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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在 GIS 空间数据中隐藏标识数据生产单位版权以及用户使用权属的数字水印 , 并对其进行压

缩 、加密 ,以此来跟踪 、抵制 GIS 空间数据产品的非法流通 、非法复制 , 有效地保护数据生产单位的合法权益。

运用本文方法已开发出了相应的应用软件 ,并已投入生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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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是“数字地球” 、“数字城市”等实施的基

础技术之一 ,它负责地理数据的获取 、存储 、编辑 、

处理 、分析与显示工作 。作为构建数字地球等的

基础资料 ,其安全问题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信息隐藏学的一个分支 ,数字水印技术

是数据安全领域中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数字水印技术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图像 、视频和声音等多媒体信息的版权保护

上 ,在 GIS空间数据中 ,通过隐藏水印信息并对

其加密 、压缩以实现其安全保护的研究还很少 ,这

是数字水印技术应用的一个新领域 、新尝试 ,也是

GIS空间数据安全管理方法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创新技术研究。

1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与加
密技术原理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与加密是对 GIS

空间图形数据实行安全保护的两种核心方法 ,两

者对数据的保护都可转化为对水印密钥的保护 ,

因此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技术可以沿袭

传统加密与信息隐藏技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

念 ,但两者采用的保护信息的手段是不相同的 。

1.1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原理

GIS空间数据数字水印信息隐藏技术是把一

个具有版权意义的水印信息隐藏在普通 GIS 空

间数据文件中 ,申明数据生产单位的版权及该数

据的使用权属 ,从而达到利用技术手段间接保护

GIS空间数据版权的目的。采用数字水印信息隐

藏技术需满足如下条件:GIS 空间数据中隐藏的水

印信息不能直接被数据用户感知;水印信息的隐藏

不影响GIS空间数据的使用;隐藏的水印信息必须

具有很高的鲁棒性 ,即隐藏在GIS空间数据中的水

印信息难以被非法数据用户擅自干扰或去除。

GIS空间数据数字水印信息隐藏原理如图 1

所示 。

图 1　数字水印隐藏入 GIS 空间数据载体

Fig.1　Hiding Digital Watermark in GIS

Spatial Data Cover

1.2　GIS空间数据中水印信息隐藏的可行性

数字水印信息能够隐藏在 GIS 空间数据信

息载体中的可行性可以从两方面论证。

1)目前广泛使用的几种格式的 GIS 空间数

据载体本身存在一定的冗余度 ,只要满足地理精

度需求 ,将数字水印嵌入到 GIS 空间数据载体中

进行信息隐藏是完全可行的 ,这并不会影响地理

DOI :10.13203/j.whugis2004.08.022



信息本身的发行和使用。

2)人的视觉本身对 GIS空间图形信息有一

定的掩蔽效应 ,利用这个效应 ,可以在视觉分辨率

以下将水印信息隐藏而不被察觉。

1.3　GIS空间数据及水印信息加密

之所以将计算机加密技术与数字水印隐藏技

术结合起来使用 ,是为了更大地增加非法用户对

隐藏有数字水印的数据进行攻击的难度 。本研究

两次使用了加密技术 ,一次是将数字水印 M 加

密之后再隐藏到 GIS空间图形数据载体 C中 ,使

非法用户即使获知 G IS 空间数据中隐藏有数字

水印 ,也很难找到数字水印 ,更难以破译;再一次

是把加了水印的GIS空间数据加密 ,使数据即使在

流通过程中被窃取 ,也不能被随意使用 。

2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与加
密技术的实现流程及方法

2.1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与加密技术的

实现流程

GIS空间数据被用户购买进入流通渠道之后 ,

其传输方式不管是通过网络进行还是通过存储介

质 ,都可采用数据压缩与加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数

据传输与发行通道的安全保护。所有这些安全措

施的解除则是伴随着数据在合法用户计算机上的

安装过程完成的。对 GIS空间数据进行信息隐藏

与加密的操作过程及其逆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　GIS 空间数据信息隐藏与加密技术实现流程

F ig.2　Technical Flow of Info Hiding and Encrypting of GIS Data

　　从图 2可以看出 ,数据在面对用户之前 ,需要

数据生产单位完成对数据的水印信息隐藏 、数据

加密 、数据压缩等所有加入安全措施的操作 。这

样 ,数据用户由任何一种方式得到数据 ,都无法直

接使用 ,必须进行数据安装以完成数据拷贝 ,因为

数据的安装过程也是数据的解压 、解密过程 ,只有

提供合法用户的序列号 ,接受数据版权及使用权

属协议中议定的条款 ,数据安装工作才会继续 ,否

则 ,视为数据不合法使用而终止安装。经过解压 、

解密操作的数据回到含有数字水印的明文状态 ,

方可投入正常使用 ,同时 ,数字水印开始发挥其融

合渗透式的长效跟踪功能 。

2.2　用户序列号生成器技术

合法用户序列号生成器采用伪随机数发生器

的原理 ,以计算机的系统时间做种子生成 128位

二进制序列号 ,此序列号作为数据生产单位的机

密保存 ,随时用来作为后台数据库文件 ,与从 GIS

空间图形数据中提取的数字水印比对 ,提取出数

据生产单位信息和合法用户信息 ,进行原始合法

用户的核查 、跟踪 。该伪随机数发生器可以产生

基于 GUID的全球不重复的序列代码 。

2.3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技术

在GIS空间数据中 ,实现数字水印信息隐藏

技术需要考虑 3方面的因素:①数字水印本身的

组成结构;②加载数字水印的策略及方法;③数

字水印提取 、检测的方法 。

加载数字水印的策略及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决

定于数字水印算法的性能 。根据数字水印加载方

法的不同 ,数字水印可分为空间域水印和变换域

水印 。本文研究采用了空间域水印方法中典型的

最低有效位方法(LSB),实现了在 GIS 软件 Arc/

Info的 E00 格式的空间数据中伪随机分布水印

信息的隐藏与提取 。该方法利用 GIS 空间载体

数据的最低有效位来隐藏数字水印信息 ,具体取

多少位以 GIS 空间数据的误差容限为原则 。

LSB方法的优点是有较大的信息隐藏量 ,并

可以保证嵌入的水印是不可见的;其最大缺点是

水印信息很容易为滤波 、图像量化 、几何变形的操

作所破坏 ,用于图像文件的信息隐藏是一个相对

易受攻击的算法 。但是 , GIS 空间图形数据与图

像数据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 ,它最大的特性是它

的拓扑关系信息记录和其空间定位的精确性 。本

次研究中的水印信息隐藏方法不是单纯采用 LSB

算法 ,而是采用 LSB与 GIS空间数据拓扑关系记

录相结合并对数字水印及数据包加密的方法 ,这

样可以充分利用 LSB 方法的优点而避开其易受

攻击的薄弱性 。

另外 ,本研究选用 LSB水印信息隐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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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 LSB算法加载到图像文件中的数字

水印信息 ,其遭攻击而受破坏的方法主要有滤波 、

图像量化 、几何变形 。图像精度的衡量标准是像

素大小 ,即清晰度 ,这是用户追求的图像的可用标

准 ,更是用户对图像中的数字水印攻击时考虑的

主要问题。由于图像文件面对的用户面很广 ,各

自对图像精度的要求不一 ,图像文件中的水印经

这些方法攻击遭破坏后 ,还可以最大可能地保留

文件的可用性。

但是这些攻击方法如果应用于 GIS 空间图

形文件 ,则会直接破坏数据 ,导致数据不可用 。这

是因为 ,用户对 GIS空间数据的使用方式一般是

作为基础地理数据 ,在其上面加载专业部门的专

题数据加以使用 。之所以要用 GIS 空间基础地

理数据作背景 ,是为了追求数据地理精度的权威

性 ,因此 ,对 GIS 空间数据的任何操作都会非常

谨慎。即使知道了 GIS 空间数据中隐藏有数字

水印 ,甚至知道数据中数字水印隐藏的算法 ,但是

在不知道算法如何使用的情况下 ,如果冒险对数

据进行攻击性操作 ,就会令数据失去原有的精度 ,

丧失其实用性。

2)图像文件的传播多采用网络这种公开化

的途径 ,图像文件的用户群极为庞大 ,并且对图像

文件进行信息隐藏和加密以实行安全保护是一个

众人皆知的事实 ,甚至于很多技术都是完全公开

化的 。图像的这种大众化使用特性决定了对图像

中的数字水印进行攻击的用户面很广 ,大大增加

了其遭攻击被破解的几率 。这就决定了对图像文

件实行信息隐藏和加密的技术处于一种创新与被

攻击 、被破解的矛盾状态中。

GIS空间数据的用户对象往往是一些专业部

门。其一 ,GIS 空间数据内隐藏的数字水印是不

公开的 ,因此 ,用户对 GIS 空间数据中是否隐藏

数字水印以及水印隐藏的方式是不可知的。用户

获取数据之后 ,只需对 GIS 空间数据包实行解

压 、解密操作 ,数字水印的隐藏操作在后台进行 ,

它发挥的是隐匿式的跟踪功能 。其二 ,非法用户

即使知道了GIS空间数据中隐藏有数字水印 ,甚

至知道数据中数字水印隐藏的算法 ,但由于本文

研究的数字水印隐藏技术不是在所有的 GIS 空

间数据中都隐藏数字水印 ,而是有规律地选择整

幅图中的几十个特征点作为数字水印载体 ,使用

伪随机数发生器是为了把数字水印随机地扩散到

GIS空间数据隐密载体中 ,这种数字水印加载位

置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数据被攻击的难度 。因

为攻击者不知道后续消息位是否按相同次序嵌

入 ,再加上非法用户也无法察知水印确切地隐藏

在数据的第几位 LSB ,更无法知道数字水印在数

据中隐藏的规律 ,并且数字水印和数据包都是经

过加密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非法用户尝试擦除

或绕过水印 ,或者冒险对数据恶意攻击 ,就会损失

所有数据的精度而失去实用性 。

数字水印的具体提取 、检测方法通常采用直接

检测或相关检测 ,本研究采用最大后验概率检测法。

2.4　GIS空间数据水印信息加密技术

本文选用了 DES 加密方法进行实验 ,

DES128 位 双 重 加 密 算 法 (data encrypt ion

standard)是将输入明文的 64bit 分成左右两边各

32bit ,再经过 16层的左右两边换位与代替处理

产生分散与换位效果的相互作用 ,从而通过一个

个弱而简单的要素组成一个高强度的密码体制。

2.5　GIS数字水印数据压缩技术

经过加密而隐藏了数字水印的 GIS 空间图

形数据不论采用光盘 、网络传输等任何一种方式

传输数据 ,对数据打包压缩 ,尽可能将数据量减

小 ,无疑会给数据传输提供极大的方便 。此外 ,通

过压缩也可再为数据增加一道保护屏障 。

本研究采用了 LZW压缩算法。经验证 ,GIS

空间数据量可以减小到原来的 20%以下。

3　实　例

3.1　合法用户序列号(水印密钥)生成器

序列号生成器用来生成合法用户的身份标识

码 ,由于这个标识码是基于 GUID的全球不重复

的序列代码 ,因此可用来识别用户身份的惟一性。

同时 , 这个标识码又用来作为加密数字水印和

GIS空间图形数据包的密钥 ,因此 ,这个生成器也

是数据水印密钥生成器。

3.2　水印的不可感知性和数据精度验证

本文以 1∶1 万比例尺 Arc/ Info 软件的一个

层作为研究对象 ,将嵌入水印信息后的隐密载体

图形数据与原数据叠加。经量算 ,其误差为实地

0.3m ,完全在精度范围之内(国家规定的 1∶1万

地形图的最小误差是实地 10m)。并且 ,图形被放

大 100 倍左右 ,没有可感知的视觉失真和精度失

真 ,即 GIS空间图形数据的隐密载体和原载体是

充分接近的。

由于加入水印信息后 ,在满足精度条件下仍

是有误差的 ,从而涉及到原来是重合的结点在加

水印后是否不重合的问题。对此 ,本研究在程序

中对所选择的随机特征点进行了判断 ,当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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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点是结点时 ,就选择出所有对应的重合结

点 ,在它们当中都加水印 ,使其闭合 。这可以通过

对嵌入水印信息的 G IS 空间图形数据进行放大

操作获得验证。

由此可以验证埋入 GIS 空间图形数据中的

数据水印信息隐藏后是不可感知的 ,并且隐藏了

数字水印的数据精度是符合规范的 。

3.3　水印的抗干扰性 、鲁棒性验证

抗干扰性 、鲁棒性是指 GIS 图形数据对象中

所隐藏数字水印信息的稳定性 ,即 GIS 图形数据

载体受到一定的扰动后 ,水印信息能最大限度地

保证不被干扰 、修改 、去除 ,即使水印信息受到一

定的扰动 ,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 ,以满足水印

提取 、核检的需要。

对GIS图形数据中数字水印的扰动可能是

来自对数据的各种操作 ,包括常规的安全性操作

和恶意的攻击性操作 。由于目前市场上的 GIS

软件种类繁多 ,各个用户单位采用的应用软件平

台不统一 ,GIS 空间数据生产单位在数据发行过

程中常常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不断地进行数据格

式转换 ,用户得到数据后也会由于操作 GIS 数据

的应用软件以及进行专题应用系统开发的软件不

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格式转换。由于各种 GIS 软

件的文件格式完全不同 ,并且都是不公开的 ,虽然

各种软件都提供了数据格式转换的接口 ,但是由

于对其他软件的文件格式不能完全解析 ,就出现

了数据文件转换的不完全性(不是所有的数据信

息都能得到对应的转换)。这一直是 GIS空间数

据生产部门在数据管理和发行中的难题。因此 ,

在研究的初期论证中 ,数据经过不同的格式转换

之后 ,能否保证数字水印的稳定性被作为一个重

要的鲁棒性验证指标 。

在Arc/ Info的 E00 格式数据中隐藏了水印

信息之后 ,将其分别转换为专业部门中最常使用

的几种图形数据格式 ,如 Arc/ Info的 Coverage格

式 、AutoCAD 的 DWG/DXF 格式 、MapInfo 的

TAB/M IF/M ID 格式等 ,再作相应的逆转换 ,最

后 ,在经过上述各种操作之后的 E00数据中提取

原始的水印信息依然获得了成功。

此外 , 水印信息隐藏后 ,如果是 Arc/ Info 格

式的数据 ,经过 Arc/ Info 软件编辑后是否对水印

信息有影响? 另外 ,采用 E00 格式的例子 ,对于

二进制格式或不公开格式是否不同 ? 针对此问

题 ,首先 ,对数据用户的使用需求作分析 。GIS空

间数据用户主要是将 GIS 空间图形数据作底图

背景 ,在其上面叠加专业部门的专题数据加以使

用。在一般情况下 ,专业数据用户对获取的 GIS

空间图形数据的地理精度会比较依赖 ,也不会轻

易在缺少权威资料的情况下 ,对获得的 GIS数据

作全面的编辑修改 。另外 ,本文运用生产单位提

供的江苏省 1∶1万数据作了大量的测试 ,证明在

Arc/ Info 软件中对隐密载体数据进行常规操作 ,

不会影响水印信息的提取 。

对于恶意的攻击性操作 ,也进行了相关的实

验分析 ,发现在不能确切得知数字水印隐藏算法

及其使用方法时 ,所作的恶意性解密及擦除水印

操作都会破坏 GIS 空间图形数据的精度。如在

1∶1万地形图中 , 会远远超过精度容限值实地

10m ,这种欠缺精度的 GIS 空间图形数据即使被

窃取 ,也已失去其实用性 。

4　结　语

利用本文所述的技术方法成功地开发出了初

期的应用软件 ,且已凭借江苏省测绘局提供的1∶1

万GIS空间图形数据对应用软件进行了大量 、反

复的测试 、检验 。目前 ,该软件已在江苏省测绘局

数据发行部门投入试用 ,效果良好 。

本文提到的一些技术细节还需要在生产应用

中进行更细致的检验;应用软件也需要在生产实

践中进行更大数据量 、更长时间的检验测试 ,以逐

步走向成熟 、稳健和实用 ,为“数字城市”的 GIS

空间数据安全管理服务。此外 ,还需要不断地研

究更新在 GIS 空间图形数据中进行水印信息隐

藏与加密的技术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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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Methods for Encrypting and Hiding Digital

Watermark in GIS Spati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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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technical method for hiding digital watermark in GIS spatial

data , which can identify the data producer and legal user' s identity , user' s using autho rity and

some other related info rmation , then compresses and encrypts the GIS data in order to track and

resist the illegal circulation and copy to pro tect the data producer' s legal right ef fectively.All of

the methods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s a set of sof tw are and its feedback is prett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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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int Grade Factors' Effect Based on Affecting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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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t ributing shapes of CBD , bus stops , hospitals and schools etc.are like points in

a w hole city .These factors are called point factors in land grading , which can at tract , centralize ,

transmit and exchange the f low s of people , capital , informat ion and w are etc.The corresponding

arithmetic and w orking f low s are design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of radius , effect area and

effect value got by the route distance voronoi mode are proved to be reasonable.

Key words:land evaluating;effect area;ef fect radius;shortcut;Voronoi diag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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