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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遥感领域, 卫星拍摄得到的多光谱图像和全色图像均无法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因此需要通
过图像融合来获得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都很高的图像, 从而更加准确地识别和定位图像中的地
面物体. 由于图像融合算法对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要求较高, 借助公有云平台 (如阿里云) 进行图像
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然而, 现有图像融合算法均无法保护图像隐私, 即无法避免云平台服务商或
者网络窃听者获取图像信息. 本文提出了一种支持隐私保护的遥感图像融合算法 SecureFusion. 该
算法首先对原始多光谱图像和全色图像进行加密, 然后对加密图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融合, 得
到加密的融合图像, 最后对加密的融合图像进行解密恢复出真正的融合图像. 实验结果表明, 与已有
算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隐私保护算法可以得到同等质量的融合图像, 算法总体执行时间的增量均值
约为 25.9%. 据我们所知, 本文首次提出了针对遥感图像融合的隐私保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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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图像融合是数据融合技术前沿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 [1] , 也是遥感领域获取高质量图像的常
用方法.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遥感卫星种类层出不穷, 许多遥感卫星的传感器都能获取不同分辨率
的图像, 比如 Landsat8 卫星的传感器可以接收 15 米分辨率的全色图像和 30 米分辨率的多光谱图像.
这两种图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全色图像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但是光谱分辨率低, 如图 1(a) 所示;
而多光谱图像的光谱分辨率高, 但空间分辨率较低, 如图 1(b) 所示. 由此可见, 上述两种图像无法兼
具高光谱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的特性, 因而难以准确识别和定位图像中的地面物体. 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 研究者使用图像融合技术, 将全色图像和多光谱图像进行融合, 得到具有高光谱分辨率和高空
间分辨率的融合图像. 按照遥感图像融合的层次, 可以将已有图像融合技术大致分为 3 类 [2] : (1)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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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遥感图像示例
Figure 1

(Color online) Examples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a) Panchromatic image; (b) multi-spectral image

像元的融合方法, 包括加权融合法、比值变换法、HIS 变换法和主成分分析变换法等; (2) 基于特征的
融合方法, 包括 Bayes 估计法和熵法等; (3) 基于决策的融合方法, 如模糊聚类法等. 在上述各类方法
中, 主成分分析变换法能够融合具有 3 个以上波段的图像, 融合后的图像不仅包含了全色图像的空间
信息, 也包含了多光谱图像的光谱信息, 并且纹理特征细致清晰, 因而得到广泛应用.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涉及特征值、特征向量等计算密集型过程, 需要硬件设备具备较高的计算能力
和存储空间. 随着亚马逊 EC21) 、阿里云2) 等公有云平台的日益普及, 借助云平台提供的计算和存储能
力进行图像融合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然而, 卫星遥感图像往往包含森林、湖泊等地面物体, 属于一国
的机密信息, 如果直接将原始遥感图像传输给第三方 (如公有云平台) 进行融合, 那么图像内容就会泄
露给第三方. 同时, 原始遥感图像在传输过程中还可能受到不法分子的攻击, 导致融合图像的质量下降
甚至不可用. 因此, 如何利用公有云平台的资源优势进行图像融合, 同时保护图像隐私, 是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
本文基于已有的主成分分析法, 提出了一种支持隐私保护的加密遥感图像融合算法 SecureFusion.
该算法首先对原始多光谱图像和全色图像进行加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加密图像进行融合, 得
到加密融合图像, 最后对加密融合图像进行解密, 从而恢复出真正的融合图像. 实验结果表明, 与已有
算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隐私保护图像融合算法可以得到同等质量的融合图像, 由加解密过程导致的算
法执行时间增量平均为 25.9%. 据我们所知, 本文是首个关注遥感图像融合中隐私保护问题的工作.
本文的内容组织如下: 第 2 节简要介绍相关研究工作; 第 3 节问题定义与描述; 第 4 节介绍支持
隐私保护的加密遥感图像融合算法; 第 5 节进行性能评价与安全性分析; 第 6 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2
2.1

相关工作
图像融合方法

通过进行图像融合, 可以弥补卫星传感器的不足, 得到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都很高的遥感图
像, 常见的图像融合算法有比值 (Brovey) 变换法, HIS 变换法和 PCA 变换法 [3] . 比值变换法是基于代
1)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https://aws.amazon.com.
2) Ali cloud cloud computing. https://www.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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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成分分析变换法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ransformation method

数运算的, 它是通过将多光谱图像的 3 个波段 B, G, R 进行归一化后的结果与全色图像相乘得到融合
后图像的 3 个波段 Bnew, Gnew, Rnew 完成融合. HIS 变换法和 PCA 变换法是基于空间变换的. HIS
变换法是通过让多光谱图像在 RGB 空间和 HIS 空间之间转换来完成图像融合的. PCA 变换法也称
主成分分析变换法, 由 Karhunen 和 Loeve 首先提出, 所以也称为 K-L 变换 [4] . 将其应用到图像融合
中是将多个波段的多光谱图像进行降维处理, 提取出其主成分, 从而将多光谱图像用几个相互独立的
主要波段表示出来, 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2.2

图像加密技术

在公共信道传输图像时, 图像加密技术是最有效的保护图像隐私的方法 [5] , 它是指对原始图像进
行某种变换, 使处理后得到的图像与原始图像形成视觉差异, 达到图像加密的作用, 保护图像的隐私.
图像置乱技术就是一种重要的图像加密技术 [6] , 它是指将一幅表达某种信息的图像变成一幅看起来杂
乱无章的图像, 若想要从中恢复其原本的信息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从而起到保护图像隐私的作用. 由
于图像置乱过程方法的选取、方法的融合以及方法的参数有很多种, 因此组合起来的结果会千差万别,
因此从安全角度考虑图像置乱加密技术是可行的. 图像置乱加密技术分为对图像的空域、频域、空
域和频域同时进行的置乱加密. 基于像元点位置的置乱加密是图像空域置乱加密中的一种, 它是指通
过对图像进行某种变换来移动图像中像元点的位置, 干扰图像中的信息. 通常该置乱加密过程要满足
变换是到其自身的一一映射和满映射. 常见的置乱变换技术有 Arnold 变换 [7] 、幻方 [8] 、骑士巡游变
换 [9] 、Hilbert 曲线 [10] 等. 由于混沌 [11, 12] 系统具有遍历性、混沌性、指数发散性, 并且对系统初值和
参数具有很高的敏感性, 因此混沌序列也常常被用于图像置乱加密中. Logistic 映射是一个典型的混
沌系统, 常被应用于密码系统中. 其映射方程式如式 (1) 所示:
xn+1 = µxn − µx2n

n = 0, 1, 2, . . . , µ,

(1)

其中 µ 为分岔参数, 范围为 (0,4], 0< x <1. 当 3.569946 ≤ µ ≤ 4 时, Logistic 映射处于混沌状态, 此时
混沌系统的状态是最好的, 没有周期, 不收敛, 并且敏感依赖初值. 目前在图像加密技术的基础上已经
有加密图像检索的相关研究, 例如 Liu 等 [13] 提出的一种基于密文检索的对称加密方法, 文献 [14, 15]
提出的基于非对称的密文检索方法, 黄冬梅等 [16] 提出的一种基于 Henon 映射的加密遥感图像的检索
方案. 但是目前在加密图像融合领域, 还缺乏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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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系统模型
Figure 3

(Color online) Privacy-preserving image fusion system model

问题定义与描述

3
3.1

系统模型

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是指在不泄露图像内容隐私的情况下, 对原始多光谱图像和原始全色图
像进行融合操作, 得到与原始图像相比具有高光谱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的融合图像.
如图 3 所示, 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系统模型主要包含 3 类角色, 分别为
• 图像持有者: 掌握原始图像信息, 需要借助第三方云平台对图像进行融合. 为了保护图像内容隐

私, 图像持有者通常会对原始图像进行加密.
• 第三方云平台: 接收图像持有者的加密原始图像, 执行加密图像融合算法, 得到加密融合图像.
• 授权用户: 接收第三方云平台的加密融合图像, 进行授权解密并使用融合图像.

上述模型中当授权用户并非图像持有者时, 本文假设图像持有者和其他授权用户之间存在一个安全的
信道能够传递图像解密密钥.
3.2

威胁模型

由于本文算法的目的是实现在不泄露图像信息的情况下完成加密图像融合的操作, 因此在此假设
两个图像持有者都是诚实的, 他们不会与其他人 (外部窃听者、敌手或第三方) 进行共谋来泄露图像的
信息. 基于上述系统模型, 本文主要关注以下 3 类潜在威胁:
(1) 外部窃听者. 在图像持有者与第三方进行 (原始或者融合) 图像传输过程中, 外部敌手由于某

些特定的目的, 会窃听图像信息. 这是一种较弱的敌手, 通常对图像进行加密就可以抵御这种敌手.
(2) 半诚实第三方. 这里的第三方云平台是指图像融合算法的执行者. 本文假设第三方云平台会

准确无误地执行图像融合算法, 但是在图像融合过程中会通过统计分析等方式来推测图像的信息.
(3) 恶意敌手. 恶意敌手能够对图像进行任意的恶意行为, 比如在图像传输过程中进行攻击图像或

者窥探图像内容等行为. 恶意敌手具有最强的攻击力和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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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蒙等: 支持隐私保护的加密遥感图像融合算法

3.3

设计目标
(1) 安全性: 图像融合算法能抵抗 3.2 小节中提到的 3 类威胁.
(2) 准确性: 在保护图像隐私的同时, 本文算法得到的融合图像与已有的、不支持隐私保护的算法

得到的融合图像具有同等质量.
(3) 高效性: 本文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与不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算法差别较小, 因加解密导致
的运算时间增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4

支持隐私保护的遥感图像融合算法
本节将重点描述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算法 SecureFusion 的设计与实现过程.

4.1

加密原始图像

为了保护图像中的隐私信息, 图像持有者在将图像发送给第三方之前要先对原始图像进行置乱加
密. 令原始图像为 B(i, j), 1 6 i 6 M , 1 6 j 6 N , 其中 M 和 N 分别为图像的长和宽. 则图像持有者
根据式 (1) 的特点设定参数 µ 和密钥 x0 的初值, 然后生成混沌序列 {X}, 为了使产生的混沌序列具
有更好的混沌特性, 去除 {X} 中的前 200 个值. 接着对序列 {X} 进行排序产生一个图像置乱加密的
序列 {Ind}, 其中的元素表示排序后序列 {X} 中的元素在排序前序列 {X} 中的位置.
设定迭代次数 r, 利用序列 {Ind} 对图像中的像元点位置进行置换. 置换是从第一个像元点开始逐
个进行置换, 令 t 和 q 分别为 Indk /N 的商和余数, 置换规则如式 (2) 所示. 将每一次迭代产生的置乱图
像作为下一次迭代置乱的输入图像. 当迭代次数达到 r 时, 迭代停止, 得到加密后的原始图像 E(i, j),
1 6 i 6 M , 1 6 j 6 N . 图像加密完成后, 图像持有者将加密的图像发送给第三方进行图像融合,

 B(t, N ),
q = 0,
(2)
B(i, j) ←→
 B(t + 1, q), q ̸= 0.
4.2

加密图像的融合

第三方在收到来自图像持有者的加密图像 E(i, j) 后, 根据第 2 节中提到的主成分分析变换法对
加密的多光谱图像和加密的全色图像进行图像融合来得到加密融合图像. 第三方先用式 (3) 计算加密
多光谱图像的协方差矩阵 ESij , 并计算协方差矩阵 ESij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让特征值满足 λ1 > λ2 >
· · · > λm , 相应的特征向量顺序为 φ1 , φ2 , . . . , φm ,
ESij =

N
∑
1
(EXik − Gi )(EXjk − Gi ),
M ×N

i, j ∈ [1, m],

(3)

k=1

∑M ×N
Gi = Gray(EXi ) =

EXik
,
M ×N

k=1

i ∈ [1, m],

(4)

其中, EXi 表示加密多光谱图像中的各个波段; EXik 为加密多光谱图像第 i 个波段中的第 k 个像元点
的值, i 表示波段号; m 表示最大的波段号; Gi 为加密多光谱图像各个波段的灰度均值, 其计算过程如
式 (4) 所示.
然后根据式 (5) 用特征向量矩阵对加密多光谱图像进行主分量正变换, 将得到的第一主分量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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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全色图像进行直方图匹配, 并用匹配后的结果替换加密多光谱图像的第一主分量. 设替换后的第一
主分量为 EIk , k ∈ [1, N ],


φ11 φ12 · · · φ1m



[
] [
]
 φ21 φ22 · · · φ2m 
∗
∗


(5)
EIk EX2k · · · EXmk = EX1k EX2k · · · EXmk  .
.. . .
..  ,
 ..

.
.
.


其中, EXmk 表示多光谱图像第 m 波段中的像元点,

EX∗mk

φm1 φm2 · · · φmm
表示进行主分量正变换后的多光谱图像第

m 波段中的像元点.

最后根据式 (6) 对得到的加密多光谱图像进行主分量逆变换, 得到加密的融合图像 Enrgb(i, j),
1 6 i 6 M , 1 6 j 6 N . 并将加密的融合图像发送至图像持有者或其他授权用户.
−1

φ11 φ12 · · · φ1m



[
] [
]
 φ21 φ22 · · · φ2m 
∗
∗


(6)
=
EX1k EX2k · · · EXmk
EIk EX2k · · · EXmk  .
.. . .
.  ,
 ..
. .. 
.


φm1 φm2 · · · φmm
其中, EXmk 表示进行主分量逆变换后多光谱图像第 m 波段的像元点, 也就是融合图像中第 m 波段
的像元点, EX∗mk 的含义与式 (5) 中含义相同.
4.3

解密融合图像

图像持有者或者其他授权用户为了获取到融合图像的原有信息, 要将收到的来自第三方的加密融
合图像 Enrgb(i, j), 1 6 i 6 M , 1 6 j 6 N 进行解密. 根据图像置乱加密的步骤, 图像持有者或者其
他授权用户使用解密的参数和密钥根据式 (1) 生成混沌序列 {X}, 并对其排序得到序列 {Ind}. 然后
利用生成的序列 {Ind} 对加密融合图像中的像元点位置进行置换, 此时的置换是从最后一个像元点开
始逐个向前进行置换, 其置换规则与式 (2) 所述规则相同. 将每一次迭代产生的置乱图像作为下一次
迭代置乱的输入图像, 当达到迭代次数 r 时迭代终止, 得到原始的融合图像 Res rgb(i, j), 1 6 i 6 M ,
1 6 j 6 N.

性能评价与安全性分析

5

本节将对第 4 节中设计的算法的性能与安全性进行实验验证与分析, 并着重回答以下问题.
• 本文提出的支持隐私保护的图像融合算法是否能达到与传统算法相同的图像融合效果?
• 本文提出的算法效率如何? 考虑隐私保护而造成的算法运行时间开销有多大?
• 本文提出的算法在图像隐私保护和安全性方面表现如何?
5.1

实验环境设置

本节中的实验采用两台 PC 机, 其中一台作为图像持有者, 主要进行图像的加解密操作; 另一台
模拟第三方云平台, 主要进行加密图像融合操作. 其中作为第三方的 PC 配置是 Intel(R) Core(TM) i5
2.5 GHz 处理器, 4 GB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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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原始多光谱图像
Figure 4

(Color online) Original multi-spectral image

图 5 原始全色图像
Figure 5

图 6 (网络版彩图) 加密多光谱图像
Figure 6

(Color online) Encrypted multi-spectral image

Original panchromatic image

图 7 加密全色图像
Figure 7

Encrypted panchromatic image

实验所用图像为 Landsat8 遥感图像的波段图像, Landsat8 共有 11 个波段, 其中的第 4∼6 波段合
成的图像常用来做植被分析, 具有 30 米的分辨率; 第 8 波段图像是高空间分辨率图像, 具有 15 米的
分辨率. 将 Landsat8 第 4∼6 波段合成的图像作为多光谱图像, 第 8 波段图像作为全色图像. 为了便于
实现, 在多光谱图像和全色图像上分别截取出大小为 1000 像素 ×1000 像素的区域作为原始图像, 如
图 4 和 5 所示分别为输入的原始多光谱图像和原始全色图像. 实验共使用了 50 对原始多光谱图像和
原始全色图像.
实验对比采用的基线算法是传统的主成分分析 (PCA) 图像融合算法, 该算法不支持图像隐私保
护. 所有算法均采用 Matlab 7.0 完成. 对于本文所提出的算法, 随机选取图像加密参数 µ = 3.97376213,
密钥 x0 = 0.632781, 迭代次数 r = 1.
5.2

图像融合效果分析

采用 5.1 小节的参数及密钥设置得到的加密多光谱图像和加密全色图像分别如图 6 和 7 所示. 在
不考虑隐私保护的情形中, 传统 PCA 方法对多光谱图像和全色图像进行融合得到的融合图像如图 8
所示. 图像持有者将加密后的多光谱图像和加密的全色图像发送给第三方进行加密图像融合, 得到的
加密融合图像如图 9 所示. 第三方将加密的融合图像发送给其他授权用户, 解密后的融合图像如图 10
所示.
将不支持隐私保护情况下和支持隐私保护情况下得到的融合图像进行相等性测试, 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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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原始融合图像
Figure 8

图 9 (网络版彩图) 加密融合图像

(Color online) Original fusion image

Figure 9

(Color online) Encrypted fusion image

图 10 (网络版彩图) 解密后融合图像
Figure 10

(Color online) Fusion image obtained by decryption

在这两种情况下得到的融合图像完全相同. 由此可以说明在支持隐私保护的情况下可以保证融合图像
的准确性. 下面将对支持隐私保护时得到的融合图像与原始的多光谱图像进行质量评价来分析图像融
合的效果.
图像质量评价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分析 [17] . 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人眼目视观察来进行,
而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图像的灰度均值、标准差、信息熵、平均梯度、相关系数等几方面指标进行量
化分析. 由于定性分析仅仅能在图像差别较大时判别图像质量的好坏, 当图像差别较小时无法具体判
别哪一副图像的质量更好, 所以在此对图像进行定量分析. 根据图像定量分析的通用标准, 本文将从信
息熵、均值、标准差、平均梯度、相关系数等 5 个方面对图像融合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
各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式如下所示. 其中各关键参数的含义为: i 为图像的波段数, Xkp 和 YXkp
为融合图像和原始图像中像元点的值, M 和 N 分别为图像的宽和高, Pij 为出现像元值为 (i, j) 的
概率.
(1) 信息熵: 与图像含有信息的丰富程度正相关. 其计算过程如式 (7) 所示:
255
∑

H(X1 , X2 , . . . , Xi ) =

Pj1 ,j2 ,...,ji

Pj1 ,j2 ,...,ji × log2

.

(7)

j1 ,j2 ,...,ji =0

(2) 均值: 图像灰度的均值, 反映图像的平均亮度, 均值越大图像越亮. 其计算过程为
∑M −1 ∑N −1
Avg(X) =

k=0

p=0

M ×N

Xkp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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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像融合效果对比
Table 1
Image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image fusion results
Mean

Standard

Information

Average

Correlation

deviation

entropy

gradient

coeﬃcient

Original multi-spectral image

103.495

57.2562

6.398

13.103

–

Fusion image with PCA

98.371

49.492

6.673

14.685

0.7565

Fusion image with SecureFusion

98.371

49.492

6.673

14.685

0.7565

(3) 标准差: 体现了图像中像元值与灰度均值之间的离散程度. 标准差越大, 则图像灰度分布越分

散. 其计算过程为

√∑
M −1 ∑N −1
Std(X) =

k=0

p=0

√

(Xkp − Avg(Xkp ))2

M ×N

.

(9)

(4) 平均梯度: 反映图像相邻行列间变换的速率. 该值越大, 图像越清晰. 其计算过程为
Gra(X) =

∑M −1 ∑N −1 √
(X(k+1)p − Xkp )2 + (Xk(p+1) − Xkp )2
k=0
p=0
M ×N

.

(10)

(5) 相关系数: 指融合图像相对原始图像的光谱特性保持程度. 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1, 图像保真度

越好. 其计算过程为
∑M ×N
(YXik − YXik )(Xik − Xik )
ρi = √∑k=1
,
M ×N
2 (X − X )2
(YX
−
YX
)
ik
ik
ik
ik
k=1

i ∈ [1, m].

(11)

对图 4, 8 和 10 进行定量评价, 结果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 解密后的融合图像的各项指标均与传
统方法得到的融合图像相同, 不会因图像加密而导致融合效果的损失. 这一结果对其余实验图像均成
立, 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展示. 与原始多光谱图像相比, 融合图像的信息熵和平均梯度增加, 说明融合图
像的信息更加丰富、清晰度更高. 因此, 本文算法能够得到高质量的融合图像.
5.3

图像融合算法效率分析

运行时间是衡量算法效率的核心指标, 本文所提出的图像融合算法的运行时间主要包括 3 部分:
原始图像加密时间、加密图像融合时间、融合图像解密时间 (图像在各角色之间的传输时间暂不考虑).
而传统的图像融合算法不涉及加解密过程, 其运行时间主要是图像融合时间. 本小节将通过调节参数
取值, 分析参数对隐私保护图像融合算法的影响.
(1) 固定迭代次数 r = 1, 令密钥 x0 从 0.00001 到 0.1 每次呈 10 倍变化, 得到算法运行时间如图
11 所示; 令密钥 x0 从 0.1 到 0.9 按步长 0.1 递增, 结果如图 12 所示. 图中的每一项时间分别是在相
同条件下运行 10 次得到的时间均值.
由图 11 和 12 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运行时间在密钥 x0 倍增和递增时保持稳定, 因此密
钥取值的变化对算法运行时间影响较小. 传统算法的运行时间在 13 s 左右, 本文算法用时在 16 s 左
右. 将本算法涉及的 3 部分进行分解, 可以看出加密图像融合的时间与传统算法的图像融合时间大致
相同, 均为 13 s 左右. 因此, 运行时间的增加主要是由原始图像加密、融合图像解密造成的, 这两个环
节的运行时间都在 1 s 左右. 由图 11 和 12 的结果可计算得到, 与传统图像融合算法相比, 本算法的
运行时间增量均值为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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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倍增密钥 x0 与算法时间

图 12 (网络版彩图) 递增密钥 x0 与算法时间

Figure 11 (Color online) Algorithm execution time with
multiplicative x0

Figure 12
additive x0

(Color online) Algorithm execution time with

40
Traditional algorithm
Encrypt original image
Encrypted image fusion
Decrypt fus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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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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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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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版彩图) 迭代次数与算法时间
Figure 13

(Color online) Algorithm execution time with varying iterations

(2) 固定密钥 x0 = 0.632781, 将迭代次数 r 从 1 到 20 递增, 得到的算法运行时间如图 13 所示.

可以看出, 原始图像融合时间与加密图像融合时间不随迭代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一直维持在 13 s
左右; 原始图像加密时间与融合图像解密时间随迭代次数的增加而呈类似线性增加.
通过综合分析密钥和迭代次数的实验结果, 可以得出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运行时间是与密钥
取值无关的, 即密钥在取值范围内的变化, 不会导致算法运行时间的剧烈变化; 本文算法会随着迭代
次数的增大而呈线性增加.
5.4

隐私保护与安全性分析

针对图像融合的隐私性和安全性开展的攻击, 按照攻击手段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被动攻击
和主动攻击. 被动攻击是指敌手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 对图像内容进行猜测和推断, 从而达到获取图
像隐私信息的目的. 而主动攻击是指敌手可以通过尝试不同的参数对加密图像进行解密, 或者通过控
制传输信道对加密图像开展剪切攻击、噪声攻击等行为. 本小节将分别分析所提出的算法在上述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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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密钥变化对加密图像统计分析值的影响
Table 2
Statistic
Horizont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crypted image with varying keys

Original

Key x0

image

0.00001

0.0001

0.001

0.01

0.9275

−0.0121

−0.0086

−0.0111

0.9099

0.00017

−0.00038 −0.00019 0.00018

0.1

−0.0128 −0.0132

0.3

0.5

−0.0058

−0.0032

0.0017

0.0018

0.7

0.9

−0.0069 −0.0133

correlation
Vertical

0.0012

0.00064

0.00057

−0.000076 0.00041

−0.0022

correlation
Right opposite

0.8561

−0.00031 −0.00029

0.00010

−0.0017 −0.0011

0.00022

0.00085

0.00032

angles correlation
Left opposite

0.877

0.00057

0.00039

0.00016 −0.00099

−0.001

0.0014

0.00065

angles correlation
Average

–

521.4309 520.9178 521.5568 521.2322 521.0533 521.1658

521.5278

521.2874 521.3996

–

0.000001

0.000001

0.000001 0.000001

move distance
Fixed point

0

0

0

0.000002

0

percentage

攻击下的隐私保护性能和安全性.
5.4.1

算法应对统计分析的能力

首先对图像统计分析进行简要介绍, 然后分析算法应对统计分析的能力.
(1) 统计分析介绍. 对于一幅加密图像, 敌手可能通过以下 3 种统计分析手段来试图获取图像中

的信息:
(i) 图像中相邻像元的相关度. 该值可以反映图像的扩散程度. 原始图像中相邻像元之间的相关度

通常很大, 一种好的图像置乱加密算法应该让加密后的图像相邻像元之间的相关度趋近于零. 图像中
相邻像元间的相关性分为水平相关度、垂直相关度和对角相关度.
(ii) 平均移动距离. 加密图像中的平均移动距离是指所有像元点移动距离总和的平均值, 当所有
像元点都没有移动时, 平均移动距离最小, 等于零; 当所有元素都移动到对角线位置时平均移动距离
达到最大值, 但是此时的加密图像也具有了确定性, 因此进行图像加密时要注意不要让平均移动距离
达到最大值. 在实验参数有多种可能取值的情况下, 如果平均移动距离始终维持在某一固定范围内, 那
么说明加密图像具有很好的隐私保护性能.
(iii) 不动点比例. 该值是指在图像置乱加密结束后, 没有移动位置的像元点数目占所有像元点的

数目的比例. 理想情况下不动点的比例是零, 也就是说所有的像元点都移动到了其他位置.
(2) 隐私保护性能分析.

算法的隐私保护性能分析主要从密钥 x0 变化和迭代次数 r 变化两个方

面进行研究.
(i) 固定迭代次数 r = 1, 将密钥 x0 分别进行倍增变化 (从 0.00001 到 0.1 以 10 为步长倍增) 和递

增变化 (从 0.1 到 0.9 以 0.2 为步长递增), 分析算法在上述指标体系下的性能.
当密钥呈现这两种变化方式时, 实验得到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的相关度、像元点的平均移动距离
与不动点比例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 原始图像中各个方向上的相关度接近于 1, 说明相邻像元间的相
关度很大; 加密图像中各个方向上的相关度都接近于 0, 像元点的平均移动距离始终在 521 左右,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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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网络版彩图) 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的相关度与迭代次数关系图
(Color online) Correlation between adjacent pixels in encrypted image with diﬀerent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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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网络版彩图) 原始图像中相邻像元间的相关
关系

图 16 (网络版彩图) 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间的相关关
系

Figure 15 (Color online) Correlation between adjacent
pixels in the original image

Figure 16 (Color online) Correlation between adjacent
pixels in the encrypted image

点比例接近于 0, 说明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度, 几乎所有像元点都发生了移动.
(ii) 固定密钥 x0 = 0.632781, 迭代次数 r 取值为 1 到 20. 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的相关度与迭代次

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14 所示. 可以看出, 当 r = 1 时, 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间的水平相关度为 −0.0089,
垂直、右对角和左对角相关度均在 0 和 ±0.001 之间波动, 几乎接近于 0; 当迭代次数逐渐增加时, 加
密图像中相邻像元间的水平、垂直、右对角和左对角相关度均在 0 和 ±0.004 之间波动, 都接近于 0.
综合看来,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加密图像中相邻像元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度.
经计算, 迭代次数变化时, 加密图像中像元点的平均移动距离始终为 521.2507, 不动点比例始终为
0, 该两类数值始终维持不变. 因此, 迭代次数对平均移动距离和不动点比例均没有影响.
当密钥 x0 = 0.632781, 迭代 1 次时, 抽取图 5 和 7 中 100 像素 ×100 像素像元大小的图像块, 图
15 和 16 分别为原始图像和加密图像在垂直方向上相邻像元间的相关性. 可以看出, 原始图像相邻像
元间呈线性关系, 而加密图像相邻像元间呈随机分布对应的关系, 因此加密后的图像有效保护了图像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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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网络版彩图) 使用错误和正确密钥解密得到的图像 (其中 (a)∼(c) 使用错误密钥, (d) 使用正确密钥)
Figure 17 (Color online) Examples illustrating decryption with incorrect and correct keys.
(b) x0 = 0.63278099; (c) x0 = 0.63278101; (d) correct key x0

(a) x0 = 0.10000001;

上述分析说明, 当迭代 1 次时, 本文使用的加密算法可以有效打乱原始图像中相邻像元的相关度,
从而保护图像隐私. 迭代次数增加不会明显提高隐私保护效果. 结合图 13 展示的算法时间, 取 r = 1
可以兼顾算法效率和隐私保护性能.
(3) 统计分析实验小结. 根据 (i) 和 (ii) 的实验结果表明, 当密钥不同, 迭代次数相同时, 图像
相邻像元间相关性趋近于 0, 像元点平均移动距离约为 521, 不动点比例趋近于 0, 说明图像置乱加密
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并且仅仅迭代一次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置乱效果, 从而很好地保护原始图像的隐私.
当取相同密钥, 迭代次数不同时, 图像相邻像元间相关性趋近于 0, 但是迭代次数对平均移动距离和不
动点比例并没有影响.
根据上述有关图像隐私保护性能的实验, 可以得出结论, 本文算法可以打乱图像中像素点的位置,
扰乱攻击者对图像原有信息的判断, 保护图像隐私信息.
5.4.2

算法应对主动攻击的能力

本节首先通过密钥敏感性分析, 验证敌手猜测解密密钥时的算法安全性, 然后以剪切攻击和噪声
攻击为例, 分析算法在两类场景下的安全性.
(1) 密钥敏感性分析. 对于如图 9 所示的加密融合图像, 假设敌手分别使用错误密钥 0.10000001,
0.63278099, 0.63278101 解密图像, 得到的解密图像分别如图 17(a)∼(c) 所示, 其中图 17(d) 为使用正确
密钥 x0 = 0.632781 解密后的图像. 从图 17(a)∼(c) 可以看出, 本算法对于初值密钥非常敏感, 即使密
钥之间相差很小 (例如图 17(b) 使用的错误密钥与正确密钥仅相差 1 × 10−8 ), 也无法解密得到正确的
图像.
图像加密过程中参数 µ 可取 [3.569946, 4] 区间内的任意实数, 密钥 x0 可取 (0, 1) 内的任意实数.
Logistic 映射混沌系统对参数 µ 的初值非常敏感, 由图 17 可见算法对密钥初值也非常敏感. 在双参数
构成的庞大取值空间内, 敌手若想通过穷举法来试出正确的密钥, 那么其计算量将是异常巨大的, 几
乎难以实现. 因此, 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有效应对敌手猜测密钥尝试解密的攻击行为.
(2) 抗攻击性分析. 图像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攻击者的破坏, 下面对得到的加密融合图像进
行剪切攻击实验和加入噪声实验, 分析算法的安全性.
(i) 剪切攻击实验. 剪切攻击是指把图像中的一部分剪切掉, 从而扰乱图像的信息, 增加图像处理
的难度. 对得到的加密融合图像进行剪切攻击, 随机选取剪切部分, 面积约占图像总面积的 20%. 受到
剪切攻击的加密融合图像如图 18(a) 所示, 对应的解密图像如图 18(b) 所示. 对比图 18(a) 和 (b) 可
知, 解密图像上有许多扰乱信息的杂点, 但是基本可以恢复出图像的原貌. 如果受到剪切攻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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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网络版彩图) 受到攻击的加密图像及其解密图像
Figure 18 (Color online) Example illustrating encrypted images under attack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decrypted images.
(a) Shear attack encrypted image; (b) decrypted image of (a); (c) noise attack encrypted image; (d) decrypted image of (c)

表 3 受到攻击的融合图像的质量评价参数
Table 3
Image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image fusion results
Mean

Standard

Informatio

Average

Correlation

deviation

entropy

gradient

coeﬃcient

Fusion image without attack

98.371

49.492

6.673

14.685

0.7565

Fusion image with shear attack

86.600

56.739

6.250

10.077

0.587

Fusion image with noise attack

99.847

50.738

6.622

16.541

0.699

越大, 那么杂点也就会越多, 对原始图像信息的获取难度也会增加.
(ii) 噪声攻击实验. 椒盐噪声攻击是指在图像中加入不同颜色的噪声点, 从而影响图像质量, 增加

图像处理的难度. 在原始全色图像中加入密度为 0.02 的椒盐噪声. 受到椒盐噪声攻击的全色图像如图
18(c) 所示, 对应的解密图像如图 18(d) 所示. 对比图 18(c) 和 (d) 可知, 解密图像上有许多扰乱信息
的杂点, 但对原始图像中信息的获取影响不大.
表 3 中给出了受到剪切攻击和噪声攻击时得到的融合图像和未受到攻击时得到的融合图像的质
量评价数据. 可以看出, 受到攻击的融合图像在均值、标准差、信息熵、平均梯度和相关系数都与未受
到攻击的融合有所偏差, 但变化不大, 说明受到攻击的融合图像解密后仍保持较好的亮度 (由均值体
现)、信息量 (由信息熵体现) 和光谱特性 (由相关系数体现). 对比图 10, 18(b) 和 18(d), 同时结合表 3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受到剪切攻击或椒盐噪声攻击的加密融合图像与原始融合图像相比, 解密出的融
合图像上存在部分扰乱信息的杂点, 但是仍可以恢复出大致的原始图像轮廓, 对地物的识别影响较小,
这说明本文算法具有较强的抗剪切攻击能力和抗噪声攻击能力.

6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支持隐私保护的加密图像融合算法 SecureFusion, 该算法首先对原始图像进行加
密, 然后将加密的图像发送给第三方进行加密图像的融合, 最后由请求者对得到的加密融合图像进行
解密获得原始的融合图像. 实验表明, 本算法得到的融合图像质量与不支持隐私保护的算法完全相同,
且具备较强的抗攻击性, 通过调整参数取值可以将算法执行时间的增量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本文采用
的图像置乱加密算法仅对图像像元位置进行了置乱, 没有改变像元值, 今后将对加密算法进行改进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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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preserving encrypted image fusion algorithm for remote
sensing
Meng SHEN1,2 , Guohua CHENG1 & Liehuang ZHU1,2*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igh Volume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loud Computing
Applications, Beijing 100081,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ehuangz@bit.edu.cn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remote sensing, multi-spectral images and panchromatic images captured by satellites
cannot meet the actual demand on imaging. Image fusion is usually performed to obtain a fused image with
high spatial and spectral resolutions, which enables better recognition and positioning of objects. As the image
fusion algorithm requires extremely high computing power and storage, public clouds such as Ali cloud appear
as promising platforms for image f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ecureFusion, a novel privacy-preserving algorithm
for image fusion on public clouds. In this algorithm, the multi-spectral image and the panchromatic image are
encrypted first. Next, these encrypted images are fused b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method
to obtain the encrypted fusion image. Finally, the real fusion image is obtained by decrypting the encrypted fusion
imag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algorithms, the proposed privacy-preserving
image fusion algorithm can achieve the same quality of the fused image, which increases the entire execution time
by 25.9% on averag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privacy-preserving algorithm for image fusion.
Keywords remote sensing image, privacy protection, image fusion,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mage processing, encry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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