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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逻辑分块和量化思想，提出了一种矢量地理数据自检测水印算法，对此算法的鲁棒性进行了实验

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鲁棒性较好，且能有效提高矢量地理数据水印检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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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矢量地理数据水印技术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嵌入算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１３］，针对水

印检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４］。对于无意义水印信

息，水印检测方法一般是先从可疑载体中提取出

待测数据中的水印信息，然后与原始的水印信息

进行比较，以确定待测数据中是否含有相应的水

印信息。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原始嵌入的水印信

息很难获得，检测的目的也并不需要检测到数据

中含有什么样的水印信息，只需知道数据载体中

是否含有水印信息。如何在没有原始水印信息的

情况下，通过算法自动判断载体是否含有水印信

息是水印算法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建立数据载体映射分块机制，分离

原始水印信息，提出了一种矢量地理数据自检测

水印算法。

１　矢量地理数据自检测水印算法

　　由于数据处理方式的不同，与一般的图像水

印技术相比，矢量地理数据水印技术具有自己独

特的特点。在考虑水印攻击时，图像水印算法重

点考虑数据压缩、几何变换等攻击，而矢量地理水

印算法重点考虑数据的增、删和地图投影变换等

攻击；与图像数据相比，矢量数据中的坐标存储具

有无序性，同步攻击比较常见；与一般的图像数据

相比，矢量地理数据具有较高的空间定位特性，水

印嵌入时，在控制视觉变化时需要根据数据比例

尺和应用需求控制数据精度变化。

本文充分运用地理坐标的空间定位性，引入

映射的方法来解决水印同步攻击问题，通过多次

嵌入水印信息来解决数据处理中常见的删点、增

点攻击，通过量化步长的选择来控制水印嵌入引

起的精度变化。

考虑到没有原始的水印信息，可以把数据载

体逻辑分成两个部分，然后，为了抵抗数据平移攻

击，采用量化思想，分别对两个部分嵌入水印信

息。水印检测时分别对逻辑上的两部分的数据进

行水印提取，计算提取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通过

相关系数的大小判断数据载体是否含有水印

信息。

１．１　水印信息生成

水印信息分为无意义水印信息和有意义水印

信息两种，有意义水印信息的长度一般与作为水

印信息的文字的长度或者图像的大小相关，不便

于水印盲检测的实现。因此，选择无意义伪随机

二值序列作为水印信息。无意义伪随机二值序列

的生成途径为：首先，通过随机数生成器生成一个

水印种子（随机数）；然后，根据生成的水印种子，

运用伪随机序列生成器生成一个固定长度的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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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最后，把随机序列转化成由－１和１组成的

水印序列。

设水印信息为犠，水印长度为犿，则水印信

息犠 可以表示为犠＝｛狑（犽），犽＝０，１，…，犿－

１｝，其中，狑（犽）∈｛－１，１｝。在伪随机二值序列生

成的过程中，为了检测的需要，加入概率控制，使

生成的水印信息满足概率要求犘｛狑（犽）＝１｝＝

１

２
，犘｛狑（犽）＝－１｝＝

１

２
。

１．２　水印嵌入算法

设数据载体为犇，由狀个数据点组成，则载

体犇可以表示为犇＝｛（狓犽，狔犽），犽＝１，２，…，狀－

１｝。在没有原始水印信息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水

印的自检测，在水印的嵌入过程中，按照一定的分

类法则，把原始数据逻辑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犇１ 和犇２，分别对犇１ 和犇２ 嵌入水印信息，最后合

并数据犇１、犇２，得到含有水印信息的数据。

水印嵌入过程中，为了抵抗数据裁剪、删减攻

击，使用基于映射机制的水印算法［５］，对于坐标点

（狓犽，狔犽），采用式（１）的规则嵌入水印信息：

狓犽 狑［犳（狓犽，狔犽）］ （１）

式中，犳（狓犽，狔犽）表示坐标点（狓犽，狔犽）对应的水印信

息位的索引；表示水印嵌入法则，如加法、乘法、

最低有效位、量化等嵌入法则。量化的嵌入法则

具有较好的对称性，有利于抗平移算法的实现。

因此，本文采用量化思想进行水印信息的嵌入，在

水印嵌入过程中，根据数据比例尺和具体应用需

求，通过控制水印嵌入位置以及量化时的步长来

控制水印嵌入引起的数据精度变化。

１．３　水印提取和检测算法

为了实现矢量地理数据水印自检测算法，按

照水印嵌入时的分类法则，把待检测的数据犇′分

为犇′１和犇′２两个组成部分，分别对犇′１和犇′２进行水

印信息的提取，得到水印信息犠′１和犠′２。对得到

的水印信息犠′１和犠′２进行相关检测，计算相关系

数，通过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判断载体数据中是否

含有水印信息。

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式（２）所示
［６，７］：

ｃｏｒ＝
∑
犽＜犿－１

犽＝０

狑′１（犽）×狑′２（犽）

犿
（２）

　　在计算相关系数之前，可以根据水印信息的

统计特性对检测进行过滤。基本方法为：对于提

取到的犠′１和犠′２，分别计算水印位为１或者－１

的概率狆，根据概率狆是否接近５０％来判断数据

中是否可能含有水印信息。狆越接近５０％表示

待测数据越可能含有水印信息，越远离５０％表示

待测数据中含有水印的可能性越小。一般情况

下，当４０％＜狆＜６０％时，表示待测数据中可能含

有水印信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相关检测；否则，

直接得出待测数据不含水印信息的结论。以上过

滤条件能有效地提高自检测的效率。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自检测水印算法的鲁棒

性，对其进行实验分析。实验数据为一幅比例尺

为１∶５００００、坐标单位为ｍ的矢量地理数据，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数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实验基本方法为：按照本文提出的水印算法

对实验数据进行水印信息的嵌入，并对含有数据

的水印进行不同强度的水印攻击；然后，运用本文

提出的自检测算法对受到攻击后的数据进行水印

检测，判断载体数据中是否含有水印信息。在水

印的检测过程中，不使用原始数据、原始水印信息

等任何其他附加信息。

攻击方法采用矢量地理数据处理中的数据压

缩、数据增点、数据删点、数据裁剪和数据平移、数

据旋转等攻击，在不同的攻击强度下水印检测结

果如表１所示。检测结果为相关系数，相关系数

后括号内的“√”表示数据中含有水印信息，“×”

表示数据中不含水印信息。

　　其中，数据压缩是运用道格拉斯皮克压缩算

法对数据进行压缩，压缩百分比是指压缩后数据

量与压缩前数据量的比值的百分数表示；裁剪攻

击是把嵌入水印后的数据裁剪一部分下来进行水

印检测，裁剪百分比是指裁剪下来的数据量和原

始数据量的比值；数据平移攻击是对数据同时进

行横、纵坐标方向的平移；数据旋转攻击是指围绕

坐标原点，对数据顺时针旋转一定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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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攻击实验的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攻击方式 攻击强度／检测结果

数据压缩
压缩百分比／％ ８４．３ ７６．９ ６８．５ ６３．１ ５２．７

检测结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数据增点
增点百分比／％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检测结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随机删点
删点百分比／％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检测结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数据裁剪
裁剪百分比／％ ５２．１ ３７．８ ２４．９ １８．３ １２．９

检测结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数据平移
平移量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检测结果 １．０（√）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７７（√）

数据旋转
旋转角度／（°）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５０

检测结果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０７（×）

　　从上面的攻击测试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自

检测算法能有效地抵抗矢量地理数据处理中常见

的数据压缩、数据增点、随机删点、数据裁剪和数

据平移等攻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究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在水印嵌入过程中，运用映射的方法多

次把水印信息嵌入到数据载体中，即水印被多次

嵌入到了数据中。数据的部分增加和删除不会影

响整体的检测结果。对于数据平移攻击，由于采

用了量化思想中的对称性特点，数据的整体平移

对水印检测影响较小。

但是，从表１也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还

不能抵抗数据旋转攻击和数据放缩攻击，这是下

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

３　在矢量地理数据快速水印检测中

的应用

　　在矢量地理数据数字水印技术中，随着数据

比例尺和坐标单位的不同，水印嵌入的位置会发

生变化，以控制水印嵌入过程中数据精度的变化。

因此，在水印检测过程中很难确定水印嵌入的位

置，需要对所有可能的水印嵌入位置逐一进行水

印检测。同时，待测数据中可能嵌入的是多个水

印信息中的某一个，在检测的过程中需要把每一

个可能的水印信息与提取出来的水印信息进行相

关检测，判断数据中是否含有该水印信息。水印

嵌入位置的不确定性和需要与多个水印信息逐一

进行相关检测使得目前的矢量地理数据水印检测

速度变得较慢。

为了提高水印检测速率，把水印自检测算法

引入到矢量地理数据水印检测中，以提高水印检

测速率。具体过程是：对待测数据中可能嵌入了

水印信息的某一位置进行水印自检测，判断是否

可能含有水印信息，如果确定含有水印信息，把提

取出来的水印信息与原始水印信息逐一进行相关

检测，确定待测数据中含有的水印信息；反之，如

果水印自检测确定该嵌入位置不可能含有水印信

息，则不需要进一步确定待测数据中含有何种水

印信息。对所有可能的水印嵌入位置进行以上操

作，直到提取出原始嵌入的水印信息或者水印提

取完毕为止。

在上面的水印检测算法中，把水印检测分为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通过水印自检测算法判断待

测数据中是否含有水印信息；第二步是在确定待

测数据中含有水印信息的情况下提取出嵌入的水

印信息。水印自检测算法在其中起到了过滤的作

用，有利于提高水印检测效率。

利用５幅大小不同的矢量地理数据作为实验

数据，对改进前后的水印检测效率进行测试，实验

结果如表２所示。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改进后

的算法能有效提高水印检测的效率。

表２　检测效率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数据量／ＫＢ 改进前用时／ｓ 改进后用时／ｓ

１７７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０４１ ０．６ ０．２５

１４７４ ０．８３ ０．３１

３７２６ １．６９ ０．６１

１７８１６ ６．８３ ２．２７

４　结　语

本文算法能有效抵抗矢量地理数据处理中常

见的数据压缩、数据增点、数据删点、数据裁剪和

数据平移攻击，但不能抵抗数据旋转攻击。如何

设计和实现能有效抵抗旋转、缩放等复杂攻击是

具有较好鲁棒性的自检测水印算法，是下一步需

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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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控制中心与数据处理

技术”８６３项目通过验收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十一五”国家８６３计划课题“控制中心与数据处理技术”验收

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专家组充分肯定了课题研究成果，一致同意通过验收。该课题由武

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承担，是８６３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广域实时

精密定位技术与示范系统”重点项目课题。课题研究成果显著提升我国实时精密导航定

位能力，对发展北斗导航增强系统及导航产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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