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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版權管理是利用建置於軟硬體的保護技術及適切之管理機制，使數位內容提供者能
保護所擁有的數位內容。目前的數位版權管理系統著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於使用者如何
合理使用數位內容，則較少加以研究。由於家電數位化及網路化的結果，逐漸形成數位家庭
的應用概念。本文針對數位家庭內數位內容的版權加以管理，提出兩段式的管控機制，利用
憑證授權使用時段的方式，以達到數位內容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及任何設備之合理使
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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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utilizes the protection technique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appropriate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equip the digital content providers for protecting their
digital contents. Most DRM systems focus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but it is less
studied for how to fair use the digital contents. Owing to the digitizing and networking of electronic
products, the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home have been gradually conceptualized. The digitized
electronic products must meet the family members’ requirements such as amusements, safety,
communications and learning, etc. That is, each family member in digital home can have access to
digital contents with his equipment in any where and any time. Digital hom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and safety as well as entertainments. In this paper, we concentrate on
DRM systems of digital home to propose a two-phase control mechanism realizing the fair use of
digital contents at any time, any place and any equipment. Authorized licenses are used to prevent
digital contents from unreasonably simultaneous access. The media server grants the access right to
each media player for some digital contents with some period of time. Further, the off-line playback
of digital contents is also 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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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透過數位化及網路技術的整合，家中成員無論
在何時何地，都可利用各項家電及個人電子設
備，及時操作及存取控制，使得生活更形便利
與安全，以及有更好的娛樂享受。其應用包含
娛樂、保全、通訊、學習、控制、遠距醫療、
居家照護…等。
2001 年，歐洲數位視訊廣播技術發展組
織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project, DVB)
[22] 提出“授權領域” (authorized domains) 概
念，將一個家庭所擁有的電子設備透過網路連
結形成一個“授權領域”，合法取得的數位內容
就可在授權領域裡的設備之間傳送。2006 年，
Lee 等人 [23] 提出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和數位
指紋系統的整合方法。由數位版權管理系統負
責數位內容的安全傳播，數位指紋系統負責跟
蹤非法的傳播者。當使用者播放數位內容時，
數位指紋系統將被啟動，把數位指紋識別碼通
過數位版權管理系統直接嵌入解密的數位內
容裡。當網路蜘蛛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取得非法
傳播的數位內容時，將透過數位指紋伺服器取
出非法傳播之數位內容的數位指紋識別碼，以
確認非法傳播的使用者身分。

言

在著作財產權受到法令保障之後，部份業
者針對數位內容提出數位版權管理系統，結合
硬體與軟體的存取機制，將數位內容設定存取
權限，使得數位內容在其生命週期內，從出版
到廢止都受到版權的保護，並可持續追蹤與管
理數位內容的使用情況 [1]。陸陸續續提出的
數位內容版權管理系統有：Microsoft Windows
Media DRM [2]、IBM EMMS [3]、Apple iTunes
[4]、InterTrust [5] 及 Adobe [6] 等系統，在各
自發展下，多數的系統將數位內容授權於單一
設備上或其所發展之數位內容具特殊檔案格
式，必須在專屬的硬軟體上才能播放使用，造
成系統間的不相容，對使用者的諸多限制，造
成使用上的不便，降低使用者購買數位內容之
合理使用權及使用數位版權管理系統的意願。
隨著數位內容在網際網路應用越來越普
遍，個人電腦及行動設備的數位版權管理技術
也被廣泛討論[7, 8, 9]，在資訊家電的發展，
數位家庭的概念也漸漸地在數位家庭聯 盟
ECHONET [10]、OSGI [11]、UPnPTM Forum
[12]、DLNA [13]、CELF [14]、UOPF [15] 等
組織的推廣下，逐漸在家庭中實現，而數位版
權管理技術也在數位家庭中逐漸被探討著
[16, 17, 18]。數位版權管理系統是用來管理使
用者使用受保護的數位內容，而不是執行智慧
財產權法的機制，所以必須創造一個對使用者
更彈性且合理的使用環境 [19, 20]，方能滿足
使用者的使用意願及需求。故必須滿足讓使用
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及任何設備，其
數位家庭內的設備可依授權憑證所分配的時
間，合理使用其數位內容 [21]。本文所提之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結合密碼學、身分認證、
版權描述語言及數位浮水印…等技術，以確保
數位內容的安全性。

2.1 系統架構介紹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其基本架構如圖 1 所
示，在數位版權管理系統有四個主要的角色，
各自擔任著不同的工作，以建立完整的數位版
權管理系統流程，說明如下：

二、文獻探討
當網路頻寬大幅提升，有線頻寬從現行
ADSL 技術提升到 FTTx 技術，無線傳輸也
進入 3.5G 及 WiMAX 高傳輸世代，聲音、
影像的即時傳輸不再受到頻寬的限制。家電數
位化、網路化已成為趨勢，使得資訊家電的出
現與應用已成為未來科技發展的新方向，數位
家庭的概念也因此誕生。所謂的數位家庭，即

圖 1.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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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內容提供者 (content provider)：
為數位內容的版權擁有者，透過密碼學技
術保護其擁有數位內容的權利。首先，利
用加密金鑰進行加密及封裝其數位內容，
以限制數位內容的流通，再將封裝後的數
位內容傳送給數位內容發行者。接著訂定
數位內容的使用權利，限制數位內容的使
用權利，再將使用權利及加密金鑰透過安
全的管道傳送給數位權利發行者。

Windows Media DRM 是一個具有彈性的
數位版權管理平台，讓數位內容提供者和網際
網路內容提供者能夠安全地傳播數位內容，而
使用者也能輕鬆的使用數位內容，並可提供可
攜式裝置和網路裝置強大的功能來取得和存
取數位內容。WM DRM 解決方案包含伺服器
和用戶端軟體開發套件 (SDK)，伺服器 SDK
是在 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 SDK 下
授權，而用戶端 SDK 則會授權為 Windows
Media Format SDK 的元件。使用多種加密和
防止盜版的技術來保護數位內容與其完 整
性，可讓應用程式進行保護和播放數位內容。
系統架構圖如圖 2。

(2) 數位內容發行者 (content issuer)：
提供數位內容傳播的管道 (如網站、CD...
等等)，負責販售或傳播由數位內容提供者
合法封裝的數位內容。
(3) 數位權利發行者 (rights issuer)：
由數位內容提供者所訂定的使用權利及加
密金鑰，依使用者購買數位內容的需求，
產生與數位內容相對應的授權憑證。
(4) 使用者：
經由數位內容發行者或其它管道取得或下
載數位內容，在使用數位內容時，數位版
權管理系統會連線到數位權利發行者，在
身分驗證合法後，使用者取得數位內容相
對應的授權憑證，利用授權憑證的使用權
利和解密金鑰播放或使用數位內容。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在使用者的使用數位
內容時，必須先達到數位內容的版權保護，以
避免數位內容提供者的權益遭到侵害，所以數
位版權管理系統保護的數位內容必須滿足以
下要求：
(1) 數位內容可以用密碼學技術，來防止被未
授權的使用者存取。
(2) 受保護的數位內容，支援超傳播(superdistribution) [24] 模式。即受保護的數位內
容可於使用者之間自由傳播使用，以不同
的傳播方式（例如：mail、ftp server、P2P…
等）傳送給其它使用者。如果沒有授權憑
證的使用者要存取使用數位內容時，使用
者必須依照使用權利之要求，向數位權利
發行者取得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
(3) 授權憑證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必須被保證
並且驗證。
(4) 每個合法使用者的識別碼是唯一。

圖 2. Windows Media DRM 系統架構圖

2.3 Open Mobile Alliance-OMA DRM [25]
OMA (Open Mobile Alliance) 由行動通
訊服務提供商、設備供應商…等業者所組成，
共同開發行動通訊服務並制定公開的標準；協
助建立跨國家、使用者和行動端的相容性與互

圖 3. OMA DRM 系統架構圖

2.2 Microsoft-Windows Media D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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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同的使用時段的使用權限。

3.1 系統架構
本文建構一個應用於數位家庭的數位版
權管理系統，系統架構如圖 5 所示，其基本角
色包含數位內容提供者、數位內容發行者、授
權憑證伺服器、購買者，並配合設計需要，新
增使用者、數位家庭設備（媒體伺服器及媒體
播放器）、設備製造商、網路蜘蛛及數位指紋
伺服器…等角色，其各角色與擔任工作分述如
下：

圖 4. TIRAMISU 架構圖

動服務，使行動通訊可以得到快速和廣泛的發
展及使用。OMA DRM 為 OMA 所定義的數位
版權管理標準，其主要目的為確保數位內容可
以在行動設備上能遵循授權憑證的使用 規
範，藉以保護數位內容提供者的智慧財產權不
被非法使用者所侵害，系統架構如圖 3 所示。

3.1.1 數位內容提供者 CP (content provider)：
負責定義數位內容使用權利，進行數位內
容的加密及封裝及限制數位內容的流通和使
用，並將封裝的內容和使用權利，分別安全地
傳送給數位內容發行者及授權憑證伺服器。

2.4 TIRAMISU 系統介紹[26]

3.1.2 數位內容發行者 CI (content issuer)：

2005 年，Marusic 等人 [26] 提出一個基
於新興的 MPEG-21 為多媒體內容的標準建構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TIRAMISU，達到數位內
容標準化，並提出新的金鑰管理系統搭配
智慧卡技術，完成數位內容在數位家庭裡設備
皆可使用的目標，以解決以往數位版權管理系
統推廣所遇到之問題，架構圖如圖 4。授權的
數位內容可以在數位家庭的各種設備之間傳
播，使用者可能在數位家庭中註冊數張智慧
卡，用來驗證播放的設備是數位家庭的合法成
員。並可支援數位內容超傳播分配，利用 P2P
分配方式，將數位內容在數位家庭與數位家庭
之間傳播。

負責建立數位內容的傳播管道（例如：網
站、音樂光碟…等），傳播由數位內容提供者
合法封裝的數位內容給購買者。
3.1.3 授權憑證伺服器 LS (license server)：
負責販售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給購買
者，並追蹤、識別在網際網路上非法傳播數位
內容的購買者身分。
3.1.4 使用者 U (user)：
向數位家庭完成註冊的合法使用者，可依

三、數位家庭之數位版權管理系統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是新興的資訊技術應
用，目前系統著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於
使用者如何合理使用數位內容，則較少加以研
究。因此，本文提出兩段式數位版權管理之機
制，滿足數位內容可以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在任何設備上皆可合理地使用。為防止數位內
容在數位家庭的不同設備卻同時使用的不合
理現象，我們採用時段授權的方式，由數位家
庭的媒體伺服器，依使用時段需求授予媒體播
放器使用其數位內容，不同的媒體播放器可取

圖 5.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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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伺服器之授權，在媒體播放器使用數位內
容。

位內容的解密之用。為防止使用者惡意修
改媒體播放器之時間，非法使用數位內
容，當媒體播放器之時間一經修改，已取
得之數位內容授權即失效，需向媒體伺服
器重新申請使用時段，方能再使用。

3.1.5 購買者 B (buyer)：
定義為合法購買數位內容的使用者，當購
買者取得封裝的數位內容及授權憑證後，可在
它擁有的數位家庭範圍內，依授權憑證權限提
供使用者在媒體播放器使用數位內容。

3.1.7 設備製造商 M (manufacturer)：
負責生產和銷售數位家庭設備（媒體伺服
器及媒體播放器），並提供所生產的設備金鑰
驗證功能，可以讓授權憑證伺服器將購買者註
冊的媒體伺服器設備進行驗證。

3.1.6 數位家庭設備：
可區分為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兩
類，必須能以硬體或軟體方式執行數位版權管
理系統，防止惡意的使用者竄改數位版權執行
硬體或軟體，並由數位家庭設備形成一個授權
的家庭領域，功能說明如下：

3.1.8 網路蜘蛛 WS (web spider)：
是一種自動瀏覽網頁的程式，負責在網際
網路上搜尋非法傳播的數位內容，利用搜尋引
擎來收集網頁內容以及在網頁上讀取網頁上
的連結，進而找到新網頁，並將網頁內 HTML
及 Java script 等內容進行過濾，收集及整理有
意義的內容。

(1) 媒體伺服器 S (digital media server)：
媒體伺服器為數位內容發行者所信任之
硬體或軟體所組成，例如：數位機上盒、
iTunes…等設備，可安裝於數位家庭中，
記錄數位家庭領域的所有設備，負責執行
媒體播放器的註冊及移除等功能，一個數
位家庭領域裡只需一個媒體伺服器，但可
有多個媒體播放器。擁有唯一的金鑰對，
私鑰存儲於防止竄改的記憶體，公鑰則可
透過設備製造商驗證；並對合法註冊的媒
體播放器產生共享金鑰，儲存於防止竄改
的記憶體中，使用於授權媒體播放器的數
位內容加密之用。使用者將取得封裝的數
位內容及授權憑證儲存於媒體伺服器，並
將封裝的數位內容解密以浮水印技術加
入數位指紋識別碼。當使用者提出數位內
容的使用需求時，將解密的數位內容以時
段分割方式，將媒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
的共享金鑰加密授權給媒體播放器使用。

3.1.9 數 位 指 紋 伺 服 器 FS (fingerprinting
server)：
依數位內容版權資訊及購買者資訊製作
唯一的數位指紋，負責在媒體伺服器解密的數
位內容加入數位指紋，以及從非法傳播數位內
容中取出數位指紋識別碼，提供數位指紋之相
關資訊給授權憑證伺服器，識別非法傳播者的
身分。

3.2 情境說明
數位家庭的功能，即數位家庭內任一種媒
體播放器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刻使用數位內
容。換句話說，假如每位使用者透過媒體播放
器，不管在家、在辦公室或在路上，運用各式
通訊技術，連線至數位家庭的媒體伺服器，依
授權使用數位內容。情境說明如下：

(2) 媒體播放器 Px (digital media player)：
媒體播放器為數位內容發行者所信任之
硬 體 或 軟 體 所 組 成 ， 例 如 iPod 、
MediaPlay…等設備，必須能執行數位版
權管理系統的播放設備，向媒體伺服器註
冊後，即可取得數位內容進行使用。每個
媒體播放器都有唯一的序號，由製造商编
號及設備生產序號所組成。向媒體伺服器
註冊後，會取得媒體伺服器產生的共享金
鑰，儲存於防止竄改的記憶體中，作為數

3.2.1 數位家庭成員註冊：
在數位家庭中的成員及媒體播放器，必須
經過數位家庭管理者 (數位家庭成員中共同
推選出來的人或是 administrator 授權的人)
在媒體伺服器進行註冊，唯有完成註冊之使用
者或媒體播放器，才可依權限使用媒體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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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符號說明

內的數位內容。數位家庭管理者可以控管使用
者及媒體播放器之數量及使用權限；使用者之
授權可以將購買的數位內容儲存於媒體伺服
器；媒體播放器依授權使用數位內容。

符號

說明

E[Data]

用公鑰系統對資料 (Data) 加密

E(Data)

用私鑰系統對資料 (Data) 解密

H(Data)

對資料 (Data) 進行雜湊函數運算

在數位家庭完成註冊的購買者，透過各種
管道取得數位內容，再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購買
數位內容之授權憑證，而將數位內容跟授權憑
證都儲存於媒體伺服器中。

C

數位內容

R

數位內容的使用權利

L

授權憑證，包含使用權利 R 和加
密金鑰 KC

3.2.3 使用數位內容：

IDC

數位內容的識別碼

IDU

使用者的識別碼

3.2.2 購買數位內容：

在數位家庭完成註冊的使用者，可向媒體
伺服器請求在特定時段、特定已經完成註冊的
媒體播放器上使用數位內容。只要該時段尚未
被其它使用者請求授權，則該使用者就可取得
授權，依其請求之時段使用數位內容，並可支
援數位內容預約授權及離線使用的架構。

PB

購買者的匿名識別碼
IDB = H(IDU||s)
購買者的付款資訊

IDS

媒體伺服器的識別碼

IDPx

媒體播放器 x 的識別碼

IDFp

數位內容的數位指紋識別碼

IDL

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識別碼

IDB

3.3 系統符號說明與假設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主要負責的功能為數
位內容的解密、數位簽章的驗證、金鑰管理、
使用權利的解析及數位內容的控管等功能。所
使用的符號說明如表 1 所示。而本文主要針對
在數位家庭中數位內容之合理使用，故在設計
時有兩個假設：

KS
KC
PKCP, KCP

數位內容的加密金鑰種子
KS = H(SKCP)
數位內容加密金鑰
KC = H(KS||H(C))
數位內容提供者的公鑰及私鑰

PKLS,SKLS 授權憑證伺服器的公鑰及私鑰
PKM, SKM 設備製造商的公鑰及私鑰

3.3.1 憑證管理中心：

PKU, SKU 使用者的公鑰及私鑰

為 具 公 信 力 的 第 三 者 (trusted third
party)，對數位內容提供者、數位內容發行者、
授權憑證伺服器、設備製造商、使用者及購買
者等角色提供認證及憑證簽發管理等服務，提
供具機密性、鑑別性、完整性、不可否認性、
接取控制及可用性的資訊通信安全環境與機
制。對系統的各成員之身分資訊、金鑰等所作
出的一個數位簽章，用來驗證各成員的身分及
金鑰的有效性。

PKB, SKB

購買者的公鑰及私鑰

PKS, SKS

媒體伺服器的公鑰及私鑰

KPx

媒體播放器 x 的金鑰

KS_Px
TRx

3.3.2 媒體伺服器：
在數位家庭中與各種消費性電子產品（如
個人電腦、PDA、手機、電視、數位相機、音
響和隨身聽等設備）形成一個數位家庭網路，
並由媒體伺服器提供媒體播放器註冊或移除

媒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 x 的共
享金鑰
媒體播放器 x 要求數位內容的授
權使用時間

TSx

媒體播放器 x 的電子時戳

s

隨機產生的亂數

||

連結符號

的功能，成為一個動態的群組，稱為“數位家
庭領域”。媒體伺服器與多個媒體播放器串連
在一個數位家庭網路下，並能互相分享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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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數位家庭內所有的數位內容統一透過
單一的媒體伺服器來控管。

使用權利儲存於資料庫中，等待購買者
購買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
步驟三、數位內容提供者將加密的數位內容傳
給數位內容發行者
數位內容提供者利用數位內容雜 湊值與
數位內容加密金鑰結合雜湊函數運算產
生的數位內容加密金鑰，以數位內容加
密金鑰對數位內容進行加密 EKC(C)，再
對加密的數位內容進行封裝，並把數位
內容識別碼 IDC 放於封裝的數位內容檔
頭之中，將封裝後的數位內容傳送給數
位內容發行者進行建立傳送管道。

3.4 系統流程
本文以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取得與保護
為議題，將數位家庭中的數位版權管理系統流
程分為數位內容封裝階段、數位家庭註冊階
段、購買者註冊階段、數位內容購買階段、數
位內容使用階段及數位內容追蹤階段等六個
階段。分別敘述如下：
3.4.1 數位內容封裝階段

3.4.2 數位家庭註冊階段

數位內容提供者必須對其擁有的數位內
容制訂使用權利，利用數位內容加密金鑰對數
位內容進行加密及封裝，將封裝後的數位內容
傳送給數位內容發行者；把數位內容識別碼、
加密金鑰及使用權利傳送給授權憑證伺 服
器，以製作成授權憑證，如圖 6 所示。步驟如
下：

將使用者及媒體播放器登錄於媒體伺服
器，形成一個信任的數位家庭領域，讓“授權
領域”的使用者及媒體播放器可以合理使用媒
體伺服器擁有的數位內容，如圖 7 所示。
步驟一、使用者向媒體伺服器註冊
使用者必須先向媒體伺服器註冊，在媒
體伺服器登錄使用者識別碼 IDU，並設定
使用者之使用權限，成為數位家庭中的
合法授權使用者。

步驟一、數位內容提供者產生數位內容加密金
鑰
數位 內容提供者 依數位內容 的使用權
限，定義其數位內容的使用權利；利用
數位內容提供者之私鑰進行雜湊運算，
產 生 數 位 內 容 之 加 密 金 鑰 種 子 KS =
H(SKCP)；再以加密金鑰種子 KS 與數位
內容之雜湊值 H(C)，再進行一次雜湊運
算 ， 產 生 數 位 內 容 加 密 金 鑰 KC =
H(KS||H(C))。

步驟二、媒體伺服器傳送匿名識別碼給使用者
當媒體伺服器收到使用者識別碼後，隨
機產生一組亂數，並將使用者識別碼與
亂數進行雜湊運算，再將雜湊值 H(IDU||s)
傳送給使用者。當使用者向授權憑證伺
服器註冊時，作為使用者的匿名識別碼。

步驟二、數位內容提供者傳送使用權利及加密
金鑰給授權憑證伺服器
數位內容提供者完成定義數位內容的使
用權利後，以授權憑證伺服器之公鑰對
數位內容的識別碼 IDC、加密金鑰 KC 及
使用權利 R 進行加密 EPKLS[IDC, KC, R]
並傳送給授權憑證伺服器；授權憑證伺
服器將數位內容的識別碼、加密金鑰及

步驟三、媒體播放器向媒體伺服器註冊
媒體 播放器必須 向媒體伺服 器進行註
冊，登錄其媒體播放器識別碼 IDPx，設定
媒體播放器的使用權限，作為數位家庭
中合法授權的媒體播放器。

圖 6. 數位內容封裝階段

圖 7. 數位家庭註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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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媒體伺服器向設備製造商驗證媒體播
放器
媒 體 伺 服 器收 到 媒 體 播放 器 識 別 碼 之
後，從識別碼中得知媒體播放器的設備
製造商資訊，將媒體播放器識別碼向設
備製造商進行設備識別，以取得媒體播
放器的硬體資訊及設備金鑰。
步驟五、設備製造商傳送媒體播放器的相關資
訊給媒體播放器
設備製造商收到媒體伺服器傳送的媒體
播放器識別碼 IDPx，即提供媒體播放器的
硬體及 DRM 模組資訊，以確認媒體伺服
器提 供的數位內 容可於媒體 播放器使
用； 並將媒體播 放器內建的 設備金鑰
EPKM[ESKS[IDPx]]，傳送給媒體伺服器，作
為媒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間傳送共享
金鑰加密 EPKS[ESKM[KPx]] 之用。

圖 8. 購買者註冊階段

步驟二、授權憑證伺服器向設備製造商驗證媒
體伺服器
授權 憑證伺服器 收到購買者 的註冊資
訊，對購買者的匿名識別碼及付款資訊
進行驗證，在確認無誤後，將使用者儲
存數位內容及授權憑證的媒體伺服器識
別碼 EPKM[ESKLS[IDS]]傳送給設備製造商
進行設備識別，以確保購買者提供的媒
體伺服器是合法的。

步驟六、媒體伺服器為媒體播放器產生共享金
鑰
媒體伺服器收到設備製造商傳送的硬體
及 DRM 模組資訊，確認媒體伺服器提供
的數位內容可於媒體播放器後，產生媒
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共享的數位內容
加 密 金 鑰 EKP (KS_Px) ， 其 中

步驟三、設備製造商傳送媒體伺服器的相關資
訊給授權憑證伺服器
設備製造商收到授權憑證伺服器傳送的
媒體伺服器識別碼後，即提供媒體伺服
器的硬體及 DRM 模組資訊，以確認授權
憑證伺服器提供的數位內容可於媒體伺
服器使用；並將媒體伺服器的公鑰
EPKLS[ESKM[IDS, PS]]傳送給授權憑證伺服
器，作為授權憑證伺服器與媒體伺服器
間傳送資訊加解密之用。

x

KS_Px=H(SKS||KPx||s) ， 傳 送 給 媒 體 播 放
器，儲存於媒體播放器的防竄改記憶體
中，作為媒體伺服器將數位內容授權給
媒體播放器加解密之用。

步驟四、授權憑證伺服器向媒體伺服器驗證購
買者的匿名識別碼
授權憑證伺服器收到設備製造商傳送媒
體伺服器的公鑰 EPKS[ESKLS[IDB]]後，以購
買者註冊的匿名識別碼對媒體伺服器進
行驗證，以確認使用者已向媒體伺服器
註冊是合法的購買者，並將授權憑證伺
服器相關的 DRM 模組資訊提供給媒體
伺服器使用。

3.4.3 購買者註冊階段
購買者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註冊，以利購買
者購買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並將合法取得的
數位內容儲存於媒體伺服器中，以提供數位內
容給數位家庭中的媒體播放器使用，如圖 8 所
示。
步驟一、購買者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註冊
購買者先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註冊，除了
提供購買者的匿名識別碼及付款資訊以
外，還要提供購買者儲存數位內容及授
權憑證的媒體伺服器識別碼等
EPKLS[ESKB[IDB, PB , IDS]]資訊，註冊成
為可以在授權憑證伺服器購買數位內容
的購買者。

步驟五、媒體伺服器回覆授權憑證伺服器驗證
結果
媒體伺服器收到授權憑證伺服器傳送到
驗證資訊 EPKLS[ESKS[IDB, IDS]]後，從資料
庫中比對購買者的匿名識別碼，以識別
購買者的身分，確認購買者已向媒體伺
服器進行註冊。驗證後，再將註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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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IDS) 回傳給授權憑證伺服器，以確
認媒體伺服器的身分。經過授權憑證伺
服器確認使用者的匿名識別碼及媒體伺
服器 的資訊無誤 後，購買者 即註冊成
功，可以合法購買數位內容。
3.4.4 數位內容購買階段
圖 9. 數位內容購買階段

數位內容購買階段如圖 9 所示，已經向授
權憑證伺服器註冊的購買者，在取得封裝的數
位內容後，如果尚未取得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
就無法使用數位內容，必須先向授權憑證伺服
器購買取得授權憑證後，儲存於購買者的媒體
伺服器，以供數位家庭裡的媒體播放器使用。
在此階段中，購買者購買喜愛之數位內容，取
得封裝的數位內容並儲存於數位媒體伺服器
內。至於如何進行數位付款交易，有興趣的讀
者可參考行動付款研究文獻 [27, 28, 29, 30]
以取得更多相關技術。

用數位內容的依據。
步驟四、授權憑證伺服器傳送授權憑證資訊給
數位指紋伺服器
授權憑證伺服器將購買者購買數位內容
的授權憑證資訊 (IDC, IDB, IDS, IDL) 傳
送 給 數 位 指 紋 伺 服 器 EPKFS[ESKLS[IDC,
IDB , IDS , IDL]]，由數位指紋伺服器產生
購買者購買數位內容授權憑證的唯一識
別資料 IDFp，作為追蹤數位內容的擁有
者身分之用。

步驟一、數位內容發行者傳送數位內容給媒體
伺服器
購買者選擇喜愛之數位內容 C，從數位內
容發行者建置的網站下載或利用其它管
道取得封裝的數位內容並儲存媒體伺服
器 IDC||EKC(C)。如果媒體伺服器尚未取得
授權 憑證，就無 法使用封裝 的數位內
容，必須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購買，並取
得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後，才可在數位
家庭內合法使用數位內容。

步驟五、數位指紋伺服器傳送數位指紋給媒體
伺服器
數位指紋伺服器利用授權憑證資訊 (IDC,
IDB, IDS, IDL) 進行雜湊函數運算，產生
購買者的數位指紋，傳送 EPKS[ESKFS[IDFp]]
給媒體伺服器。當媒體伺服器從數位內
容授權憑證取出數位內容解密金鑰，以
數位內容解密金鑰對封裝的數位內容進
行解密時，媒體伺服器的 DRM 模組會以
浮水印技術將數位指紋加入解密的數位
內容，然後由媒體伺服器依數位內容在
數位家庭的使用權利對解密的數位內容
進行加密，以授權數位內容在數位家庭
領域使用。所以限制數位內容僅能在數
位家庭的設備使用，此時的數位內容已
失去超傳播功能，不可再傳播給其它使
用者或設備。

步驟二、購買者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購買數位內
容授權憑證
當媒體伺服器未取得授權憑證，無法使
用封裝的數位內容時，購買者從封裝的
數位內容取得數位內容識別碼及授權憑
證伺服器的資訊後，向授權憑證伺服器
購買數位內容的授權憑證，傳送購買者
的匿名識別碼及數位內容識別碼給授權
憑證伺服器 EPKLS[ESKB[IDC, IDB]]，做為購
買者購買數位內容的識別資料。

3.4.5 數位內容使用階段
數位內容使用階段如圖 10 所示，假設在
數位家庭領域中有三個媒體播放器 (PA, PB,
PC)，分別依使用者的數位內容使用需求，向
媒體伺服器請求使用數位內容的授權，媒體伺
服器參照數位家庭中所擁有之數位內容使用
授權，依各媒體播放器請求的使用時段，搭配
數位浮水印技術，用媒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

步驟三、授權憑證伺服器傳送授權憑證給媒體
伺服器
授權憑證伺服器收到購買者購買數位內
容的資訊，由授權憑證伺服器產生購買
者 購 買 的 授 權 憑 證 L={IDL, IDS, IDC,
EPKS[KC], R]，作為購買者的數位家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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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取得授權的數位內容後，依媒體伺服
器的授權利用共享金鑰進行解密使用數
位內容。
步驟三、媒體播放器播放數位內容
在數位家庭中，媒體伺服器以時間方式
管理數位內容的授權，以控管數位
內容在一個時間點只授權一個媒體播放
器使用。媒體播放器向媒體伺服器請求使
用數位內容時，媒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
先 進 行 時 間 同 步 (Time Synchroni
zation)。之後媒體播放器取得授權的數位
內容後 ES_Px(IDFp||C), (R||TRx)，依授權的
時段使用數位內容，並記錄每次使用時
間，如有發現使用時間與次數發生異常
時，即註銷數位內容之使用權限，以避免
媒體播放器之時間被人為調整，惡意破壞
數位內容使用限制。

圖 10. 數位內容使用階段

的共享金鑰 KS_Px 將加入數位指紋的數位內容
及授權憑證進行加密，再傳送給媒體播放器，
當媒體播放器收到加密的數位內容之後，不管
在連線或離線環境，均可在授權時段內使用數
位內容，以達到數位內容合理使用的目標。
步驟一、媒體播放器向媒體伺服器請求數位內
容使用授權
不同的使用者可於數位家庭內不同的媒
體播放器 (PA, PB, PC) 用數位內容，所以
媒體播放器依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向媒體
伺服 器請求數位 內容的使用 時段授權
IDC, TRA, TSA，將數位內容在不同時段提
供給不同的媒體播放器使用，以確保數
位內 容提供 者及 購買者的權 益 不會損
害。

3.4.6 數位內容追蹤階段
數位內容追蹤階段如圖 11 所示，在浩瀚
的網際網路世界中，包含著成千上萬的非法網
頁，提供非法的多媒體檔案下載，利用網路蜘
蛛在網際網路上搜尋非法傳播的數位內容，協
助數位內容提供者尋找非法使用者，從非法傳
播的數位內容中取出數位指紋識別碼，由數位
指紋伺服器識別指紋識別碼資訊，以利授權憑
證伺服器檢舉購買者的非法行為。

步驟二、媒體伺服器授權數位內容使用時段給
媒體播放器
當媒體伺服器收到數位家庭內的媒體播
放器的使用數位內容請求時，媒體伺服
器利用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或
SNTP (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等
技術與媒體播放器進行時間同步。再依
其請求的數位內容的使用時段檢查是否
已提供授權，如請求使用時段尚未授權
給其它媒體播放器，則依其請求時段提
供授權使用數位內容。如請求使用時段
已授權其它媒體播放器使用，則無法依
其請求時段提供授權使用數位內容。當
媒體伺服器完成授權確認後，將取得的
數位內容使用權利加註授予媒體播放器
的使用時段，再與解密的數位內容用媒
體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的共享金鑰進行
加密，再傳送給授權的媒體播放器
ES_PA(IDFp||C),(R||TRA)。授權的媒體播放

步驟一、網路蜘蛛在網際網路上搜尋非法傳播
之數位內容
為 防 止 購 買者 非 法 散 佈授 權 的 數 位 內
容，數位內容發行者在網際網路上設置
功能強大的搜尋軟體--網路蜘蛛，在網際
網路上搜尋非法散佈的數位內容
IDFp||C。一旦發現非法傳播的數位內容
時， 立即下載取 得非法傳播 的數位內
容，作為檢舉購買者非法行為之依據。
步驟二、網路蜘蛛將搜尋到之非法數位內容傳
送給數位指紋伺服器
當網路蜘蛛從網際網路搜尋到非法傳播

圖 11. 數位內容追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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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分析比較表

的數位內容後，將非法傳播的數位內容
IDFp||C 傳送給數位指紋伺服器，取出數
位指紋識別碼，進而找出非法傳播數位
內容之購買者身分。

WM DRM OMA DRM TIRAMISU
本機制
[2]
[25]
[26]

超傳播
○
○
○
○
使用憑證
獨立
皆可
獨立
皆可
安全機制
○
○
○
○
使用隱私
○
－
－
○
使用識別
設備
設備
智慧卡
設備
數位家庭
╳
╳
○
○
合理使用
低
低
中
高
備註：○：表符合；╳：表不符合；－：表未提及

步驟三、數位指紋伺服器取出數位指紋識別碼
傳送給授權憑證伺服器
當數位指紋伺服器由非法傳播的數位內
容取出的數位指紋識別碼，識別驗證購
買者的身分後，將此份資料 IDFp, IDB, IDS,
IDL 傳送給授權憑證伺服器，由授權憑證
伺服器對非法的購買者進行停權等相關
程序，以減少數位內容提供者所擁有的
數位內容之版權損失。

述語言、數位浮水印等安全技術，才能確保數
位內容的安全。
4.1.4 使用隱私

四、討論與分析

在驗證使用者發佈授權憑證時，保護使用
者的資訊，避免個人資料外洩，所以能保護使
用者隱私。

本章節將進一步探討數位版權管理系統
之安全性及功能分析。如第二章所述，數位版
權管理系統保護的數位內容必須滿足使用者
的使用數位內容時，必須先達到數位內容的版
權保護，以避免數位內容提供者的權益遭到侵
害；彙整數位版權管理之相關文獻 [2, 25, 26]
內容，健全的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必須滿足以下
要求：超傳播、授權憑證、安全機制、使用隱
私、使用識別、數位家庭架構、合理使用。就
系統功能分別敘述如下並進行相關文獻等所
提之系統架構進行比較(如表 2):

4.1.5 使用識別
不同的系統，使用不同的使用識別機制，
即每個註冊的使用者或設備都有不同的認證
授權金鑰，所以一個授權憑證也只能授權給一
個使用者或設備使用，也就能限定數位內容給
單一設備或使用者使用。
4.1.6 數位家庭架構

4.1 系統功能分析

在數位家庭架構下，數位媒體伺服器與多
個數位媒體播放器串連在一個數位家庭網路
下，並能互相分享及交換資料，將數位家庭內
所有的數位內容統一透過單一的數

4.1.1 超傳播
受保護的數位內容可於使用者之間自由
的傳播使用，以不同的傳播方式（例如：mail、
ftp server、P2P 等）傳送給其它使用者。

位媒體伺服器來控管。
4.1.7 合理使用

4.1.2 授權憑證

在不侵害著作財產權的情況下，合理重
製、暫時重製及有條件移轉等，是對於使用者
的合理使用的保障。

授權憑證是規範著數位內容的授權使用
範圍，例如：數位內容的提供者、授權者、使
用次數、使用期限、使用權限及授權憑證的移
轉限制…等等。

4.2 系統功能比較

4.1.3 安全機制

4.2.1 超傳播

在數位版權管理系統中，其安全機制不只
具備加解密技術，還要包含身分認證、權利描

WM DRM、OMA DRM 及 TIRAMISU 等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其數位內容傳播方式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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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超傳播方式，可避免使用者每購買一個數位
內容，系統就必須對數位內容進行封裝作業，
可大幅減輕系統的負荷。本文所提之媒體伺服
器及媒體播放器，在數位家庭外，媒體伺服器
收到封裝的數位內容後，可以再將封裝的數位
內容傳送給其它使用者或媒體伺服器，達到數
位內容超傳播之功能。但在數位家庭內，媒體
伺服器將封裝的數位內容依授權憑證進行解
密後，可依媒體播放器使用時段需求，以媒體
伺服器與媒體播放器之共享金鑰加密，傳送給
媒體播放器使用。故在數位家庭內媒體播放器
取得的數位內容是不可提供可其它使用者或
媒體播放器使用，也就是不支援數位內容超傳
播功能。

機密性、資料完整性及不可否認性之安全需
求。數位家庭使用數位內容時，媒體伺服器對
數位內容進行解密時，媒體伺服器的 DRM 模
組會將數位指紋伺服器產生的數位指紋以數
位浮水印技術嵌入數位內容中，作為數位內容
被非法傳播時追蹤非法傳播者之身分。
4.2.4 使用隱私
在 OMA DRM 及 TIRAMISU 系統架構並
未提及使用者隱私權保護，而 WM DRM 系統
有提供隱私權保護機制，但使用憑證時不需提
供個人資訊，避免在授權憑證交易或使用過程
中被洩露。而本文所提機制，使用者先以使用
者識別碼向媒體伺服器註冊，然後由媒體伺服
器以使用者識別碼及隨機產生的亂數計算產
生使用者的匿名識別碼，作為使用者向授權憑
證伺服器註冊之用。當購買者向授權憑證伺服
器購買數位內容授權憑證時，將授權憑證授權
給購買者的媒體伺服器，由媒體伺服器提供數
位內容給數位家庭的所有使用者的媒體播放
器使用，如此可避免因使用者直接使用數位內
容而洩露個人資訊。

4.2.2 授權憑證
在 WM DRM 及 TIRAMISU 等數位版權
管理系統架構，因配合數位內容具有超傳播功
能，所以授權憑證均採用一個獨立的版權檔案
格式，把數位內容和授權憑證分開製作及傳
送，以提昇系統之效能。而 OMA DRM 所採
用的數位內容傳播方式有三種：限制轉送、結
合授權憑證、與授權憑證分開，所以授權憑證
可採用獨立的版權檔案格式，也可採用與數位
內容合併之格式。本文所提之架構，在數位家
庭外，數位內容符合超傳播之功能，所以授權
憑證採用與數位內容分開的版權檔案格式。但
在數位家庭內，媒體伺服器重新將數位內容、
授權憑證及授權時段重新加密傳送給媒體播
放器使用，所以授權憑證和數位內容是結合在
一起的，以確保數位內容的安全及符合合理使
用之目標。

4.2.5 使用識別
WM DRM 及 OMA DRM 系統採用硬體設
備資訊做為授權憑證識別碼，TIRAMISU 所提
之數位版權管理系統採用使用者的智慧卡做
為授權憑證識別碼。本文所提之機制，以使用
者的媒體伺服器硬體資訊作為授權憑證識別
碼，當授權憑證伺服器將數位內容授權憑證授
權給媒體伺服器，供數位家庭內的使用者在媒
體播放器使用數位內容。

4.2.3 安全機制

4.2.6 數位家庭架構

在 WM DRM、OMA DRM 及 TIRAMISU
等數位版權管理系統，對數位內容和授權憑證
進行加密保護以外，並對使用者或設備進行身
分證認，以確保數位內容之安全。本文所提之
機制，利用對稱式加密技術對數位內容進行加
密和以非對稱式加密技術對授權憑證加密，達
到數位內容之安全性。利用公開金鑰基礎建設
的架構，在數位家庭註冊階段、數位內容購買
階段及數位內容使用階段對使用者、媒體伺服
器及媒體播放器進行身分證認及識別，達到交
易訊息在傳遞與交換過程中，滿足身分認證、

WM DRM 及 OMA DRM 等數位版權管理
系統，將數位內容直接授權給使用者或播放
器，並未支援數位家庭架構；TIRAMISU 提出
使用智慧卡及新的金鑰管理架構，以達到數位
內容可在數位家庭的設備間使用。本文所提機
制，由一個媒體伺服器和多個媒體播放器組成
數位家庭領域，一個媒體伺服器可接受多個使
用者及媒體播放器註冊。完成註冊後，使用者
與媒體播放器可依授權使用數位內容，且可加
入不同的媒體伺服器。
152

中正嶺學報 第四十二卷 第二期 民國 102.11
JOURNAL OF C.C.I.T., VOL.42, NO.2, NOV., 2013

4.2.7 合理使用

在同一時段，在不同設備使用同一個數位內容
不合理的情形。
本文結合密碼學、身分認證、版權描述語
言及數位浮水印…等技術，提出一個應用於數
位家庭的數位版權管理機制，以兩段式數位版
權管理架構，進行數位內容使用權利的管理。
當購買者購買數位內容取得授權憑證後，將數
位內容及授權憑證存放於媒體伺服器中，供已
授權的媒體播放器使用。媒體伺服器負責數位
家庭內的數位版權管理，依購買者所取得的數
位內容版權及使用者的數位內容使用需求，將
數位內容依使用時段授權給媒體播放器，媒體
播放器依授權時段使用數位內容。除了符合數
位版權管理系統的安全性及授權憑證可靠性
外，更利用在數位家庭裡授權憑證的使用時間
控管方式，管制數位內容在同一時間點，只有
授權給一個設備使用，改進在數位家庭中無法
控管使用數位內容數量的缺點。滿足數位版權
管理系統之功能，達到數位內容具超傳播性、
授權憑證具獨立性、數位內容具安全性、使用
者使用具隱私性、唯一之使用識別及合理使用
之需求。透過 MPGE-21 及數位家庭等的架
構，有效整合支援數位版權管理架構的硬體及
軟體。當共通的平台及軟硬體設備普及後，鼓
勵購買者購買合法的數位內容，並賦予合理使
用數位內容的權利，以減少盜版的數位內容，
保障數位內容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有利於數
位內容產業的發展。

在 WM DRM 及 OMA DRM 等數位版權
管理系統，將授權憑證授權給設備，造成數位
內容僅能在特定設備使用，無法達到在任何設
備都可使用的目標；TIRAMISU 提出使用智慧
卡及新的金鑰管理架構，以達到數位內容可在
數位家庭的設備間使用，但是同時有多張智慧
卡使用一個數位內容之問題。本文所提之機
制，係由購買者向授權憑證伺服器購買授權憑
證，再將數位內容及授權憑證授權及儲存於媒
體伺服器中，當數位家庭註冊的使用者及媒體
播放器提出數位內容的使用時段需求時，媒體
伺服器將數位內容的使用權依時段授權給不
同的媒體播放器，以達到任何時間、任何地
點、任何設備皆可使用的合理保障。

4.3 系統效能分析
本文所提兩段式數位版權管理系統，係一
新的架構模組，各階段的加解密及雜湊運算，
均可採用現行的安全方法。為方便分析所提架
構之計算成本，將各項計算複雜度所使用到的
參數定義如下：TA：用公鑰加密系統對資料
加密運算所花費的時間。TS：用私鑰加密系
統對資料加密運算所花費的時間。TH：計算
單向雜湊函數運算所需的時間。n：媒體播放
器個數。表 3 為所提架構之計算複雜度。

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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