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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条件互信息的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选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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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写检测特征维数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分类器训练时间和预测时间，甚至还会造成“维数灾难”．因此，

为达到特征降维的目的，对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选择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互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该算法
首先选取一个与类标签具有最大互信息的特征，接着选取与此特征和类标签具有最大条件互信息的一个特征；然后
通过前向寻找方式，从未选择特征子集中循环选取与刚选取特征和类标签具有最大条件互信息的特征，一直到选出
规定数目的特征后结束循环．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算法相比，所提算法取得了较好的特征选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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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Domain Steganalytic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Gu Xiangyuan，Guo Jichang，Tian Yuheng，Li Chongyi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The increase in dimensions of steganalytic features not only increases the time of classifier training and

classifier prediction，but also can cause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Therefore，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dimensions of steganalytic features，spatial-domain steganalytic feature selection was investigated and a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was proposed．The proposed algorithm first selects the feature
which has the maximum cond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with class label．Then，it selects the feature which has maximum 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with the class label and the previous selected feature．Following that，from the
candidate feature set，it loops to select the feature which has maximum 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with the class
label and the previous selected feature in a forward search way．The loop ends when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features
is select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performs better than other algorithms.
Keywords：feature selection；steganalysis；spatial-domain steganalytic feature；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数字隐写是信息隐藏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将数字
媒体(图像、视频和音频等)作为载体，将秘密信息嵌
入其中．依据秘密信息嵌入位置和方式的不同，隐写
算法主要分为空域隐写、频域隐写和自适应隐写等[1].
与隐写对应的是隐写分析，用于检测载体中是否隐藏
有秘密信息．
隐写分析的早期研究中，隐写检测特征维数较
低，如文献[2-3]，特征多为数十维．但随着复杂隐写
算法的提出以及对检测准确率要求的提高，特征维数
也在不断增加，如文献[4]的特征高达 12753 维．特征

维数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分类器训练时间和预测时
间，甚至还会造成“维数灾难”．集成分类器[5]的出
现，尽管减少了分类器的训练时间，然而又带来了如
同等对待所有特征而使得最终的准确率受到影响的
问题 [6]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检测的准确率，有必要
对隐写检测特征进行选择．
针对隐写检测特征选择问题，文献[7]首先利用
K 最近邻分类器结合前向选择对特征进行排序，再利
用支持向量机对排序后的特征进行检测，从而确定最
优特征的个数.文献[8]利用阈值选择(threshold 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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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selection ，TFS) 算 法 和 顺 序 前 向 浮 动 选 择
(sequential forward floating selection，SFFS)算法对隐
写检测特征进行选择，与阈值选择算法相比，利用序
列浮动前向选择算法选出的特征效果较好.文献[9]利
用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SVMRFE)算法、顺序前
向选择(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SFS)算法和 T检验算法对隐写检测特征选择，其中利用 SVMRFE
算法选取的特征效果更为显著.文献[10]提出一种基
于人工蜂群的特征选择算法，取得了较好的特征选择
效果.文献[11]提出一种基于费舍尔准则的特征选择
算法．其首先用费舍尔准则处理每一维特征，依据费
舍尔得分大小，对特征做降序处理；然后利用费舍尔
准则结合欧氏距离处理排序后的特征，选出具有最优
可分性的特征作为最终特征．
上述研究中，文献[9-11]属于空域隐写检测特征
选择算法．其中，文献[9-10]特征选择效果较好，但用
时太多，不适合用于高维隐写检测特征的选择．文献
[11]算法虽然速度快，但费舍尔准则常被用来处理相
互独立的特征，而隐写检测特征间具有相关性．因
此，该算法特征选择效果不理想．
本文对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提
出一种基于条件互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首先简要
分析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间存在相关性，然后通过维恩
图[12]简要分析 2 个特征与类标签交互的情况，利用
隐写检测特征间的相关性，给出一种候选特征选择的
度量标准；最后基于该度量标准，提出一种特征选择
算法，并通过实验对算法进行性能评估．实验结果表
明，相对其他一些算法，本文算法的特征选择效果
较好．

1 信息度量的基本概念
特征选择是利用一定的度量标准，从原始特征集
中选取一个较优的特征子集的方法．依据特征子集
度量标准与分类器的关系，特征选择方法可以分为
Filter 类、Wrapper 类和 Embedded 类等 3 类[13]．由于
特 征 选 择 过 程 要 用 到 分 类 器 ，Wrapper 类 和
Embedded 类算法选取的特征子集性能较好，但用时
较长．Filter 类算法利用与分类器无关的度量标准来
确定最优子集，用时较短[14]．
Filter 类算法常用的特征子集度量标准有信息、
费舍尔准则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等．本文采用信息度
量方法进行特征选择．
假设 X 是一个离散随机变量，p(x)为该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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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密度函数，信息熵被用来量化信息量的大小，其
定义为
H ( X ) = − ∑ p( x)lbp ( x)

(1)

x∈X

互信息被用来量化两变量间所包含的共同信
息．变量 X 和变量 Y 的互信息 I(X；Y)可以表示为
I ( X ; Y ) = ∑∑ p( x, y )lb
x∈X y∈Y

p ( x, y )
p( x) p( y )

(2)

式中：p(x)、p(y)分别为变量 X、Y 的概率密度函数；
p(x，y)为 X、Y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互信息值越大，
表明两变量包含的共同信息越多．
条件互信息被用来量化一个变量已知情况下，另
外 2 个变量所共同包含的信息．在变量 Z 已知情况
下，变量 X 和变量 Y 的条件互信息 I(X；Y,|Z)可以表
示为
I ( X ; Y | Z ) = ∑∑∑ p ( x, y, z) ⋅
x∈X y∈Y z∈Z

p ( x, y | z )
lb
p( x | z ) p( y | z )

(3)

式中：p(x，y，z)为 X、Y 和 Z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p(x，y| z)为在 Z＝z 条件下 X、Y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
数；p(x| z)为在 Z＝z 条件下 X 的概率密度函数；p(y|
z)为在 Z＝z 条件下 Y 的概率密度函数．
3 路交互信息是互信息的扩展，其与条件互信息
I(X；Y|Z)、互信息 I(X；Y)的关系[15]为
I ( X ; Y ; Z ) = I ( X ;Y | Z ) − I ( X ; Y )

(4)

2 特征选择算法
本节首先对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间的相关性进行
研究，然后通过维恩图简要分析 2 个特征与类标签交
互的情况，利用隐写检测特征的相关性，给出候选特
征选择的度量标准，最后基于该度量标准，给出基于
条件互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
2.1 空域隐写检测特征的相关性
自然图像可看作一个局部平稳的信源．通常来
说，它是平滑、连续的，相邻像素之间具有很强的相
关性．而当秘密信息嵌入后，相邻像素之间的相关性
就会减弱．因此，常利用相邻像素之间相关性的变化
来描述隐写前后的变化，而隐写检测特征被用来捕捉
相邻像素之间相关性的变化．空域隐写检测特征的
构造通常分为 4 部分：对一定方向的相邻像素进行前
向差分运算、对前向差分运算后的结果进行截断和量
化、构造共生矩阵或转移概率矩阵、利用共生矩阵或
转移概率矩阵构造隐写检测特征[4]．如邻域像素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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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subtractive pixel adjacency matrix，SPAM)[16]隐
写检测特征，对其构造如下：首先对上、下、左、右、
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这 8 个方向的相邻像素分别
进行前向差分运算，然后在这 8 个方向上进行阈值为
3 的截断和步长为 1 的量化，接着分别计算这 8 个方
向的转移概率来构造转移概率矩阵，最后由转移概率
矩阵来构造隐写检测特征集．由于构造隐写检测特
征集时用到了共生矩阵或转移概率矩阵，隐写检测特
征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2.2 算法原理
选取特征与类标签之间的互信息值越大，从该特
征中可获得与类标签相关的信息越多．因此，与其他
基于信息度量的特征选择算法相同，本文算法首先选
取一个与类标签有最大互信息的特征．维恩图常被
用来分析已选取特征、未被选取特征和类标签之间的
关系，利用分析得到的结论来确定候选特征选择的度
量标准．图 1 是一个维恩图示例．

Fig.1

图 1 维恩图示例
Instantiate of Venn diagram

图 1 中，fs 为一个已选取的特征，即与类标签具
有最大互信息的特征；fi 为一个候选特征，c 为类标
签，H(fs)、H(fi)、H(c)分别为 fs 、fi 和 c 的熵；I(fs ；
fi|c)为类标签 c 已知情况特征 fs 与特征 fi 的互信息，
I(fs ；c|fi)、I(fi ；c|fs)含义类似；I(fi ；c；fs)为 2 个特征
fs、fi 与类标签 c 的 3 路交互信息．
若要从 2 个特征 fs 和 fi 中获得关于 c 的最大信
息，就必须使 I(fs；c)与 I(fi；c|fs)的和取得最大值．由
于特征 fs 已被选取，I(fs；c)已知，需要使 I(fi；c|fs)取
得最大值．此时，需要从候选特征集中选取一个 I(fi；
c|fs)为最大值的特征．
上面是候选特征、一个已选取特征与类标签交互
的情况分析．由于隐写检测特征间具有相关性，当选
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后，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候选
特征、多个已选取特征与类标签交互的情况．由于无
法具体得知候选特征、已选取特征与类标签的联合分
布，为降低特征选择的运算复杂度，本文采用从候选
特征集中选取与上次选取特征、类标签具有最大条件
互信息特征的方法，即本文算法候选特征的度量标准
J(fi)的表达式为

·963·

J ( fi ) = max I ( f i ; c | fs )
fi ∈N

(5)

式中 N 为候选特征集．通过式(5)，从候选特征集中
取出与类标签、上次选取特征具有最大条件互信息的
特征．基于以上思想的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

Fig.2

图 2 本文算法的流程
Flow chart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 验 利 用 BOWS2[17] 图 像 库 ，该 图 像 库 包 含
10,000 幅 pgm 格式的图像．采用 LSB 匹配隐写算
法，对图像进行 0.1 比特每像素(bpp，bit per pixel)和
0.2,bpp 的 LSB 匹配隐写，共得到 20,000 幅的隐写图
像．每组实验均随机选取 5,000 幅隐写图像和对应的
原始图像作为训练图像，剩下的 5,000 幅隐写图像和
对应的原始图像作为测试图像．实验采用 SPAM686
隐写检测特征．
图 3 是隐写分析的简单流程．其中除了包括常
见的特征提取、分类器训练和分类等过程，隐写分析
还包括离散化和特征选择过程．由于互信息基于离
散 变 量 ，本 文 采 用 WEKA[18] 的 最 小 描 述 长 度
(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MDL)离散方法 [19] 对
训练图像特征进行离散化．由于文献[11]算法选择前
265 个特征，为更好地验证算法特征选择效果，本文
选择排序后的前 300 维特征，并利用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20] 对选择的特征进
行训练和预测．SVM 采用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RBF)核函数，利用十折交叉验证法寻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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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惩罚因子 C 和核参数γ．在实验中发现，采用十折
交 叉 验 证 法 得 到 的 C 和 γ 是 2 个 固 定 值 ，C 为
32,768，γ 为 8．为减少所用时间，C 和γ 默认为上述
两值．

图 3 隐写分析的简单流程
Fig.3 Simple flow chart of ste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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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特征选择效果，将本文算法与文献[11]算
法、IG 算法 [21] 和文献[9]SVMRFE 算法进行性能比
较．为减小随机性对结果的影响，每组实验均进行 10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图 4 是这 4 种算法在
2 种嵌入率下选择前 300 维特征的性能比较．为更直
观地对这 4 种算法进行特征选择性能比较，表 1 和表
2 给出这 4 种算法在 2 种嵌入率情况下选取部分特
征的准确率．同时，表 3 给出了这 4 种算法在嵌入率
为 0.1,bpp 情况下选择前 300 维特征的用时情况．
图 4(a)和表 1 中，这 4 种算法特征选择效果相
比，文献[9]SVMRFE 算法最好，显著优于本文算法、
文献[11]算法和 IG 算法．文献[11]算法、IG 算法和本
文算法这 3 种算法具体特征选择效果相比，选择的前
170 维特征，本文算法显著优于文献[11]算法和 IG 算
法；选取的前 180～280 维特征，本文算法和 IG 算法
性能相同，均优于文献[11]算法；选择的前 280～300
维特征，这 3 种算法的性能接近，本文算法和 IG 算
法略优于文献[11]算法．

（a）嵌入率为 0.1,bpp

（b）嵌入率为 0.2,bpp

图 4 2 种嵌入率下的性能比较
Fig.4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at two different embedding rates
表 1 嵌入率为 0.1,bpp 的各算法选择特征的准确率
Tab.1 Accuracy rate of the algorithms’ selected features
at the embedding rate of 0.1,bpp
特征数
010
030
050
100
200
300

检测准确率/％
文献[11]算法

IG 算法

文献[9]算法

本文算法

59.56
75.67
77.12
81.90
83.83
87.47

59.28
73.91
77.33
81.84
84.79
87.53

66.03
80.58
81.55
85.82
87.23
87.64

72.80
78.05
79.93
83.17
84.79
87.53

图 4(b)和表 2 中，文献[9]SVMRFE 算法的特征
选择效果最好，略优于本文算法，显著优于文献[11]
算法和 IG 算法．文献[11]算法、IG 算法和本文算法
具体特征选择效果相比，选择的前 230 维特征，本文

算法显著优于文献[11]算法和 IG 算法；选择的前 240
维到前 260 维特征，本文算法与 IG 算法性能接近，
均显著优于文献[11]算法；选择的前 270 维到前 300
维特征，这 3 种算法的性能接近．
表 2 嵌入率为 0.2,bpp 的各算法选择特征的准确率
Tab.2 Accuracy rate of the algorithms’ selected features
at the embedding rate of 0.2,bpp
特征数
010
030
050
100
200
300

检测准确率/%
文献[11]算法

IG 算法

文献[9]算法

本文算法

66.62
83.36
85.42
89.90
91.75
93.61

66.66
76.67
84.11
89.81
92.40
93.66

80.03
89.14
89.95
92.63
93.53
93.85

80.00
88.21
90.13
91.68
93.27
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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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中发现，IG 算法和本文算法特征选择时，
会出现与类标签互信息不为零的特征被选尽后，与类
标签互信息为 0 的特征按序号排序的情况，此时，本
文算法和 IG 算法会选择完全相同的特征．从图 4(a)
和表 1 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而由于与类标签费舍
尔得分为零的特征较少，文献[11]算法在选取前 300
维特征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由表 3 可知，由于支持向量机参与到特征选择过
程，文献[9]SVMRFE 算法的特征选择用时最多；而文
献[11]算法、IG 算法和本文算法特征选择过程没有用
到支持向量机，这 3 种算法特征选择用时较少．文献
[11]算法、IG 算法和本文算法用时比较，由于需要一
些运算，本文算法耗时相对较多；而文献[11]算法和
IG 算法只需要根据特征的重要性，对特征进行简单
排序，所以用时较少．
表 3 嵌入率为 0.1,bpp 的各算法特征选择的用时
Tab.3 Time required for feature selection at the embedding rate of 0.1,bpp
算法

用时/s

文献[11]算法

44,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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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用时有一定的增加，但是本文算法仍然比较适合
用于隐写检测特征选择．

4 结 语
本文对空域隐写检测特征选择进行研究，提出一
种基于条件互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该算法借助条
件互信息，利用隐写检测特征间的相关性．实验结果
表明，与其他算法相比，本文算法在 2 种嵌入率下均
获得了不错的结果．而且随着嵌入率的增加，与类标
签互信息不为 0 的特征数目越多，本文算法的优势越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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