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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矢量地理空间数据自身的特点，运用离散傅立叶变换（ＤＦＴ）技术研究了基于ＤＦＴ相位的矢量地

理空间数据数字水印算法。由于ＤＦＴ相位的较小变化也会导致原始数据的较大改变，因此引入自相关检测

来辅助判定数字水印的存在。实验表明，ＤＦＴ相位水印算法在抗矢量地理空间数据处理中常见的删点、数据

格式转换、平移、旋转等攻击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并且针对浮点型数据的效果要明显优于整数型数据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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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信息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密码

学、数字签名、数字水印的技术和方法，其中近几

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数字水印技术被认为是一种最

具潜力的方法［１］，各种文献对矢量数据水印的研

究也从基于空域及在空域基础上改进的讨论转变

为基于变换域的水印算法的讨论。

目前，变 换 域 算 法 包 括 离 散 余 弦 变 换

（ＤＣＴ）
［２］、离散小波变换（ＤＷＴ）

［３］和离散傅立叶

变换（ＤＦＴ），由于ＤＦＴ自身具有平移、旋转、缩

放等不变性，因此基于ＤＦＴ的数字水印算法在抵

抗几何变换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矢量地理

空间数据在使用过程中通常都会进行几何变换。

文献［４，５］提出了针对独立多边形的水印算法，该

算法主要是针对一般矢量图形，水印容量很小，对

顶点的添加、删除和数据的缩放不具有稳健性；文

献［６］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一种融合检测方法，针对

各个独立多边形的检测结果融合起来判断水印的

存在性；文献［７］对以上算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

针对曲线的水印算法，使其更好地应用于矢量地

图中，但是对矢量地图的特性仍然考虑不够，造成

局部范围的图形变化较大。

由于ＤＦＴ是复数变换，数字水印信息既可以

嵌入到ＤＦＴ系数的幅度上，也可以嵌入到ＤＦＴ

变换系数的相位中，并且嵌入到幅度上和嵌入到

相位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有必要对ＤＦＴ相位

嵌入数字水印进行研究。

１　犇犉犜相位特性与矢量地理空间数

据数字水印

　　设狓（狀）为犖 点有限序列，且犡（犽）＝ＤＦＴ［狓

（狀）］，令δ（犽）＝
０，犽≠０

１，犽｛ ＝０
，按照ＤＦＴ的定义和性

质，可以得到ＤＦＴ在几何变换下的性质，见表１。

表１　犇犉犜的几何不变性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ＤＦＴ

几何变换 原序列 ＤＦＴ序列

恒等 狓（狀） 犡（犽）

平移 狓１（狀）＝狓（狀）＋狓０ 犡１（犽）＝犡（犽）＋犖狓０δ（犽）

旋转 狓１（狀）＝狓（狀）ｅｉθ０ 犡１（犽）＝犡（犽）ｅｉθ０

缩小、放大 狓１（狀）＝α狓（狀） 犡１（犽）＝α犡（犽）

　　从表１可以看出，原序列的平移变换只改变

ＤＦＴ序列的第一个元素，而旋转变换只改变

ＤＦＴ序列的相位，因此在原序列ＤＦＴ变换系数

的第一个点不作水印嵌入的情况下，ＤＦＴ变换的

幅度针对几何变换具有平移和旋转不变性；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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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缩小、放大变换只改变ＤＦＴ序列的幅度

值，因此相应地ＤＦＴ变换的相位针对几何变换具

有平移、缩小、放大不变性。

一般用于矢量地理空间数据版权保护的数字

水印应该保证地图的可用性、不可见性和稳健性

等［８］，不同的应用场合要求有不同的稳健性。本

文在ＤＦＴ的相位中嵌入水印，并根据以上要求通

过实验对水印算法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２　自相关检测

不同于在ＤＦＴ幅度上嵌入水印，ＤＦＴ幅度

分量上的改变对原始数据的影响较小；基于ＤＦＴ

相位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水印由于相位的较小变

化也会导致数据的较大改变，所以在水印嵌入时，

水印信息主要嵌入在相位数据的小数部分，并且

嵌入的强度不能太大，同时ＤＦＴ运算具有整体

性，所以对矢量地理空间数据基于ＤＦＴ相位进行

水印嵌入的过程中，小数部分的准确性将对水印

信息的提取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于ＤＦＴ本身是一种浮点运算，根据以上的

分析可知，针对浮点型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基于

ＤＦＴ相位嵌入的水印直接提取影响不大；但针对

整数型矢量地理空间数据，由于数据的整数性，嵌

入水印后小数部分的损失无可避免，这将会使提

取的水印信息产生较大损失，直接目测并不能客

观地判定水印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引入自相关检

测来辅助判定水印信息的存在。

设矢量地理空间数据为犮＝犮０＋犘狑＋狀，犮０ 为

未加水印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狑 为嵌入的水印

信息，狀为各种攻击，犘为嵌入强度系数。设使用

算法提取出的水印信息为狑′，则有狑′＝犘狑＋狀。

当需要对矢量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检测时，根据线

性相关检测的定义有狔＝
１

犿
＜犮，狑＞，即狔＝

１

犿

＜狑′，狑＞，此时犿为水印信息的比特位数，即水

印序列的长度。可以看出，狔为水印信息数据的

自相关值，因此将相应的检测称为自相关检测。

３　犇犉犜相位水印嵌入与提取算法

３．１　嵌入算法

水印的生成与嵌入算法的具体过程如下。

１）水印序列的生成：犠＝｛狑犿＝０，１｜犿＝０，

１，…，犖－１｝＝犌（犽）是根据原始水印犕 生成的长

度为犖 的二值置乱水印序列，犌 表示水印生成算

法；犖 表示水印序列长度；犕 表示原始水印。

２）在提出的算法中，犞 中的顶点根据加载文

件的顺序来放置，从而得到顶点序列｛狏犽｝（狏犽＝

（狓犽，狔犽），狏犽 为顶点坐标），然后根据式（１）产生一

个复数序列｛犪犽｝：

犪犽 ＝狓犽＋ｉ狔犽（犽＝０，１，…，犖－１） （１）

犖 是犞 中的顶点数。

３）对序列｛犪犽｝进行ＤＦＴ，由式（２）得到ＤＦＴ

系数｛犃犾｝：

犃犾 ＝∑
犖－１

犽＝０

犪犽（ｅ
－２πｉ犖）犽犾（犾＝０，１，…，犖－１）（２）

该序列系数有幅度和相位两个数值，幅度值为

｛犃犾 ｝，相位值为｛∠犃犾｝。

４）对ＤＦＴ系数的相位根据加法法则嵌入水

印数据｛狑犿｝（狑犿∈｛０，１｝），本算法通过式（３）进

行嵌入，其中第一个相位不作嵌入，这里犿＝１，２，

…，犖犫，犖犫表示水印数据的位长。

∠犃′犾＝ ∠犃犾＋犘狑犿，０≤犾≤Ν （３）

∠犃′犾是嵌入水印后的ＤＦＴ系数的相位值。在嵌

入过程中，为方便水印信息的提取，并考虑到对数

据精度的影响，将水印信息犠＝｛狑犿＝０，１｜犿＝０，

１，…，犖－１｝转化为犠＝｛狑犿＝±１｜犿＝０，１，…，

犖－１｝。

５）对｛犃′犾｝进行离散傅立叶逆变换（ＩＤＦＴ），得

到嵌入水印后的复数数列犪′犽＝狓′犽＋ｉ狔′犽。

６）根据｛犪′犽｝修改顶点坐标，得到嵌入水印后

的矢量数据犞′。

３．２　提取算法

提取水印算法的具体过程如下。

１）对原始数据犞 嵌入水印的过程中，记录下

嵌入水印的位置，得到序列｛狊犽｝。提取水印时，将

序列｛狊犽｝中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其中顶点记为

｛狏犽｝（狏犽＝（狓犽，狔犽）），并根据序列｛狊犽｝找出嵌入水

印的犞′中对应的嵌入水印点，得到顶点序列｛狏′犽｝

（狏′犽＝（狓′犽，狔′犽））。

２）由式（１）根据顶点集｛狏犽｝和｛狏′犽｝构造两个

复数序列｛犪犽｝和｛犪′犽｝。

３）对｛犪犽｝和｛犪′犽｝分别进行ＤＦＴ得到变换系

数的相位。根据式（４）提取出二值化水印信息：

犫′犿＝
０，∠犃′犾－∠犃犾＜０

１，∠犃′犾－∠犃犾≥
｛ ０

，０≤犾，犿≤犖

（４）

犫′犿是提取出的置乱水印数据的位。

４）根据水印生成算法，由犫′犿得到提取出的水

印信息。

５）将提取出的水印信息与原始水印信息进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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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比，并且结合自相关检测系数ｓｃ（∠犃）判定

矢量地理空间数据中是否含有水印信息。

４　实验分析

矢量地理空间数据大部分以分层的方式存

储，分为空间坐标数据和属性数据。由于属性数

据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水印数据通常嵌入几何坐

标数据中。由于等高线数据在矢量地理空间中占

有的数据量大且较重要，因此选等高线数据作为

嵌入水印的数据载体。本文选用一幅由３３０２０

个点组成的等高线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实验，发现

整数型数据水印的嵌入强度犘＝０．０３、浮点型数

据水印的嵌入强度犘＝０．０２时，水印的可用性、

不可见性及稳健性较好。实验对经过攻击后的水

印提取情况与原始水印数据进行了对比，并重点

从嵌入水印后的载体数据的可用性、不可见性及

稳健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实验用的水印数

据为二值图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原始水印信息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４．１　可用性

如前文所述，保证数据的可用性也就是保证

数据的精度在允许的范围。对原始数据和嵌入水

印信息后的数据中的３３０２０个点进行比较，相应

坐标间的绝对误差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整数型数据嵌入水印后相应坐标间的

绝对误差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ｔｇｅｒＤａｔ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绝对误差犆 个数狀 百分比／％

０ ２９７３３ ９０．０５

１ １４０４ ４．２５

２ １８８３ ５．７０

＞２ ０ ０

　　从表２可知，嵌入水印信息所影响的只有极

少数的点，即使少许点有一定的误差，其误差大小

也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不会影响数据的使用。

４．２　不可见性

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实验数据嵌入水印信

息，图２中的虚线为嵌入水印的数据，实线为原始

数据。从嵌入前后数据的比较可见，本文提出的

水印嵌入算法具有较好的不可感知性，嵌入水印

后不影响图形的显示质量。

图２　水印信息嵌入前后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Ｄａｔａ

４．３　稳健性

一个好的水印算法应当在嵌入水印的数据经

过一些改变后，水印仍具有较好的可检测性。本

文对嵌入水印的数据进行无攻击、删除、格式转

换、平移和缩放等实验，以验证该算法的稳健性，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于犇犉犜相位的水印的稳健性

Ｔａｂ．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ＤＦＴＰｈａｓｅ

受到攻击类型 ＤＦＴ相位水印 自相关系数

无攻击 ０．８５１１８３

随

机

删

点

１０％ ０．７４７８２１

２０％ ０．６８４９３２

数据格式转换 ０．８５１１８３

平

移

５个单位 ０．８５１１８３

１０个单位 ０．８５１１８３

数

据

缩

放

缩小２倍 ０．７９８８７９

缩小５倍 ０．５７０９８４

放大２倍 ０．８５１１８３

放大５倍 ０．８５１１８３

４．４　分析讨论

通过以上实验可知，由于该算法利用了ＤＦＴ

的性质，嵌入水印后的数据经过平移、缩放后，提

取效果良好。但由于ＤＦＴ在实际编程计算中是

利用ＤＦＴ的快速算法ＦＦＴ，ＦＦＴ的基本函数是

三角函数，三角函数值是实数，在计算机中多用浮

点数来表示，在ＦＦＴ运算过程中要进行多次迭代

运算，每次迭代后，浮点数舍入到整数，本来该有

的整数结果和程序计算出来的浮点结果之间产生

所谓的卷折误差，造成最终结果与理论结果之间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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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差。由于计算机在运算时产生精度误差，因

此浮点型数据也会产生理论结果与实际结果不一

致的现象。

若嵌入水印数据不进行任何变化，则水印信

息能完整地提取出来，但是提取出的水印信息存

在一些误差点。将嵌入水印的数据转换为 Ｍａｐ

Ｉｎｆｏ通用的格式数据，然后转为原数据格式，再

对其提取水印信息，提取效果良好。实际上，只要

是用文本表示的数据格式，格式之间的转换都不

影响水印的提取效果。

由ＤＦＴ的性质可知，数据平移只会影响第一

个数据的系数，因此只要不在第一个顶点嵌入水

印，数据平移对水印的提取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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