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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越來越蓬勃發展，資訊安全[15-17]也越來越受到

重視，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商務機密交換，利用網際網路來溝通次數也

越來越頻繁，因此就產生的安全性的問題，有心人士利用他們的知

識，意圖破解企業與企業間的資訊交換，藉此在商場上得到先機。因

此一套有效的加密系統不但能保護個人隱私，也能使得企業間的機密

資料不至被破解。本次專題想出一套架構，將密文隱藏在檔案或是圖

片之中，檔案可以是多種形式，只要是有意義的便可以拿來當作是偽

裝主體。只有擁有相同系統的一方，方能透過相同程序以及金鑰還原

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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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密碼學又稱為非對稱密鑰密碼系統[1][8]，在該系統中，密鑰成

對出現，一個是公開金鑰(Public Key)，另一個是私密金鑰(Private 

Key)，且公鑰不可能從其中推導出私密金鑰。加密金鑰和解密金鑰不

同，可將加密公鑰公布出來，所有人都可以使用。然而，解密金鑰只

有對方知道，用公開金鑰加密的信息只能用專用金鑰解密。 

 

資訊隱藏(steganography) [18-19]是一門古老的學問，他的意義便

是以一個掩護物件(cove-object)來掩護真正的訊息，使其在傳送的

過程中間不被別人發現，一般而言，隱藏的方法若是被知道後，便有

可能在傳送過程中被攔截移除，或者乾脆將整個主體刪除，我們這裡

使用類似公開金鑰的概念，將偽裝主體放在一般顯而易見的圖片或是

影像上也就是大家都能看到的檔案，只有少部分人可能察覺有問題，

更少部分人嘗試破解，但卻無法找出破解方法，因此便可以在時限

內，完成秘密通訊之目的，本次專題便提出一種簡單的隱藏方式加以

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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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為了加密我們的訊息，選擇的密碼系統必須符合高安全性、低運算量

的特性才能符合經濟效益。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選擇了橢圓曲線密碼

系統(ECC)，將之應用於秘密通訊中。 

 

本次專題提出了使用橢圓曲線密碼學以及電腦中各種檔案[7]結合，將

我們的訊息經過橢圓曲線加密後，再附加到任何一有意義的檔案上，

例如*.jpg、*.bmp、*.mp3[18]等檔案，由於這些檔案都是在網路上非

常廣為流傳的檔案格式，大多數電腦都支援這些檔案類型，也不容易

懷疑出這些檔案中有什麼異常，*.jpg 就是圖形，*.mp3 就是聲音，這

些固定於大家腦中的印象，以及大多數人對一張圖片的大小並無太大

概念，我們的系統單純的將秘密訊息藏在任何檔案中，其大小增幅有

限，相較於較小的檔案如*.jpg，其大小改變可能只有數十或數百

bytes，就正常使用者而言是無法發現的。於是我們就靠著隱藏到這些

檔案中不讓其他人發現其主要目的-秘密通訊。本次專題便以 JPEG 作

為偽裝主體當作例子，並於後面章節詳述之其做法。 

 

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12]主要是由來自 ISO 與

CCITT兩組織中的影像處理專業人員，於 1986年組合成立的機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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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相同的是，大多數 OS 也都支援此格式，大部分於網路流傳的圖片

皆為 JPEG 格式。 



 5

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橢圓曲線系統簡介： 

橢圓曲線(Elliptic Curves) [2-4]，Koblitz[5]以及 Miller[6]

將其概念運用到公開金鑰密碼技術，稱之為橢圓曲線密碼學(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簡稱 ECC) [ 7-11]，由於具備以下兩個特點，

因此得以成為安全性非常好的密碼系統。 

 

1. 其解離散對數難題還沒有個有效的演算法可以在有效時間內求  

解，因此安全性比過去的 RSA 加密方式還來的高出許多。 

2. 於相同安全性下，橢圓曲線密碼學所需的運算量比起 RSA[8]少

非常多，以 RSA 1024 位元的安全性下，橢圓曲線只需 160 位元即可達

到相同安全性。 

 

我們再根據圖 1-1[2]可以發現，當橢圓曲線安全性往上提高時，其運

算時間不如 RSA 一般會大幅度增加，再由表 1-1[3]可發現，相同安全

度下，橢圓曲線密碼系統所需要的私密金鑰長度比起 RSA 要來的小的

多，因此選擇橢圓曲線來加密是較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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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RSA 與橢圓曲線計算時間比較圖 

表 2-1 橢圓曲線與 RSA 及 DSA 在各種安全程度下系統參數之比較

(單位為位元) 

 

Elliptic Curve 

over prime field 

RSA / DSA 

over prime field 

Elliptic Curve 

over binary field 

RSA / DSA 

over binary field 

112 512 113 512 

128 704 131 704 

160 1024 163 1024 

192 1536 193 1536 

224 2048 233 2048 

256 3072 283 3456 

384 7680 409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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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灰色關聯簡介： 

 

    灰色系統理論[20]之基本觀念在於，針對系統模型之不明確性及

資訊不完整之情況下，進行系統關聯分析及模型建構，以解決實務上

無法滿足傳統機率統計需要大量樣本假設之問題，使研究者得以在少

量的資訊情況下，經過特定的數據處理，在隨機的因素序列間找出它

們的關聯性，依此可對研究對象的未來狀態進行估計和推測。 

而所有自然界存在之已知訊息為白（white），未知訊息為黑

（black），介於黑白間不明確未知與不明確已知之地帶則為灰

（grey），灰色系統主要是在訊息缺乏下去挖掘系統本質，強調對系

統的訊息補充，充分利用已確定之白色訊息，進行系統的關聯分析

（Relational Analysis）、模型建構（Model Construction）使得系

統由灰色狀態轉為白化狀態，並藉預測（Prediction）及決策

（Decision）的方法來探討及了解系統。 

 

灰關聯分析是屬於分析離散的序列之間相關程度的測度方法。不

同於傳統統計方法的地方是在於面對資訊不全及不確定的問題時，傳

統統計分析方法無法取得有效且數量足夠的資訊時，灰關聯分析可以

從少量資訊開始，作多角度分析、量化、序化這種關係；而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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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關聯度為一種描述資料序列之間相互關係大小的測度，其具有整

體性測量的特性，而在求灰色關聯度時，如果只取一個序列 )(0 kX 為參

考序列時，稱為局部灰色關聯度。當灰關聯度越接近 1 表示兩資料集

關聯程度越高，反之越接近 0 則表示關聯程度越低。本專題利用灰關

聯度來排序檔案間的相關性，找出秘密訊息所需要的圖形集合，以便

密文藏入之用。 

  

    為了解決單一張圖檔在面對容量龐大之密文時，恐有讓人在直觀

檔案大小時，發現端倪之疑慮。我們採用了分散隱藏的方式，將密文

切割成若干份，分別藏入不同之圖檔其後。然而在將密文切割成若干

份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考慮如何決定藏圖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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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橢圓曲線 

 

以下方程式稱之為橢圓曲線。 

baxxyE ++= 32: ...⋯⋯⋯⋯⋯⋯⋯⋯⋯⋯⋯⋯⋯⋯⋯⋯⋯⋯⋯(1) 

當應用於密碼系統上時我們選取一質數 p的同餘之橢圓曲線其中 a與

b為滿足式(2)並小於模 p的非負整數。 

( ) 0mod274 23 ≠+ pba ⋯⋯⋯⋯⋯⋯⋯⋯⋯⋯⋯⋯⋯⋯⋯⋯⋯⋯⋯(2) 

其中 x與 y也是小於 p之非負整數且滿足於式(1)。 

 
橢圓曲線點上之加法 

當對P與Q兩點作加法運算時，其方式如下。 

令圖 2-1[6]上的點 ( )11, yxP = ， ( )22 , yxQ = 為橢圓曲線上之兩點，

( )33, yxQP =+  

 
   圖 3-1 橢圓曲線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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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P與Q為橢圓曲線上的兩點，兩點的線會交會於一點R，其

( )33, yxQP =+ 即為 R− 。 

若 ( )33 , yxR =− ，則 ( )33 , yxR −= ，而 R− 便稱為R的反加法元素，其兩點

相加 

ORR =−+ )( ，O則為一無限遠之點。 

得到的 3x 與 3y 分別以式(3) 求出其值

( )
( ) ( )pyxxmy

pxxmx
mod

mod

1313

21
2

3

−−≡
−−≡

⋯⋯⋯⋯⋯⋯⋯⋯⋯⋯⋯⋯⋯⋯⋯⋯(3) 

其式中m值如式(4) 

 

⎪
⎪
⎩

⎪
⎪
⎨

⎧

≠
−
−

=
+

=
QPif

xx
yy

QPif
y

ax

m
,

,
2

3

12

12

1

2
1

⋯⋯⋯⋯⋯⋯⋯⋯⋯⋯⋯⋯⋯⋯⋯⋯⋯⋯⋯(4) 

橢圓曲線上的加法也擁有一般加法特性，因此可以拿來做乘法、減法

等運算。 

例如 ( )QPQP −+=− ，其中 ( )yxQQ −=− , 。 

 

橢圓曲線點上之乘法 

橢圓曲線上的乘法我們以圖 2-2[6]來說明 



 11

 

 圖 3-2 橢圓曲線的加法 

     當我們要運算 PPP +=2 ，在橢圓曲線上表示如圖 3，有一直線切P

且交會於一點R，其中 RP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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橢圓曲線點上之明文表示 

 

    要將明文加密，我們就必須要有轉換的方法將明文轉換成數值型

態，接著才能以各種加密系統的數學模型運算出結果。 

我們在此使用了 Koblitz[10]的一個方法，令轉換過後的明文m當成是

式(1)上的 x座標。 

設定一個 n值，其失敗率為 n2
1
，也就是說我們只有 n2

1
的機率該明文無

法落在橢圓曲線上的一點。 

接著我們依據明文計算 x座標，方式如式(5)  

( )
jmnx

Cbaxx
+=

≡++ 179mod3

⋯⋯⋯⋯⋯⋯⋯⋯⋯⋯⋯⋯⋯⋯⋯⋯⋯(5) 

其中 j的範圍為 ( )10 −≤≤ nj ，我們便在該範圍內找出Ｃ有平方根的一

點，最後明文的座標點 mP 即為式(6) 

( ) ( )( )CjmnPm ,+= ⋯⋯⋯⋯⋯⋯⋯⋯⋯⋯⋯⋯⋯⋯⋯⋯⋯⋯⋯⋯⋯(6) 

其中還原的方式如式(7) 

 ⎥⎦
⎤

⎢⎣
⎡ +

=
n

jmn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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橢圓曲線加密系統 

 

    瞭解了橢圓曲線上的加法運算以及橢圓曲線明文表示法後，我們就

可以正式將明文加密，首先我們令使用者B選擇一把私密金鑰 Aa ，利

用式(8)產生公開金鑰β  

αβ ∗= Aa ⋯⋯⋯⋯⋯⋯⋯⋯⋯⋯⋯⋯⋯⋯⋯⋯⋯⋯⋯⋯⋯⋯⋯(8) 

其中α為符合橢圓曲線方程式(式(1))之 ( )yx,  

接著使用者 A選擇一個正整數 k，接著利用式(9)可以得出密文 

( ){ } ( ) ( )pyykPkC mm mod,, 21=+= βα ⋯⋯⋯⋯⋯⋯⋯⋯⋯⋯⋯⋯⋯(9) 

當使用者B接收到密文後，可用式(10)還原 mP  

 

( ) ( )pyayP Am mod1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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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隱藏式加密法 

 

本專題所採用的藏入方式如下。 

 

1. 選擇偽裝主體，並分析其型態，將密文附加到檔案尾端。 

2. 將欲藏入的訊息轉換為 ASCII CODE 之後，再利用橢圓曲 

   線密碼系統將之轉換為密文。 

3. 將密文藏入檔案尾端的區段。 

 
JPEG Format 

以下我們針對 JPEG 這個網路最常見的圖像格式做簡單的介紹。 

我們可以利用 UltraEdit 等軟體檢視到以下資訊。 

檔案開端 (2 bytes):  FF D8 (SOI, Start of Image) 

任意數量的區段，主要是 JPEG 圖像的資訊。 

檔案尾端 (2 bytes):  FF D9 (EOI, End of Image)，讀取到此位元

即為檔案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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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灰關聯分析 

    我們將 m張圖並取每張圖檔上若干元素，如檔案大小、像素多寡、

圖形能量等易見或不易見的元素產生 m組序列 ，並有

為參考序列，現欲求各組序列與參考序列之關聯度分析。

首先可將所有的序列經數據前處理後，再將 m組序列構成一個 的

矩陣Χ。然後將矩陣Χ的每個列都減去參考序列並取絕對值後構成

另一矩陣Δ。其中矩陣Δ中的各個元素表示為Δoj(k)，最大的元素

為Δmax，最小的元素Δmin 。  

1. i=1,2,⋯.,m k=1,2,⋯..n  

2. x0(k)為參考序列，xi(k)為比較序列。  

3.  

線性數據前處理法依效果測度可分為三部份[21] 

1. 望大  

⋯⋯⋯⋯⋯⋯⋯⋯⋯⋯⋯⋯⋯⋯⋯(11) 

其中 表示某一數列或某一因子的最大值；而 表示

該數列或該因子的最小值。 

2. 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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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中 與 的定義同前。 

3. 望目 

     

⋯⋯⋯⋯⋯⋯⋯⋯⋯⋯⋯⋯(13) 

     其中 與 的定義同前。 

  灰關聯度是定義兩個序列間的關聯程度，又分為局部性與整體性

灰關聯度： 

1. 局部性灰關聯測度：只有一個序列 x0 (k)為參考序列時。  

2. 整體性灰關聯測度：表示任一個序列 xi(k)為參考序列時。 

  各因子對系統之重要度相同時，每個序列與參考序列的灰關聯度

定義為：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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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oi(k)、Δmin、Δmax同上之定義。 

    將上述所產生的灰關聯度值依大小順序排序，此一順序即為我們

將密文切割後，藏入圖檔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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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行步驟 

4.1 系統流程圖 

 

                     圖 4-1 架構圖 

    本專題使用橢圓曲線密碼學以及電腦中各種檔案結合，將訊息經

加密後，再隱藏到任何一有意義的檔案上，例如圖形上，由於圖形檔

案是在網路上是很常見的檔案格式，大多數電腦都支援這些檔案類

型，也不容易懷疑出這些檔案中有什麼異常。每個網站所使用的圖形

數量都非常驚人，因此若能善用這些圖形做秘密通訊，將會有非常好

的效果。上圖是兩個使用者將要傳遞給彼此的重要訊息利用本加密及

商務網站 
(PK 管理中心) 

取得 U2之 PK 
取得 U1之 PK 

User 1 
使用 ECC加密器， 
將文件加密 

自行傳遞已經 
加密之檔案 

User 2 
使用 ECC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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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圖系統，並透過商務網站取得對方之公開金鑰做加密，互相傳送訊

息給對方的一個概圖。圖 4-2、4-3 則是加密與解密的流程圖，詳細實

行步驟將在 4.2說明。 

 

 

圖 4-2 加密流程 

選取圖庫 

灰色關聯度分析 

依灰關聯度值排序 

隱藏 

輸入明文 

明文轉換 

橢圓曲線加密 

密文分割 

密文

區塊 
  1 

密文

區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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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解密流程 

選取圖庫 

灰色關聯度分析 

依灰關聯度值排序 

依序取出密

文區塊 

橢圓取線解密

取得原始

明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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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步驟 

1. 

我們將欲傳遞的訊息 m做以下 ASCII Code 轉換，並定義橢圓曲線加密

所需系統參數。明文 羅育羚=m  

經過 ASCII Code 轉換後的明文 ( )2208,124,178,195,185,16=am  

設定橢圓曲線各項系統參數 

( )11,111=α ， 9973=p ， 10=n ， 9=Aa ， 2=a ， 7=b  

 

圖 4-2 明文 M之內容及預設 B之公開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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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利用橢圓曲線加密法將明文 am 加密 

  首先計算出公開金鑰 

  ( ) ( ) 9973mod5187,203811,1119 =∗=∗= αβ Aa  

  接著將 am 經過式(10)轉換成 mP  

  ( ) ( ) ( ){ }2209,9973,...,1859,9973,1959,0=mP  

  經過橢圓曲線加密後可得密文 mC  

{ })}(1367,80872),{(2157,301},...,(828,3512)2),{(2157,301)},(8126,87782),{(2157,301=mC

  將 mC 置換成為如下型式 

( )8087,...,3512,828,8778,8126,2157,3012=c  



 23

3. 利用灰關聯度分析，將所選定圖庫之圖片(偽裝主體)，作分析及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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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著依排序出的圖檔順序，開啟我們要藏入的圖形，將我們的資訊一

一藏入後面。 

 

圖 4-3 未藏入密文之圖檔 

 

 

圖 4-4 藏入密文之圖檔 

 

5. 

我們將含有秘密訊息之圖庫利用任何方式傳送 / 公佈出去讓解密者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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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解密者收到含有秘密訊息的圖庫時，先以灰關聯度分析圖庫的

檔案順序(即為我們密文排列順序)，依序擷取JPEG圖檔結束區段FF D9

之後的所有訊息。(即我們所藏入的密文資訊) 

7. 

    接收端將使用自己的私密金鑰將 mC 利用式(10)解密，再以式(7)

將 mP 轉換成為明文，最後再把明文的 ASCII Code 拼回原始字串"羅育

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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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分析 

5.1 圖檔外觀比較 

   我們選取了藏入密文的 jpg 圖檔，與原始圖檔來做比較： 

  

圖 5-1 原始 jpg 檔       圖 5-2 藏入密文後 jpg 檔 

 

   我們從上面兩張圖比較可以發現，藏入密文的圖檔(圖 5-2)，與原

始的圖檔(圖 5-1)從外觀來看是完全沒有差異的，因為我們並未對影

像做任何破壞性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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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圖檔大小比較 

    我們再來看看看兩個檔案的容量的差異： 

  

圖 5-3 未藏入密文之檔案容量     圖 5-4 藏入密文之檔案容量 

     我們從上面兩張圖可以發現，密文藏入圖檔之後，只比原圖檔多

了 70 個位元祖。對於 JPEG 檔而言，這樣一個細微的差異，不容易引

人多加注意。由以上兩種平常大家所會注意到的地方來看，相信要發

現異狀是相當不容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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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專題，主要是應用橢圓曲線加密配合資訊隱藏以求實現在電子商

務祕密傳輸之安全性。上學期，主要重點在"加密系統"。下學期，則

是將"資訊隱藏"的部份，搭配灰色理論的灰關聯度分析來做變化，以

求提昇資訊傳輸之安全性。雖然本專題還有很多尚待改進之處，像是

操作介面的親和力、實際使用在商務網站祕密傳輸上的實用性等，希

望未來如有機會，還能以本次專題之概念繼續系統做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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