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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耦合映像格子的比特级图像加密方法
沈　 骞，刘文波，祝勇俊，林　 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要：现有的比特级图像加密方法通常按照图像数据采集、图像数据分解、图像数据加密这３个相对独
立的步骤进行设计，加密效率难以提高。为了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并改进了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映射，提出一种优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利用此映射进一步改善了耦合映像格子系统的混沌特性。此
外，利用优化后的耦合映像格子和压缩感知技术设计了一种比特级数字图像加密方法，将现有比特级图
像加密方法中３个相对独立的步骤合而为一，实现了在图像数据采集的同时即完成比特级的信息分解
与加密。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现有比特级图像加密系统
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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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随着无线传感网络（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ＳＮ）的发展和普及，无线视觉传感
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军事侦察、智能交通、远程医疗
和安全监控等场合。然而，由于无线信道中传输的信

息很容易被攻击者窃取，ＷＳＮ中图像安全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高。混沌系统由于其初值敏感性、确定随机性
和有界性等特点，十分适合用于加密序列的生成［１ － ３］。
Ｐａｒｅｅｋ［４］直接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产生的序列加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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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此方案简单易行，但密钥空间小且抗攻击能力
弱，安全性能难以满足需求。阿布都热合曼进一步利
用耦合映像格子（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ａｐ Ｌａｔｔｉｃｅ，ＣＭＬ）模型对混
沌系统维度的扩展能力，使用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
ＣＭＬ来生成加密序列［５］，扩大了密钥空间的同时也极
大提高了加密系统的安全性。然而，此类方案仍然存
在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首先，提出的加密方法仍停留
在对图像像素值进行线性变换的思路上，无法有效抵
抗选择明文攻击（ＣｈｏｓｅｎＰｌａｉｎｔｅｘｔ Ａｔｔａｃｋ，ＣＰＡ）等破解
方式［６］；其次，文献方案中所使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在参
数取值空间内存在大量周期窗，导致构建的ＣＭＬ存在
同样的问题，严重影响加密序列的混沌性能。当前，针
对ＣＰＡ的研究较为深入，相关解决方案很多。例如
Ｓｈｅｎ等［６］提出一种基于相图轨道扰动的加密方案，利
用明文图像信息对混沌系统的相图轨道进行调制，可
有效抵抗包括ＣＰＡ在内的所有破解方式，安全性能指
标优秀。但是，此方案在本质上仍属于码块链（Ｃｉｐｈｅｒ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ＣＢＣ）加密模式，终端重建图像的精确度
对图像信息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噪声十分敏感，故其应
用场合只能局限于无损图像加密，无法用于通信环境
恶劣的ＷＳＮ。Ｚｈａｎｇ等［７］使用压缩感知（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ＣＳ）技术对数字图像进行变换域上的加密。
由于ＣＳ的重构过程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线性优化运
算，该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加密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及其
抵御ＣＰＡ的能力［８ － １０］。另一方面，针对当前ＣＭＬ系
统中的周期窗问题研究很少，且现有文献的思路大都
集中在进一步增加模型复杂度上，效果并不理想［１１］。
因此，本文提出从优化低维混沌映射入手，设计一种优
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ａｐ，ＯＬＭ）以及基
于此映射构造的优化耦合映像格子（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Ｃｏｕ
ｐｌｅｄ Ｍａｐ Ｌａｔｔｉｃｅ，ＯＣＭＬ）。设计的混沌系统参数取值
范围很大且其不存在周期窗问题，更适合用于加密序
列的生成。

由于ＣＳ和混沌理论都具有各自的优势，故已逐
渐成为ＷＳＮ应用中对图像进行加密的主要技术手
段［１２］。近年来，不断提升的硬件性能又使比特级别的
图像加密方案逐步具备了可行性［１３ － １５］。然而，当前基
于混沌理论和ＣＳ技术的比特级图像加密研究刚刚起
步，且思路大多是将ＣＳ测量结果分解为二进制数据
再执行加密操作［１６］，即数据采集、数据分解和数据加
密均独立进行，极大地影响了系统的运行效率。Ｕｎｄｅ
等［１７］提出直接向采集的数据低比特位置添加伪随机
噪声来提升数据的安全性，相当于同时完成数据分解
和加密两项操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加密效率。本
文则进一步提出将图像信息分为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
两级分别进行测量，且测量矩阵由ＯＣＭＬ构造，即在

测量的同时完成比特级的信息分解和加密操作。随
后，将量化后的两级测量结果按权重重新组合为密文
图像进行传输，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极大提高了比特
级图像加密系统的效率。
１　 压缩感知技术

假设信号ｘ∈Ｒｎ 在一组基Ψ∈Ｒｎ × ｎ下可被稀疏
表示，且以ｘ ＝Ψθ进行描述［１８］。那么，在选定合适的
测量矩阵后，ＣＳ中的测量过程可以表示为

ｙ ＝Φｘ （１）
式中，Φ为尺寸为ｍ × ｎ的测量矩阵，且满足ｍ ＜ ｎ，被
用来从ｎ维信号ｘ中获取信息。此外，使用ｙ∈Ｒｍ表
示测量后得到的结果，其包含了原始信号中的所有信
息。显然，由于ｙ的维度小于ｘ，仅根据式（１）难以重
构出原始信号ｘ。

式（１）可以进一步扩展为
ｙ ＝Φｘ ＝ΦΨθ ＝ Ａθ （２）

式中，Ａ为测量矩阵Φ与稀疏基Ψ的乘积。相关理
论［１９］可以证明，当Ａ满足约束等距性质时，原始信号
ｘ可使用如下方程精确重构。

ｘ ＝ ａｒｇｍｉｎ
ｘ
‖θ‖０，　 ｓ． ｔ． Ａθ ＝ ｙ （３）

式中，‖θ‖０表示向量θ的ｌ０ 范数，约束等距特性可
以保证即使是稀疏度相同的信号也能够被区分。事实
上，式（３）本质上属于一类ＮＰ难题，可以使用正交匹
配追踪、正则化正交匹配追踪等贪婪算法进行求解。
此外，式（３）可在一定条件下放宽为如下问题的求
解［２０ － ２１］。

ｘ ＝ ａｒｇｍｉｎ
ｘ
‖θ‖１，　 ｓ． ｔ． Ａθ ＝ ｙ （４）

式中，‖θ‖１为向量θ的ｌ１范数，可以使用内点法、梯
度投影法等解决这类凸优化问题。由于ＣＳ的重构算
法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且基于ＣＳ的图像加密
方案重构图像时普遍采用正交匹配追踪算法，故本文
亦采用这种重构方式以方便实验结果的比较。
２　 优化的耦合映像格子系统

ＣＭＬ本质上是一种时空动力学系统模型。它相
当于利用格子序号在时空域对混沌映射的维度进行扩
展，可使低维混沌映射变为动力学特征更为复杂的超
混沌系统，且此超混沌系统的维度可调。然而，由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等低维混沌系统大都存在周期窗口，基于
其构造的ＣＭＬ性能往往不尽如人意。本节主要介绍
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进行改进后得到的ＯＬＭ模型，以及基
于此优化映射构造的ＯＣＭＬ系统。
２． １　 提出的ＯＬＭ模型

众所周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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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ｎ ＋ １ ＝ ｕ·ｘｎ·（１ － ｘｎ） （５）
式中，ｕ、ｘｎ 和ｘｎ ＋ １分别为系统参数、系统状态变量迭
代序列的第ｎ项元素值和第ｎ ＋ １项元素值。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分岔过程如图１所示。显然，在参
数值ｕ取不同值时，映射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
具体来说，当参数值ｕ∈［３． ５７，４］时，映射大概率会进
入混沌状态。然而，由于分岔图中大量周期窗口的存
在，在此区间内运行也很有可能会进入稳态或周期态。
如图２所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值在上述参
数取值范围内存在小于或等于零的区域。

图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分岔图

图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
为了消除这一缺陷，利用三角函数的非线性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进行改进，设计了ＯＬＭ模型。其迭代过
程可以表示为

ｘｎ ＋ １ ＝ ｓｉｎ（（ｆ ＋ ５００）·π·ｘｎ·（１ － ｘｎ））·
ｃｏｓ（（ｆ ＋ ５００）·π·ｘｎ·（１ － ｘｎ））＋ ０． ５ （６）

式中，ｆ、ｘｎ和ｘｎ ＋ １分别为系统参数、系统状态变量迭代
序列的第ｎ项元素值和第ｎ ＋ １项元素值。

图３和图４分别描述了ＯＬＭ的分岔过程及其对
应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可以发现，当参数ｆ∈［０ １，０ ９］
时，ＯＬＭ不存在周期窗口，它将稳定地运行于混沌状
态，且其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值大于绝大部分的低维混沌系
统。显然，提出的ＯＬＭ在不增加系统维度和复杂度的
前提下，极大提升了低维映射的混沌性能并扩展了系
统参数的取值范围，使其更适合于构造加密序列。

图３　 ＯＬＭ的分岔图

图４　 ＯＬＭ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
２． ２　 基于ＯＬＭ的ＯＣＭＬ模型

由于低维混沌系统的安全性能普遍不高，当前的
加密方案大都使用高维混沌系统构造加密序列发生
器。然而，大部分超混沌系统的参数取值区间很小，且
无法灵活地进行维度调节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双向耦合映像格子模型应运而生。
模型通过引入耦合系数和格子数量两个参数，将低维
混沌映射在时空域上扩展为任意维度的高维混沌系
统，极大提高了系统维度调节的灵活性。

当前广泛使用的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ＣＭＬ由于映
射本身存在的缺点，无法在参数取值区间内稳定地工
作于混沌状态［２２ － ２３］。如果模型的构造方式不变，将映
射替换为ＯＬＭ，很容易得到一种基于ＯＬＭ的ＯＣＭＬ
模型：
ｘｎ ＋１（ｉ）＝（１ － ε）·ｙ（ｘｎ（ｉ））＋ ε ／ ２·（ｙ（ｘｎ（ｉ －１））＋ ｙ（ｘｎ（ｉ ＋１）））

（７）
式中，ε为耦合系数，取ε∈（０． １，０． ９）；ｎ为状态变量
迭代序列的索引号；ｉ为格子序号，且ｉ∈｛１，２，…，
Ｌ － １，Ｌ｝；函数ｙ（·）为ＯＬＭ模型的迭代方程。

在对ＣＭＬ这类模型的研究中，通常会使用ＫＳ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ｉｎａｉ）熵密度和ＫＳ熵幅面来描述其混沌
性能［２４］，其具体定义为

ｈ ＝ （∑
Ｌ

ｉ ＝ １
λ ＋ （ｉ））／ Ｌ （８）

ｈｕ ＝ Ｌ ＋ ／ 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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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Ｌ为ＣＭＬ模型的格子数量；λ ＋（ｉ）为格子序号ｉ
下的正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值；Ｌ ＋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值为正
的格子数量。

按照定义，可以计算出ＯＣＭＬ模型中相应的ＫＳ
熵密度ｈ和ＫＳ熵幅面ｈｕ，并按耦合系数ε和参数值ｆ
的变化绘制成曲面图。由图５可以看出，ＯＣＭＬ模型
在所有的参数取值区间和格子序号范围内，都能稳定
地工作在混沌状态，故其迭代序列值可直接用于伪随
机序列的生成。

图５　 ＯＣＭＬ的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ｉｎａｉ熵分析

３　 提出的比特级图像加密方法
下面将详细介绍所提出的方案的主体结构和具体

的操作步骤。
３． １　 加密系统的总体结构

加密系统主要包括前端传感节点的加密操作和终
端用户的解密操作两个部分。

为不失一般性，假设所有数字图像均为８ｂｉｔ灰度
图，且景象中每个像素点的数据分为主要信息（高比
特位置信息）和次要信息（低比特位置信息）两级。如
图６所示，加密过程中，首先要按权重对传感节点的前
端景象使用两个测量矩阵进行分级测量；随后，对测量
结果进行量化和组合操作，得到使用８ｂｉｔ二进制数据
表示的测量结果矩阵；最后，对其进行常规的置乱和替
换操作，得到最终的密文图像。解密过程则是加密过
程的逆操作。

图６　 提出方案的结构框图
３． ２　 加密过程的具体步骤

以加密部分为例说明系统运行的详细流程。假设
前端传感节点获取的景象尺寸为槡ｎ ×槡ｎ，具体操作如
下。

（１）混沌系统的构造。
将参数值取值范围优化的ＯＬＭ代入双向耦合映

像格子模型，得到一种新的多维混沌系统，称其为ＯＣ
ＭＬ系统。所述ＯＬＭ的迭代方程为式（６），ＯＣＭＬ系统
的数学模型则为式（７）。

（２）混沌加密序列的生成。
从密钥中提取ＯＣＭＬ模型运行所需要的参数值

和初始值等信息，代入ＯＣＭＬ后生成４组混沌序列
Ｓ１、Ｓ２、Ｓ３和Ｓ４。其中，Ｓ１ 和Ｓ２ 长度为ｎ，Ｓ３ 和Ｓ４ 长
度为ｍ。具体来说，通过将密钥中提取的系统参数值、
状态变量初始值、格子数量和耦合参数等信息代入
ＯＣＭＬ系统，即可迭代生成所需长度的离散值序列，此
序列即为具备确定随机性、有界性和遍历性等特征的
混沌加密序列。

（３）测量矩阵的构造。
由于构造循环测量矩阵所需的元素个数较少，且

其性能与高斯测量矩阵相当［２５］，故基于ＣＳ的加密算
法通常选择使用加密序列构造循环矩阵形式的测量矩
阵。所述循环矩阵的结构为

　 Φｈ ＝
１槡ｍ·

Ｓ１（ｎ） Ｓ１（ｎ － １） …Ｓ１（１）
Ｓ１（１） Ｓ１（ｎ） …Ｓ１（２）
   

Ｓ１（ｍ － １） Ｓ１（ｍ － ２） …Ｓ１（ｍ











）

（１０）

　 Φｌ ＝
１槡ｍ·

Ｓ２（ｎ） Ｓ２（ｎ － １） …Ｓ２（１）
Ｓ２（１） Ｓ２（ｎ） …Ｓ２（２）
   

Ｓ２（ｍ － １） Ｓ２（ｍ － ２） …Ｓ２（ｍ











）

（１１）

式中，ｍ为测量矩阵的行数，其与测量矩阵的列数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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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即为测量过程中的压缩比ｃｒ；常系数１槡／ ｍ为归
一化尺度因子，用来实现矩阵的列归一化；序列Ｓ１和
Ｓ２则为ＯＣＭＬ系统在不同参数和初始值条件下迭代
生成的两组加密序列。

由于所提出的比特级图像加密方法将明文图像信
息分为主要信息（高比特位置信息）ｘｈ和次要信息（低
比特位置信息）ｘｌ，并分别进行测量，故需要从密钥中
提取构建两级测量矩阵所需的两组ＯＣＭＬ系统参数
值和初始值等信息，以便生成加密序列Ｓ１ 和Ｓ２，进而
基于上述循环矩阵结构构建出相应的测量矩阵Φｈ和
Φｌ。

（４）测量值的获取。
考虑到不同形式的图像均可看作８ｂｉｔ灰度图的

叠加组合，为不失一般性，假设所有图像均为８ｂｉｔ灰
度图。使用测量矩阵Φｈ 对景象的主要信息（高比特
位置信息）ｘｈ进行测量，得到测量值ｙｈ；使用测量矩阵
Φｌ对次要信息（低比特位置信息）ｘｌ 进行测量，得到
测量值ｙｌ。

所述高比特位置信息ｘｈ和低比特位置信息ｘｌ分
别指以二进制序列形式表示的数字图像元素值中的高
位部分和低位部分。具体来说，可将明文图像Φｈ 中
第ｉ行、第ｊ列元素值Ｐｉ，ｊ看作二进制形式的数据Ｐ（８）ｉ，ｊ
Ｐ（７）ｉ，ｊ Ｐ

（６）
ｉ，ｊ Ｐ

（５）
ｉ，ｊ Ｐ

（４）
ｉ，ｊ Ｐ

（３）
ｉ，ｊ Ｐ

（２）
ｉ，ｊ Ｐ

（１）
ｉ，ｊ 。其中高、低比特位置信

息分别为４位二进制数构成的数据Ｐ（８）ｉ，ｊ Ｐ（７）ｉ，ｊ Ｐ（６）ｉ，ｊ Ｐ（５）ｉ，ｊ 和
Ｐ（４）ｉ，ｊ Ｐ

（３）
ｉ，ｊ Ｐ

（２）
ｉ，ｊ Ｐ

（１）
ｉ，ｊ 。将明文图像所有元素值中的高比特

位置信息和低比特位置信息按序排列分别构成向量
ｘｈ，ｘｌ。所述测量过程为测量矩阵与向量化的图像信
息进行乘积运算，即ｙｈ ＝Φｈ·ｘｈ，ｙｌ ＝Φｌ·ｘｌ。

（５）量化和组合。
为了避免在信息传输时增加额外的数据量，需要

对数据精度高于８ｂｉｔ的测量结果进行量化。具体来
说，高比特位置测量值ｙｈ的量化值Ｑｈ和低比特位置
测量值ｙｌ 的量化值Ｑｌ 均为４位二进制数，量化过程
都以均匀量化方式进行。随后，按照高、低位信息的权
重将量化值重新组合，得到量化结果Ｑ ＝Ｑｈ·２４ ＋Ｑｌ。

（６）置乱和替换。
为了进一步提高密文图像的安全性，需要对量化

值Ｑ进行置乱和替换操作。
置乱过程为：使用长度为ｍ的加密序列Ｓ３ 按序

排列的序号对长度亦为ｍ的量化值序列Ｑ进行重新
排序，得到置乱后的序列Ｑｒｃ。

替换过程为：使用长度为ｍ的加密序列Ｓ４ 对长
度亦为ｍ的置乱后序列Ｑｒｃ进行异或运算，得到替换
后的密文序列Ｃ，其运算过程为

Ｃ（ｉ）＝ Ｑｒｃ（ｉ）
!

Ｓ４（ｉ），ｉ ＝ １，２，…，ｍ （１２）

式中，符号
!

表示按位异或运算，变量ｉ表示序列中的
元素序号。
４　 仿真实验结果及分析

使用２５６像素× ２５６像素的图像Ｂａｂｏｏｎ、Ｃｏｕｐｌｅ、
Ｂｒｉｄｇｅ和Ｌｅｎａ对提出的加密方法进行验证。由于不
同形式的图像均可看作８ｂｉｔ灰度图的叠加组合，为不
失一般性，假设仿真实验所使用的图像均为８ｂｉｔ灰度
图。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得到了加密系统的安全性能
指标。此外，对其加密效率也进行了评估。
４． １　 安全性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及几项常用的安全性能指标，对所
提出的加密方法的安全性能进行讨论。

（１）密钥空间。
使用ＯＣＭＬ模型生成混沌加密序列，一般需要映

射参数ｆ、耦合参数ε和迭代初始值ｘｉｎｉ等变量值。假
设上述参数和变量的数据精度为１６ｂｉｔ，则按照图６所
示的系统结构，整个加密方法要求密钥流的长度超过
１９２ｂｉｔ，显然满足Ｂａｒｋｅｒ［２６］提出的安全系统密钥空间
需大于２１１２的要求。当然，根据实际情况和应用需求，
系统可以通过限制某些参数为常数或提高数据精度的
方式动态调整密钥空间的大小。

（２）密钥敏感性。
密钥敏感性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加密过程

中，密文图像对密钥敏感；解密过程中，重构图像对密
钥敏感。

本文假设两组密钥流Ｋ１和Ｋ２仅在控制ＯＣＭＬ系
统生成测量矩阵Φｈ 的部分存在微小差异，导致解读
出的相关混沌系统初始值ｘｉｎｉ存在０． ０１的偏差。图７
和图８以Ｌｅｎａ图为例，分别证明了系统在加密和解密
过程中，密钥的极小差异将造成结果的明显不同。具
体来说：加密过程中，将原图像（图７（ａ））以密钥Ｋ１进
行加密得到的加密图１（图７（ｂ））与以密钥Ｋ２进行加
密得到的加密图２（图７（ｃ））之间的像素差值以图７（ｄ）
进行表示，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解密过程
中，使用密钥Ｋ１和Ｋ２分别对加密图１（图７（ｂ））进行
解密，得到解密图１（图８（ｂ））和解密图２（图８（ｃ）），
两者间的差值以图８（ｄ）进行表示。显然，解密过程中
密钥的微小偏差将导致重建图像被严重破坏，无法从
中分辨出有用信息。

（３）统计直方图。
数字图像的统计直方图往往会向信息窃取者泄露

一些重要信息，故加密系统需要将其隐藏。仍然以
Ｌｅｎａ图为例进行分析，图９表明加密系统将原图的统
计特征由非均匀分布转变为密文图像中的均匀分布状
态，达到了隐藏统计信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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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加密过程中的密钥敏感性

图８　 解密过程中的密钥敏感性
（４）相邻像素相关性。
有意义的数字图像相邻像素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

关联性，而密文图像需消除这一特征以提高抗破解能
力。在明文Ｌｅｎａ图和相应的密文图像中分别随机选
取９００对水平、竖直和对角方向的相邻像素点进行
分析，Ｌｅｎａ图加密前后相邻像素对的相关性如图１０
所示，相邻像素相关系数及分析比较如表１、表２所
示。 图９　 Ｌｅｎａ图加密前后的统计直方图对比

图１０　 Ｌｅｎａ图加密前后相邻像素对的相关性
　 　 按照相关系数的定义，有

ｒｘｙ ＝ ｃｏｖ（ｘ，ｙ）／（ Ｄ（ｘ槡 ）·Ｄ（ｙ槡 ））
式中，

ｃｏｖ（ｘ，ｙ）＝ １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Ｅ（ｘ））（ｙｉ － Ｅ（ｙ））

Ｅ（ｘ）＝ １Ｎ·∑
Ｎ

ｉ ＝ １
ｘｉ，Ｅ（ｙ）＝ １Ｎ·∑

Ｎ

ｉ ＝ １
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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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ｘ）＝ １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Ｅ（ｘ））２

式中，Ｎ为选取的像素对序号；ｘｉ和ｙｉ为第ｉ项像素对
包含的两个像素值；Ｅ（ｘ）为对ｘ的数学期望估计值；
Ｄ（ｘ）为ｘ的方差；ｃｏｖ（ｘ，ｙ）为对ｘ和ｙ的协方差估计。

表１　 所提出的方案的相邻像素相关系数
图像名称 竖直方向 水平方向 对角方向

明／密（Ｂａｂｏｏｎ） ０． ８０５２ ／ ０． ０１１６ ０． ７５６７ ／ ０． ００１７ ０． ７０２６ ／ ０． ００４１

明／密（Ｃｏｕｐｌｅ） ０． ９３３１ ／ ０． ０２３１ ０． ９６３７ ／ ０． ０１１８ ０． ９０６６ ／ ０． ００１３

明／密（Ｂｒｉｄｇｅ） ０． ８９３５ ／ ０． ０１３５ ０． ８７３６ ／ ０． ０１２１ ０． ８２５９ ／ ０． ００１９

明／密（Ｌｅｎａ） ０． ９４６６ ／ ０． ０１９５ ０． ９７４３ ／ ０． ０１７５ ０． ９２７１ ／ ０． ０１５９

明／密（平均） ０． ８９４６ ／ ０． ０１６９ ０． ８９２１ ／ ０． ０１０８ ０． ８４０６ ／ ０． ００５８

表２　 不同方案下密文图像的相邻像素相关系数比较
采用的方案 竖直方向 水平方向 对角方向
所提出的方案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５８

文献［２７］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９

文献［２８］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３１

文献［２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４０

结合图１０、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所提出的方法
可以显著降低相邻像素的相关性，且其性能与现有的
算法相当。

（５）信息熵。
在通信理论中，通常使用信息熵Ｈ（ｘ）作为不确

定性的统计度量。其定义可描述为
Ｈ（ｓ）＝ ∑

２５５

ｉ ＝ ０
Ｐ（ｓｉ）ｌｏｇ２ １

Ｐ（ｓｉ） （１３）

式中，ｓ为离散随机变量值；Ｐ（ｓｉ）为ｓｉ 出现的概率密
度函数。若所有取值出现的概率等同，即Ｐ（ｓｉ）＝ １ ／ ２８
（ｉ ＝ ０，１，２，…，２５５），则信息熵应为８。在图像加密系
统中，密文图像的信息熵需要接近这一理想值。使用
不同的图像进行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可以发现，加
密操作使得密文图像的信息熵非常接近于理想状态，
意味着加密方案可以有效抵御基于信息熵的攻击。表
４将实验结果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所提出
的方案的信息熵数值不低于现有方案。

表３　 明文图像和相关密文图像的信息熵
图像名称 明文图像 密文图像
Ｂａｂｏｏｎ ７． １３５２ ７． ９９６６

Ｃｏｕｐｌｅ ６． ３９９０ ７． ９９６７

Ｂｒｉｄｇｅ ７． ７２８２ ７． ９９６６

Ｌｅｎａ ７． ４９６２ ７． ９９５９

平均值 ７． １８９７ ７． ９９６５

表４　 所提出的方案和相关文献的信息熵
采用的方案 密文图像
文献［２７］ ７． ９０２５

文献［２８］ ７． ９９８８

文献［２９］ ７． ９９８８

所提出的方案 ７． ９９６５

　 　 （６）抗干扰能力。
由于ＣＳ测量过程中获取的是图像的全局信息，

且加密方案并没有采用ＣＢＣ模式，因此，即使终端用
户获取的密文图像数据存在部分差错也不影响其重建
出前端节点获取的主要信息。考虑到强噪声和阻塞是
无线信道中常见的干扰方式，模拟相关情况以便对系
统的实际抗干扰性能进行评估。

使用Ｌｅｎａ图作为明文图像，分别假设通信信道中
存在均值为０且标准差为１０、２０或４０的加性高斯白
噪声（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Ｗｈｉｔ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Ｎｏｉｓｅ，ＡＷＧＮ）攻击，或
者存在使密文图像信息丢失６ ２５％、２５％或５０％的阻
塞攻击，实验结果如图１１ ～图１３所示。为了使实验
条件更符合实际情况，评估抗干扰能力的相关仿真实
验压缩比均取０ ７。可以发现，即使受到恶劣通信信
道的影响，明文图像的主要信息仍然得以保留，即所提
出的加密系统具备良好的抗干扰能力。

图１１　 信道中存在ＡＷＧＮ攻击时的重构图像

图１２　 信道中存在阻塞攻击时的密文图像

图１３　 信道中存在阻塞攻击时的重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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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抗ＣＰＡ能力。
Ｓｈｅｎ等［６］提出一种基于ＣＰＡ的破解方法，可成

功破解基于时空域的加密方法。然而，所提出的方案
属于变换域上的加密，可以有效抵御类似的破解方式。
具体来说，当加密系统对只有某一个像素点为非零值
的明文图像进行加密时，由于ＣＳ测量过程的存在，非
零像素点所包含的信息会扩散至整个测量结果中。结
合后续的置乱和替换操作，破解者无法准确推算出使
用的测量矩阵，故无法进一步获得加密序列，最终导致
相应的破解方法失效。
４． ２　 加密效率分析

由于ＣＳ 中的大部分开销来源于其重构过
程［３０ － ３１］，前端传感节点只需进行简单的运算，即可完
成加密操作。显然，按照图６的方案，加密过程的时间
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为Ｏ（ｎ），与现有常用的加密
算法相当。

比特级加密方法在实际运行时，由于其按比特逐
位进行操作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加密效率不尽人意。
具体来说，当前的比特级图像加密算法大都是将图像
的每个像素分解为８个独立的二进制数据，进而将图
像像素值按序排列为一组二进制序列进行操作［１３，３２］。
这种加密方案的安全性比像素级图像加密更好，但却
是以待加密序列的长度扩大为原来的８倍作为代价，
效费比不高。为了消除这一缺点，所提出在前端传感
节点使用ＣＳ技术进行测量时直接将景象信息分为主
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两级分别进行采集。这种方法相当
于将图像的每个像素分解为两组相对独立的数据，相
比于现有的方案其所需的加密序列长度大幅缩短；更
为重要的是，提出方法实现了在测量的同时即完成比
特级的信息分解，极大减少了加密系统在信息的比特
级分解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开销。显然，所提出的比特
级图像加密方案拥有更高的加密效率。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一种参数取值范围优化的
ＯＬＭ系统，并基于此构造了混沌性能更好的ＯＣＭＬ；进
一步利用此ＯＣＭＬ，结合ＣＳ设计了一种比特级图像加
密方法。所提出的方法安全性能指标优秀，具有更高
的加密效率，十分适合ＷＳＮ中图像加密相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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