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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间域矢量地图数据盲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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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目前已有的针对二维矢量数据的水印算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鲁棒的盲水印算法。该

算法首先将矢量数据分块，然后在不同分块中，结合密钥修改某些点的狓坐标或者狔坐标，从而嵌入水印信

息。实验证明，该算法对平移、坐标转换、制图综合、插值等常规操作以及地物对象顺序置乱等攻击具有较好

的鲁棒性，并且是一种盲检算法，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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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构建数字地球等的基础资料，ＧＩＳ数据

的安全问题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１］。与影

像、视频等多媒体数据相比，二维矢量数据在数据

结构、应用环境上具有其特殊性，所以不能将目前

成熟的水印算法照搬到二维矢量数据中。文献

［２，３］提出了基于空间域的 ＭＱＵＡＤ算法和基于

频率域的算法，文献［４６］提出了基于 ＭＱＵＡＤ

算法的改进方法，但是由于这两种算法是非盲检

算法，很难在实际中应用。文献［７］提出的基于空

间域的算法简单易行，也具有盲检性和一定的鲁

棒性，但是不能抵御常见的地图综合操作的攻击。

其他算法还有基于统计特征的水印算法和基于小

波变换的水印算法等。在目前的研究中，对矢量

地理空间数据自身特点、水印算法的鲁棒性和实

用性等方面的考虑还很不足，另外，大多数算法不

具有盲检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算法的实用

性。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二维矢量地图数据的鲁

棒的盲水印算法。

１　算法设计

新的水印算法的基本思路为：先将矢量数据

按四叉树分块，在每个块中按深度优先遍历每个

节点，形成点序列，根据相邻两点的距离，再结合

密钥和水印信息，重置指定点的狓或者狔 坐标，

从而实现水印的嵌入；对添加了水印的数据，同样

根据密钥和分块中相邻两点的距离特征，即可提

取出所包含的水印信息。该算法通过直接修改矢

量地图数据中顶点的坐标值来实现水印嵌入，属

于空间域水印算法。

１．１　数据预处理

分析 ＭＱＵＡＤ算法可以看出，将地图根据顶

点密度划分成矩形网格，再通过移动矩形网格中

的顶点来嵌入水印信息，这种分层结构同时决定

了嵌入水印信息的顺序，通过移动矩形网格中的

多重顶点以及多次嵌入信息，可以使水印具有抗

攻击的能力［８］。因此，本文采用相同的分块方法，

具体过程为：运用面积四叉树算法把地图划分成

矩形网格，使得每个矩形网格内所含的顶点数大

于某一数犖狏。如果某次划分产生内含顶点数小

于犖狏的矩形，则合并相同层次中顶点数目最少的

相邻矩形；如果存在多个可合并的相邻矩形，则选

择包含顶点数目较少的矩形。犖狏的值越大，则可

嵌入的水印长度越长，但同时也会造成分块数目

的减少，从而降低了水印的抗剪切性。在分块完

成后，以每个分块的左下点为起点进行深度优先

遍历，这样，在每一块中都形成了一条包含大于

犖狏个节点的连续矢量线段。

１．２　水印信息嵌入

将分块后的单个矩形定义为犚，则犚中包含

两个集合：表示矩形中所有顶点的集合（定义为

犘）和表示矢量的集合（表示为犞）。每个矢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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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拆分为狓方向分量和狔方向分量（表示为犞狓

和犞狔）。相互之间关系如下所示（狀表示矩形中

包含的顶点数）：

犚＝ ｛犘，犞｝ （１）

犘＝ ｛犘犻｝＝ ｛（狓犻，狔犻）｝，犻＝０，１，…，狀－１

（２）

犞 ＝ ｛犘犻犘犻＋１｝＝ ｛（狓犻＋１－狓犻，狔犻＋１－狔犻）｝＝

｛犞狓，犞狔｝，犻＝０，１，２，…，狀－１ （３）

　　这样，所有顶点信息都存在于转换到分析矢

量集合的狓方向分量和狔方向分量上。然后，分

析分量长度包含奇数个还是偶数个间隔长度（表

示为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如果包含奇数个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则标记

该分量状态为犛１，否则标记状态为犛０，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将分量根据长度划分状态犛０或者犛１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Ｖｅｃｔｏｒａｓ

Ｓｔａｔｅ犛０ｏｒ犛１ｂｙ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的值如果过大，会造成嵌入水印后地

图的失真较大，降低了地图的使用价值；反之，则

会造成水印对噪声攻击的抵抗性较差。结合矢量

数据本身有效的小数位数（表示为犳），可以设置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的值为４×１０－犳。

为了有效地防止针对水印算法的攻击，必须

设计密钥。本文算法中的密钥是一个犱位的二

进制数，用来控制矢量的方向。密钥的每一位对

应一个矢量，如果密钥的某位数值为１，则将对应

矢量的反向，否则不作处理。

嵌入水印时，根据待嵌入信息的每一位犐是

０还是１，移动分量的长度到指定的位置。设分量

长度为犔犻，犐（０＜犻＜ 犖狏），标示在向量序列中的位

置，再设犔犻，犐的状态为Ｓｔｙｌｅ（犔犻，犐）。如果Ｓｔｙｌｅ

（犔犻，犐）∈犛犐，移动犔犻，犐长度到区间犛犐的中间；如果

Ｓｔｙｌｅ（犔犻，犐）犛犐，移动犔犻，犐长度为犔′犻，犐，使Ｓｔｙｌｅ

（犔′犻，犐）∈犛犐，并且落在最邻近的犛犐区间的中间。

按照这种方法，结合密钥，对预处理得到的每一块

矢量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即完成了水印的嵌入，

如图２所示。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分块时所用

到的犖狏值必须大于所嵌入的水印信息的位数。

图２　水印嵌入矢量方法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

１．３　水印信息的提取

提取水印信息时，必须要提供嵌入时的密钥、

分块所用的犖狏和划分长度状态所用的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与嵌入时一样，先根据犖狏将矢量地图分块，再在

每一个块中以左下点为起点进行深度优先遍历，

形成了一条包含大于犖狏个节点的连续矢量线段。

然后，结合密钥查看相应矢量的相应分量的长度

状态，从而得到水印的各个位上的数值。对每一

个分块都进行相同的提取操作，最后通过投票机

制得到最终的每一位水印信息。

２　实验分析

利用武汉市电子地图数据（ＭａｐＩｎｆｏ的 ｍｉｆ

数据格式，比例尺为１∶１００００，小数点后有效数

字为４位）进行实验，待嵌入的水印为由字符串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转换得到的二进制数，密钥

为一个６４位的二进制数，划分矢量状态的ｉｎｔｅｒ

ｖａｌ变量值为０．０００４。

２．１　可视化比较

利用本文算法将实验数据嵌入水印信息。图

３（ａ）为原始数据，３（ｂ）为嵌入水印后的数据。对

比嵌入水印前后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水

印算法具有很好的隐藏性，嵌入水印并不影响矢

量数据的显示质量。

２．２　精度分析

对原始数据和嵌入水印信息后的数据中的

１５９００个点进行比较，相应坐标间的绝对误差统

计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水印造成的误差完全在

４６１



　第３４卷第２期 王　超等：一种空间域矢量地图数据盲水印算法

图３　水印嵌入前后的数据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Ｍａ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表１　水印造成的误差分析

Ｔａｂ．１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误差范围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狓方向／个 ２０５ ６９５ １１４ ０

狔方向／个 ２０９ ６１９ １８６ ０

所占比例／％ ２．６０ ８．２６ １．８９ ０

容许的范围内，不会影响到数据的正常使用。另

外，误差范围主要在０．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０４之间，这

主要由实验中选取的划分矢量长度的间隔ｉｎｔｅｒ

ｖａｌ值（０．０００４）决定，也说明了在本文算法中，设

置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的值为４×１０－犳是合理的。

２．３　鲁棒性分析

对嵌入水印信息后的数据进行各种操作，再

对处理后的数据提取水印信息，检验本文提出的

算法的鲁棒性。实验内容及结果见表２，表中的

错误率为１０次操作结果的平均值。

表２　各种攻击模式下的水印信息位错误／％

Ｔａｂ．２　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Ｄｕｅｔｏ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ｔｔａｃｋｓ／％

攻击模式 攻击数量（占总顶点数的比例） 错误率

无变化 － ０　　
地图平移 － ０　　

随机移动节点

５ ０．７８

１０ ２．３４

１５ ４．６９

２０ １４．８４

２５ ２３．４４

３０ ３１．０６

随机删除节点

５ １．５６

１０ ３．９１

１５ ７．８１

２０ １９．５３

２５ ２７．３４

３０ ４６．８８

随机增加节点

５ ０　　

１０ ３．９１

１５ ４．６８

２０ １４．８４

２５ ２３．４４

３０ ３９．０６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改变了地图

中２０％以内的顶点的情况下，具有较好的鲁棒

性。另外，由于本文算法是按照顶点分布情况来

决定水印嵌入和提取时的顺序的，改变地图元素

或元素顶点的存储顺序，不会对算法的结果造成

影响，即可以抵抗地图数据乱序类型的攻击。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ＧＩＳ中常用的矢量地图数据，提出

了一种鲁棒的盲水印算法，通过二维矢量的两个

分量长度的规律来实现水印的嵌入和提取。该算

法具有以下特点：① 对数据的精度影响小，目视

无法看出加水印前后的差别，具有较好的隐蔽性；

② 对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常见的简化、插值、元素

顺序置乱、小幅的噪声干扰以及多数几何变换具

有较好的鲁棒性；③ 引入了密钥机制，能在算法

公开的前提下有效保护水印信息；④ 在水印检测

时不需要对照原始载体数据，是一种盲检算法，具

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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