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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emb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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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he method for embeding the hiding codes

/ 杆 敖搪 /
comprising a type of format deformation

匹 being looked as one channel, selecting at least

3 one of the channels to represent the hiding
codes which is to be embeded into a document,

待扎理的 件 each type of format distortion includes N level
版式 字屁 distortions, wherein N is a positive integer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and the number N
of the different format deformations can be
same or different, Determining the hiding code
sequence for the hiding code with respect to

字版式扎理 each type of the format deformation, the code
length after being converted is M, wherein
the M is a positive integer, K words which
are require to be format deformed are selected
from said document including words, wherein
K is positive integer and K>M, These selected
K words are format deformed based on the
determined code sequence Hiding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invention is easy to

1 IDENTIFICATION DATA be operated and handiness With respect to the
2 THE FILE FORMAT WORDS FLOW TO BE PROCESS electronic document which mostly including
3 GENERATING CODE SEQUENCE words, high anti jamming can be obtained
4 WORDS FORMAT PROCESS with said method for embeding and detecting
5 THE FILE FORMAT WORDS FLOW AFTER BEING DEFORMED the hiding codes, and said method has good
6 ELECTRONIC DOCUMENT HAVING HIDING CODES

tolerance with respect to various common jam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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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岌明公升了一神隱形蝙碉嵌入和檢測的方法 其中核隱形貌碉嵌入的

方法包括 將一芙的版式交形作力 介通道，迭擇至少 介通道末表耽要嵌

入到文梢申的隱形鎘碉 每癸版式交形包含 N 級交形 其中N 力大于等于
的正整數 不同的版式交形級數 N 或相同或不同 碗定隱形貌阿咐于各癸版

式交形的貌碉序列 特換后的貌碑弋度力 M，其中M 力正整數 爪所迷包含

文字的文梢中逝出需要迸行版式交形的 K 介字 其中 K 力正整數且 K M ;

根据碗定的銅砲序列肘所逝的 K 介字迸行版式交形。利用本岌明隱藏信息

易操作且筒便。肘以文字力主的屯于文梢 利用咳隱形蝙硝的嵌入和栓洲方

法可以有很好的抗干抗能力 肘于各神常兄的干抗方法有較好的容忍度。



二神隱形編碉嵌入和楠洲的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汁算帆通信安全領域，尤其涉及信息隱藏技木領域。

背景技木
隨看汁算析通信技木的普及，利用阿絡估送咀子文件交得越來越普遍。

然而，冉于文件即容易使他人怪而易華地夏制及估播，甚至被算改。因此，

力了保障冉于文件的安全佳輸，人們利用密碉羊的加解密技木，通迂軟件或

者硬件加解密文梢，保折咀子文件的安全性。但是加解密技木不能保征冉子
文件解密后的夏制及估播的何題。力了解決迭介何題，1995 年，人們提出了
信息隱藏技木，即在文梢中隱藏某些不可兄的、可以表明某些特性，如版杖

信息，使屯于文梢在夏制及估播迂程中得到保折及追棕。其中，教字水印是

近年末比較熱門的技木。

數字水印 g a Wa e a 技木是指用信弓她理的方法在數字化的多

媒休數据中嵌入隱蔽的棕杞，迭神棕杞通常是不可几的，只有通迂寺用的栓

洲器或岡棲器才能提取。數字水印是信息隱藏技木的一介重要研究方向。

嵌入數字作品中的信息必須具有以下基本特性才能林力數字水印

隱蔽性 在數字作品中嵌入數字水印不合引起明豆的降旗，井且不易被

察洗。

隱藏位置的安全性 水印信息隱藏于數据而非文件共申，文件格式的交
換不匝早致水印數据的丟失。

嘗棒性 所渭嘗棒性是指在鋒防多神元意或有意的信弓她理迂程后，數

字水印仍能保持完整性或仍能被准硝盜別。可能的信弓她理池禮包括信道噪

芹、唬波、數/模勻模/數特換、重采樟、剪切、位移、尺度交化以及有損庄縮

銅碑等。

在數字水印技木中，水印的數据量和售棒性枸成了一肘基本矛盾。伙主

聊上阱，理想的水印算法匝核既能隱藏大量數据，又可以抗各神信道噪芹和

信弓交形。然而在突阮中，迭兩介指析往往不能同肘突現，不迂迭井不舍影

晌數字水印技木的匝用，因力寞阮匝用一般只偏重其中的一介方面。如果是



力了隱蔽通信，數据量昱然是最重要的，由于通信方式板力隱蔽，遭遇故方

纂改攻由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咐售棒性要求不高。但肘保征數据安全末悅，

情況恰恰相反，各神保密的數据隨肘面帖看被盜取和纂改的危險，所以嘗棒

性是十分重要的，此肘，隱藏數据量的要求居于次要地位。

目前，典型的數字水印算法是把目林數据待嵌入信息都特換力團像宋她

理，下面列華一些典型的數字水印算法
1．最低有效位算法 SB 是 ．F．T rW口R．G．va S c y de 等人提出

的第一神教字水印算法，是一神典型的空間域信息隱藏算法。特定的密胡通

迂m序列友生器芒生隨杭信弓，然后按一定的規則排列成2堆水印信骨，井逐

一插入到原始團像相匝像素值的最低几位。 由于水印信弓隱藏在最低位，相

舀于疊加了一介能量微弱的信弓，因而在初斑和折號上很雅察號。 SB水印

的愉測是通迂待測圍像勻水印團像的相夫這算和統汁決策寞珮的。S e go os

h e o se S o m Too s等早期數字水印算法都采用了 SB算法。 SB算法

暈然可以隱藏較多的信息，但隱藏的信息可以被鞋易移去，元法滿足數字水

印肘于售棒性的要求，因此現在的數字水印軟件己鋒很少采用 SB算法了。

不迂，作力一神大教据量的信息隱藏方法， S 在隱蔽通信中仍占据看相圭

重要的地位。

2．P a chwo 算法 是麻省理工半院媒休安醃室W a e a de 等人提出的

一神數字水印算法，主要用于打印票据的防仿。 P a chwo 數字水印隱藏在特

定團像匡域的統汁特性中，其魯棒性很強，可以有效地抵御剪切、灰度校正、

有損庄縮等攻苗，其缺陷是數据量較低，肘仿射交換敏感，肘多拷只乎均攻

苗的抵抗力較弱。

3 ，玟理抉映射貌碑 玟理抉映射將水印信息隱藏在團像的隨析玟理匠域

中，利用玟理同的相似性掩蓋水印信息。核算法咐濾波、庄縮和扭特等操作

具有抵抗能力，但需要人工干預。

4． CT 萬散余弦 交換域數字水印算法 CT交換域數字水印是目前
研究最多的一神數字水印，它具有魯棒性強、隱蔽性好的特魚 。其主要思想

是在圍像 CT交換域上迭擇中低頻系數疊加水印信息 。之所以逝擇中、低

頻系數，是因力人眼的感斑主要集中在迭一頻段，攻由者在破杯水印的迂程



白

中，不可避免地舍引起團像廈量的汗重下降，一般的團像她理迂程也不舍改

交迭部分數据。 由于JP
，
EG等匝縮算法的核心是在 CT交換域上迸行

數据量化，所以通迂巧妙地融合水印迂程勻量化迂裡，就可以使水印抵御有

損庄縮。此外，DCT交換域系數的統汁分布有比較好的數孚模型，可以伙理

冶上估汁水印的信息量。

5．直接序列折頻水印算法 折頻水印算法是折頻通信技木在數字水印中

的匝用。勻估統的窄帶碉制通信方法不同，折頻通信將待估逆的信息通迂扒

頻硝稠制后散布于非常竟的頻帶申，使其具有仿隨帆特性。 收信方通迂相匝
的折頻碉迸行解折，藐得真正的估輸信息 。折頻通信具有抗干抗性強、高度

保密的特性，在卑事上匝用仁泛。事突上，折頻通信也可以看作是一神元錢

啦密旨方法。拋升其信息淤方面的理恰依据不阱，草伙感知的魚度考慮，折

頻通信之所以具有保密性，就在于它將信息仿裝成信道噪甫，使人元法分辨。

折頻水印方法勻扒頻通信癸似，是將水印信息鋒折頻凋制后疊加在原始數据

上。伙頻域上看，水印信息散布于整介頻濟，元法通迂一般的濾波手段恢夏。

如果要攻由水印信息，則必須在所有頻段上加入大幅度噪芹，迭元疑合門重

損害原始數据的旗量。

6．其他交換域數字水印算法 交換域數字水印井不局限于 CT交換域或

傅立吐槽，只要能很好地隱藏水印信息，一切信肯交換都是可行的。近年來，

有很多孚者當拭用小波交換或其他肘/頻分析的手段，在肘間/尺度域或肘/頻

域申隱藏數字水印信息，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坪份一神數字水印算法仇劣的主要依据包括

1．抗干抗能力 魯棒性 教字水印技木咐于曹棒性有一定的的要求，
即它可以抵抗第三方的攻苗或正常的、杯准的數据操作和交換。換句活悅，
即使攻古者知道估逆的數据中包含隱藏的重要信息，但也元法將其提取出來，

或在不汗重損林宿主數掘的情況下雅以將水印破杯掉。 曹棒性洲拭突阮上是

一介主劫攻由迂程，主要洲拭數字水印肘數据同步的依救禮度、抗各神域性

和非錢性濾波的能力，以及抵御几何交換等其他攻由的能力。

2．信息嵌入量 能否在有限的原始信息數据中嵌入足移的特定棕示信息。



3．信息隱藏度 肘原始信息的干抗程度 數字水印的信息量勻隱蔽性

之回存在看矛盾，隨看水印信息量的增加，作品的廈量必然下降。隱蔽性洲

拭需要咐水印算法的信息量勻能几度迸行汗估，哈出水印信息量占數据降疲

之同的准碗夫系。肘于團像、芹音等多媒休數据廈量的坪估不能仗依据信噪
比、峰值信噪比等信弓她理中的指枋，必須依救初漩和折猿的生理模型，否

則就不具有科孚性，迭不仗是數字水印也是數据庄縮的基本准則之一
4．安全性 安全性洲拭主要是肘破解水印算法的肘河及夏朵性迸行坪估，

以此作力水印安全性的指棕。

上面描迷的几神典型的數字水印技木，一般是把待柄洪的信息，即水印

信息，通迂圍像她理的方法嵌入。 比較造合匝用于將棕棵信息嵌入團像、稅

頻、音頻等媒休。迭神技木把文件看作是一般性的流式媒休或者平面媒休，

不匡分文字信息和其他信息 。她理的吋候一般通迂頻域交換，肘域交換等做
團像她理。一般速些她理都是通迂交換人眼不易號察的團像中的信息，如高

頻信息，來迭到嵌入水印的目的。速佯的方法癸似于JPEG匝縮等算法。但是

佳統數字水印方法沒有考慮特定癸型文楷如屯于文梢的特魚，因此在匝用到

特定領域的吋候，就昆得抗干抗能力不移強。 比如肘于喧于公文佳輸末悅，
屯于公文基本上是二值團像，團像沒有灰度等級 。迭神文楷如果采用普通的

數字水印技木，食帶來兩介何題

1．文梢輸出辰量余降低，二值團像肘頻域交換非常敏感，而咀于公文癸

的文件要求文字清晰，白底黑字，不造合做整休的團像交換。

2．打印輸出的冉于公文在估播迂程申最容易通迂夏印宋迸行，而基于團

像細市交換的數字水印技木肘于夏印和打描芒生的干枕非常敏感，迭使得水

印信息丟失鬥重，如果在佳播迂程中再鋒迂污染，裁剪，浸泡等干枕之后，
水印信息丟失合更鬥重，余造成水印不可洪別，因此，估統數字水印技木不

造合在屯于公文申匝用。

友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憶形銅硝嵌入方法，它使得隱形銅碉能移較

好地嵌入包含文字的文梢中，井能很好地乎衡隱形蝙昭的不可兄性和售棒性。

本友明的另一介目的在于提供一神肘上迷嵌入隱形銅昭的文楷的栓洲方



法。 舀嵌入隱形貌硝的文楷鋒迂多吹的干抗和特移后，如夏印、數昭相析拍

撮等等，仍然可以伙最后的文梢中提取隱藏的信息。

力了突現上迷目的，本岌明提供了一神在包含文字的文梢中嵌入隱藏信

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將一癸的版式交形作力一介通道，迭擇至少一介通道宋表現要嵌入到

文梢申的隱形蝙硝，每癸版式交形包含 級交形，其中 力大于等于 2 的正
整數，不同的版式交形級教 或相同或不同

b，碗定隱形銅硝肘于各癸版式交形的銅碑序列，特換后的蝙昭校度力
，其中 力正整數

c，爪所迷包含文字的文梢中逝出需要迸行版式交形的 介字，其中
力正整數且旺

d，根据碗定的貌硝序列肘所迭的 介字迸行版式交形。

上迷的嵌入方法，其中，所迷步驟 b 中的蝙昭力冗余貌昭。

上迷的嵌入方法，其申，所迷的冗余銅硯采用 C 算法或 S 算法。

上迷的嵌入方法，其中，所迷的版式交形包括肘文楷中文字介休的交形。

上迷的嵌入方法，其中，咐于每份包含文字的文梢，不同的通道嵌入不

同的隱形貌碉。

上迷的嵌入方法，其中，肘于每份包含文字的文梢，不同的通道嵌入相

同的隱形締碉。

力了更好的安現上迷 目的，本岌明胚提供了一神隱形貌碉栓州方法，包

括

A，肘藐取的待粒洲的包含文字的文梢的紙廈文件或其碎片即待洪別文

件迸行扣描，生成團像文件

B，將得到的待洪別文件的團像文件做 OCR 洪別

C，將 OCR 洪別鈷果均嵌入隱形蝙硝之前的原始文楷迸行匹配，得到待

秧別文件的每介字和原始文梢的每介字的肘匝夫系
，肘待映別文件申的每介字的版式交形迸行判別，棕杞上每介字的交

形貌弓，井硝定所厲版式交形的神癸
氏 肘每一介通道，根据已知的蝙碉弋度以及待洪別文件中每介字占原



文的肘匝夫系得到所迷鎘碉的每一位的統汁鈷果

F，肘每一介通道，根据統汁鈷果得到的蝙硝迸行解碑，得到待洪別文

件中的隱藏信息 。

上迷的檢洲方法，其申，在所迷步驟 ，通迂人工方式迸行判別，硝定

字的交化蝙弓。

上迷的粒洲方法，其中，在所迷步驟 ，通泣汁算杭和人工鈷合的方式

迸行判別，碗定字的交化貌弓。

上迷的檢州方法，其中，在所迷步驟 E，舀伙統汁鈷果得到的不是一介

完整蝙碉且所缺的鎘碑位數超迂了糾措范囿肘，則枚華缺失的蝙昭位的所有

組合，形成一介可能的鎘碉集合，然后再通迂人工方式碗定貌碉。

上迷的檢測方法，其中，在所迷步驟 F，舀所迷紙辰文件或者文件碎片

中的隱藏信息的各通道具有棕洪吋，則解碑得到各通道的林洪，以判斷出核

紙瘋文件或者文件碎片所使用的棕洪。

上迷的愉州方法，其中，在所迷步驟 F，舀所迷紙辰文件或者文件碎片

中的隱藏信息的各通道具有析棋吋，尚爪統汁鈷果得到一介完整貌碉或者不

是一介完整蝙碉但所缺的鋪昭位數在糾錯范圃內肘，直接將所得到的貌硝避

行解昭，得到所迷紙廈文件或者文件碎片的棕洪 舀爪統汁拮果得到的不是

一介完整鋪昭且所缺的蝙碉位數超迂了糾錯范園肘，則枚華缺失的貌硝位的

所有坦合，形成一介可能的貌昭集合，井通迂糾措硝的肺逝得出各通道的可
能的棕洪的集合，然后再通迂人工方式碗定棕洪。

上迷的栓洲方法，其中，在所迷步驟 F，舀所迷紙辰文件或者文件碎片

申的隱藏信息的各通道具有相同的柄洪肘，若有多數的通道汁算出了同一介

棕洪，則此棕洪力打印肘的棕洪 若各通道汁算出的柄洪不相同，則將各通

道汁算出的棕洪值列出宋，由人工根掘碎片所受千抗方式不同來決定哪介通

道得出的棕秧更加可信 若投有一介通道得到完整貌碉，則伙各介通道得出

的可能杯洪的集合中取一介交集，將核交集作力最有可能的枋洪的集合，然

后再通迂人工方式硝定林洪。

利用本友明隱藏信息，易操作且筒便。肘以文字力主的屯于文梢，利用
核隱形編昭的嵌入和粒州方法可以有很好的抗千抗能力，咐于各神常几的干



抗方法，比如夏印，打描，揉搓，水泡，污漬，裁剪，數昭相析拍照等都有

較好的容忍度。

團 1 是本友明隱形蝙昭嵌入方法的概略團

團 2 是本友明隘形鋪磚檢州方法的概略團
團 3 是本友明捻形蝙碉嵌入方法的基本流程團

團 4 是本岌明隱形蝙硝栓測方法的基本流程團。

具休突施方式
在肘本友明的具休突施方式迸行洋細描迷之前先肘本友明涉及到的一些

概念迸行悅明，以利于更好的理解本友明。

版式文件 通迂描迷文梢中可凡元素 文字，團形，團像 的位置，大
小，形狀等外溯信息宋碗定元素的昆示打印效果的格式文件。相肘于排版文

件，比如W o d，弔版，PPT ，Exce A oCA 等宋惋，版式文件只杞衰了版

式信息，文梢更精筒，可以伙各神可打印的排版癸型文件特換而未。

冗余貌硝 在數据之外增加冗余的數据，核數据是原數据的綜合的鈷果，
舀原數据在估輸迂程中因力各神偶然因素岌生損失或者交化肘，可以通迂醃

征冗余數据，或者利用冗余數据推算出原始數据的部分或者全部。

O CR 光孚文字洪別技木，通泣洪別團像中的文字部分，分析出文字的

下面拮合附囤肘本友明的具休奕施方式迸一步洋細槐明。

排版位置及字休 迸行細微的稠整，伙而將一部分額外的信息隱性地嵌入到

文楷舀中。迭些額外的信息可以是肘文字 包括數字等 的細微稠整。

所有的信息在嵌入到文梢之前都要被蝙碉，最葵所有的信息都是以蝙硝

的形式嵌入到文梢中。 由于每神文字的版式交形都可以車狙地被利用而狙立
地完成隱藏信息的工作，所以肘于一份含有文字的文楷，每神版式交形都形

成一神通道，所有的通道可以并行地嵌入信息。 比如在一份文楷中要嵌入的
信息是 3 介狙立的數字 "9" 、 "8" 、 "7" ，那么可以分別在文字尺寸交形

的通道中嵌入 "9" ，在文字位置交形的通道中嵌入 " 8" ，在文字字伸交形



的通道申嵌入 "7" 。也可以在 3 介通道中都嵌入 "9" 、 "8" 、 "7" ，伙

而利用各通道之回的相互醃征，加強信息隱藏的稔定性。

力了增加鎘碑的容借性和抗干抗性，上迷編昭可以采用冗余蝙昭，如
BC 算法或 S 算法。

上迷肘文字的版式交形包括肘文梢中文字介休的交形，如肘文字的尺寸、

文字的排版位置、字休的改交。其中所迷文字的尺寸的改交包括在文字的高
度、竟度或其組合上的交化 所迷文字的排版位置的改交包括在文字的臥向

位置、橫向位置或其組合上的交化 所迷字休的交化包括在筆划仗短、等划

形狀、筆划之同相咐位置、筆划粗絀、筆划斜率或其狙合上的交化。

由于通道的版式交形的釵別根据需要舍有所交仕，所以每介通道采用的

貌硝的硝制舍根据版式交形級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比如，文字尺寸交形通

道中，如果只采用文字交大和不交丙神級別，那么迭介通道的貌碉碉制就是

二迸制 如果采用文字交大 1 3 英寸、1 5 英寸、不交和縮小 1 5 英寸四

神級別，那么迭介通道的貌硝碑制就是四迸制。如果某介通道采用二迸制蝙

碉，要嵌入通道的信息是數字 9" ，那么要嵌入通道的隱形蝙碉就是 1001

也就是悅文楷中至少要有 4 介文字才能保征信息的完整嵌入。

肘于隱形貌磅的愉測，一介基咄荼件就是迸行隱形銅碉栓洲的迭一方和

把隱形蝙研嵌入的那一方，都同佯知道隱形蝙硝的嵌入規則，特別是射于嵌

入肘使用的每介通道的版式交形級別以及每神特定碉制的銅磚棚則。 比如一
介通道的版式交形級別力兩級，那么此通道的貌碉碉制力二迸制，同肘碗定

蝙昭采用 4 位定弋貌碑，那么如果嵌入的信息是數字 "9" ，則其肘匝的隱形

貌碑力 1001 如果嵌入的信息是教字 "2" ，則其肘匝的隱形貌阿力 0010

在碗定了嵌入勻粒洲孜方肘嵌入規則有共同理解的基碰上，首先需要將

旗得的待洪別文件通迂打描和 OCR 洪別后，將其特換力勻原始文梢相同格式

的喧于文梢。其中，待秧別文件指的是需要映別的紙辰文件或者它的碎片。

在待洪別文件特換力勻原始文楷相同格式后，將待洪別文件的屯于文楷

勻原始文梢做匹配，碗定待棵別文件中的每介文字咐匝于原始文梢中的位置。

比如原始文楷有 1000 介字，待洪別文件是原始文梢的一部分碎片，只包含 5

介字 "我們迭一群 " 。那么就需要使用碎片匹配方式，來比肘出 "我們迭一



群 " 送 5 介字在原始文檔中出現的位置。 比如 "我們迭一群 " 迭 5 介字只在

原始文楷中的第 177 到第 181 介字的位置得到了匹配，也就是槐原始文梢中

只有第 177 到第 181 介字的位置出現迂 "我們迭一群 迭 5 介達縷的文字。

在礁定了待洪別文件中的文字勻原始文楷的肘匝位置夫系后，就可以逐

介地比肘待秧別文件中的每介字勻原始文梢中的字之同在版式上的差別，并

把每神辨洪出末的差別做棕杞。依然使用前面的例于，用待棵別文件中 "我
們迭一群 " 迭 5 介字逐一勻原始文楷申的第 177 第 181 介字迸行比肘。假

投嵌入規則是文字尺寸交形通道，版式交形圾別力兩級，即交大和不交，交

大代表 1，不交代表 0 ，且蝙碉力 4 位仗的定弋貌碉。通迂汁算帆迸行肘比，

假投得出的咐比鈷果依吹是不交、不交、交大、交大、不交，那么伙迭 5 介

字的肘比鈷果可以栓測出的蝙硝序列是 001 10 。根据嵌入規則，由于己知蝙

昭的定仗是 4 位，4x44 176，所以可以汁算出第 177 位是隱形蝙昭的升始位

置，即 5 介字中的 我" 字是隱形鎘碑的升始位置，所以可以知道嵌入的隱

形貌硝是 0

在上迷寞施方式中，也可以通迂人工方式判別待洪別文梢的版式交形，

碗定字的交化蝙弓 也可以通迂汁算析和人工拮合的方式迸行判別，即，在

通迂汁算杭的方式迸行判別得到一介咐比緒果后，再通迂人工方式迸行判別，

肘其中汁算析判別可能存在錯淚的地方迸行稠整，如，在上面的例于中，圭

通迂汁算析方式判別得到的結果是 001 1 1 肘，而通迂人工方式判別臥力第

位的 " 1" 是錯淚的，則可以根据人工判別將第 5 位的 1" 修改力 "0" 。

肘于本岌明，一神特殊的使用方法是，在一份包含文字的文梢的所有通

道中，嵌入相同的信息 正整數 。迭神匝用主要用在肘同一份文梢要打印

出多份紙辰文件肘，咐每份打印出的文件嵌入一介隱形的棕洪，用末追踩碗

臥打印文件的出她伙而防止文件的泄密。

團 1 是本友明的隱形蝙硝嵌入方法的概略團。本友明的隱形蝙碉算法技

木包括嵌入隱形編碉和檢洲隱形蝙硝兩介盼段。嵌入隱形貌碉愉段的投汁主
要解決兩介何題 一是隱形銅昭的投汁 。迭里所況的隱形貌研，就是指末未

將要嵌入到屯于文梢中的那段棕洪。在本友明的算法中使用不同的整數作力



枋洪來辨洪不同的介休，即肘于每一文梢，嵌入的隱形貌碉是一介整數，棕

洪了文梢射象的唯一。整數的最大位數力文梢可以支持的棵別空同的大小，
比如，嵌入的最大整數力 65536，則表明可以伙 65536 介不同交形的文梢申
匡分出特定一介文梢。其中棕洪 也就是隱形貌碉 的仗度涉及到枋洪在被

嵌入的文梢申所占位的校度。被嵌入的棕洪越仗，則栓測棕洪肘爪被嵌入的
文梢中迭取的信息 文字 就越多。二是嵌入方法，嵌入算法的目析是使隱

形銅碑在不可兄性和魯棒性之同找到一介較好的折中。也就是悅，嵌入到文
楷中的隱形蝙碉越筒草，則迭介隱形蝙昭肘文楷的影晌越小，也就是它的可
凡性越小，但是由于隱形編碉筒草，它的抗干枕能力合越差，嘗棒性越差

而相反，如果憶形編碉越夏朵，則它的抗千抗性就越強，售棒性越好，但是

由于隱形貌碉夏朵，合肘嵌入文梢芹生更大的影晌，使不可凡性交差。在嵌

入算法中，我們要做的主要是版式交形的逝擇，參數的沒定，貌昭算法等投

汁，迭將在后面洋鋼描迷。

團 2 是本友明隱形銅碉栓洲方法的概略團。栓洲隱形貌碉愉段主要是沒

汁一介相匝于嵌入迂程的檢州方法。檢洲的拮果或是原隱形銅昭，即嵌入的

棕似，或是基于統汁原理的檢醃拮果，即在元法唯一碗定的情況下，鈴出可

能的柄洪范圃，具休解釋凡后面。檢測的目棕是便錯判丐漏判的概率疼量小。

團 3 是隱形貌昭嵌入方法的基本流程團，具休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1，根据需要碗定待嵌入隱形蝙昭的文件份數 ，即 分的棕棵的

介休空間 。其中在每份文件中嵌入不同的棕洪作力隱形蝙昭，以便能移通

迂隱形蝙碉函別每份文件。

步驟 2，逝擇版式交形，版式交形包括咐文楷中文字介休的交形。將版式

交形分成几癸，每癸版式交形作力一介通道，其中每癸版式交形存在多介級

別，迭些級別的多少即是嵌入算法中的參數的投定，如字休大小交換，如果

交換力大申小三神，則此肘的參數力 3 。

肘文件中的文字介休可以采用如下的几癸版式交形

1 細微稠市版式文件申的文字的大小，如，修改文字的尺寸，包括放

大，縮小，錯切等，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做不等比例放縮
2 細微移劫文字的位置，如，修改文字的排版位置，包括水乎移功，



垂直移功，以及任意拜度的移劫等
幻 使用定制俘休村文字交形，核定制字

接近，只有細微的差別，包括筆面粗細的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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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咐文字的一神交換而言，如文字交換大小是一神，而文字乎移是另外一神

奕換 。同一癸文字交形方法作力一介通道。多介通道，即多神癸版式交形方

法，可以匝用到一介文字上。 比如可以同吋放大一介文字，并改交字休力字
休 F2。兩神交化互相不影晌的恬，洪別的肘候也可以分萬各介通道的信息。

各介通道的洪別結果可以通迂求交集來縮小洪別的拮果范圃。不同癸的版式

交形，咐不同的于枕的抵抗能力是不同的，例如，字休交化抗折疊干枕比較

好，但是抗模糊她理比較差，而字休放縮抗折疊比較差，但抗模糊她理比較

好。因此采用多通道的貌昭 交形 方案，可以抵抗各神干抗。

力了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洪別措淚，可以采用冗余蝙碉方案肘銅硝做冗余，

如，利用目前通珮領域比較成熟的 C 算法和 RS 算法。迭兩神算法都是在

有效的數字棕洪位后，添加几位冗余銅碉，速几位冗余貌碉中杞衰了前面有

效的數字的一些特性。在有效的數字棕洪被干抗芒生錯侯肘，可以根据冗余
蝙碉中杞汞的特性來重新恢夏有效的數字棕洪。其中，咐于二值的蝙昭通道

即肘于本通道，文字的交換只有兩神 ， C 比較理想 。肘于多值的蝙昭
通道，RS 比較理想。

堅迂上迷步驟，形成包含隱形貌硝的咀于文楷。

圈 4 力隱形貌硝檢測方法的基本流程團。如團 3 所示，肘根据團 2 所示

的方法嵌入隱形鎘碑的文梢避行隱形蝙昭栓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驟

在步驟 1，肘孜取待洪別文楷迸行打描，生成一介團像文件。

在步驟 2，將原始文梢生成不交形的團像后保存到內存中，同肘把在步

驟 1 中得到的待洪別文件也作力團像，勻原始文梢生成的圍像同肘做 OCR 洪

別 其中OCR 是光爭文字洪別技木，其通迂秧別團像中的文字部分，分析出

文字的蝙碉和位置。

在步驟 3，肘 OCR洪別結果用碎片匹配方法迸行她理，得到待洪別文件

的每介字和內存團像每介文字的肘匝芙系 碎片匹配算法主要的目的，是碗

定所得到的待洪別文件中的內容是原文件中的哪部分內容，也就是用待很別

文件勻原始文梢作比肘定位。

由于原始文楷在打印肘所用的順序和 OCR 洪別的順序不一定一致，所以



的肘匝夫系。如，圭出現多介待洪別文件肘，使用此方法分別定位每介待洪

別文件在原文件申的位置。迭佯貌磚吋用到的原始文楷就和解硝肘所用到的

待洪別文件的文字肘匝上了。

在步驟 4，肘碎片申的每介字的版式交形迸行判別，棕杞上每介字的交

形蝙弓，并碗定所厲通道 例如，

1 肘待洪別文件中的每介字迸行橫向交形的判別，棕杞上每介字的交
形蝙弓，碗定力通道一

2 肘待洪別文件申的每介字迸行臥向交形的判別，棕杞上每介字的交

形蝙弓，硝定力通道二
3 肘待洪別文件中的每介字迸行 OCR 字模判別，林杞上每介字所使

用的字模蝙肯，碗定力通道三 等等。

在步驟 5，肘每一介通道，根据已知的銅昭校度以及碎片申每介字勻原

文的肘匝夫系得到所迷銅碉的每一位的統汁拮果

由于在蝙硝吋，一段鎘硝可能舍在整介文梢中被重夏了多吹 重夏吹數

可以根据上迷隱形鎘磚嵌入方法的步驟 3 申的公式迸行汁算 ，所以，可以

得到迭介蝙硝的每一位的統汁鈷果

在步驟 6，肘每一介通道，肘根据統汁鈷果所得到的貌碑越行解硝，得

出打印肘的棕洪

a 若伙統汁拮果中得到的是一介完整蝙罔，則可將迭介蝙硝迸行解碑，

得出咀于文楷打印肘的棕洪

b 若伙統汁拮果中得到的不是一介完整銅硝，但是所缺的蝙硝位數在糾

措范圃內，也可以直接迸行解昭，利用 BC 或者 RS 鎘硝的糾措能力得到打

印肘的棕洪

c 若伙統汁結果中得到的不是一介完整鎘硝，且所缺的貌碑位數超迂了
糾錯范圃，則枚準缺失的蝙硝位的所有狙合，形成可能的銅碉集合，井通迂
糾錯昭的肺逝得出一介可能的棕秧 的集合。迭是由于冗余躺碉的糾錯能力

是有限的，只可以校醃出 位有效數字中的 S 位 S< ，所以如果最終所

得到的碎片中缺失的貌碑位數大于 S，就需要使用上迷方法孜得一介可能的

棕洪 D 的集合。



在步驟 7 ，肘各介通道汁算出的枋洪 迸行氾思，以碗定所孜取的待洪
別文件的打印肘的棕洪，伙而洪別核文件或碎片是多份打印文件中哪一份。

尚咐一份文件的多介通道使用相同的棕洪肘，如果肘多數的通道所汁算

出的棕洪是同一介棕洪 ，則此析洪 就是打印肘的枋洪 若各通道汁

算出的林洪 不相同，則將各通道汁算出的棕洪 值列出末，由人工根据

碎片所受干枕方式不同來決定林洪

舀所有通道申沒有一介通道得到完整銅碉，則伙各介通道得出的可能

的集合中取一介交集，核交集便是最有可能的 的集合。舀杯疑通迂上面的

分析泣程芒生的文梢 存在淚差肘，可以迸入人工稠整界面，人力地宋投定

一些字的交化蝙骨，而不一定使用由汁算析洪別出來的文字交化貌弓，在人

工凋整完半后，特到步驟 5 錐鏤執行，直到得到所迷的棕洪 D

本友明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通道可使用相同的棕哄，也可以使用不同

的枋洪 一份文件可以只有一介棕洪，也可以有不止一介棕哄。

本友明把手工洪別和自劫洪別緒合起末。射于軟件自劫洪別申，軟件元
法 分的某些文字交形，可以通迂放大和肘比宋人工指臥革介文字是否交形

和交形方法，伙而糾正自劫洪別的借淚，增加洪別的可靠性。

下面通迂一介具休宴施例具休稅明本岌明的方法。

現在同一文楷，如啦于公文，要夏制 9 份，迭 9 份文件中要加入隱形蝙

碉伙而加以匡分。

目前我們使用 3 神肘文字的微稠交形方法，即咐文字的橫向交形、臥向

交形和字模交形，將它們作力 3 介鎘碉通道，分別形成隱形銅硝共同作用于
同一份文梢。也就是悅，夏制出末的同一介字可能合有橫向、執向和字模三
神交化。

第一通道力文字橫向交形，橫向交形存在 3 神交形一交大、不交、交小

第二通道力文字圳向，臥向交形存在 2 神交形一交大、不交

第三通道力字模交形，字模交形存在 2 神交形一宋休、仿宋。

因此，第一通道，即橫向貌碉通道使用 3 迸制表示，第二和第三通道，
即臥向和字模蝙碉通道都使用 2 迸制表示。

根据蝙碉方案公式 og - +1，則 g 。因此，咐于橫向通道 3



其蝙碑校度力 1o 9- 1 + 1 2，即所迷銅碉方案最多可以嵌入 32 9 份文件 肘

于臥向和字模通道 2，迭兩介通道的蝙碑仗度均力 1 9 1 +1 4，即所迷

貌碑方案最多可以嵌入 2 16>9 份文件。

因力需要嵌入隱形貌網的文梢份教力 9，所以，橫向通道的編碉分別力 3

遴制 00 邀制整數 0 01 1 02 2 10 3 J 1 4 12 5

20 6 J 21 7 22 8 臥向通道和字模通道的蝙碉力二迸制 0000 十
迸制整數 0 J 001 1 010 2 J 0 11 3 1000 8 其中，橫

向通道中的銅硝 0 表示不交，1 表示交大，2 表示交小，而 22 表示近卻的兩

介字，每介字在橫向上均交小 執向通道中的鎘硝 0 表示交大，1 表示不交，

而 0010 表示近卻的四介字，在執向上分別交大、交大、不交、交大 字模通

道中的蝙硝 0 表示宋休，1 表示仿宋，而 001 1 表示近卻的四介字，在字模上

分別表示宋休、宋休、仿宋、仿宋。

假投迭份文梢一共有 16 介字。由于我們采取冗余貌碑，也就是在正常蝙

硝后加入校醃硝的形式。那么，第 4 份文檔嵌入的隱形貌碉的棕洪是十迸制
整數 3 第一份文楷的柄洪或隱形締碉力十迸制整數 0 ，其在各通道的表現

分別力 其中帶下划錶的數字力校醃碉
橫向通道 1001 1001 1001 1001

臥向通道 00 111100001 11100

字模通道 00 111100001 11100

迭三介通道的隱形銅磚共同作用在第 4 份文梢上，最終形成一份嵌入好

隱形貌硝的紙廈文楷。

至此，隱形鋪碉嵌入完成。

下面，迸行隱形銅硝檢測。

假投藐得了按前迷隱形貌碉嵌入方法嵌入了隱形鋪碉的 9 份紙瘋文梢中

的一份，而且只是文梢的一部分碎片 待洪別文件 。

首先，將碎片的內容打描迸汁算析。 同肘，找到嵌入隱形蝙昭前的原始

的屯于文梢。我們肘碎片的內容迸行 OCR 洪別后，勻原始文梢的內容迸行比

較，爪而碗定迭份碎片是原始文楷的哪部分。



字。則肘迭八介字的橫向、圳向和字模迸行分析，伙而洪別出不同通道的銅

硝。

假投最后得到了每介通道的秧別錯果，分別是

橫向通道 不交、交大、交大、不交、不交、交大、交大、不交
扒向通道 交大、交大、不交、交大、交大、交大、不交、不交

字模通道 交大、不交、不交、不交、交大、交大、不交、不交。

所以通迂肘比洪別出的各通道的蝙碉分別是

橫向通道 1001 1001

執向通道 0010001 1

字模通道 0 。

因力之前洪別出了碎片的文字內容是第九介字到第十六介字，所以，根
据最初各通道鋪硝的特性，可以碗定 目前各通道申蝙碉的特性和表示的含叉
帶下划錢的數字力校醃碉
橫向通道 10 0 1 10 0 1

叛向通道 0010 00 11

字模通道 1 1 001

由于紙廈文楷在估播中，可能被各神因素影晌爪而肘憶形貌碑芒生干枕。

所以，我們可以根据校醃碉及洪別出的鎘硝內容，校強井恢夏銅碉的原始狀
悉。

在本例中，假投一神最筒革的校強硝和校醃方法，即校醃碉和原始貌昭
的每一位迸行昇或這算后結果均力 。通迂迭神打法，可知橫向通道的貌

碉是沒有何題的，臥向通道貌碉的第四位和字模通道貌稱的第二位均被于枕。

最后，我們得到了每介通道鋒迂校正的貌碉，即

橫向通道 0 3 迸制 -3 十迸制整數

臥向通道 00 11 2 迸制 ．、-．3 十迸制整數

字模通道 00 11 2 迸制 ．．．-3 十迸制整數 。

通迂三介通道得出的棕洪，迸行氾息 。可知三介通道得出的棕況 十迸
。是一致的，即十迸制整數

根据圭初分配的咐不同文楷的不同棕胡，可最終碗定，迭份碎片的內容



來源于夏制出宋的 9 份文楷中的第 4 份。

至此，隱形蝙硝的生成、嵌入、洪別、分析迂程完成。

這用核方法生成的、嵌入在以文字力主要信息的、冉于文梢中的隱形貌

碉，既能隱藏大量數据，又可以迭到很好的魯棒性，安全性和數据容量。肘
以文字力主的冉于文檔，咳隱形蝙昭的嵌入和粒州方法可以有很好的抗于枕

能力，肘于各神常兄的干枕方法，例如夏印，扣描、揉搓，水泡，污漬，裁

剪，數硝相析拍照等都有較好的容忍度。

上迷內容井非是用乘限制本岌明的具休突施方式，只是本友明的一介特

定的安施案例。凡根据本岌明的主要友明枸思而迸行的修改和交劫或組合，

均匝屑于本友明所要求的保折范圃。



杖 利 要 求 弔

1 』神在包含文字的文梢中嵌入隱藏信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將一癸的版式交形作力一介通道，迭擇至少一介通道未表珮要嵌入到

文梢中的隱形貌碉，每癸版式交形包含 級交形，其中 力大于等于 2 的正

整數，不同的版式交形級數 或相同或不同

b，碗定隱形銅碉肘于各癸版式交形的蝙碉序列，特換后的蝙碑校度力
，其中 力正整數

c，伙所迷包含文字的文楷中逝出需要迸行版式交形的 介字，其申
力正整數且佳

d，根据硝定的貌硝序列肘所迭的 介字迸行版式交形。

2．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步驟 b 中的貌碉力冗余銅硝。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冗余鎘碉采用 C 算法或 RS 算法。

4．根据杖利要求 1-3 中之一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版式交形包括咐文楷中文字介休的奕形。

5．根据杖利要求 4 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肘文梢中文字介休的交形包括咐文字的尺寸、文字的排版位置、

字休的改交。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文字的尺寸的改交包括在文字的高度、寬度或其組合上的交化

所迷文字的排版位置的改交包括在文字的臥向位置、橫向位置或其坦合

上的交化

所迷字休的交化包括在筆划仗短、筆划形狀、筆划之同相咐位置、筆划

粗細、筆划斜率或其組合上的交化。

7．根据杖利要求 1-3 中之一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肘于每份包含文字的文檔，不同的通道嵌入不同的隱形蝙碉。

8．根据杖利要求 1-3 中之一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肘于每份包含文字的文梢，不同的通道嵌入相同的隱形貌碉。

9．根据杖利要求 1-3 中之一所迷的嵌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圭咐包含文字的同一份文梢要打印多份紙廈文件吋，肘每份待打印的文

件嵌入一介隱形棕洪，將核隱形棕洪特換成憶形鋪硝，嵌入相匝的待打印的

文件中。

10．一神隱形貌碉栓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肘歌取的待栓洲的包含文字的文梢的紙辰文件或其碎片即待洪別文

件迸行扣描，生成團像文件

B，將得到的待洪別文件的團像文件做 OCR 洪別

C，將 OCR 洪別結果占嵌入隱形蝙碉之前的原始文梢迸行匹配，得到待

，咐待洪別文件中的每介字的版式交形迸行判別，棕杞上每介字的交

形貌骨，非硝定所厲版式交形的神癸
E，肘每一介通道，根据已知的蝙硝咬度以及待洪別文件中每介字勻原

文的咐匝夫系得到所迷銅硝的每一位的統汁拮果

F，肘每一介通道，根据統汁鈷果得到的蝙碑迸行解硝，得到待洪別文

件中的隱藏信息。

1 1．根据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栓州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通迂人工方式迸行判別，碗定字的交化銅弓。

12． 根据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粒州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通迂汁算杭和人工拮合的方式迸行判別，硝定字的交化

編骨。

13．根据杖利要求 10-12 中之一所迷的檢州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舀伙統汁鈷果得到的不是一介完整蝙硝且所缺的貌阿位

數超迫了糾措范圃吋，則枚準缺失的綿碉位的所有坦合，形成一介可能的鋪

昭集合，然后再通迂人工方式碗定蝙碉。

14．根据杖利要求 10-12 中之一所迷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F，舀所迷紙辰文件或者文件碎片中的憶藏信息的各通道具

有棕洪肘，則解昭得到各通道的柄胡，以判斷出核紙廈文件或者文件碎片所



使用的棕棵。

15．根据杖利要求 10-12 中之一所迷的檢州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F，舀所迷紙廈文件或者文件碎片中的隱藏信息的各通道具

有棕洪肘，舀伙統汁鈷果得到一介完整蝙昭或者不是一介完整貌碉但所缺的
鋪硝位數在糾措范圃內吋，直接將所得到的貌硝迸行解昭，得到所迷紙廈文

件或者文件碎片的棕洪 舀伙統汁緒果得到的不是一介完整銅硝且所缺的銅

硝位數超泣了糾錯范圃肘，則枚華缺失的鎘僻位的所有組合，形成一介可能

的蝙硝集合，井通迂糾措碉的脯逝得出各通道的可能的枋洪的集合，然后再

通迂人工方式硝定林胡。

16．根据杖利要求 10-12 申之一所迷的檢州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迷步驟 F，尚所迷紙廈文件或者文件碎片中的隱藏信息的各通道具

有相同的枋洪肘，若有多數的通道汁算出了同一介棕洪，則此柄棵力打印肘

的棕洪 若各通道汁算出的枋秧不相同，則將各通道汁算出的棕洪值列出汞，

由人工根据碎片所受干抗方式不同來決定哪介通道得出的棕明更加可信 若

沒有一介通道得到完整貌硝，則伙各介通道得出的可能林洪的集合中取一介

交集，將核交集作力最有可能的柄洪的集合，然后再通迂人工方式碗定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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