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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數位影像處理的技術已經相當普遍，其中可回復式

資訊隱藏方法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被大量提出，為了維持較低壓縮率並且達到

高藏量、高嵌入率，本篇提出了一個改進 Chang et.al（2016）的方法，利用出

現次數最多的指示值及未被使用到的指示值來識別該區塊是藏入機密訊息 0 或

1，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方法較之前的方法在藏量及嵌入率有所增加，並維持

相同的壓縮率。 

 

關鍵詞：可回復式資訊隱藏、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周邊鄰近搜尋法、 

  數位影像處理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has become universal. Among them, numerous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To maintain a lower compression rate and achieve high payload and high 

embedding rate, this article improves the method conceived by Chang et.al (2016)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 Our method uses the most frequent indicator and the unused 

indicator to embed secret data bit 0 and 1 respective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not only increases the payload and embedding rate but also maintains the 

same compression rate when compared with previous methods. 

 

Keyword：Reversible data hiding、Side-match vector quantization（SMVQ）、

Search order coding（SOC）、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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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如今互聯網已經成為最熱門的訊息傳遞管道，傳遞

訊息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可以在圖像、影像等多媒體將機密訊息藏入且不

被其他人所察覺的情況下進行傳遞，但在互聯網的環境中並不是安全的，傳遞

的過程中可能會被其他人複製、修改甚至竊取，所以資訊隱藏技術的應用顯得

非常重要，可以確保訊息的安全性及保密性。資訊隱藏是一種將機密訊息嵌入

到影像、圖像等多媒體的方法，分為不可回復式資訊隱藏（Su & Kuo,2003;  

Wang & Huang,2011）以及可回復式資訊隱藏（Chang et.al,2011； Lin et.al,2015; 

Lee et.al,2013; Tu & Wang,2015； Kieu & Ramroach,2015）兩種，不可回復式資

訊隱藏以藏入大量的機密訊息為主要目的，所以圖像的失真會非常嚴重，且無

法還原至原始的圖像，而可回復式資訊隱藏是以最小的失真將一些機密訊息嵌

入到圖像中，嵌入完機密訊息的圖像跟原始的圖像看起來會非常相似，用肉眼

無法直接看出其中的差異，可以避免其他人對圖像惡意的攻擊，將機密訊息取

出後同時也可以還原到原始的圖像，適合應用在醫療、軍事方面。 

 

    資訊隱藏除了分為不可回復式跟可回復式兩類，資訊隱藏在圖像中的技術

可分為三個領域：空間域、頻率域、壓縮域。為了節省嵌入圖像在傳輸過程及

儲存的空間，壓縮域的應用較為廣泛，過去幾年提出了許多基於向量量化編碼

之技術（Tian,2003; Chen & Huang,2009; Yang & Lin ,2009; Chang et.al,2011; Lee 

& Huang ,2012 ; Maa et.al,2015），之後為了要呈現更好的壓縮率，基於邊緣吻合

向量量化編碼之技術（Lee et.al,2010 ;Chang &. Nguyen ,2014  ;Chang 

et.al,2016）也紛紛被提出，其中一篇較為特別，Maa et.al 提出基於向量量化編

碼改進局部適應法之雙層嵌之可回復式資訊隱藏（Maa et.al,2015），該方法除了

基於向量量化編碼壓縮外，還使用了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的主要精神修改了

局部適應編碼方法，最後用雙層嵌入策略將秘密資訊藏入，達到低壓縮率的效

果。則 Chang et.al 提出基於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之塊狀分類之可回復式資訊

隱藏技術（Chang et.al,2016），這篇是高藏量及高嵌入率為主軸，利用了周邊鄰

近搜尋法增加了可藏入機密訊息的空間。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向量量化編碼（Vector quantization） 

向量量化編碼法（ Linde et.al , 1980）主要以向量值來取代另一量化的值來

達成影像壓縮的目的。首先，向量量化編碼分為三個程序：分別為編碼簿的設

計、影像壓縮和解壓縮，編碼時首先會將影像切割成大小為 n×n 且不重疊的影

像區塊，然後收集具代表性的向量來組成編碼簿，利用歐幾里德距離公式(1)找

出跟影像區塊最相近的編碼字，以索引值來取代影像區塊完成編碼的動作組成

一張索引表。解壓縮的部分，只需要利用索引值到大小為 256 的編碼簿中找到

該影像區塊的向量一一取出即可還原。因進行壓縮的時候是取最接近的向量，

會造成原來的影像有失真的情況，所以向量量化編碼壓縮完的影像屬於有失真

影像。 

 

 

 

 

 






k

1j

2
ijj

2
ii )yx(yx)y,x(d

x：輸入的向量 ,y：編碼本中編碼字 , k：被切割成 k維非重疊區塊 

（1） 

圖 1：向量量化編碼範例 



（二）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法(Side match vector quantization) 

    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法（Kim ,1992）是向量量化編碼法的延伸方法，主

要以上方跟左方相鄰區塊之邊緣像素值會非常相似的特性來進行編碼，保留第

一排和第一列維持原來的向量量化編碼的索引值，剩下的影像區塊就由上方和

左方影像區塊之邊緣像素值進行預測，接下來在只利用已知像素值的限制下，

就跟向量量化編碼一樣用歐基里德距離公式找出最相似的編碼字，然後產生一

本新的狀態編碼簿，原始的區塊再從狀態編碼簿找到最相近的索引值完成編

碼。 

 

（三）周邊鄰近搜尋法（Search order coding） 

周邊鄰近搜尋法（Hsieh and Tsai ,1996）屬於一種壓縮的方法，必須經過壓

縮完之後的索引表再次壓縮，周邊鄰近搜尋法主要是以當前索引值到鄰近四周

尋找有沒有相同的索引值，找尋的路徑由左方的索引值開始，以螺旋狀的方式

來找尋相同的索引值，搜尋的索引值個數可自訂，假設在路徑中有搜尋到跟前

面搜尋一樣的索引值，並不會增加已搜尋的個數，依這個規律在鄰近找了自己

自訂的個數，假如在鄰近的四周找到了相同的索引值，就可以由找到的位置來

編碼，並以較短的代碼來取代當前的索引值，達到壓縮的效果，假如在鄰近的

四周都找不到與當前相同的索引值，就會以原本的索引值編碼。 

 

 

 
 

 

 

 

 

圖 2：周邊鄰近搜尋法範例 



（四）Chang et.al,2016 方法 

    基於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之塊狀分類之可回復式資訊隱藏技術（Chang 

et.al,2016），首先會用向量量化編碼產生一張原始索引表，再用邊緣吻合向量量

化編碼壓縮原始索引表形成索引表，該方法使用索引表進行機密資訊的藏入及

取出。首先，會先將索引表切割成 2x2 相同大小的區塊，讓區塊中的四個索引

值會同時進行處理，並為這些區塊分為四種類別（其中包含了十五種型態），根

據不同的類別、型態的指示值嵌入預定數量的機密訊息，再利用周邊鄰近搜尋

法再次的壓縮縮短了編碼的長度，使預定嵌入的位元數增加，達到高藏量以及

嵌入率。 

 

參、我們的方法 

    本篇論文主要在改良 Chang et.al（2016）的方法，改進的重點是利用未被

使用到的指示值來識別該區塊指示值是否藏有一位元機密訊息，以下的說明我

們均以編碼簿大小 256，也就是每個索引值需 8位原來表示。我們的方法分為

嵌入及取出機密訊息兩階段，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嵌入階段 

    原始影像經過向量量化編碼壓縮產生原始索引表，原始索引表再用邊緣吻

合向量量化編碼再次壓縮形成索引表，我們以索引表進行分類和嵌入的動作。 

1.指示值嵌入部分 

首先，把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壓縮完的索引表以 2 x 2大小切割成

數個不重疊的區塊，每次對一個區塊進行個別的處理，把整張圖的區塊由

左至右由上而下的順序進行掃描，根據區塊內索引值的排列狀況，區塊可

分為四種類別，每一種類別又可細分為幾種型態（type）（詳如表 1 所

示），每一種型態有一指示值（indicator）代表。以下圖來顯示：  

 

 

 

表 1：區塊各種類別及型態 



 

    將區塊分類為四種類別及十五種型態後，我們根據區塊的型態有不同

的嵌入方法，以下分別說明： 

   根據我們利用大量影像實驗後發現指示值 0000 出現的次數最高，所以

我們會在原始值為 0000 的區塊藏入一個位元以提升藏量，我們會利用指示

值 0000 及未被使用的指示值 0111 來當成是藏 0 或 1 的依據，以下舉例說

明：如果要藏入的機密訊息為 0，指示值就會維持 0000 不做任何更改，如

果要藏入的機密訊息為 1，指示值就會被改為 0111，而剩餘的指示值則不

藏入任何機密訊息，以下圖舉例。 

 

 

 

 

2.索引值嵌入資訊部分 

經過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壓縮後的索引表，每個區塊利用周邊鄰近

搜尋法縮短編碼的長度，依據在指示值的型態及利用周邊鄰近搜尋法可以

找到的索引值個數來決定不同的預定嵌入機密訊息數量，以表 2 來顯示： 

 

 

 

表 2：索引值嵌入的資訊 

圖 3：指示值嵌入例子 



周邊鄰近搜尋法本篇以遇到四個不一樣的索引值為一次完整的搜尋，

區塊內的位元總數扣除周邊鄰近搜尋法所使用的位元數即為預定嵌入機密

訊息位元數，以圖 4 例舉例說明： 

假如指示值為 1111（圖 4 灰色區塊），周邊鄰近搜尋法不會進行搜尋

的動作也不會藏入任何的機密訊息，直接以指示值串接區塊內的四個原始

索引值做為輸出，因此整個區塊的位元數會由原來的 32 位元擴充為 36位

元，假如指示值為 0000（圖 4 白色區塊），周邊鄰近搜尋法需要進行一次

的搜尋，區塊內要搜尋的索引值為 7，因沒有在鄰近周圍找到跟當前索引

值一樣的索引值，所以以一個位元”0”來當作指示，然後串接八個位元的原

始索引值 00000111，最後輸出為指示值串接周邊鄰近搜尋法壓縮過後的索

引值，依據不同的預定嵌入的位元數（詳如表 2）將機密訊息藏入即完成

嵌入的動作；假如指示值為 0001（圖 4 藍色區塊），因為有兩個不同的索

引值，所以周邊鄰近搜尋法需進行兩次的搜尋，區塊內以索引值 5 進行第

一次搜尋，因沒有在鄰近周圍找到跟當前索引值一樣的索引值，所以以一

個位元”0”來當作指示，然後串接八個位元的原始索引值 00000101，區塊

內以索引值 4 進行第二次搜尋，鄰近周圍能找到跟當前索引值一樣的索引

值，所以以一個位元”1”來當作指示，然後串接兩個位元𝑆𝑂𝐶𝐵（其表示索

引值找到的位置），最後輸出用指示值串接第一次搜尋以及第二次搜尋壓縮

過後的索引值，依據不同的預定嵌入的位元數（詳如表 2）將機密訊息藏

入就完成嵌入的動作。 

 

 

 

  
圖 4：區塊嵌入例子 



（二）提取階段 

    藏完機密訊息後的輸出為很長的一串 0 跟 1 數字串，每一區塊的位元串長

度為 32 位元或 36 位元，在提取階段也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依序取出機密資訊

並回復所有索引值。 

 1.指示值部分 

在本階段中因每個區塊的前四個位元就是指示值，只需要位元讀取之

後並識別是哪一個指示值，就可以做出正確的處理方式，以下舉例：假設

讀到的四個位元為 0000 或 0111 就表示藏有一個位元的機密訊息，0000 藏

入的機密資訊為”0”，0111 藏入的機密資訊為”1”， 除此之外的指示值型態

都沒有機密訊息藏入，機密訊息取出後，接下來只要把整張索引表所讀到

的指示值 0111 改回 0000 就完成了回復的動作。 

 

 

2.索引值部分 

首先會先依前一節已處理完成所得到的區塊指示值，來做出相對應的

處理程序，就能知道周邊鄰近搜尋法需要搜尋的次數了，以下舉例說明： 

若區塊的讀到指示值 1111（圖 4 灰色區塊），因沒有藏入任何的機密

資訊，所以直接往下讀取 32個位元，還原區塊內的四個索引值；若區塊的

讀到指示值 0000（圖 4 白色區塊），接著讀取到的下一個位元為 0，表示在

鄰近沒有找到相同的索引值，所以會直接往下再讀取八個位元索引值，用

區塊內的位元總數扣除指示值及周邊鄰近搜尋法所使用的位元總數，提取

藏入的機密訊息後並回復至原始影像；若讀到的指示值為 0110（圖 4 紅色

區塊），代表用周邊鄰近搜尋法搜尋了三次，依據以上有無找到與當前索引

值相同的索引值之規則，分別讀取到的一個位元為 1 並串接兩個位元𝑆𝑂𝐶𝐴

（其表示索引值找到的位置）、讀取到的一個位元為 0 並串接八個位元

00000110、讀取到的一個位元為 1 並串接兩個位元𝑆𝑂𝐶𝐶（其表示索引值找

到的位置），用區塊內的位元總數扣除指示值及周邊鄰近搜尋法所使用的位

元總數，提取藏入的機密訊息後並回復至原始影像。以下圖舉例： 

  



 

 

 

叁、實驗結果 

    本篇方法實驗使用的影像大小為 512 x 512 的灰階影像，編碼簿大小為

256，從 Maa et.al 的方法來比較時，能看出 Maa et.al 的方法重點以壓縮率為

主，作者為了達到最佳的壓縮率，以較少的藏量藏入；跟 Chang et.al 的方法比

較時，重點則是以高藏量、高嵌入率為主，也利用邊緣吻合向量量化編碼讓壓

縮率維持在不錯的數據，本篇提出的方法也是以藏量為主軸，改進 Chang et.al

的方法，運用指示值多藏入一些位元，在壓縮率相同情況下，藏量、嵌入率有

所增加。 

 

 

壓縮率是指每個像素必須用多少位元表示，單位為 bit per pixel（bpp） 

公式如下： 

壓縮率 = 
嵌入的總位元數

圖片大小 M x N
 

 

嵌入率是指藏入的位元數所佔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公式如下： 

嵌入率 = 
嵌入的總位元數

整張影像所使用的總位元數
 

 

圖 5：區塊提取例子 



 

 

 

 

Maa et.al(2015）方法 Chang et.al(2016）方法 我們的方法 

藏量

(bits） 

壓縮率

(bpp） 

嵌入率

(%） 

藏量

(bits） 

壓縮率

(bpp） 

嵌入率

(%） 

藏量

(bits） 

壓縮率

(bpp） 

嵌入率

(%） 

Lena 26590 0.359 28.3 74214 0.457 61.9 75747 0.457 63.1 

Peppers 26515 0.351 28.9 71535 0.474 57.6 72866 0.474 58.6 

Boat 25936 0.364 26.8 73511 0.463 60.0 74231 0.463 61.1 

Airplane 28843 0.349 31.6 75069 0.446 64.2 76346 0.446 65.2 

 

 

肆、結論 

    從實驗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方法相較於 Maa et.al（2015）方法，

壓縮率方面是相形遜色，但藏量、嵌入率方面卻高出許多；我們的方法與

Chang et.al（2016）的方法相較之下，兩者壓縮率一樣。，但我們的方法善加運

用指示值的彈性，多藏入一些機密訊息的指示值內，因而藏量及嵌入率均優於

Chang et.al 的方法。  

 

 

表 3：我們的方法 Maa et.al（2015）的方法比較 

圖 6：測試的灰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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