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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的進步﹐資料的取得已經變得十分容易﹐音樂、 

影像等等經過數位化的處理後﹐任何人都可以藉由網路輕易取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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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創作品﹐因此智慧財產權越來越被受到重視﹐而保護智慧財產權

的措施也就開始備受重視﹐在近年來﹐使用數位浮水印 ( Digital 

Watermarking )這種隱藏技術來保護合法多媒體﹐以保存文件之完整性

(是否遭到竄改、剪接)﹐或防止原創作者的著作權被侵犯。 

    我們所做的 Stirmark 是一種用來驗證數位影像的浮水印是否安全

的軟體﹐目前一般的浮水印有反抗對於特定攻擊的保護作用﹐然而﹐

Stirmark卻是一種能對浮水印進行「全方位」攻擊的軟體﹐可以檢驗出

浮水印的安全性。為了方便使用﹐我們將原本使用於 DOS環境下作業

的 Stirmark移植到WEB介面﹐使用者可以上傳圖片來測試浮水印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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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專題導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了使近年來漸漸為人們所重視的智慧財產權能被安全的保護﹐

不被外力因素所破壞、干擾﹐因此我們選擇製作了可以檢驗數位浮水

印安全性的Stirmark這套軟體﹐將其由原先的DOS介面轉為WEB介面﹔

一來可以方便在視窗環境使用﹐二來移植性高﹐只要接上網路即可線

上進行測試。 

 

1.2 Stirmark系統簡介 

    關於Stirmark這套軟體﹐是由 F.A.P. Petitcolas與 M.G. Kuhn

兩位先生所做﹐他們是設計將Stirmark這套軟體使用於DOS環境下﹐裡

面 所 支 援 的 格 式 僅 有 以 下 的 三 種 ﹕ (1).ppm  (2).pgm  

(3).jpg(.jpeg)。 

 

1.3 成果簡介 

    由於我們必須將Stirmark這套軟體由原先DOS系統轉為WEB介面﹐

因此我們使用JAVA和servelet來實做﹐在WEB介面上﹐使用者可以依需

要來選擇對圖片進行破壞的選項(如﹕扭曲、銳化等等攻擊﹐將在之後



 IX

介紹)﹐另外﹐我們增加了數個新增的功能﹕灰階和邊緣偵測(edge 

Detcetor)。在此介面中我們支援了.jpg和.gif兩種圖片檔案格式。 

 

1.4 專題流程圖 

1.4.1 網路上的傳輸 

                            進行處理 

 
 
 

                             圖1-4.1 

1.4.2 Stirmark攻擊方式 

 

            +                    用Stirmark攻擊          + 

 

                              圖1-4.2 

1.4.3 操作流程 

          上傳 
 
 
 
 
 
 
 
 
 

                             圖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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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章簡介 

    這篇報告一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二章中介紹了浮水印的基本原理

與。第三章中則對於我們所做出Stirmark的WEB介面的系統架構及各種

技術方法做說明。第四章中我們將展示出用Stirmark對於浮水印做攻

擊的效果。第五章是對於我們所做出Stirmark的WEB介面的結論﹐以及

一些未來仍可再發展的部分和我們心得。最後在第六章中是製作專題

時﹐我們所遭遇的一些問題討論。 

 

1.6 系統發展進度表 

時間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認識DOS介

面的

Stirmark 

 

◎ 

 

◎ 

 

◎ 

   

研究

Stirmark

的程式碼 

  

◎ 

 

◎ 

 

◎ 

  

學習 

 

JAVA和JSP 

   

◎ 

 

◎ 

  

製作測試

用的

watermark 

    

◎ 

 

◎ 

 

開發 

 

本系統 

    

◎ 

 

◎ 

 

撰寫 

 

專題報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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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浮水印簡介 

2.1 浮水印的觀念 

    所謂的數位浮水印技術﹐它應用了資料隱藏的觀念﹐利用特殊的

演算法將版權訊息(浮水印)嵌入數位資料上﹐又不影響數位資料的品

質﹐當發生版權爭議時﹐只有資料的擁有者才能偵測並將浮水印顯現

出來﹐以證明其為資料合法的擁有者。簡單的說，它是一種用來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機制。 

    一般而言，一個良好的浮水印技術必須要具備以下特點﹕ 

(1)強健性（Robustness）--加入影像中的浮水印必須是不容易被刪除

掉的﹐因為若無法防止一些影像工具的處理﹐將使浮水印產生很大

的缺陷。另外還必須能可抵抗失真性壓縮﹐所謂失真性的影像壓縮

方法﹐就是影像在經過壓縮之後﹐會產生資訊遺失現象﹐所得到的

影像通常會跟原始影像有些肉眼可能無法判別的差距。如果浮水印

不能夠抵抗失真性的影像壓縮﹐則當影像壓縮後﹐就無法取出正確

的浮水印做判斷了。 

(2)隱藏性（Imperceptibility）--影像再加入浮水印後必須是不為肉

眼所查覺的﹔這是為了不破壞原始的影像。 

(3)安全性（Security）--浮水印若可被人用統計或數理分析出來﹐那

麼此浮水印就會有可能被竄改﹐這對於安全性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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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確性（Unambiguity）--從影像中將浮水印取出後﹐再針對浮水

印進行分析時﹐對於結果要能做為一且精確的判斷﹐不允許出現模

稜兩可的結果。 

達到這四個要求才稱得上一個有效的浮水印技術[1]。 

    雖然說浮水印大都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可以避免被破壞或攻擊﹐

可是目前一般的浮水印大多只能針對部分的影像破壞處理做抗破壞保

護﹐因此我們做出可以在WEB介面使用的 Stirmark﹐來測試浮水印是

否健全不易受到破壞。 

 

 

2.2 浮水印的基本原理 

2.2.1 浮水印嵌入的方法 

    數位浮水印的「嵌入程序」中 (embedding  process) 主要是在原

本的數位作品中﹐加入一些無法由人類知覺所察覺的訊號。示意圖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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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1(5) 

嵌入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2-2-1.2(3) 

(1)將影像切割成較小之區塊長寬段為8X8。 

(2)對每個子影像做離散餘弦轉換(DCT)。 

(3)利用感測函數分析影像子區塊並插入浮水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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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浮水印萃取的方法 

    在數位浮水印的「擷取程序」 (extracting process) 主要是將

藏入的數位浮水印利用只有版權擁有者才能掌握的訊息來加以擷取出

來﹐用來證明數位作品的版權。 

萃取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2-2-2.1 

(1)將影像切割成數個大小為 8x8 的子影像區塊。以便於使用餘弦轉

換﹐取出正確的浮水印值。 

(2)將每一子區塊進行離散餘弦轉換。並將影像經過轉換至頻域後﹐再

使用鋸齒狀編碼﹐將影像由低頻排列至高頻。 

(3)取出浮水印信號能量。由於浮水印信號﹐隱含在影像的不同區域中﹐

故需累積各區塊之浮水印信號能量﹐便能取得正確之浮水印值。 

(4)使用相似函數比對浮水印是否相似。經由破壞而萃取的浮水印序

列﹐必定會與原浮水印序列不同。一般而言﹐若浮水印序列的相似程

度大於某臨界值﹐則証明浮水印存在於影像中。若浮水印序列的相似

程度小於所設之臨界值﹐則証明浮水印不在影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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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WEB介面的Stirmark架構 

3.1 Stirmark軟體特色介紹 

    對於一般的數位浮水印﹐能否滿足強健性(Robustness)與安全性

(Security)﹐使用Stirmark測試是再適合不過了。 

    目前的數位浮水印﹐大多只針對部分的影像破壞處理做抗破壞保

護﹐可是卻無法保證能對於各種的破壞處理做保護﹐因此Stirmark這

套軟體便囊括大多的影像破壞方式﹐並且可以同時一次下達所有的破

壞指令﹐藉此﹐可以找出浮水印的缺陷﹐對缺陷再進行改善。 

 

 

3.2 發展工具 

3.2.1 JSP & severlet 

    由於我們的程式須要在網路上進行上傳和下載，如果使用 applet

會有 security的問題，又 application沒有介面，因此我們著手往 JSP

下手。 

    如要使用 JSP、severlet，Server必須要裝 Apache，又 Tomcat

這套軟體是免費的，可以省去很多麻煩設好 c:\下的 Autoexec.bat。

以下介紹如何安裝 Tomcat： 

1. 設好 c:\下的 Autoexec.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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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key 

SET 

PATH=%PATH%;.;C:\jdk1.3.1;C:\jdk1.3.1\bin;C:\jakarta-

tomcat-3.2.3\bin;C:\cos; 

SET 

CLASSPATH=.;C:\jdk1.3.1\lib\tools.jar;C:\jdk1.3.1\lib

\dt.jar;C:\cos\cos.jar; 

C:\jakarta-tomcat-3.2.3\lib\servlet.jar;C:\temp;%CLAS

SPATH% 

注意: SET不可以換行 

2. 設定 C:\jakarta-tomcat-3.2.3\bin下的 startup.bat 

. 

:start 

 

SET TOMCAT_HOME=C:\jakarta-tomcat-3.2.3 

SET JAVA_HOME=C:\jdk1.3.1 

 

call "%TOMCAT_HOME%\bin\tomcat" start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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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startup.dat點內容 把"記憶體"的"起使環境"開到 2560   

 

4. C:\jakarta-tomcat-3.2.3\conf下的 server.xml 

(這邊可以增加讓使用者看到的目錄，我的設定就是在

C:\jakarta-tomcat-3.2.3多了一個 stirmark) 

大概在第 283行吧 有個 

        <Context path="/examples" 

                 docBase="webapps/examples" 

                 crossContext="false" 

                 debug="0" 

                 reloadable="true" > 

        </Context> 

         <Context path="/stirmark" 

                 docBase="stirmark" 

                 defaultSessionTimeOut="30" 

isWARExpanded="true" 

isWARValidat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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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nvokerEnabled="true" 

                 crossContext="false" 

                 debug="0" 

                 reloadable="true" > 

        </Context> 

在第 225行，附近有個 

                   <Parameter name="port" 

                value="8080"/> 

  如果你想要改 port，可以在這邊改！ 

5. 最後一個步驟：重新開機，就 ok啦！ 

現在可以試試 c:\jakarta-tomcat-3.2.3\bin的 startup.dat 

enter， 

會跑出一堆訊息，並且會開出新的視窗，然後在 IE那邊打 

http://localhost:8080，有看到 Tomcat的首頁，那就安裝成功了。 

 

PS:1.請注意 tomcat 和 jdk 的 path要小心！ 

   2.在 enter startup.dat時 跑完後，不能去關掉它(視窗) 否

則找不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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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Java的特性 

    Java是一種簡單，物件導向，分散式，直譯，強韌，安全，架構

中立，可移植，高效率，多重線串，動態的新程式語言。目前大多數

的程式設計師使用C語言，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師使用C++，Java的程

式架構和C++類似，但刪除C++的一些易被誤用的功能，如指標，運算

元重覆定義(Operator Overloading)，多重繼承(MultiInheritance)

和自動強迫同型（Automatic Coercions)，另外Java提供了記憶體資

源回收(Auto garbage collection)使程式員可以不用去留意記憶體殘

留的問題。 

(1)物件導向 (Object Oriented) 

    Java的物件導向功能來自C++，並包含了一些Object C的特性，以

提供更強力的支援，運用物件導向的技術可以使原本非常龐大的系統

變得更簡捷，以及容易維護。 

(2)分散式 (Distributed) 

    Java可以輕易的處理HTTP、FTP等TCP/IP協定，Java的應用程式可

以藉由URL存取在網路上的一個物件，就如同開檔一樣的簡單。 

(3) 強韌 (Robust) 

    Java計劃一開始是用來控制先進的家電產品，當然不希望使用此

系統的微波爐煮到一半當機。Java要求你在系統發展初期便做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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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而如果有錯誤的地方，在編譯的時候就會出現錯誤的訊息，雖

然這樣做並不能排除品質確認的問題，不過它讓這道程序變得簡單許

多。 

(4)安全 (Secure) 

    Java另一個目的是要提供網路，分散式運算環境，一個 Java程式

在編譯後會轉成 byte code，其中並含有 public-key加密演算法，以

確保程式不會遭病毒侵入。另外是採用 Reference 而非指標，讓應用

程式不可能利用指標偽造資料結構的存取權，進而更改物件內部資料。 

(5)架構中立性 (Architecture Neutral) 

    Java的設計目標是要支援網路應用程式，你的程式可以編譯成

byte code後存在 server上，而不管你用的機器是 PC，Macintosh或

工作站，只要你的瀏覽器支援 Java，您就可以透過網路抓到 byte code

並加以執行。 

(6)可移植、直譯 (Portable、Interpreted) 

    在 Java的規範中並無任何架構相依性，Java byte code可以透過

網路傳送到各角落，並在支援 Java直譯器的機器上執行，而在 byte 

code裡面含有一些 Compile time的資訊，這樣使得程式更容易偵錯。 

(7)高效能 (High Performance) 

    Byte code的格式在設計上即考慮到機器碼的產生，因此產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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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器碼有一定的品質，在 Java白皮書中就說明在 Sun SPARC 10上

測試，Byte code轉換成機器碼後執行的速度，幾乎和 C、C++沒什麼

兩樣。 

(8)多重線串 (Multi Thread) 

    在比較複雜的系統，有時會希望一些事情能同步進行，以提供良

好的互動與回應，不幸的是設計一個同時處理許多事件的程式，其複

雜度遠較單一事件處理程式要難上許多，Java擁有一組高複雜度的同

步化基本單元，使得程式間的同步容易且更強韌。 

(9)動態 (Dynamic) 

    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甲公司向乙公司購買了繪圖程式

庫，並建立出一套 3D的軟體；甲公司將此 3D軟體賣給丙公司不久後，

乙公司推出繪圖程式庫的升級版本，結果丙公司非常失望的發現他們

的 3D軟體無法繼續使用。Java的程式是在執行的階段才為模組與模組

間建立連結，因此完全避免了這個問題，而且能更直接的運用物件導

向的方法設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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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tirmark對watermark的破壞選項 

3.3.1 模糊(blur) 

3.3.1.1 平均濾波 

方法是以採九個pixel為一單位進行運算﹐將每單位內的每個pixel值

乘上1/9﹐全部加起來即為中間pixel的新值。 

 

 

 

 

                圖3-3-1.1 

3.3.1.2 加權平均濾波 

 

 

 

 

               圖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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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                            模糊化後 

        圖3-3-1.3                          圖3-3-1.4 

◎程式碼 

    float ninth = 1.0f / 9.0f; 

    float[] blur1Kernel =  

{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ninth 

    }; 

    ConvolveOp blur1Op = new ConvolveOp( 

        new Kernel(3, 3, blur1Kernel),ConvolveOp.EDGE_NO_OP, 

null); 

    float[] blur2Ker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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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f ,1/25f ,1/25f ,1/25f ,1/25f , 

        1/25f ,1/25f ,1/25f ,1/25f ,1/25f , 

        1/25f ,1/25f ,1/25f ,1/25f ,1/25f , 

        1/25f ,1/25f ,1/25f ,1/25f ,1/25f , 

        1/25f ,1/25f ,1/25f ,1/25f ,1/25f 

    }; 

    ConvolveOp blur2Op = new ConvolveOp( 

        new Kernel(5, 5, blur2Kernel),ConvolveOp.EDGE_NO_OP, 

null); 

    float[] blur3Kernel =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1/49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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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volveOp blur3Op = new ConvolveOp( 

        new Kernel(7, 7, blur3Kernel),ConvolveOp.EDGE_NO_OP, 

null); 

 

3.3.2 銳化(sharpening) 

銳化是用某種方法突出圖像的輪廓﹐目的在使圖像比較清晰﹐並且可

以依需要調整銳化的程度。方法如同前面所述將每單位內的每個pixel

值乘上下列的值後﹐全部加起來即為中間pixel的新值。 

 

 

 

 

 

                                圖3-3-2.1 

 0  0 

 -a 4a+1  -a

 0  -a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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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                            銳化後 

        圖3-3-2.2                          圖3-3-2.3 

◎程式碼 

    float a = 5f; 

    float[] sharpKernel =  

{ 

        0f, -a ,0f, 

        -a,4*a+1,-a, 

        0f, -a ,0f 

    }; 

    ConvolveOp sharpenOp = new ConvolveOp( 

        new Kernel(3, 3, sharpKernel));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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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變數a為銳化的級數﹐a為正整數。 

  (ii)一般而言設1即可﹐如果設太大圖形會變的很誇張。 

 

3.3.3 邊緣偵測(edge Detcetor) 

與“銳化”運算法一樣﹐但是效果不一樣「邊緣偵測」是黑底白線的圖,

而“銳化”是彩色的圖。方法如同前面所述將每單位內的每個pixel值乘

上下列的值後﹐全部加起來即為中間pixel的新值。 

 

 

 

 

                                 圖3-3-3.1 

      

           原圖                          邊緣偵測後 

        圖3-3-3.2                          圖3-3-3.3 

 -1  0 

 -1 4  -1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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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 

 

3.3.4 旋轉(nearest) 

將圖形做角度的翻轉﹐最後的pixel會取其已翻轉(菱形)的pixel值做

儲存。 

      

           原圖                            旋轉後 

        圖3-3-4.1                          圖3-3-4.2 

◎程式碼 

 

3.3.5 互補色(invert) 

這是使用查表法的方式所做出的一種效果﹔另外查表法也可做出讓

pixel變亮、變暗或把特定顏色刪除等等的特效。 

 

 

舊值 新值 

255 

25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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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3-5.1 

      

           原圖                          互補色的圖 

        圖3-3-5.1                          圖3-3-5.2 

◎程式碼 

 

3.3.6 亮化(bright) 

公式為: 

 新pixel值 = 舊pixel值 x 乘數 + 數字 

 (其中的乘數和數字為使用者可設定之值) 

2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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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                            亮化後 

        圖3-3-6.1                          圖3-3-6.2 

◎程式碼 

 

3.3.7 平移(translation) 

就是水平垂直移動座標空間的原點. 

 

 

 

                  平移前        圖3-3-7.1 

 

 

 

 



 XXXI

                  平移後        圖3-3-7.2 

      

           原圖                            平移後 

        圖3-3-7.3                          圖3-3-7.4 

◎程式碼 

 

3.3.8 縮放(scaling) 

就是將所有pixel的座標乘以某數﹐乘上大於一的數就是放大﹐乘上小

於一的正數就是縮小。 

 

 

 

 

                                    圖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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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                      70%縮小圖 

        圖3-3-8.2                    圖3-3-8.3 

◎程式碼 

 

3.3.9 推擠(shear) 

我們傳的參數是(shx ﹐shy)﹐點( x ﹐y )的新作標為( x + (shx)*y﹐

y + (shy)*x )。假設有一疊紙張﹐而我們在這疊紙張側面作畫﹐推擠

的動作可以視為把這疊紙張往它的一邊推移﹐自然地這疊紙張看起來

就不再像矩形﹐而會像平行四邊形。 

 

 

 
 
 

                  推擠前              圖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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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擠後              圖3-3-9.2 

 

      

           原圖                            推擠後 

        圖3-3-9.3                          圖3-3-9.4 

◎程式碼 

 

3.3.10 加強對比(contrast) 

此功能是查表法的一種﹐例如﹕將50~205轉換成25~230﹐使50~205的

差異變大至25~230﹐原本的0~50變成0~25﹐205~255變成23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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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值 

             255 

             230 

 

              25 

               0       50     205   255     舊值 

                           圖3-3-10.1 

      

           原圖                           加強對比後 

        圖3-3-10.2                          圖3-3-10.3 

◎程式碼 

    short[] contrast = new short[256]; 

    for (int i = 0; i < 256; i++)  

{ 

      if(i<50)contrast[i] = (short)(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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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i<205)contrast[i] = (short)(i*1.413-45.689); 

      else contrast[i] = (short)(127.5+i/2); 

    } 

    table = new ShortLookupTable(0, contrast); 

    LookupOp contrastOp = new LookupOp(table,null); 

 

3.3.11 分別調整R.G.B三色明暗度 

此功能使用查表法﹔可分別調整RGB三色的明暗度﹐ 

公式為﹕ 

          新值＝舊值＊乘數+offset 

      

           原圖                            調整後 

        圖3-3-11.1                          圖3-3-11.2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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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有關RGB轉灰階的公式： 

    依據美國電視系統協會(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

對於黑白的規格，灰階RGB的加權值分別為0.299、0.587、0.114。 

int gray = int ( 0.299 * red + 0.587 * green + 0.114 * blue)。 

      

        圖3-3-12.1                        圖3-3-12.2 

◎程式碼 

 

3.4 檔案格式說明 

    在我們所製作的WEB介面中﹐只要使用到了三種檔案格式﹐一般來

說﹐JPEG 是有關攝影相片之影像﹐而 GIF 則是專為藝術作品使用的

影像﹐像是畫像、圖片或藝術標題字等等﹐至於 raw檔的格式簡單，

適合作為研究用途。以下將對這些檔案格式做說明﹕ 

3.4.1 JPEG檔 



 XXXVII

    JPEG影像處理技術目前於網際網路上廣為使用﹐主要的原因就在

於JPEG有很高的壓縮比﹐而還原之後又可以有很好的影像品質。 

    JPEG的全名是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原先這是一

個影像研究組織的縮寫﹐如今已成為一種影像壓縮方式的代名詞﹐所

謂的JPEG壓縮技術並不單單僅有一種模式﹐可以依照壓縮模式細分為

四種﹐分別為﹕基本壓縮模式(baseline sequential coding)、漸進

式壓縮模式(progressive coding)、無損編碼模式(lossless coding)

以及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coding)。 

    JPEG檔案格式可以支援到全彩(24位元、16,777,216色)的影像，

大小可以至 65535×65535 圖點。 

 

 

 

3.4.2 GIF檔 

    GIF的影像圖檔格式是一種被壓縮過的圖檔格式﹐所以GIF格式的

影像圖檔﹐會遠比其它的影像圖檔格式(如bmp)所占的檔案小得多﹐像

是同一張大小的影像﹐若分別以GIF與BMP不同的檔案格式來儲存﹐則

BMP檔的大小可以達到GIF檔的幾十倍之大﹐當然BMP檔其對影像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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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較小﹐相對的GIF檔雖然是可省去不少的檔案空間﹐但其色彩失真的

現象往往比BMP檔還要嚴重一些。 

    至於顏色限制方面﹐以GIF圖檔格式來儲存圖檔﹐其檔案大小會比

其它的格式來的小﹐除了因為GIF有使用到壓縮的處理﹐另一原因是GIF

的圖檔格式最多只能允許有支援 65535×65535 的解析度和256種顏色﹐

而一般其它的圖檔格式甚至可以允許上百萬種的顏色﹐當然圖檔格式

中允許越多的顏色其檔案就會越大。也就是說一個GIF的圖檔中最多只

能有256種不同的顏色﹐若是某個圖檔它是超過256種顏色﹐則繪圖軟

體在存這個圖檔成GIF格式時﹐會自動將顏色轉換為256種顏色﹐所以

圖案的色澤會有失真的現象。 

    GIF格式又可分為： 

(一)標準GIF格式 

    標準GIF格式在顯示時﹐是由上往下一列一列的將圖片內容顯現出

來﹐最適合用來製作圖示、按鈕等小圖片﹐這種格式是最簡單的GIF格

式﹐可將圖片存成最小的GIF檔案。 

(二)交錯GIF格式 

    交錯GIF格式在顯示時﹐是使用單雙列分開交錯的顯示方式﹐先呈

現出圖片的粗略外觀後﹐再慢慢地呈現出所有完整的內容﹐較適合使

用在較大的GIF圖檔，如卡通、logo等﹐這種圖形格式因漸進式的呈現



 XXXIX

方式﹐使人有下載速度較快的錯覺﹐其實它的檔案是會比標準GIF大上

15%左右哦！ 

(三)透明GIF格式 

    如果大家製作的GIF圖檔是有背景的﹐而這個背景和網頁上的背景

又不相同時﹐將這張圖放到你們的網頁中就會顯得非常突兀；這時只

要將這張GIF圖檔利用繪圖軟體﹐轉存成透明GIF格式(FrontPage本身

也有這個功能)﹐即可放到以任何顏色或材質為背景的網頁上。 

(四)動畫GIF格式 

    GIF檔案最大的特點﹐在於可以將多張的GIF圖形儲存成一個檔案﹐

由這張檔案連續播放這些圖形﹐這是目前我們在網路上常見的動畫檔

案；製作動畫GIF格式的方法﹐必須先用繪圖軟體(如photoshop、

photoimpact)設計出靜態的圖形﹐然後再使用GIF動畫軟體(如

GifAnimator、CoffeeCup GIF Animator)將這些圖形組合成動畫後﹐

就可將連續動作的靜態圖形變成GIF動畫了。(4) 

 

3.4.3 RAW檔 

    RAW檔的格式是一種可以跨平台、跨軟體的檔案格式﹐此格式主要

支援RGB模式或其他全彩格式的圖檔。RAW格式支援含一個單獨Alpha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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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RGB、CMYK(註)、灰階模式﹐與多重色版、Lab、索引色、雙色調(不

含Alpha色版格式)檔案。[2] 

(註)CMYK色彩模式﹕ 

    在RGB色彩模式中是以0--255來表示色彩﹐而CMYK色彩模式則是以

0--100%來表示顏料濃度﹐根據CMYK的混色原理﹐越大的顏料輸出量會

造成顏色的加成效果越來越暗﹐也就是說當各色墨的數值為0%時顏色

為純白。 

 

3.4.4 圖檔格式的轉換(raw->jpeg) 

raw檔是灰階的圖，一個像素是由8位元組成，而jpeg是由RGB三原

色組成的彩色圖，所以一個像素則是24位元，當RGB三個值相等時，顏

色即為灰階的顏色，因此將一個像素的RGB三個值皆設定為raw檔的值

即可。 

我們的轉檔方式是先讀取raw檔並存入到byte的陣列中﹐由於raw

檔儲存時是存入一連串的byte值﹐所以讀取raw檔時得先計算全部的

byte數目﹐計算出「指數」的值以了解圖檔的長寬﹐最後將byte陣列

轉成int陣列﹐轉成int陣列的原因是﹕int具有4個byte﹐每一個byte

分別可以表示成A(Alpha)、R、G、B 這四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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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Watermark的安全測試 

    本章中將分別對每一項先前介紹過的指令作測試﹐我們使用一般

在做浮水印影像處理時﹐常使用到的lena圖作為原始圖片﹐以及一張

用來嵌入lena圖的logo圖﹐作為watermark。 

          

     未經處理的lena圖                   logo圖 

 

首先﹐藉由網頁上「Embed Image」的程序﹐將logo圖嵌入lena圖

內﹐然後再對lena圖作攻擊﹐最後再由「Extract Image」的程序萃取

出logo圖﹐藉由檢視logo圖的可辨別程度﹐以了解浮水印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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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處理上﹐一張數位影像經過影像壓縮或浮水印等處理後﹐

再和原始數位影像做比較﹐可以發現兩張影像會有差異﹐差異的程度

一般都以影像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s,PSNR)作為

影像失真測量的工具。計算出的PSNR值越大表示兩張圖越相近﹐PSNR

值越小則表示兩張圖的差異越大。[1] 

 

   已嵌入logo圖的lena圖 

 

4.1 模糊(bl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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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NR=28.3724                   PSNR=5.60078 

4.2 銳化(sharpening) 

        

     PSNR=16.4785                   PSNR=8.76282 

4.3 邊緣偵測(edge Detcetor) 

        

     PSNR=6.20273                   PSNR=6.97922 

4.4 旋轉(nea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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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NR=11.8938                   PSNR=3.74469 

4.5 互補色(invert) 

        

     PSNR=8.52508                   PSNR=0.354501 

4.6 亮化(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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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NR=8.38748                   PSNR=3.17289 

4.7 平移(translation) 

        

     PSNR=14.4629                   PSNR=3.79371 

4.8 縮放(sc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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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NR=8.06992                   PSNR=4.37506 

4.9 推擠(shear) 

        

     PSNR=13.3325                  PSNR=3.6221 

4.10 加強對比(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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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NR=23.0902                   PSNR=11.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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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心得 

5.1 結論 

 

5.2 心得 

5.2.1 宣傑的心得 

一開始，我打算使用以 application為中心主軸去寫網路版的

stirmark，很順利地寫出算 raw的 PSNR，之後考慮到要有 web介面，

進而想用 applet去寫。但就在此時，發生了我第一個很難解決的困難。

首先，我並不知道 applet因為考慮到 security方面，對讀檔和寫檔

相當重視，很難更改權限。解決這一點就花了我不少時間，之後在翻

書查網路上的資料，在 java.sum.com的網站中解決了我的問題。它是

用 jdk裡的 policytool.exe去更改權限，並且使用者還須要到

C:\Program Files\JavaSoft\JRE\1.3.1\lib\security\ 

java.security去做更改，而且重點是使用者要有 jdk這個 compiler

和 Netscape的瀏覽器，否則就要去下載 IE的 Plugins，相當麻煩！最

後在與振杰學長討論的結果，助教認為我們這樣做會使使用者很麻 

煩，還沒處理圖片，就要設定一堆東西，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

破壞了網路上的安全了！ 

    經過了再三的考量，我放棄使用 applet去寫，朝著 JavaServer 



 XLIX

Page(JSP)著手。JSP我根本沒寫過，也沒有學過類似的 ASP或 PHP等

cgi，對我來說是一個冒險的步驟，因為如果學不起來的話，或學起來

要很久，那可就糟糕了。而後在振杰學長的介紹下知道了崑泰學 

長，在崑泰學長的 e-mail中點了我一些關念，使我在 JSP方面很好上

手。 

    後來，在嘗試去安裝 Tomcat時，甚至擔心只能在 Linux下安裝，

那可就糟糕了，Linux我只會最最基本的東西，想要驅動 Tomcat可又

要花一段時間，這樣專題來得及嗎??還好在看過 

http://jakarta.apache.org/site/binindex.html   

http://home.kimo.com.tw/jspbo 

這個網頁，確定可安裝在 win98，經過一番功夫，終於寫出了第一個

servlet hello world的程式，有點感動。而後，有關上傳下載的處理

都沒問題了，可以專心著手往圖檔處理上下手，在和組員們一同去書

店翻書，找資料，終於在暑假結束前有點成果了，整個雛型都出來，

只差為它打扮打扮。 

    在做完這個專題後，最感謝振傑助教樂心大力幫忙，我們這組從

他身上挖了不少好康的，也得到不少有關圖檔的知識。還有崑泰助教

在我們一直無法寫出程式時，點了我們一下，讓我們進度可突飛猛進，

不斷突破!!在此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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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當初，我們從李老師那邊拿到這個題目，還在想:天阿!!這

要怎麼做呀?會有可能做出來嗎??而且途中我們還改過方向，從單機介

面版到Web版本，從BCB到Java，這兩種程式BCB我從來沒碰過，而Java

也只是摸摸applet罷了。在整個暑假，我都在衝專題，從白天一起床

就做在電腦桌前，晚上騎車去補習時也在想今天碰到程式的問題，晚

上也曾經誇張到夢見我程式應該要如何修改!!說真的，滿辛苦的，不

過，也因此，跟我住一起的室友看到我這樣，也跟著我一起k，而現在

我BCB懂了一些(其實跟VB很像)，Java也大大進步，像四年級有門Java

網路程式設計的課，上起課來也較輕鬆易懂。而現在要做專題報告了，

只覺得我們這個專題真的沒有甚麼學問，都是一些簡單的技術，不像

有些同學做IP分享器，VHDL CPU ALU等..我都覺得很難。不過，或許

跟李老師說的一樣吧，只要花了心血，現在懂了，其實一點都不難。 

5.2.2 志綱的心得 

 

5.2.3 易亨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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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錄 

6.1操作手冊  

步驟一﹕ 

首先輸入網址：http://192.168.0.204:3311/stirmark/index.html 

(ip位址依照當時環境自行設定) 

出現下面畫面 

 
 

步驟二﹕ 

為了避免使用者在使用上有問題﹐如果有使用上的疑問可以點選「使

用說明」﹐進入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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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經了解使用流程﹐可以依循下列步驟繼續使用 

 

步驟三﹕ 

選取「Embed Image」選項﹔將進入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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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的目的是將一張logo圖嵌入原始的圖片中﹐以便稍後對此原始

的圖片進行安全性的測試。 

(1)選擇logo image﹕從檔案中選取logo圖﹐此logo圖將會嵌入 

Original image中。 

(2)選擇Original image﹕將嵌入logo圖準備做 watermark 安全性的

測試 

按「瀏覽」選擇欲上傳的檔案﹐出現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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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想要的logo圖和原始的圖片後﹐再按「傳送」進入以下畫面 

 

 

 

點選「開啟」(如上圖)後﹐可開啟剛剛傳送出去的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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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image                   logo image 

下載已嵌入logo圖的原始圖片後﹐進入步驟四。 

步驟四:點選「Stirmark」的選項進入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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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剛剛下載存入電腦的檔案﹐由於網路上下載檔案時會存成「.txt」﹐

如下圖所示 

 

 

因此﹐我們必須先將原本的「.txt」檔改為「.raw」檔﹐如下圖所示 

 
 

然後再上傳回「Stirmark」可看到下面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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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的各數字所代表的涵義分別為 

可觀看原始上傳的圖片 

可觀看指令的說明﹐例如加強對比的說明如下 

 



 LVIII

選擇想要測試浮水印安全性的種類﹐共有13個選項可以單獨選取也

可以多重選取。 

選擇完測試浮水印安全性的種類後﹐點選「送」﹐進入下面畫面 

 

在上圖的範例畫面中﹐可以分別觀看「模糊化」、「縮放」或「推擠」

所產生的變化﹐點選「下載」則可以將處理過的圖片存入電腦中﹐以

供最後一個步驟萃取logo圖時使用。 

步驟五:選擇「Extract Image」進入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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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剛剛經過「StirMark」處理過後的下載圖片傳送後進入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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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觀看原始圖檔經過影像處理後的結果﹐範例原始圖片如下 
 

 

以及處理過後的logo圖﹐範例logo圖如下 

 

經由上面的影像處理﹐就可以驗證出浮水印無法抵抗上述「模糊化」、

「縮放」或「推擠」所下參數的攻擊﹐因此造成logo圖無法辨識。 

 
 

6.2 專題的過程與問題 

    在做這個專題的過程中﹐我們曾經遇過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問題﹐

在此做一份整理。 

2001.7.15的meeting﹕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該如何讀取jpeg的檔案勒?? 網路上資料眾多﹐助教推薦數個網

站供參考。網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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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und.edu/~mschroed/jpeg.htm
l 

"WEB"介面必須使用jpeg，無法用
raw檔,該怎麼解決?? 

暫時先做出jpeg的格式﹐等完成
Stirmark架構後﹐再去做raw檔部分

 

2001.7.20的meeting﹕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Server端該如何從client端取得一個
回傳值?? 

建議回去使用socket來做(還不確定
可行﹐先回去試試看) 

Application沒有介面秀圖該如何解
決呢?? 

先從application抓原本的圖檔﹐修改
過後再另存新檔﹐讓applet去讀取影
像。 

 

2001.7.24的meeting﹕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究竟在Stirmark中有什麼特別的攻
擊方式&為何使用Stirmark這套軟
體呢?? 

Watermark裡面有分多種抗破壞方
法,但是無法抵抗像Stirmark這種全
方位攻擊軟體。 

我們所使用的Stirmark是如何對
Watermark做破壞攻擊﹐流程為何??

關於embed和extract              
[原圖]+[浮水印]-->[浮水印的圖]  
-->[原圖]+[浮水印] 
◎在藍字部分做stirmark破壞。 

 

2001.7.27的meeting﹕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關於applet有security的問題，所以
在client無法進行檔案的存取。 

目前是未經使用者的同意，擅自更

改檔案存取權限來進行Stirmark的
方法﹐但是這樣一來也就變成說，

使用Stirmark時會在client端自行進
行檔案存取,此法即類似駭客攻
擊。其方法有待修正。 

 
2001.8.14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關於JPEG方面﹐現在jpge的讀檔 已由底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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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還不會用?? http://www.sun.com/software/imagin
g/JAI/11/JAIReaderWriterCode1.1.zi
p  下載jpeg的decoder。 

支援何種檔案格式的討論﹐該做出

哪些格式呢?? 
由於大多數做數位浮水印多是採用

raw檔作測試﹐因此在這部分我們必
須做出支援raw檔﹐再由raw檔
--->jpeg檔，由jpeg檔秀圖。 

 
2001.9.4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在流程圖的方面﹐有些寫法不大正

確﹐必須改進。 
已針對錯誤地方做更正。 

在系統方面必須加入Watermark作
測試。 

從參考資料中找尋Watermark作測
試。 

由於使用者可能對於系統的功能涵

義不清楚﹐因此必須加入指令方面

的說明。 

在指令旁加入說明的檔案﹐讓使用

者可以明白指令的功用。 

 
2001.9.21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報告中的指令說明部分太抽象﹐最

好能加入「數值」進行說明和比較。

貼上測試圖片 

在WEB的首頁應該加入說明﹐讓使
用者進入時知道要做什麼﹐而不是

直接讓使用者進行操作。 

已解決 

在Watermark的部分還有bug的產
生﹐必須改進。 

已解決 

 
2001.11.15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6.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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