阶方法可提供对载体图像特性的更好描述，预计

采用４阶检测器将可提供最优性能，但继续向更高

阶的分析发展则意义不大．

用ＳＰＡ和Ｔｒｉｐｌｅｓ等方法估计隐写嵌入率时，

估计误差的起伏往往很大，而且受到载体图像特性

差异的严重影响．对这种误差的深入研究可望给出

嵌入率估计置信度，从而有效地改进估计器性能．针

对ＳＰＡ
［４１］方法的最小二乘（ＬＭＳ）变种

［４２］，Ｋｅｒ将

它用于分析简单的ＬＳＢ替换法，导出了对载体图像

的估计结果分布，并由此构建了改进的加权最小二

乘估计器．

Ｂｈｍｅ和Ｋｅｒ对隐写嵌入率估计误差进行了

实验研究［４６］，并针对 ＬＭＳ估计法进行了理论研

究［４７］．他们将估计误差分为两部分：由嵌入数据引

起的图像内误差和由载体图像引起的图像间误差．

关于误差模型将在第６节讨论．对误差的研究表明，

ＬＭＳ／ＳＰＡ对嵌入率的估计误差呈现轻微的负偏

差，对不同载体图像，分布函数有明显偏高的尾部，

说明有较多的估计结果误差较大．基于ＬＭＳ的分

析方法在理论上导出了载体图像模型以及嵌入率估

计的概率分布，对于改进ＬＭＳ估计器有重要意义，

其成果就是加权的最小二乘估计（ＷＬＭＳ），包括用

于像素对的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ＬＭＳ以及推广到Ｔｒｉｐｌｅｓ估

计器的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ＬＭＳ方法
［４８］．

实验所比较的５种估计器为：（１）等价于ＳＰＡ

的Ｃｏｕｐｌｅｓ方法；（２）等价于ＳＰＡ／ＬＭＳ的Ｃｏｕｐｌｅｓ／

ＬＭＳ方法；（３）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ＬＭＳ；（４）Ｔｒｉｐｌｅｓ／ＬＭＳ；

（５）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ＬＭＳ．图５是文献［４８］给出的对两组

各３０００幅图像的部分实验结果（对 ＷＬＭＳ估计器

进行了偏差校正），可见 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ＬＭＳ估计结果

具有最小的标准差，因而性能最优．对黑白图像得到

的结果与此类似．

实验中比较了７种检测器：（１）标准 ＲＳ检测

器；（２）Ｃｏｕｐｌｅｓ检测器；（３）Ｃｏｕｐｌｅｓ／ＬＳＭ；（４）无偏

差校正的 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ＬＳＭ；（５）标准化 Ｃｏｕｐｌｅｓ／

ＷＬＳＭ；（６）Ｔｒｉｐｌｅｓ／ＬＭＳ；（７）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ＭＬＳ．对

４组各３０００幅图像进行检测，表１列出了能被可靠

检测的最小嵌入率，精确到０．００１．所谓可靠检测是指

虚警概率５％和漏检概率５０％．同样可见 Ｔｒｉｐｌｅｓ／

ＷＭＬＳ的性能最优．

总之，通过将ＳＰＡ中仅考虑基于像素对（即二

元组）的分析，推广到三元组，对于小嵌入率时隐蔽

信息嵌入量估计的质量明显提高了．进而推广到四

元组，性能略有提高但计算量剧增，因此采用三元组

是合适的．随后的进一步工作涉及对隐写嵌入率估

计的误差进行研究，同样验证了三元组法的优势．

以上所讨论的隐写检测器或嵌入率估计器都是

针对空域ＬＳＢ方法的，载体图像是彩色或黑白位

图，它们有可能曾经被ＪＰＥＧ压缩过，也可能从未被

压缩过．近年Ｂａｒｂｉｅｒ等人提出了一种针对ＪＰＥ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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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比较５种估计器

像的隐写分析方法，可检测用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Ｆ５、Ｈｉｄｅ＆

Ｓｅｅｋ进行极小嵌入量隐写所生成的含密图像
［４９］．该

方法根据ＪＰＥＧ编码中无损压缩环节（游程编码和

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的所谓“雪崩准则”
［５０］提出新的统计

特征，这一统计量与嵌入率无关，而对图像中是否含

有嵌入数据异常敏感，因而可利用隐写嵌入引起压

缩数据熵的明显变化来判断图像是否含有隐写嵌入

信息．具体的检测是通过Ｆｉｓｈｅｒ分类器来实现的，

据报道甚至可检测低到１０－５的隐写嵌入率．

表１　对７种隐写检测器的性能比较

最小嵌入率

从未压缩过的ＢＭＰ

黑白 彩色

曾经ＪＰＥＧ压缩过

黑白 彩色

ＲＳ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２８３

Ｃｏｕｐｌｅｓ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２２０

Ｃｏｕｐｌｅｓ／ＬＭＳ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８

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ＬＭＳ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３

标准化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ＬＭＳ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０ ０．１５６

Ｔｒｉｐｌｅｓ／ＬＭ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Ｔｒｉｐｌｅｓ／ＷＬＭＳ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５　通用隐写分析

我们可将隐写分析技术分为两大类：（１）针对

特定隐写工具或某一类嵌入技术，根据隐写所引起

的载体数据统计特性异常来设计检测器或估计器；

（２）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隐写方法，而是对未知隐

写工具所产生的含密媒体进行检测，构建通用检测

器．第２类面向未知隐写工具的通用分析有时又被

称为“盲检测”，但这里的“盲”不应与仅根据待检测

载体的Ｓｔｅｇｏｏｎｌｙ隐写分析相混．

以上两节中 Ｈａｒｍｓｅｎ和 Ｋｅｒ等人根据隐写的

加性噪声模型进行的分析实际上并不针对特定嵌入

方法，因此也可归为“通用”检测一类．但目前大多数

通用隐写分析都是建立在特征提取和设计分类器的

基础上的，本节围绕此类方法讨论近年来提出的一

些代表性成果．

最早用分类器方法进行通用隐写检测的工作是

Ｍｅｍｏｎ等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期间发表的
［５１５３］．他们

同时考虑面对主动攻击的数字水印和面对被动检测

的隐写，认为不论用什么方法嵌入的额外信息在载体

中均会留下统计异常，使图像质量受到轻微的损伤．

他们用质量测度和多变量回归分析进行通用隐写检

测，基于方差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ＯＶＡ）

提取质量参数作为特征集用于区分载体图像和含密

图像，用对原始图像的估计进行训练．选择适当的距

离测度，使得在特征空间里载体与参考图像之间的

距离明显区别于含密图像和参考图像之间的距离．

参考图像由不含密的载体图像经 Ｇａｕｓｓ低通滤波

得到．研究表明该方法对不同的隐写技术有适应性，

在未知嵌入方法的情况下对图像中是否含有秘密信

息具有鉴别能力．表２是文献［５３］给出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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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期通用检测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表２　基于图像质量测度的通用隐写分析性能

嵌入工具或方法 虚警 漏检 正确检测 正确率／％

Ｄｉｇｉｍａｒｃ ２／１０ ２／１０ １６／２０ ８０

ＰＧＳ ２／１０ １／１０ １７／２０ ８５

Ｃｏｘ ４／１０ ２／１０ １４／２０ ７０

Ｐｏｏ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４／２０ ７０

用Ｇｉｇｉｍａｒｃ训练，
用ＰＧＳ和Ｃｏｘ测试

５／１０ ２／１０ １３／２０ ６５

Ｓｔｅｇａｎｏｓ ２／５ １／５ ７／１０ ７０

Ｓｔｏｏｌｓ ４／１０ １／１０ １５／２０ ７５

Ｊｓｔｅｇ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４／２０ ７０

Ｐｏｏｌｅｄ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１０ ０／１０ １５／２０ ７５

用Ｓｔｅｇａｎｏｓ和Ｓｔｏｏｌｓ
训练，用Ｊｓｔｅｇ测试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４／２０ ７０

Ｐｏｏ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和

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１０ １／１０ １４／２０ ７０

用Ｄｉｇｉｍａｒｃ，ＰＧＳ，Ｓｔｅｇａｎｏｓ，

Ｓｔｏｏｌｓ训练，用Ｃｏｘ和Ｊｓｔｅｇ
测试

４／１０ ３／１０ １３／２０ ６５

另一种早期技术由Ｆａｒｉｄ等人提出，他们用类

似于小波的正交镜像滤波器［５４］（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Ｍｉｒｒ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ｓ，ＱＭＦ）将图像分解为多尺度水平、垂直、对

角方向和低频分量，使用最佳线性预测器，计算预测

误差的前４阶矩：均值、方差、偏斜、峭度．用Ｆｉｓｈｅｒ

线性分类器（ＦＬＤ）
［５５５６］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５７］进

行分类以区分载体和含密图像，见图６．用１８００幅

大小为６４０×４８０的载体图像和１８００幅以各种方法

嵌入数据的含密图像进行训练．测试图像不在训练

集内．对ＪＰＥＧ 图像用Ｊｓｔｅｇ和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对 ＧＩＦ

图像用 ＥｚＳｔｅｇｏ，对 ＴＩＦＦ图像用 ＬＳＢ进行隐写，

ＧＩＦ图像和ＴＩＦＦ图像由ＪＰＥＧ图像转换得到．在

使用ＦＬＤ和线性ＳＶＭ 时均选择适当的参数使虚

警概率保持为１％．检测结果表明两种分类器性能

相近．用非线性ＳＶＭ时性能有所改进．检测结果见

图７，纵轴为检测概率，（ａ）～（ｃ）分别为ＦＬＤ、线性

ＳＶＭ、非线性ＳＶＭ，虚警为１％时的结果，（ｄ）为非

线性ＳＶＭ虚警为０的结果．横轴下的数字表示嵌

入数据量．可见这种通用检测器可用于检测多种隐

写工具产生的含密图像，但不同情况下性能有较大

差异．总的来说，对ＪＰＥＧ图像的检测效果较好，非

线性ＳＶＭ的性能优于其他分类器．

图６　Ｆａｒｉｄ的通用隐写检测器

图７　用ＦＬＤ、线性和非线性ＳＶＭ的检测结果
［５８］

　　由于新的隐写方法不断出现，通用隐写分析的

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近几年对这一类方法的研究

明显加强，出现了许多有效的方法．Ｆｒｉｄｒｉｃｈ提出了

一种基于特征的隐写分析法用来检测ＪＰＥＧ 图

像［５８］，其目的是检验ＪＰＥＧ隐写算法性能，评价嵌

入机制．她的检测方法用载体和含密图像训练线性

分类器，由含密图像的ＤＣＴ系数边缘统计特性和

联合统计特性计算一系列特征量（Ｆｒｉｄｒｉｃｈ称之为

泛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包括１７个一阶量（５个ＤＣＴ低频

系数直方图，全局ＤＣＴ直方图，１１个ＤＣＴ系数对

直方图）、４个二阶量（系数方差和由共生矩阵导出

的３个量，反映块间ＤＣＴ系数的依赖性）、２个分快

特征量（空域中沿８×８块边界的跳变量之和）．然后

对图像进行解压缩、几个像素的轻微剪裁、再用同一

量化矩阵重新压缩来估计载体图像的特征量．由两

组统计量之间的差异得到特征量，可根据求得的特

征判断隐写嵌入对图像影响的可检测性．由于

ＪＰＥＧ图像的ＤＣＴ域对隐写嵌入最为敏感，该方法

可望导致对ＪＰＥＧ图像进行隐写分析的良好性能．

应用上述基于ＤＣＴ的特征，Ｐｅｖｎｕ和Ｆｒｉｄｒｉｃｈ

又构造了应用Ｇａｕｓｓ核的非线性ＳＶＭ 分类器，用

于对ＪＰＥＧ图像进行隐写检测
［５９］．测试对象是３４３６

个不同来源的３５０００幅原始图像，用质量因子７５进

行ＪＰＥＧ压缩产生载体图像．包括两种情况：（１）二

元检测，区分无嵌入数据的载体图像和以下几种隐

写算法之一：Ｆ５，ＭＢ１，ＯｕｔＧｕｅｓｓ分别嵌入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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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５％，ＭＢ２嵌入率为 ＭＢ１容量的３０％，以及

ＪＰＨｉｄｅ嵌入图像尺寸的１０％，测试结果见表３；

（２）用狀（狀－１）／２次二元检测组合成多元检测，以

判断含密图像是哪一种嵌入方法产生的，结果见

表４．可见对是否含密的检测结果令人满意，对不同

嵌入工具具有较好的鉴别能力．对未参与训练的ＪＰ

Ｈｉｄｅ，大部分判为Ｆ５和 ＭＢ１，反映它们的嵌入机制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测试结果发现基于ＤＣＴ的方

法优于使用７２个特征的小波方法
［６０］，这是因为在

ＤＣＴ域提取ＪＰＥＧ图像特征最为匹配，而小波则适

合于更普遍的情况．根据文献［５９］的作者观察，误

判与图像噪声较强有一定的联系．

表３　非线性犛犞犕二元分类器性能

嵌入算法
默认阈值下的分类

判为载体 判为含密

调整阈值使虚警≈１％的分类

判为载体 判为含密

Ｆ５１００％ ２ ５３２ ５ ５２９

ＭＢ１１００％ ３ ５３０ ３ ５３０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１００％ ３ ５３１ ５ ５２９

Ｆ５５０％ ２ ５３２ ７ ５２７

ＭＢ１５０％ ２ ５３１ ４ ５２９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５０％ ３ ５３１ ４ ５３０

ＭＢ２３０％ ２７ ５０６ ７３ ４６０

Ｆ５２５％ ５４ ４８０ １４９ ３８５

ＭＢ１２５％ ３８ ４９５ ９０ ４４３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２５％ ５ ５２９ １０ ５２４

ＪＰＨｉｄｅ ６ ５２８ １０ ５２４

载体 ５１５ １９ ５２７ ７

表４　非线性犛犞犕多元分类器性能

嵌入算法
分类结果

载体 Ｆ５ ＭＢ１ ＭＢ２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

Ｆ５１００％ ２ ５３１ １ ０ ０

ＭＢ１１００％ ３ ０ ５２６ １ ３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１００％ ２ ０ ０ ０ ５３２

Ｆ５５０％ ４ ５００ ７ １ ０

ＭＢ１５０％ ３ ７ ５０６ １２ ５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５０％ ３ １ ３ ０ ５２７

ＭＢ２３０％ ８ １４ １７ ４９２ ２

Ｆ５２５％ １７ ４６３ ２７ ２６ １

ＭＢ１２５％ １６ ２６ ４１１ ７５ ５

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２５％ ４ ７ １６ ２３ ４８４

ＪＰＨｉｄｅ ９ ３３４ １５８ ２７ ６

载体 ５１０ ５ ４ １５ ０

早期通用分析对ＪＰＥＧ图像频域隐写工具的检

测性能较好，但对空域法的分析能力不理想，并严重

依赖所用的训练图像和测试图像．Ｈｏｌｏｔｙａｋ和

Ｆｒｉｄｒｉｃｈ等人
［６１］于２００５年提出用小波域高阶统计

量进行分类的３步框架：估计隐写信号、提取特征和

分类．将含密图像看成载体与隐写信号之和：

狔＝犳（狊，犓）＝狓＋犵（狊，犓） （７）

其中犵为嵌入算法，狊为嵌入的秘密信息，犓 为密

钥．将含密图像的小波变换看成非平稳Ｇａｕｓｓ载体

和隐写信号的混合．为了用闭合形式来表示，将隐写

信号近似描述为平稳Ｇａｕｓｓ过程犖（０，σ
２）．应用小

波变换来估计犵（狊，犓），目的是获得对隐写敏感的信

号成分而尽量降低载体对检测的影响．

特征提取是关键步骤．从隐写成分犵中提取的

特征具有对隐写敏感而对图像内容不敏感的优点．

对载体图像和含密图像计算犵（狊，犓）的一级小波分

量，其直方图如图８．图中虚线和实线分别对应于载

体图像和由±１嵌入产生的隐写图像，可见载体和

含密图像在直方图（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的尾部有

明显差异．将两个直方图映射至适当的参数空间可

计算其欧氏距离而不必知道ＰＤＦ的具体形式．研究

表明，最低的几阶偶数矩不能区分载体和含密图像，

只有高阶矩才能反映ＰＤＦ尾部的差异．

图８　载体图像（虚线）和±１隐写图像（实线）的一级

小波分解直方图，纵轴取对数尺度［６１］

图９（ａ）是用ＦＬＤ进行分类时的正确率与矩的

阶数之间的关系．可见随着阶数的提高，正确分出载

体图像的概率下降，而检测含密图像的概率则增加，

直到１８阶以后这一概率也逐渐下降．图９（ｂ）是将

两个正确检测概率相乘（联合概率），可知获得最佳

检测效果的最低阶数为１２．取联合概率大于０．５（即

优于随机猜测）的所有偶数矩构成３３阶特征向量，

用ＰＣＡ降至４～５维．

用ＬＳＢ匹配法在从未压缩过的图像中以不同

的嵌入率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嵌入数据，对它们

进行检测得到图１０所示ＲＯＣ．其中图（ａ）是对２２

种不同数字照相机拍摄的２５６７幅１百万像素以上

非压缩照片的测试结果，包括４８比特彩色ＴＩＦＦ图

像和２４比特彩色ＢＭＰ图像，全部转为８比特黑白．

图（ｂ）是２３７５幅１５００×２１００高分辨率扫描图像，转

为黑白．实验所用图像库与文献［２８，３０］相同．扫描

中引入的噪声使隐写分析性能下降．对于ＪＰＥＧ压

缩过的图像进行实验，即使在２５％嵌入率时也能完

全正确检测．实验还表明，单一照相机拍摄的图像比

多来源图像更容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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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阶数与检测精度的关系
［６１］（由５００幅原始图像用±１隐写和ＬＳＢ隐写平均而得，嵌入率为１２．５％～５０％）

图１０　用ＦＬＤ分类的ＲＯＣ
［６１］

　　上述方法不久又被进一步改进
［６２］，一方面仍从

小波域的噪声分量提取特征以提高信噪比（隐写信

号与残余载体信号之比），另一方面，不再用很高阶

的偶次矩，而是计算１到９阶的绝对非归一化矩，称

为小波绝对矩分析法（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Ｍｏｍｅｎｔ，

ＷＡＭ）．其中前４阶矩在概念上与Ｆａｒｉｄ的预测误

差［５７］一样，但用不同的小波使预测质量较好，而且

采用绝对矩而并不按方差进行归一化，避免使用很

高阶的矩．

图１１是对ＫｏｄａｋＤＣ２９０相机拍摄的未经压缩

灰度图像测试结果，其中（ａ）是用文献［５９］的ＦＬＤ

分类器得到的，（ｂ）是 ＷＡＭ 的性能．用随机±１嵌

入法进行隐写，ＷＡＭ在小嵌入量时有明显优势．

图１１　ＷＡＭ与ＦＬＤ的性能比较
［６２］

　　文献［６０］的作者进而研究先验边信息（例如已

知相机型号、ＪＰＥＧ质量因子、图像处理情况等）对

提高隐写分析性能的作用，用２２种不同相机拍摄，

检测性能明显比单一相机差，但 ＷＡＭ 仍优于

ＦＬＤ．比较了几种新的嵌入策略：随机±１与三元嵌

入法相结合、局部自适应三元嵌入、在将每种颜色

１６比特的图像转换为８比特灰度图像时的扰动量

化．用 ＷＡＭ确定哪一种方法较为安全，结果发现第

３种方法最难被检测出来，其次是自适应三元嵌入．

Ｆａｒｉｄ等人在早期工作
［５５５７］的基础上，又于

２００４年将他们的统计模型扩展到彩色图像，提出了

所谓“单类ＳＶＭ”（ＯＣＳＶＭ）以简化分类器的训练

过程［６３］，虽然其性能略逊于“两类ＳＶＭ”，却只需用

容易得到的载体图像进行训练，具有潜力可将检测

算法推广到能检测分类器从未见过的隐写工具．接

着他们又扩展其统计模型，将相位统计特性也包括

进来［６４］．

在文献［６４］中Ｆａｒｉｄ指出，用多尺度和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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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解得到的幅度及相位的一阶和高阶统计量，

对于大量图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而对隐写嵌入的

数据灵敏度较高．他们仍用 ＱＭＦ
［５４］提取幅度统计

量，优点是能得到最小的空域混迭，并采用一种局部

角度谐波分解（Ｌｏｃ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ＬＡＨＤ）估计局部相位，该方法通过向一组角

度Ｆｏｕｒｉｅｒ基函数投影得到．然后采用ＳＶＭ进行分

类．实验中使用４００００幅自然图像，ＪＰＥＧ压缩质量

因子平均９０％，典型尺寸为６００×４００，统一取图像

中部２５６×２５６区域进行测试，计算４３２维的幅度和

相位统计量．使用了５种隐写工具生成含密图像：

Ｊｓｔｅｇ、ＯｕｔＧｕｅｓｓ、Ｓｔｅｇｈｉｄｅ、Ｊｐｈｉｄｅ、Ｆ５，用同样的质

量因子以避免二次ＪＰＥＧ压缩效应．对每一组图像，

３２０００幅用于训练，８０００幅用于测试．图１２是用非

线性ＳＶＭ进行检测的性能，隐蔽数据嵌入率分别

为１００％、７８％、２０％、５％，在横坐标下标出．图中白

点是用线性ＳＶＭ 得到的结果．可见该方法可对嵌

入率较高的隐写实现通用检测，而当嵌入率低时性

能不佳．

图１２　用非线性ＳＶＭ 分类器对５种隐写工具的检测结

果［６４］（左侧的灰色矩形条说明对载体图像的正确判

断率大于９９％（虚警率小于１％））

另一项近期成果是 Ｗａｎｇ和 Ｍｏｕｌｉｎ的优化特

征提取［６５］．他们指出，在既不知道图像统计特性又

不知道隐写算法的情况下，采用有监督的训练是实

现通用检测的有效方法．他们从３方面来解决特征

提取这一关键问题：寻求在区分有无隐写方面优于

常规小波分解的图像子带表示；分析两类概率密度

函数（ＰＤＦ）的特征经验矩和ＰＤＦ特征函数的经验

矩，并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点；讨论特征空间的降维．

在虚警概率固定为１％的条件下，对含密图像的检

测率至少超过其它方法１５％到５０％．他们引入了下

列单一性能测度，即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犃ＵＣ用于评

价检测性能：

犃ＵＣ ＝∫
１

０
犘Ｄ（犘ＦＡ）ｄ犘ＦＡ （８）

其中，犘ＦＡ为虚警概率，犘Ｄ为检测概率．图１３（ａ）是

用前３阶矩共３９个特征量的检测结果，将优化特征

与 Ｈａｒｍｓｅｎ等
［３１］、Ｇｏｌｊａｎ等

［６２］、Ｆａｒｉｄ
［５６］方法比较

的结果．用扩谱法
［６６］进行１００％隐写嵌入，这４种检

测方 法 的 犃ＵＣ 分 别 为 ０．９９０５、０．９８７５、０．９１６６、

０．５５５１．进一步将优化特征结合顺序前向浮动选择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ＦＳ）、优

化特征结合阈值选择与 Ｘｕａｎ等的方法
［６７］（对

Ｈａｒｍｓｅｎ等方法
［３１］的改进）和Ｆａｒｉｄ方法

［５６］进行比

较，分别用扩谱法、ＬＳＢ、Ｆ５在图像中嵌入数据．

图１３（ｂ）是用ＬＳＢ嵌入时的性能比较．４种情况下

的ＡＵＣ分别为０．９４８４、０．９３６５、０．８９０１、０．７１２２．

图１３　优化特征法与其他方法性能比较
［６５］

Ｌｉｅ等
［６８］提出基于空域和ＤＣＴ域的两个统计

特性来实现未知嵌入方法的盲检测，采用非线性神

经分类器．对２０８８幅载体图像和用６种隐写工具产

生的含密图像组成图像库进行广泛测试，实现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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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检测率，有效性不限于一种特定隐写方法，可

检测低达每像素０．０１比特的嵌入量，并可考虑低通

滤波、锐化、ＪＰＥＧ压缩．

在以上所讨论的基于特征和分类的通用隐写分

析技术中，从早期根据隐写造成载体失真的判断来

构成分类器，到利用线性预测误差的各阶矩，以及利

用小波变换的高阶矩，特征向量的阶数有逐渐升高

的趋势．但是近期的研究又表明，阶数提高并不一定

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方面还需深入探索．

通用分析方法具有适应性强的明显优点，但是其检

测性能与专用检测器相比有不小的差距．训练工作

量大，使用不便，也是此类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瓶

颈．研究仅需载体图像即可进行训练的分类法是改

善通用隐写分析法实用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６　隐写和隐写分析研究动态

近年来针对 ＬＳＢ 嵌入仍有一些新方法，如

Ｒｏｃｈａ等
［６９］使待检测图像最低位逐步随机化，得到

一系列ＬＳＢ有差异的图像，每步得到一幅ＬＳＢ熵

逐渐增加的可能含密图像，实质上是χ
２和 Ｕｅｌｉ

Ｍａｕｒｅｒ检验
［７０］的结合，却克服了χ

２仅能检测顺序

嵌入的不足．采用线性分类器和ＳＶＭ，性能优于早

期 Ｗｅｓｔｆｅｌｄ
［１２］和Ｐｒｏｖｏｓ

［１３］方法以及Ｆａｒｉｄ的通用

检测法［５６５７］．该方法可望用于被动认证和图像检索．

Ｄｕｍｉｔｒｅｓｃｕ等
［７１］利用高阶统计量建立了ＬＳＢ

隐写检测新框架，他们利用数字媒体样本的内在相

关性计算存在于ＬＳＢ中的秘密信息长度的稳健估

计．该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可用于静止图像、视频、音

频等多种数字媒体．

深入了解嵌入率估计误差的统计特性对于提高

定量隐写分析的性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往被忽

视的一个问题．Ｋｅｒ在接连的两篇论文中对此进行

了广泛的实验研究［４６］和理论研究［４７］．Ｂｈｍｅ和Ｋｅｒ

进行了多达２亿次以上的实验．他们从下载的

ＮＲＣＳ图像库①的合格 ＴＩＦＦ图像中随机选出８００

幅，统一用双三次重采样变成６４０×４８０尺寸，分别

取出其亮度成分和红色分量用于灰度图像和彩色图

像的实验．对每一幅图像采用ＬＳＢ替换法分别以嵌

入率狆∈｛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嵌

入２００种不同的随机序列．使用的隐写方法包括

ＲＳ
［１５］、ＷＳ

［７２］、ＳＰＡ
［４１］、ＳＰＡ／ＬＭＳ

［４２］、Ｔｒｉｐｌｅｓ
［４３］．

对每一幅图像的亮度分量和红色分量在未压缩和

犙＝８０的ＪＰＥＧ压缩两种情况下进行测试．最后为

了观察图像尺寸和缩放的影响，分别采用随机剪裁

和下采样至原图像的７５％、５０％、２５％进行测试．

他们的研究结论包括由两种主要来源构成的误

差模型：

狆^犻，犼 ＝狆犻，犼＋犡（μ犻，σ犻）＋犣（!，θ） （９）

其中下标犻代表载体，犼代表嵌入的隐蔽数据，狆犻，犼为

隐蔽信息量．随机变量犡表示载体和隐蔽信息之间

相关性而引入的估计误差，即图像内（ｗｉｔｈｉｎｉｍ

ａｇｅ）误差，服从Ｇａｕｓｓ分布犖（μ犻，σ犻）；犣表示载体模

型不准确引入的估计误差，即图像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ａｇｅ）误差．图像间误差服从狋分布，参数ζ和θ也可

能受狆犻，犼和载体影响，对给定的图像集假定它们是

固定的．研究表明，以往被忽视的隐蔽信息所引起的

嵌入量估值误差甚至大于载体图像特性差异的影

响，故应在隐写分析研究中加以注意．不同的隐写分

析方法受图像内和图像间两种因素的影响是不同

的，这对于理解为什么某一估计器在某些情况下效

果不佳是有所启发的．估计器性能还受到载体图像

的影响，其因素包括局部方差和饱和度．此项研究提

供了计算嵌入率估值置信度的可能性．

对于误差特性的研究首次建立了隐写分析误差

理论模型，使隐写分析者能精确计算有无隐蔽信息

的二元假设检验的嵌入率值．对估计误差的研究将

有利于改进检测器．

直到不久以前，隐写基本上只限于在一幅图像

中嵌入隐蔽数据，隐写分析也是对单幅图像的分析．

为了对抗隐写分析需要降低图像中的嵌入信息量，

因此可将待传输的数据分散嵌入到一组图像中，这

就是所谓批量嵌入（ｂａｔｃｈ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如果对

每一幅图像进行单独分析，隐写的安全性显然正比

于分散的程度．对抗这种分散的批量隐写可采用组

合分析法（ｐｏｏｌｅｄｓｔｅ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ｅｒ通过实验
［７３］和

理论研究［７４］发现，将信息分散在多个载体中，安全

性并不随分散程度线性增长．用组合式隐写分析可

使安全性仅以较慢的平方根速度上升．

文献［７５］研究了多种隐写分析方法所得统计特

征的融合问题．将隐写分析中涉及的统计特征归结

为载体数据的“固有特征”和隐写所产生的“引入特

征”，提出基于整体性思想的特征提取及融合方法，

经过筛选，对性能较好的多种方法进行适当修正，用

得到的特征组成特征集合进行判决，取得的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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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写分析的另一项内容是估计隐写时所用的密

钥．Ｔｒｉｖｅｄｉ和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ｏｕｌｉ
［４］通过检测含密媒体统

计特性的突变，对扩谱法顺序隐写嵌入进行了密钥

估计．考虑到平稳和非平稳载体信号的不同信噪比，

导出了低信噪比条件下的局部最强力隐写分析检测

器．在ＤＣＴ域中高频嵌入的情况下，密钥估计准确

性良好，但在低频分量中嵌入时估计性能较差．

过去搜索密钥均采用穷举法，在提取的数据中

寻找可识别的模式，代价很高．对于许多隐写方法，

Ｆｒｉｄｒｉｃｈ等
［７６］证明搜索密钥的复杂度仅与密钥空间

有关，而与加密算法无关，可根据沿嵌入路径样本统

计性质进行穷尽搜索，正确的密钥由偏差大的样本

分布（ｏｕｔｌｉ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给出．该方法对各

种隐写方法有效，但该文集中研究ＪＰＥＧ图像．接着

又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扩展，提供了更一般的理论描

述，并应用于空域［７７］．他们基于χ
２检验来判别密钥，

提出一种从多幅图像中提取密钥的方法．在空域中

利用降噪滤波得到图像中的噪声成分可提高密钥搜

索效率．用±１嵌入法进行实验，在很低嵌入量时仍

可搜索．密钥估计对于数字取证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ＬＳＢ隐写提取密钥时，可在“已知载体”和

“载体被重复使用”条件下得到恢复ＬＳＢ隐写术密

钥的计算复杂度［７８］．然后在“载体被重复使用”条件

下针对空域ＬＳＢ隐写得到一种密钥恢复算法，借鉴

密码分析中的“分别征服攻击”思想有效降低计算复

杂度．另外还可利用嵌入率估计器
［７４］，通过碰撞攻

击实现隐写密钥的恢复［７９］．理论分析表明这种攻击

的复杂度主要由所需的样本量决定．用混合Ｇａｕｓｓ

模型给出估计最小样本量的方法，对ＨｉｄｅａｎｄＳｅｅｋ

进行实验，嵌入消息长度犔 未知时，当嵌入率在

５．３％～９４．５％时能进行成功的攻击．如果知道犔，

则能成功进行攻击的嵌入率范围扩大到１．１％～

９８．４％．碰撞攻击法的计算速度比文献［７７］的χ
２法

快，但只适用于ＬＳＢ替换，而χ
２法还适用于ＬＳＢ匹

配隐写．

以上主要讨论了近年来图像隐写分析的研究进

展，在对抗其他数字媒体的隐写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成果．例如在数字音频隐写方面提出了基于音频质

量测度并利用分类器的检测技术［８０８１］．对于文本中

的信息隐藏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例如 Ｗｉｎｓｔｅｉｎ提

出了基于词典的隐写方法①，根据英语统计规律和

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在正常英语文本中嵌入了０．５％的

隐蔽信息．Ｔａｓｋｉｒａｎ等
［８２］则对此研究了攻击方法，

是首次出现的针对自然语言隐写的检测技术．他们

利用了自然语言的模型和ＳＶＭ 区分自然语句和含

密语句，该方法独立于具体的嵌入方法．

含有隐写嵌入信息的数字媒体常通过互联网传

播，今后对隐写的检测和估计应考虑网上信息量巨

大的特点，降低计算复杂度，提高分析效率．此外与

互联网应用更紧密结合的隐写技术也开始出现，例

如在 利 用 ＶｏＩＰ 的 隐 写技术 方面已 有一 些 研

究［８３８４］，而对此的分析检测工作尚未见报道．

近期还出现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共享业务进行

秘密信息传输的隐藏文件管理系统ＣｏｖｅｒｔＦＳ
［８５］．该

系统建立在图像共享业务之上，对网上分享图像中

的隐藏文件进行管理，可保证文件的机密性，用户可

自由选择含密图像的分享范围，并否认隐蔽文件的

存在性．业务提供商也不可能知道这些隐蔽文件的

存在．此类技术构成了对安全的威胁，对抗措施亟待

跟上．

７　结束语

隐写分析在对抗新型隐写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反过来又促使隐写技术的改进．在隐写－反隐写

对抗中，反隐写一方总是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尽管

它常被称为对隐写的“攻击”．本文着重讨论了近年

来在反隐写几个难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即对ＬＳＢ

匹配嵌入的检测、小嵌入率的检测和估计、不依赖嵌

入方法的通用隐写分析．对于今后隐写分析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早期隐写已能被许多方法成功检测，但是

对很小的嵌入率进行可靠检测仍是难题．根据隐写

分析的难易可将载体图像分成三类，从易到难是：曾

经被ＪＰＥＧ压缩过、ＪＰＥＧ压缩后又被缩放处理的、

从未被压缩过．图像分辨率很高和尺寸很小这两种

极端情况也较难检测，前者因为数字照相机的普及

而成为便于获取的隐写载体，后者则因为容易通过

防火墙而可能被隐写者优先考虑．

（２）新的隐写方法不断出现，研究独立于嵌入

方法的通用分析技术十分重要．目前主要方法可归

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加性噪声模型的分析，如 ＨＣＦ；

另一类是“预处理＋特征提取＋分类”．后一类方法

受到较多关注，由于涉及到用巨大的图像库进行训

９５２１７期 王朔中等：以数字图像为载体的隐写分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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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如何用于实际尚待进一步研究．

（３）由于含密图像总是可以与海量的正常数字

媒体共存，要在有限时间里确定可疑对象就必须进

行快速检测，因此降低隐写分析的计算复杂度是研

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４）隐写技术的新应用向反隐写研究者提出了

新的课题，例如第６节提到的文本隐写和网络应用．

需要超越目前面向孤立文件的检测方式，在系统层

面考虑反隐写的问题．不同来源载体对隐写分析的

影响等问题也应进行研究．

（５）隐写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隐蔽信息的存

在，最终提取隐蔽信息．迄今为止在检测有无可疑嵌

入信息和估计嵌入量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在

提取嵌入信息方面进展较慢．在实现嵌入信息提取

之前，有必要对嵌入算法进行估计［８６］，在此基础上

如能恢复密钥，也就相当于获取了嵌入内容．若提取

的信息为密文，还要进一步恢复加密密钥以破译密

文，这就不属于隐写分析的工作了．实现隐蔽信息的

正确截获乃至破译是一项长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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