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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块压缩感知和改进幻方变换的图像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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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多图像加密的安全性，同时解决多图像加密系统数据量大的问题，采用了基于分块压缩感知和改进

幻方变换的加密方法。加密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混沌序列对初始值的敏感性，解决基于传统幻方变换的加密算法周期性

的问题；结合分块压缩感知的方法，减少加密系统的数据量。对４幅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图像进行加密测试。结果表明，系
统加密时间只需要０．９８ｓ，重建图像的质量高，相关系数值均高于０．９９，峰值信噪比值均大于３５ｄＢ；该算法在减少加密系
统的数据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该算法实现容易，能高效安全地完成多图像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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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安全问题备受

关注。在信息安全领域，多图像加密是一个重要内容。

图像传输时，往往不止传输一幅图像，而是传输多幅图

像［１５］。数字图像具有数据量大、信息相关性强等特

点，为了防止信息泄露，需要选择安全可靠，且运算时

间复杂度低的算法对图像加密［６８］。置乱法是一种常

用的传统图像加密技术，如幻方变换、Ａｒｎｏｌｄ变换、混

沌变换、傅里叶和卷积变换等。其中幻方变换是一种

加密数字图像的经典方法，部分学者在幻方加密图像

方面做了相关的研究［９］。ＷＡＮＧ等人展示了幻方的
周期性，并将其用于图像像素点的无序位置［１０］。ＬＩＵ
等人也对这种传统的幻方加密方法进行了研究［１１］。

ＬＩ等人［１２］研究了通过混沌序列来改变像素点的值并

使它们在图像中均匀分布［１３］。幻方生成的算法存在

一定的缺陷，经一定幻方变换迭代后的图像，相邻像素

群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图像的安全性明显降

低［１４］。因此，为了提高图像加密的安全性，作者提出

了改进的幻方变换加密方法。

图像传输过程中往往会因为信息量过大难以满足

信息实时加密的需求，ＣＡＮＤＥＳ等人和ＤＯＮＯＨＯ等人
提出的压缩感知（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ＣＳ）理论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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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过大造成的加密时间长的问题。压缩感知理论

能用更少的采样值恢复出原始图像，并能在获取数据

的同时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１５］。ＣＳ虽然有较大发
展，但是在对较大尺寸图像进行处理时，所需运算存储

空间较大，并且重构时间过长。针对大尺寸图像的传

输问题，２００６年，ＧＡＮ提出了分块压缩感知方法
（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ＣＳ）［１６］。ＢＣＳ获取图像
时采用相同的可压缩采样算子，因而压缩传输过程中

所需可压缩采样算子的存储量大大减少，并且重建图

像时不需要传输整幅图像的所有采样数据，重建图像

块更容易实现［１５］。ＢＣＳ的观测和重构都对每个图像
块单独进行操作，减少了运算所需时间和存储空间，降

低了其计算复杂度，能快速恢复出图像，对多图像的传

输或是数据量大的图像传输速度有着极大的提高。

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将分块压缩感知和改进的幻方

变换相结合的加密算法，使用分块压缩感知对图像进

行采样能够有效节省存储空间，提高运算时间，降低传

输负荷，在压缩的过程中完成了图像的首次加

密［１７１８］，由于分块压缩感知得到的加密图有明显的块

效应，此时的密文安全性并不高，因此，再用改进的幻

方变换对分块压缩感知得到的加密图进行置乱操作，

实现图像的二次加密，提高系统的安全性。本文中对

提出的算法进行了测试，证实了算法的有效性。

１　理论基础

１．１　分块压缩感知
２００６年，ＣＡＮＤＥＳ和 ＤＯＮＯＨＯ等人首次提出压

缩感知理论，压缩感知在数据采样的同时完成数据压

缩。在信号采样的过程中，用少量的采样点实现了和

全采样一样的结果，突破了 Ｎｙｑｕｉｓｔ采样定理的限制。
压缩感知理论表示，压缩信号或图像可以通过一个小

的非自适应线性测量矩阵把一个高维的信号成功地映

射到低维空间当中，要想完美重构出原始信号只需要

从这部分少量的投影中求解一个最优化问题即可［１９］。

对于数据量大的图像信号，运用压缩感知理论时，

不需要先对其进行高密度采样再做压缩处理，只需要

通过简单测量便能同时完成采集和压缩。然而实践中

发现，当接收端通过少量观测值重构图像时，对整幅图

直接进行ＣＳ重构的运算量十分大。因而，ＧＡＮ提出
的ＢＣＳ方法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对大小为ｈ×ｇ的一幅图像进行分块，假设想要进
行ｎ个ＣＳ测量。在 ＢＣＳ中，图像被分成大小为 ｎｇ×
ｎｇ的小块，扫描每个图像块的像点，得到含 Ｎｇ＝

ｎｇ×ｎｇ个元素的向量。记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ｇ］
Ｔ为第

ｉ个图像块的数据，对每个图像块的数据进行观测，采
用相同的观测矩阵Φｇ，得到Ｍｇ个观测值

［２０］。ｘｉ表示
第ｉ个块的矢量化信号，相应的输出压缩向量 ｙｉ可写
为：

ｙｉ＝Φｇｘｉ （１）
式中，Φｇ是Ｍｇ×Ｎｇ的观测矩阵，ｙｉ为列向量，其长度
为Ｍｇ，ＭｇＮｇ。观测每个图像块，共得到Ｍ＝Ｍｈ（ｈ×
ｇ）／Ｎｇ个观测值。

当接收端接收到某个图像块观测值后，选用相同

的重构算法，对每个图像块进行重构，即可获得整幅图

像。本文中采用的是运算量比较小的正交匹配追踪方

法。

１．２　传统的ｎ阶幻方变换

幻方的定义：以１，２，…，ｎ２个自然数为元素组成
的ｎ阶矩阵：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 ａ













ｎｎ

（２）

　　若矩阵Ａ的元素值满足条件：

∑
ｎ

ｉ＝１
ａｉｊ＝∑

ｎ

ｊ＝１
ａｉｊ＝∑

ｎ

ｉ＝１
ａｉｉ＝

∑
ｎ

ｉ＋ｊ＝ｎ＋１
ａｉｉ＝

ｎ（ｎ２＋１）
２ （３）

式中，ｉ，ｊ＝１，２，…，ｎ，称Ａ为ｎ阶幻方［１０］。

对数字图像采用传统的幻方变换进行加密，按行

列顺序将图像矩阵 Ｐ像素值与幻方矩阵 Ａ元素值依
次对应。根据（４）式将矩阵 Ａ中元素 ａｉｊ移位至元素

ａｉｊｍｏｄ（ｎ
２）＋１处，变换后的矩阵记为 Ａ１，再将矩阵 Ｐ

的像素位置根据矩阵Ａ１元素所在位置做相应位移，迭
代变换多次后获得变换图像。

ＴＬ（ａｉｊ＋Ｌ）ｍｏｄ（ｎ
２）＝

　
（ａｉｊ＋Ｌ）ｍｏｄ（ｎ

２），（（ａｉｊ＋Ｌ）ｍｏｄ（ｎ
２）≠０）

ｎ２，（（ａｉｊ＋Ｌ）ｍｏｄ（ｎ
２）＝０{ ）

（４）

当Ｌ＝ｎ２时，Ｔｎ２（ａｉｊ）＝（ａｉｊ＋ｎ
２）ｍｏｄ（ｎ２）＝

ａｉｊｍｏｄ（ｎ
２）＝ａｉｊ。

由此可见，传统幻方变换的周期为Ｔ＝ｎ２。经过ｎ２

次迭代变换，每个像素便回到变换前的位置，因此传统

的幻方加密虽然置乱效果显著，但安全性很低，很容易

遭攻击。因此，本文中提出了改进的幻方变换方法。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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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改进的幻方方法
改进的幻方变换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幻方变换周期

性的问题。由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具有非周期性，因此
矩阵 Ａ′的坐标值具有随机性。原幻方矩阵 Ａ中的元

素随机移动到矩阵 Ａ′其它位置处，经过 ｎ２次迭代变
换，每个像素不会回到变换前的位置，打破了传统幻方

置乱的周期性。以４阶改进的幻方变换为例，其置换
矩阵图如图１所示。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

　　具体的实现步骤如下：
（１）生成一个ｎ×ｎ大小的幻方矩阵 Ａ，幻方矩阵

元素值ａｉ，ｊ，且ｉ，ｊ＝１，２，…，ｎ。
（２）ｘ１（ｉ），ｘ２（ｉ）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系统

［２１］ｘｋ＋１＝
ｕｘｋ（１－ｘｋ）迭代后的状态值，对其进行放大取整处理：

Ｘ１（ｉ）＝ｆｌｏｏｒ（（ｘ１（ｉ）·Ｓ）ｍｏｄ（ｎ
２））

Ｘ２（ｉ）＝ｆｌｏｏｒ（（ｘ２（ｉ）·Ｓ）ｍｏｄ（ｎ
２{
））

（５）

　　得到两组混沌序列 Ｘ１（ｉ），Ｘ２（ｉ），作为幻方变换
移位参量。Ｓ表示原始矩阵元素值的和，ｆｌｏｏｒ（ｘ）表示
将ｘ中元素取整，其值为不大于本身的最小整数。
ｘ１（ｉ），ｘ２（ｉ）是初值不同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系统迭代后的
状态值。

（３）求得原幻方矩阵Ａ中元素ａｉｊ的坐标值（ｉ，ｊ），
ａｉｊ＝１，２，…，ｎ

２，令 Ａ′＝Ａ。将 Ａ′和 Ａ按行列一一对
应，将元素 ａｉｊ移动到元素 Ａ（Ｘ１（ｉ），Ｘ２（ｉ））′，得到置乱后的
幻方矩阵Ａ″。

２　加密系统

本文中提出基于分块压缩感知和改进的幻方变换

的加密方法。图２ａ和图２ｂ分别是本方法的加密过程
和解密过程的流程图。首先对４幅大小相同的图像进
行分块压缩感知处理，再将处理后的４张图像融合成
一张加密图，然后通过改进的幻方变换对其进行二次

加密。整个加密过程不仅解决了多图像加密数据量大

的问题而且破坏了传统幻方加密的周期性。解密过程

为加密过程的逆过程。图２ｂ中Ｄ为改进幻方逆变换
后的合成解密图。

加密步骤见下：

（１）输入４幅大小相同的加密图Ｉｉ（ｉ＝１，２，３，４），
图像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将加密图 Ｉｉ（ｉ＝１，２，３，４）分别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ａ—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以１２８×１２８大小进行分块，每幅图像分块压缩后的大
小为１９２×２５６。

（２）将分块压缩后的４幅图像融合为单幅图像，
表示为矩阵Ｉ。随机生成１个２５６×２５６的幻方矩阵，
将其中小于等于１９２×２５６的元素点取出生成１个新
的２维矩阵Ｂ（大小为１９２×２５６）。

（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系统迭代产生两个混沌序列
ｕ１（ｉ）和ｕ２（ｉ），通过第２．３节中（４）式产生密钥序列
ｋ１和ｋ２，长度分别为１９２和２５６；对矩阵Ｂ分别做行置
乱和列置乱，ｋ１，ｋ２分别控制行和列的置乱位置坐标，
得到置乱矩阵Ｃ；置乱过程如图３所示。

（４）将矩阵Ｃ转换成长度为Ｒ＝１９２×２５６的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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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序列ＣＲ，按升序重新排列序列 ＣＲ，并用序列 Ｖ１和 Ｖ２
分别记录升序排列之前的矩阵 Ｃ的行元素 ｘ（ｉ）和列
元素ｙ（ｉ）的所在位置，然后用序列 Ｖ１置乱 ｘ（ｉ）得到
序列ｘ′（ｉ），序列Ｖ２置乱ｙ（ｉ）得到序列ｙ′（ｉ）。

（５）对图像矩阵 Ｉ做改进的幻方变换，使其图像
矩阵Ｉ的每一个像素值按照坐标（ｘ′（ｉ），ｙ′（ｉ））所对
应的元素进行移位置乱操作，得到置乱后的图像矩阵

Ｉ′，实现了图像二次加密。
该算法是对称加密算法，解密过程为加密的逆过

程。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研究
在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０ｂ平台上进行数值仿真，选用４

幅大小为 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图像“Ｂａｒｂａｒａ”，“Ｌｅｎａ”，
“ｆｒｕｉｔｓ”，“ｐｅｐｐｅｒｓ”作为原始图像，如图４ａ～图４ｄ所
示。根据原始图像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随机测量矩阵，

分别将４张原始图像通过压缩感知进行分块加密，再
将压缩后的４张加密图融合为一张图。其中，随机测
量矩阵用来作为密钥１。然后再进行改进后的幻方变
换，得到二次加密后的加密图像如图４ｉ所示，其中混
沌参量值ｘ０，ｕ为重要的解密密钥。为了保证实验的
普遍性，对多组图像进行了测试，其中图４ｅ～图４ｈ中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Ｌｅｎａ　ｃ—ｆｒｕｉｔｓ　ｄ—ｐｅｐｐｅｒｓ　ｅ—ｃａｎｄｙ　ｆ—ｍｉｌｋ　ｇ—
ｆｌｏｗｅｒ　ｈ—Ｔｉｆｆａｎｙ　ｉ—ｔｈｅ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４幅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图像“ｃａｎｄｙ”，“ｍｉｌｋ”，“ｆｌｏｗｅｒ”，
“Ｔｉｆｆａｎｙ”的解密图如图５ｅ～图５ｈ所示，解密过程是
加密过程的逆过程，解密图像如图５所示。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Ｌｅｎａ　ｃ—ｆｒｕｉｔｓ　ｄ—ｐｅｐｐｅｒｓ　ｅ—ｃａｎｄｙ　ｆ—ｍｉｌｋ　ｇ—
ｆｌｏｗｅｒ　ｈ—Ｔｉｆｆａｎｙ

解密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建的原始图像。

通常，相关系数（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Ｃ）ＣＣＣ和峰值
信噪比（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ＰＳＮＲ）ＲＰＳＮＲ被用来
评估解密图像的质量。相关计算公式表示为：

　
ＣＣＣ＝

Ｅ｛［ｆ－Ｅ（ｆ）］［Ｆ－Ｅ（Ｆ）］｝
Ｅ｛［ｆ－Ｅ（ｆ）］２｝Ｅ｛［Ｆ－Ｅ（Ｆ）］２槡 ｝

ＲＰＳＮＲ＝１０ｌｇ
２５５２( ){
σ

（６）

式中，σ表示原图像与解密图像之间的均方误差，Ｅ代
表期望值，ｆ和 Ｆ分别代表原始图像和解密图像。采
样样本大小与原始样本大小的比率定义为压缩比 ｒ＝
［（Ｎ－Ｍ）／Ｎ］×１００％。当设置 Ｍ＝９６，压缩比为
６２．５％时，通过正确的密钥解密出的图像的 ＣＣ值记
录在表１中。由表１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所有重建图
像的ＣＣ值都高于０．９９，ＰＳＮＲ值都大于３５ｄＢ，这意味
着每个解密图像的质量都非常高。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ＣａｎｄＰＳＮＲ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ＣＣＣ 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ＲＰＳＮＲ／ｄＢ

Ｂａｒｂａｒａ ０．９９６５ Ｂａｒｂａｒａ ３５．２０９５

Ｌｅｎａ ０．９９６４ Ｌｅｎａ ３５．９６７３

ｆｒｕｉｔｓ ０．９９８０ ｆｒｕｉｔｓ ３７．７８７７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０．９９８５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４０．７６３８

３．２　分块大小对解密图的质量的影响
分别对４幅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图像做分块

压缩感知，分块尺寸为１２８×１２８，６４×６４。当每幅图
像的块观测值数目为图像块像素个数的０．７５倍时，对
图像进行１２８×１２８分块处理时，加密系统所需时间为
０．９８ｓ，对图像进行６４×６４分块处理时，加密系统所需
时间为０．４４ｓ。实验结果显示，随着分块尺寸的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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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系统所需时间减少，能很快地处理图像，但同时发

现，随着块尺寸的无限缩小，图像质量逐步变差，因此

不能无限小的分块。当图像分块大小分别为 １２８×
１２８，６４×６４时，由表２中解密图像的ＣＣ值可以看出，
解密图像质量良好，所以本文中提出的加密系统选用

１２８×１２８大小的图像块进行分块压缩处理，图６ａ～图
６ｄ为分块尺寸为 ６４×６４时“ｃａｎｄｙ”，“ｍｉｌｋ”，“ｆｌｏｗ
ｅｒ”，“Ｔｉｆｆａｎｙ”的解密图。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

ｏｆ１２８×１２８，６４×６４

ｉｍａｇｅ（１２８×１２８） ＣＣＣ ｉｍａｇｅ（６４×６４） ＣＣＣ

ｃａｎｄｙ ０．９９９３ ｃａｎｄｙ ０．９９４０

ｍｉｌｋ ０．９９７７ ｍｉｌｋ ０．９９４８

ｆｌｏｗｅｒ ０．９９７３ ｆｌｏｗｅｒ ０．９９３０

Ｔｉｆｆａｎｙ ０．９９５０ Ｔｉｆｆａｎｙ ０．９９０２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ｏｆ６４×６４
ａ—ｃａｎｄｙ　ｂ—ｍｉｌｋ　ｃ—ｆｌｏｗｅｒ　ｄ—Ｔｉｆｆａｎｙ

３．３　加密图像对噪声的稳健性
在图像传输和处理的过程中，密文很容易受到噪

声的攻击，降低解密图像的质量甚至会使解密图像无

法识别出原始信息。因此在设计一个好的加密系统

时，需要考虑系统抗噪声攻击的能力。为了测试系统

的抗噪声攻击能力，按照以下形式给加密图像增加乘

性噪声：

Ｆ′＝Ｆ×（１＋ｋ×Ｇ） （７）
式中，Ｆ和Ｆ′分别是原加密图像和受噪声影响后的加
密图像，ｋ表示噪声的强度系数，Ｇ是噪声类型。

图７中给出了加密图像在各种噪声情况下重构的
解密图像。当加密图像加入了强度为０．１的随机噪声
时，原始图像和解密图像的 ＰＳＮＲ分别为２１．１０９２ｄＢ，

　　

Ｆｉｇ７　Ｎｏｉ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ｄ—ｔｈｅ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ｏｆ０．１　ｅ～ｈ—ｔｈｅ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ｍｅａｎ０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０．１

２０．９３３２ｄＢ，２３．７６０８ｄＢ，２２．７０８５ｄＢ，对应的ＣＣ值分别
为０．９６１２，０．９５３１，０．９７９５和０．９６３７；当加密图像加入
了均值为０、方差为０．１的高斯白噪声时，原始图像和
重构的解密图像间的 ＰＳＮＲ分别为 ３０．３８５２ｄＢ，
３０．６２８４ｄＢ，３２．８７１３ｄＢ，３２．７１２４ｄＢ，ＣＣ值分别为
０．９８９５，０．９８７７，０．９９４２和０．９９０８。此时的噪声强度
对重构的解密图像影响不大，图像很容易被重构，由此

看出作者提出的算法具有良好的抗噪能力。

３．４　加密图像统计特性
灰度直方图是判断一个图像的统计特性的指标，

一种理想的加密算法，应该破坏原始图像的统计特性，

使不同的原始图像具有均匀的统计分布或者类似的与

原始图像无关的灰度直方图。

图８中给出了４幅原图的灰度直方图。其中横坐
标表示灰度值（灰度级别），纵坐标表示具有各个灰度

值或者灰度级别的像素在图像中出现的次数或者概

率，横纵坐标均无量纲。图８ａ～图８ｄ最终为原图灰
度直方图，图８ｅ为加密后密文的灰度直方图（直方图
横坐标表示灰度级，纵坐标表示图像中该灰度级出现

的频率，均无量纲）。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４幅原始
图像的灰度直方图完全不同，它们加密图像的灰度直

方图与任意一幅图的灰度直方图都不相同，成均匀分

布。为了保证实验的普遍性，对多组图像进行了测试，

所得到的加密图像都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可以看

出，改进后的加密系统仍具有好的统计特性，从加密图

像的灰度直方图，攻击者很难获得原始信息。

３．５　密钥敏感性
在本次设计的加密算法中，密钥参量分别是测量

矩阵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的系统参量 ｕ和初值 ｘ０。当初始值为
ｘ０＋ｄｘ（ｄｘ的范围是 －０．５×１０

－１５～０．５×１０－１５）时，
给出了４幅图像的相关增长量ｄｘ的ＣＣ值曲线（横坐
标为ｄｘ的取值范围，纵坐标为 ＣＣ值的大小，增量 ｄｘ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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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８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Ｂａｒｂａｒａｉｍａｇｅ　ｂ—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ｅｎａｉｍａｇｅ　ｃ—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ｉｍａｇｅ　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ｅｐｐｅｒｓｉｍａｇｅ　ｅ—ｔｈｅ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

和ＣＣ值均为无量纲化的）。图９分别是图像“Ｂａｒｂａ
ｒａ”，“Ｌｅｎａ”，“ｆｒｕｉｔｓ”，“ｐｅｐｐｅｒｓ”每个偏差所对应的ＣＣ

值曲线。图１０ａ～图１０ｄ分别是正确密钥时所对应的
解密图。图１１ａ～图１１ｄ分别是错误密钥ｘ０′所对应的
解密图。可见密钥正确时，解密图像与原始图像完全

一致，而密钥有微小偏差时，图像将完全不能解密。表

明了本算法对密钥具有良好的敏感性。

Ｆｉｇ９　Ｃ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ｘ０＋ｄｘ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ｋｅｙｓ
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Ｌｅｎａ　ｃ—ｆｒｕｉｔｓ　ｄ—ｐｅｐｐｅｒｓ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ｋｅｙｓ
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Ｌｅｎａ　ｃ—ｆｒｕｉｔｓ　ｄ—ｐｅｐｐ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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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块压缩感知和改进的幻

方变换的数字图像加密算法，在压缩的过程中完成了

图像的第１次加密，再用改进的幻方变换对图像进行
置乱，实现图像的二次加密。这种加密算法能够很快

地处理大数据的图像，并在压缩感知之后对像素进行

了空间位置置乱，增强了图像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分块压缩感知方法是把整幅图像分成等尺寸的块，对

每个图像块进行独立观测和重构，减小运算复杂度，并

且图像重构前不需要传输整幅图像所有观测数据，提

高了实时性。由混沌序列控制位置坐标，改进后的幻

方置乱没有传统幻方置乱的周期性，增强了置乱的安

全性。置换技术有效地打乱输入明文的次序，能有效

地掩盖明文的统计特性、抵御统计分析。由测试结果

可知，本文中提出的加密系统能高质量地重构出原始

图像，算法对密钥敏感，具有较好的统计特性和较强的

抗干扰能力。将分块压缩感知和幻方变换加密结合，

应用分块压缩感知进行采样能够有效节省存储空间，

减小传输负荷，分块压缩感知和置乱技术的结合，在研

究大数据图像处理过程中，能较快较安全的完成图像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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