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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現在，記憶密碼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舉凡提款卡、IC卡、金融卡、電子信箱、FTP等，無㆒是不需要記憶密

碼的。因此，當使用的資訊產品越多，則必須記憶的密碼也相對增加，

所以，忘記密碼的情況也就接踵而來了。因此，為了要能解決記憶密

碼的痛苦，又能確保使用的安全性，所以，本小組有了此構想-設計㆒

套以生物認證技術來替代傳統輸入密碼的簽入系統。我們在開始發展

的初期，先比較了目前所使用的各種生物認證技術，並考量本組實際

的能力之後，選擇了較易實作的『聲紋認證』來當作本組系統的核心

技術。即我們所設計的系統是將擷取進來的聲紋分析成特徵值之後，

在利用相異度法來比較所求的特徵值的相異度，進而達到將聲紋特徵

值當作使用者密碼的目的。當確認通過之後，才進行所謂的簽入行為。

至於，與㆒般聲紋辨識技術不同的㆞方在於我們並未有聲紋訓練的過

程，也就是說，我們只能輸入相同的語詞來當作聲紋分析的來源。除

了『聲紋認證』之外，本組也利用網際網路來傳送資料，所以，在資

料的機密性、完整性和系統安全性㆖，都設計了安全功能來保護。關

於系統整體架構圖請參考4.1.1節，而系統的特色則在4.1.2節㆗有詳

細的簡介。 

 

我們所設計的系統在聲紋認證的方面，採用了漢明視窗、STE短時

距能量、自相關運算和Lpc等公式。而資料庫、資料和網路安全方面，

則採用了比Triple DES更安全的國際資料加密演算法–IDEA。此外，在

外系統安全方面，安全雜湊演算法-SHA-1則提供管理者密碼儲存的方

式，當輸入錯誤密碼㆔次之後，還會自動將重要的系統元件銷毀。至

於實作方面，則是使用JAVA程式語言搭配JMF來完成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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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    專題研究緣由專題研究緣由專題研究緣由專題研究緣由 
 

1.1 1.1 1.1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鑑於最近國內信用卡的盜用與偽造情形越來越嚴重，使得㆒般大

眾對於使用信用卡消費充滿恐懼感，無不害怕自己就是㆘㆒個受害

者，所以我們認為如果可以在使用信用卡前能多㆒道身份認證的程

式，應能提高消費的安全性，並且要能兼顧隱私性及方便性，經過討

論後，得到目前較常用的認證方法有㆔種，分別是指紋、聲紋、虹膜，

因為指紋認證較常見，而虹膜認證技術昂貴，所以我們決定朝聲紋認

證方面著手，嘗試實作㆒個聲紋簽入系統。由於 Java語言的物件導向

特性、跨平臺特性，使得使用 Java來做程式設計已經成為㆒股潮流，

並因為駭客的盛行，密碼學的技術受到重視，所以為了瞭解 Java語言

及密碼學的應用，並嘗試結合最近當紅的生物科技的生物認證之聲紋

認證方面技術，這就是我們以此為專題題目的目的。 

 

1.2 1.2 1.2 1.2 環境需求環境需求環境需求環境需求 
 

基本配備 

CPU:Pentium II 300 MHZ 以㆖ 

Memory:64MB RAM 

100 元內的麥克風 

 

理想配備 

CPU:Pentium III 450 MHZ 以㆖ 

Memory:128MB RAM 

300 元~500 元內的麥克風 

 

必備軟體 

Windows 95/98/2000 (需能連㆖網際網路) 
 Java Runtime Enviroment 1.3 以㆖ 

 Java Standard Edition 1.3 以㆖ 

 Microsoft Acc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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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3 1.3 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 
 

 

工作內容 ㆟員 
收集資料 全體 
系統架構 全體 

系統分析與規劃 全體 
㆟機介面程式 鄭功佑 

資料庫管理程式 林國展 
資訊安全程式 鄭功佑 

網路程式 鄭功佑 
聲紋擷取程式 張仕承 
聲紋分析程式 林志昌 
聲紋比對程式 林志昌 

程式整合 鄭功佑、張仕承 
系統測試 全體和室友 

系統評估與改良 全體 
報告編寫排版 全體 

報告排版 林國展 

 

1.4 1.4 1.4 1.4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月份 工作編號 內容 
7~8 T1 瞭解專題 

8~12 T2 蒐集資料 
10~1 T3 定義系統 
1~4 T4 系統可行性分析與評估 
12~8 T5 專題能力的培養 
5~9 T6 系統實作 
8~10 T7 系統測試、修改 
9~10 T8 撰寫專題報告 
10~11 T9 報告整合與校稿 

 

 

表表表表 1.2  1.2  1.2  1.2 工作進度表工作進度表工作進度表工作進度表    

表表表表 1.1  1.1  1.1  1.1 工作分配表工作分配表工作分配表工作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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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00 2001 

月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工作 

表表表表 1.3 1.3 1.3 1.3 工作進度甘特圖表工作進度甘特圖表工作進度甘特圖表工作進度甘特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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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    生物認證技術生物認證技術生物認證技術生物認證技術    

 

由於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發達，認證(Authentication)的需求與應用

層次也越來越廣泛。近年來，更由於 sensor technology 的進步，帶

動了生物認證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的實用化，這是學術界

及工商界甚為重視的㆒種安全認證方式，其認證所用到的生物特徵包

含指紋、掌紋、語音、㆟臉、虹膜、手型、耳型、嘴唇運動模式等，

此種認證的優點為偽造及破解困難、使用方便(不擔心遺失)、適用性

廣泛(可依安全性需求來調整)。而缺點則在於技術層次較高、需要較

多的軟硬體支援，且需要和善的㆟機介面，以充分發揮其功能。 

 

生物認證是針對㆟類獨有之生理特徵或行為表現進行認證，透過認

證程序來確認真實身分。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認證技術可以區分為「生

理特徵」與「行為特徵」兩大類。 

 

「生理特徵類」:適用於需要嚴格確認身分的情況，以直接擷取㆟

類活體的生理特徵的方式來認證身分。目前以「指紋認證」的發展最

為成熟。 

 

「行為特徵類」:適用於需要較高便利性的情況，以擷取㆟類行為

表現的差異來認證身分，目前的發展傾向於輔助操作為主。目前以聲

紋認證投入的廠商數最多。 

 

隨著技術與觀念的演變，生物認證科技由原先的高單價(每台百

萬、數拾萬台幣)計價的整合系統，演變到以週邊、組件型態大量生產

的設計應用方向，漸趨呈現出以配合㆟性、生活必要為出發點的新科

技領域，未來,將隨著網際網路的需求,而發展出更深且廣的應用。 

 

生物認證是利用㆟類生理或行為特徵進行驗證或取得身分證明的

技術，與傳統的物件證明及密碼識別方法不同。生物認證技術的特點

是採用㆟類身體㆖的特徵進行識別，而個㆟特徵如掌紋、眼睛、臉孔

或聲音均有它獨特之處，其他㆟無法模仿，也不像證明文件可以偽造，

又或如密碼易被竊取或猜㆗，所以生物認證技術能提供最準確的身分

驗證。  

 

生物認證乃㆟體獨有之生理或行為特徵，可以自然而然㆞作出核

對。由於能夠絕對核証身份，生物認證科技被視為擁有最高保安度。

生物認證能夠以㆟體多種特徵進行，根據 Biometric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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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期刊所述，指紋是生物認證科技㆗最獲廣泛使用的㆒種，約佔㆕

成市場佔有率，其次為手掌幾何學(31%)、聲音認證(16%)、面容認證

(7%)、眼球虹膜掃描(1.7%)及親筆簽署(2.7%)。 

 

生物認證並非新鮮事物，自動指紋鑑證系統早於㆒九六零年代初期

已作商業應用。然而，直至最近，該等系統仍然主要用作法庭應用以

偵查罪犯。近年，生物認證已經以數碼化形式進行，現代的電子系統

能夠把指紋之弓形曲位及螺旋環線等摘取及轉化為數字密碼，並在數

秒間高度準確㆞與資料庫內之資料作出對照。 

 

所謂的「生物認證」簡單㆞講，就是運用身㆖的特徵做為識別密碼，

這些特徵包括生理㆖的（如臉形、指紋）或是獨特的行為模式（如聲

音、簽名）。未來則是要把這些技術整合到網路環境來應用－－選擇㆒

些準確度高、容易使用的認證系統，建立個㆟的檔案，存放在有公信

力的資料庫㆗，當需要身分確認時再進行比對。什麼樣的認證系統比

較合適？  

 

不易模仿、特徵穩定是第㆒個要求。例如，數位簽名雖然具備

法律效力，但因為容易模仿，並不被看好；而聲音認證對使用

者來講雖然非常便利，但它很容易因感冒或外在音源干擾，而

無法辨認。 

 

準確度高、易於使用，是第㆓個重要條件。就準確度來說，生

理特徵明顯優於行為特徵，其㆗尤其以眼球虹膜的準確度最

高，但對使用者來說，虹膜認證的儀器價格很貴，加㆖它必需

以紅外線掃描眼球，因此在價格及安全性的考慮㆘，並不容易

發展成大眾化的產品。就目前發展趨勢來看，仍是以傳統的指

紋認證，及新發展出來的臉部認證最被看好。  

 

 

 

 

 

 

 

 

 

 



 6

2.1 2.1 2.1 2.1 指紋認證指紋認證指紋認證指紋認證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在過去，指紋的紀錄，是要將十指沾滿油墨，㆒㆒拓印到白紙。現

在則是以特殊設備來取代以往的不便。使用者只要花㆕、五千元台幣，

買㆒部像滑鼠大小的光學感應器，搭配相關軟體，就可以儲存自己的

指紋檔案。為了提高認證的準確度，現在更開發出矽晶式的感應設備，

藉由偵測指紋㆖所帶的正負電荷，可以描繪出包含紋路形狀、深淺的

㆔ D 立體影像。同時為了確保接受認證的指紋是來自活體，有些感應

器還加裝溫度、溼度的感測，以免歹徒惡意剁㆘他㆟手指後冒充身分。 

 

在各類生物認證技術㆗，指紋認證是目前最普及的認證技術，根據

國際生物認證組織（IBG, International Biometric Group）最新發

表的數據顯示，指紋認證技術在生物認證市場的佔有率為百分之㆔十

㆕，遠高於其他技術類別。  

 

長久以來，指紋認證被應用於司法機關和法院等政府部門，並成為

法定的身分認證方法，原因是指紋認證擁有準確性極高的優點，配合

電腦生物認證技術發展，它的好處還包括在進行認證過程時只需配備

廉價的掃描硬件，就能提供高準確度的身分驗證，所以市場㆖早有不

少產品面世。  

 

2.2 2.2 2.2 2.2 臉部臉部臉部臉部認證技術認證技術認證技術認證技術        

 

臉部認證由於面積較大，加㆖特徵點也更多樣、複雜，因此技術難

度很高，㆒直停留在實驗室研究的階段，直到最近才有明顯㆞突破，

各種商品化的應用㆒㆒出現。 

 

臉部認證系統，讓使用者結合個㆟電腦、攝影機，就可自行製作專

屬的身分檔案，而由於採用的是獨特的特徵認證技術，即使未來變胖、

變瘦，換了髮型，甚至是刻意戴㆖眼鏡偽裝，仍然能夠被認證出來。「只

要是㆟眼可以分辨的，電腦也看得出來，即使拿著㆒幅栩栩如生的照

片想要冒充，電腦也能辨認它是平面而非立體的東西，」 

 

其實，不論是指紋認證或臉部認證，兩種方法都各有優劣，不僅認

證的準確度相差不多，同時理論基礎也大同小異。它們並非是直接把

影像拿來進行比對，而是把特徵點的空間對應關係，演化成數學公式，

每次進行比對時，就是在運算這些特徵點的數學關係是否相符，從而

判斷身分。 



 7

臉孔認證的運作原理是根據㆟類面孔的特徵如眼眶孤度、兩眼距

離、鼻子位置等近百種樣本資料，由類比轉為數字進行數學分析，然

後以數碼形式進行記錄，以供將來作為認證比對之用。除了指紋認證

外，臉孔認證技術也日漸受到重視，國際生物認證組織去年預測，臉

孔認證技術在未來㆕年將有七倍市場增長。  

 

2.3 2.3 2.3 2.3 聲紋認證技術聲紋認證技術聲紋認證技術聲紋認證技術    

 

假設所有的聲音都具有其特徵值存在，並且在㆒個很短的時間內其

特性都不變，我們便是要透過㆒些數位訊號處理的方法來擷取其特徵

值，作為聲紋認證的依據。 

 

何謂語音。是泛指任何我們耳朵所能聽見的聲音，但不包括利用音

樂處理晶片所製造的音樂。因為我們在做語音處理時，所播錄的語音

資料與我們耳朵所聽見的聲音是相同的；而利用音樂處理晶片所製造

的音樂，與我們所聽見的聲音並不㆒樣。近來，隨著語音認證技術的

進步，各種相關性的產品也陸續問世；如各式各樣的語音輸入系統以

及台灣大學研究團隊最近發表的《語音網路搜尋引擎》等諸多相關性

的產品，這代表在語音認證這個領域的發展是相當精彩且可期的；語

音認證的應用範圍很廣，例如語音輸入與聲紋之身份認證即是，語音

輸入的最大好處是它非常合乎㆟的自然行為習慣，對於不習慣使用鍵

盤輸入電腦資料的㆟，特別是㆗文輸入，有了語音輸入的方法之後，

就不必辛苦㆞學習各種㆗文輸入法來迎合電腦。 

 

語音輸入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及㆟力，想像每次開會就可以利用語

音輸入邊講邊輸入電腦，開完會後就從電腦㆗馬㆖列印會議資料，開

車時㆒邊眼睛看路面，㆒邊耳朵聽取電腦的路況資料，再用嘴巴透過

語音輸入傳達指令給電腦，可以迅速知道路況和應當走的路徑，而行

動不便的病患也能利用語音輸入來操作電腦與機器㆟。目前市面㆖的

㆗文語音輸入及認證系統，在技術㆖皆已達到成熟的階段，在速度方

面每分鐘大約能輸入語音八十個字，在準確率方面也提高至百分之九

十五以㆖，如果再對系統以特定對象實施語音輸入訓練，則在速度及

準確率方面可更理想。 

 

至於聲紋認證的使用方式也非常廣泛，例如情治單位根據搶匪的電

話錄音，從資料庫裡挑出疑犯的原始聲紋檔案，以進行聲紋比對。聲

紋認證也同時用在門禁管制㆗，門禁管制登錄時，用戶先透過麥克風

把㆒串句子，重複唸幾次，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聲紋 (VoicePrin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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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存在門口管制區的資料庫裡。當有㆟欲進入門禁時，電腦就會先

請來賓輸入語音密碼以產生聲紋，然後在㆔分之㆒秒到半秒內完成比

對的工作。其他應用包括如動態聲紋認證 (Dynamic Voice Print 

Verification)技術可以用來解決盜拷盜打電話的電信問題，利用裝在

電信局的交換機房㆗的動態聲紋認證機，對用戶進行聲紋登錄的工

作。當有電話進入時，聲紋認證機將動態產生㆒組不重複的數字，請

用戶覆誦這組數字，以辨別來電是否是冒用者。當然這㆒切都是建立

在所有的語音認證技術㆖的。當然我們必須事先了解如何處理 ”語音

信號”，接㆘來我們將在㆘面章節逐步討論分析語音認證的各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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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    背景知識介紹背景知識介紹背景知識介紹背景知識介紹    

 

3.13.13.13.1 密碼密碼密碼密碼學簡介學簡介學簡介學簡介 

 

密碼學的起源，來自於秘密通訊的需要，古代為了政治和軍事㆖的

需求，在傳遞訊息的時候，必須要避免被敵㆟發現，所以逐漸的發展

出 兩 種 方 法 ， 分 別 是 隱 匿 法隱 匿 法隱 匿 法隱 匿 法 (steganography)(steganography)(steganography)(steganography) 和 密 碼 法密 碼 法密 碼 法密 碼 法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隱匿法是另用不同於書信的方法，來傳達訊息，以達到不被敵㆟發

現的目的，例如把字刻在木板㆖，然後再用蠟封起來，把訊息蓋住，

或者利用大家常聽說的隱形墨水。比較有趣的例子，有古代國王在戰

爭的時候，把信差的頭髮剃光，把訊息寫在他的頭皮㆖，才讓他去傳

送訊息， 當然，那個時候他們對行事速度並沒有那麼要求。等到頭髮

長出來了之後，敵㆟就看即使抓住了信差也不會馬㆖就能猜㆗寫在頭

皮㆖的訊息。 

 

至於-密碼法，也慢慢的衍生㆗，密碼法的英文字，源自於希臘文

kryptos，是隱藏的意思，它的出發點不是把訊息隱藏起來，而是隱藏

訊息的意義， 這個程序我們稱為加密(encryptionencryptionencryptionencryption)，利用發信㆟和收

信㆟之間協定好的規則，把訊息換成外㆟無法理解的文字或符號，收

信㆟依照規則，再把訊息還原， 如果不知道加密規則的敵㆟，攔截到

了這個訊息，他也要花費很多的時間，才有辦法去把加密文字，還原

的原來的訊息。  

 

到了現在，網路通訊逐漸的發達，很多的商業活動，和私㆟通訊，

都藉由網路來傳遞，因為在硬體的方面，網路㆖面流傳的資料，很有

可能被有心㆟士擷取，所以，數位化資料的加密顯得十分的重要，加

密的學問，也成為資訊科學㆗重要的㆒部份。 

 

密碼學是㆒門探討密碼編寫的科學。它是數學的㆒支，密碼研究

(cryptology)裡的㆒個領域。密碼研究還有另㆒個領域：解碼學

(Cryptanalysis)，它是探討密碼解讀分析的科學。 

 

在密碼學㆗，對應用程式㆗主要的安全性考量都有所強調。首先，應

用程式需要確認使用者的確是使用者所自稱的那個㆟，提供身份證明

這件事叫做認證(Authentication，即驗明正身)，在現實世界裡，駕

照就可以說是㆒種認證。當使用者在使用電腦時，通常需要㆒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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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密碼以通過認證。密碼學提供了非常犀利的方法進行認證，這些方

法叫簽張(Signature)及證明(Certificate)。 

 

應用程式必須保其資料，免於未經授權的存取。使用者因為不想要

別 ㆟ 刺 探 他 的 資 料 ( 因 為 要 想 要 保 有 資 料 的 機 密 性

(Confidentiality))，也許不想讓其他㆟在不之情的情況㆘修改資料

(因為想要確認資料的完整性(Integrity))。舉例來說，存在磁碟裡的

資料可能很容易就被偷走或偷看，而透過網路的資料傳輸，則是各種

系統被惡意攻擊的大宗。針對這些問題，密碼技術都提供瞭解決方法。 

 

密碼學密碼學密碼學密碼學(Cryptology)(Cryptology)(Cryptology)(Cryptology)㆒字源自希臘文"krypto's"及"logos"兩字，

直譯即為"隱藏"及"訊息"之意。而其使用，可以追溯到大約㆕千年前。

公元㆓千年，埃及㆟就將祭文刻在墓碑㆖。之後㆟們都是以書寫在紙

張㆖的方式，用來傳秘密訊息。在㆓次大戰㆗，密碼更是扮演㆒個舉

足輕重的角色，許多㆟認為同盟國之所以能打贏這場戰爭完全歸功於

㆓次大戰時所發明的破譯密文數位式計算機破解德日密碼。西元 1949

年，Shannon提出第㆒篇討論密碼系統通訊理論之論文，近代密碼學可

說是濫觴於斯。直至西元 1975年，Diffie與 Hellman提出公開金匙密

碼系統之觀念，近代密碼學之研究方向，正式脫離秘密金匙密碼系統

之窠臼，蓬勃發展，至今已近㆓十年。發展至今，已有㆓大類的密碼

系統。第㆒類為對稱金鑰(Symmetric Key)密碼系統，第㆓類為非對稱

金鑰(Public Key)密碼系統。 

 

對稱金鑰密碼系統對稱金鑰密碼系統對稱金鑰密碼系統對稱金鑰密碼系統，加／解密速度快是其優點，但因其加密金鑰與

解密金鑰為相同㆒把金鑰，資訊的傳送方面如何在加密之後，將該把

加密金鑰以安全的方式傳送給接收方，如何使雙方能共享該把秘密金

鑰，以利其解密，是這系統的㆒大缺點。著名的對稱金鑰密碼系統㆗

最著名者為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非對稱金鑰密碼系統非對稱金鑰密碼系統非對稱金鑰密碼系統非對稱金鑰密碼系統，運算較慢就是其缺點，但其加密金鑰與解密

金鑰不是同㆒把，則改善了對稱金鑰密碼系統的缺點。每㆒對金鑰包

含兩把相互對應的金鑰，㆒把為公開加密金鑰，另㆒把為保持機密的

解密金鑰。較著名金鑰密碼系統為 RSA(Rivest Shamir Adelman)。 

 

早在㆟類發明電腦之前，資訊安全就是㆟類社會㆒個重要的議題。

但隨著電腦與網路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訊透過電子型態進行交換，

而電腦網路的開放性引發了許多資訊安全㆖的問題，因此資訊安全也

越來越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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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因應網路各種活動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國際標準組織針對開

放系統制訂了㆒套資訊安全的標準。該標準文件編號為 ISO/IEC 

10181，涵蓋了鑑別  (authentication)、執行權管制  (access 

control) 、 機 密 性  (confidentiality) 、 不 可 否 認 性 

(non-repudiation)、真確性 (integrity)，以及稽核與警示 (audit 

and alarm) 等範疇，希望藉由資訊技術達到保護資訊安全的目的。其

㆗最精彩的莫過於密碼學的應用。 

 

在㆒般㆟的觀念㆗，談到資訊安全時最常想到的是保護資料不被他

㆟竊取。因為電腦網路是個開放的環境，在網路㆖流通的資訊都可能

遭他㆟竊取。既然無法防止他㆟竊取，唯㆒的方法就是先將資料加密，

再於網路㆖傳送，等傳到目的㆞後再加以解密。若他㆟在網路㆖取得

傳送㆗的資訊，因為是加密過的資料，竊取的㆟無法解讀其內容，這

樣就達到了資料保密的目的，也就是所謂「機密性」的服務。 

 

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們就使用了密碼的技術。當時使用的方法

很簡單，將原始的文件資料 (明文，plaintext) ㆗每個字母向右移動 

(或迴轉) ㆔個位置，也就是 A 變成 D，B 變成 E，而 X 變成 A。經

過這樣的轉換後資料就成了密文 (ciphertext)，接收資料的㆟再將密

文反向運算，即可得出原始的文件內容。 

 

像這樣的密碼系統其關鍵在於所使用的演算法只有發文與收文的

兩方知道，如果其他㆟也知道的話，機密性將不復存在。這種將機密

性建立在密碼演算法的密碼系統，只適用於封閉性的環境，但現今網

路通訊是開放性的，因此必須使用共通的密碼系統，也就是說密碼演

算法必須公開，而任何㆟都可以使用。 

 

為了因應這樣的需要，現代的密碼系統使用了鑰匙 (key) 的概

念。資料的加密與解密需要配合鑰匙，由特定的密碼演算法進行。使

用的演算法是公開的，需要保護的則是鑰匙。因為演算法公開了，因

此必須確保演算法本身是安全的、無法破解的。而所謂的鑰匙是㆒連

串 0 與 1 的組合，若使用暴力入侵，得嘗試各種不同 0 與 1 的組

合。假設鑰匙的長度為 N 位元，就可能有 2N 種不同的鑰匙。因此鑰

匙的長度 (位元數) 越長，理論㆖安全性越佳。 

 

植基於鑰匙的密碼系統分為對稱性 (symmetric) 與非對稱性 

(asymmetric) 兩種。在對稱性密碼系統㆗，加密與解密使用的鑰匙是

相同的；在非對稱性密碼系統㆗，加密與解密使用的鑰匙則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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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的對稱性密碼系統是於  1976 年提出的  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1977 年被美國政府採用為國家標準。對稱

性密碼系統有個缺點，就是鑰匙的交換問題。發文者與收文者必須擁

有相同的鑰匙，而此鑰匙不能為其他㆟知道。為了提升安全性，每次

使用的鑰匙最好不同，而鑰匙如利用網路傳送，還是可能為他㆟竊取，

所以最好透過其他的管道交換，這增加了實用㆖的困擾。 

 

1977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Rivest、Shamir 與 Adlemam ㆔位教

授發表了 RSA 密碼系統，解決了對稱性密碼系統㆗鑰匙交換的問題。

RSA 是㆒種非對稱性密碼系統，加密與解密所用的鑰匙不同。使用者

先透過其演算法產生㆒對鑰匙，其㆗㆒把稱為私密鑰匙 (private 

key)，另㆒把稱為公開鑰匙 (public key)。其㆗私密鑰匙只有使用者

自己知道，而公開鑰匙則可公開讓大眾知道，兩把鑰匙有㆒定的依存

關係，但從公開鑰匙無法推得私密鑰匙。資料的加密是使用 RSA 的演

算法，配合公開鑰匙來處理，而資料的解密則必須使用對應的私密鑰

匙才能完成。 

 

舉個例子說明。假設 A 要將資料傳送給 B，A 使用 B 的公開鑰

匙，透過密碼演算法進行加密，傳給 B 之後，B 再使用自己的私密鑰

匙，透過密碼演算法進行解密。因為只有 B 的私密鑰匙才能解密，而

該鑰匙只有 B 才有，所以整個系統是安全的。而加密所用的是 B 的

公開鑰匙，B 可事先將其公諸於世，因此也沒有鑰匙交換的問題。 

 

非對稱密碼系統不只 RSA ㆒種，具有相當高的安全性。但與對稱

性密碼系統相比，其運算所需的時間較長，因此實作㆖並不用於直接

對明文加密。常見的作法還是先使用對稱性密碼法 (如 DES) 對明文

加密，再使用非對稱性密碼法將所用的 DES 鑰匙加密，然後將密文與

加密後的鑰匙㆒同傳送。收文的㆒方則先用非對稱性密碼法解開 DES 

鑰匙，再用解開後的鑰匙將密文解密。如此兼顧了運算的速度與鑰匙

交換的問題。 

 

非對稱性密碼系統除了可加密資料外，還能實現數位簽章 

(digital signature)。顧名思義，數位簽章的功能與傳統的簽章是㆒

樣的，只不過是以數位資料的形式出現。數位簽章的產生與資料的加

密是反向的運作。舉例來說，如果 A要傳送㆒份文件給 B，A以自己的

私密鑰匙對文件進行運算，即可產生數位簽章。然後 A 將文件與簽章

同時傳給 B，B利用 A的公開鑰匙對 A的數位簽章進行運算，將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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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的文件進行比對，如果兩者相同，就表示該文件確實是由 A 所簽

發，因為除了 A 之外，沒有㆟擁有 A 的私密鑰匙。 

 

同樣㆞，產生數位簽章的演算過程也很花時間，所以實作㆖並不直

接對文件進行運算，而是將文件先以㆒個單向赫序函數 (one-way hash 

function) 處理。所謂單向函數是指從函數的計算結果無法 (非常困

難) 推算出輸入給函數的值。而赫序函數則可將輸入的資料濃縮成較

短且為特定長度的結果。任意的文件資料經過㆒個單向赫序函數計算

後，可以產生㆒串固定長度的資料，因為不太可能設計另㆒份文件資

料而在同㆒函數運算後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該結果可視為原始文件

資料的特徵值，稱為數位指紋 (digital fingerprint) 或訊息摘要 

(message digest)。數位簽章在實作㆖便是針對文件的數位指紋進行

運算而產生的。因為不同的文件資料其數位指紋不太可能相同，因此

收文者可對收到的文件以相同的單向赫序函數計算，然後比對計算的

結果與其數位指紋，如果兩者不同，就表示文件遭到了竄改。透過這

種方式，可以提供資料的真確性服務。 

 

數位簽章是由文件的數位指紋產生，所以數位簽章也可用於提供資

料真確性的服務。除此之外，透過數位簽章也可以檢驗資料的來源，

而提供不可否認性的服務。也就是說，如果㆒份資料㆖的數位簽章經

驗證為某㆟的私密鑰匙所產生的，就表示該文件資料由某㆟發出，而

他無法否認。 

 

有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在網路㆖進行，而政府也正逐步推動電子公

文與電子支付的作業，如何防止其間流通的資料遭到非法的竊取、竄

改，以及如何確認資料的來源，除了仰賴密碼學的技術外，相關法規

的制訂也很重要。日前行政院通過了「電子簽章法草案」，便是要規

範數位簽章的相關作業，確立數位簽章的法律效力，以做為電子商務

與電子資料交換的作業依據。 

 

除此之外，對於非對稱性密碼系統㆗公開鑰匙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當收到㆒份附有某㆟數位簽章的文件資料時，必須使用對

方的公開鑰匙進行核對，該公開鑰匙可由對方提供，或由公共領域取

得。但要如何才能確定該鑰匙確實為某㆟所有？通常是藉由公正的權

責單位簽發㆒數位憑證 (digital certificate)，以證明此㆒公開鑰

匙確實為某㆟的公開鑰匙。這樣的單位稱為憑證㆗心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負責數位憑證的簽發、管理與註銷，而整個運作的

機制則稱為公開鑰匙基磐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視服



 14

務的範圍為何，CA 有大有小，也可能有不同的等級。目前國際㆖已有

㆒些全球性的憑證㆗心，國內在這方面則尚待努力。唯有建立良好的 

PKI，才能提供電子商務等安全的保障。 

 

3.2 Java3.2 Java3.2 Java3.2 Java 程式程式程式程式語言簡介語言簡介語言簡介語言簡介    

 

『Java』從 1995 年的暑假開始即受到電腦業界的高度注意，特別

是在 Internet和多媒體(Multimedia)相關產品類方面。Java在全球資

訊網(World Wide Web,WWW)㆞位就如同試算表(Spreadsheet)與個㆟電

腦(PC)的關係。Java(tm)係由美國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s, Inc.)所發展出的第㆒種能在國際網際網路

(Internet)㆖面具有「硬體/軟體㆗立性」互動能力的程式語言。 

 

• 是㆒種軟體技術 

• 是㆒種由美國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s, Inc.)研究所研

發而成的語言 

• 是㆒種為 Internet 發展的電腦語言 

• 是㆒種使網頁(Web Page)產生生動和活潑畫面的語言 

• 是㆒種使網頁(Web Page)由靜態(Static)轉變為動態(Dynamic)

的語言 

• 是㆒種語言，以產生「小應用程式(Applet(s))」 

• 是㆒種簡化的 C++語言 

• 是㆒種安全的語言，具有阻絕電腦病毒傳輸的功能 

• 是㆒種將安全性(Security)列為第㆒優先考慮的語言 

• 是㆒種使用者不需花費很多時間學習的語言 

• 是㆒種突破使用者端機器環境和 CPU 架構的語言 

• 是㆒種「寫㆒次，即可在任何機器㆖執行(Write OnceRun 

Anywhere)」的語言是有史以來，第㆒套允許使用者將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透過 Internet 從遠端的伺服器(Remote Server)傳輸

到 Local 端的機器㆖(LocalMachine)並執行之 

• 是㆒種應用程式提供者不需要知道使用者的電腦硬體(如：Sun, 

Intel, 或 MAC等)與軟體(如：SW-UNIX,MAC O/S, Windows, 或 NT等)

環境 的語言(Kestenbaum, 1995)。 

 

Java 乃是因應撰寫 C++語言程式時的困難而研發的，起先，只是

㆒個消費性電子產品大計劃㆗的㆒部份，C++語言是當初被考慮採用

的，但從㆒開始的問題㆒直到最後的㆒連串問題迫使得放棄 C++語言，

而有 Java語言的產生。Sun是要 Java成為㆒個簡單(Simple)、物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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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的 (Object Oriented) 、 分 散 式 的 (Distributed) 、 解 譯 的

(Interpreted)、強韌性的(Robust)、安全性的(Secure)、架構㆗立性

的(Architecture Neutral)、可攜帶性的(Portable)、高效能的(High 

Performance)、多重線串 Multithreaded)、動態性的(Dynamic) 

的程式語言。 

 

1. 簡單(Simple)：容易撰寫程式，不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而能滿

足現代的需求。程式小型亦是簡單的㆒種特性，使得軟體能夠在小型

機器㆖執行，基本的解譯器約為 40k，若加㆖基本的程式庫，約為 215k。 

 

2. 物件導向的(Object-Oriented)：物件導的設計是㆒種重心在資

料和介面的技巧。若以木工為比喻，㆒個以物件為導向的木工，他(她)

最主要的重點是即將要做的木椅子，其次才是所需要的工具；反之；

㆒個以非物件為導向的木工，他(她)所關心的只是工具。最近的隨插

即用(Plug and Play)亦是物件導向設計的重點。 

 

3. 分散式的(Distributed)：Java 有㆒個很週全的程式庫，且很

容易㆞與 HTTP 和 FTP 等 TCP/IP 通訊協定相配合。Java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能在網路㆖開啟及連結使用物件，就如同透過 URLs連

結使用㆒個區域檔案系統(Local File System)。 

 

4. 強韌性的(Robust)：由 Java所撰寫出的程式能在多種情況㆘執

行而具有其穩定性 Java與 C/C++最大不同點是 Java有㆒個指標器模型

(Pointer Model)來排除記憶體被蓋寫(Overwriting Memory)和資料毀

損(Corrupting Data)的可能性。 

 

5. 安全性的(Secure)：Java 是被設計用於網路及分散性的環境

㆗，安全性自必是㆒個很重要的考慮。Java 擁有數個階層的互鎖

(Interlocking)保護措施，能有效㆞防止病毒的侵入和破壞行為的發

生。 

 

6.架構㆗立性的(Architecture Neutral)：㆒般而言，網路是由很

多不同機型的機器所組合而成的，CPU和作業系統架構均有所不同；因

此，如何使㆒個應用程式可以在每㆒種機器㆖執行，是㆒個難題。所

幸，Java 的編譯器產生㆒種結構㆗立物件的檔案格式(Object File 

Format)；這使得編譯碼得以在很多種處理器㆗執行。 

 

7.可攜帶性的(Portable)：原始資料型式的大小是被指定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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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㆒直是表示㆒個 32位元 IEEE 754浮點運算數字，因絕大多數

的 CPU 都具有此㆒共同的特徵。程式庫屬於系統的㆒部份，它定義了

㆒些可攜帶的介面，Java 本身具備有很好的可攜帶性。 

 

8.解譯的(Interpreted)：Java解譯器能直接㆞在任何機器㆖執行

Java位元碼(Bytecodes)，因此在進行程式連結時，時間的節省，這對

於縮短程式的開發過程，有莫大的助益。 

 

9.高效能的(High Performance)：Java 位元碼迅速㆞能被轉換成

機械碼(Machine Code)，從位元碼轉換到機械碼的效能幾乎與 C與 C++

沒有分別。 

 

10.多重線串的(Multi threaded)：Java 語言具有多重線串的功

能，這對於互動回應能力及即時執行行為是有助益的。 

 

11.動態的(Dynamic)：Java比 C或 C++語言更具有動態性，更能因

應時刻在變的環境，Java不會因程式庫的更新，而必須重新編譯程式。 

    

㆒般對 Java 的錯誤看法及觀念 

    

1. "Java是㆒種撰寫 Web Pages的㆒種語言，就如同 HTML和 VRML

㆒樣" 

 

事實㆖，Java 並不像是 HTML 此㆒類的敘述語言(Description 

Language)，而是㆒種程式語言(Programming Language)。敘述語言標

明內容和位置，而程式語言描述㆒種產生結果的過程。 

 

2. "Java 語言容易學習和使用，不像 C、C++和其它程式語言" 

 

Java 是㆒種程式語言。Java 容易學嗎？Java 或許是比 C 或 C++容

易學，但仍是㆒種程式語言，而不是㆒種敘述語言。 

3. "Java 碼是可攜帶的，但 C 及 C++不是" 

 

Java原始碼(Source Code)是比 C語言來得可攜帶性㆒點，差別在

於 Java的物件碼。Java碼在㆒種機器㆖進行編譯，而能在所有的機器

㆖執行，只要那部機器㆖有 Java 解譯器。 

 

4. "Java 能被拓展而在機器㆖執行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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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Java Applet (Java 小應用程式)能做任何事情，如模擬

3D VRML模型、播放電影、產生聲音....等。但事實㆖，㆒個小應用程

式(Applet)僅能在那㆒頁㆖被執行，而無法在那㆒頁之外執行。同時，

Java 亦受限於程式庫的功能。 

 

5. "Java 是適合於建立大型的應用程式" 

 

如果 Java 適合於大型程式，則 Java 就不適合應用於 Web 瀏覽器

了。第㆒個商業性的 Java Applets (Applix's Java-Based Spreadsheet)

並不是全然使用 Java，它只使用 Java作為使用者介面，而所有的處理

工作，是用 CGI 碼。 

 

6. "Java 是可解譯的，Basic 是可解譯的，因此 Java=Basic" 

 

雖然 Java 的確是使用解譯器，但事實㆖，Java 則與 C 或 C++等完

全編譯語言較為相近，但與 Basic 或 APL 等完全解譯語言較不相近。 

 

7. "Java 刪除了 CGI 命令稿(Scripts)和程式的需求" 

 

Java Applets將會取代部份 CGI的用途。在有些情況，Java Applets

能夠取代㆒些伺服器端的碼(Server-Side Code)，但大多數的情況，

基於安全性理由或是效能的考量，Java仍無法全然取代 CGI Scripts。 

 

8. "Netscape's JavaScript 是與 Java 有相關" 

 

除了名稱之外，Java 和 JavaScript 是有㆒點點相關。JavaScript 是

㆒種命令稿語言，是可以在 HTML 頁㆗使用。Java 碼並未出現在 HTML

㆗，而在 HTML ㆗有㆒個鏈結來鏈結編譯碼組。Java和 JavaScript之

間的關係就如同 C 語言和 C Shell ㆒般。 

 
3.33.33.33.3 網路與主從式架構概念網路與主從式架構概念網路與主從式架構概念網路與主從式架構概念    

 

網路 

 

網路(Network)是許多電腦和裝置的集合，這些裝置能互相傳遞或

接收資料，但不㆒定是以即時的方式。網路通常以纜線連接而成，位

元資料必須先轉成電子訊號，然後才能經纜線傳輸，不過，目前已有

利用紅外線和微波來通訊的無線網路，或利用光纖進行遠距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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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尚未有其他特殊的物理媒介可用來作資料的傳輸。理論㆖，

以煤炭為動力的電腦可利用傳送煙火訊號的方式傳遞資料，不過可以

想像得到，這樣的網路其反應時間將會非常的差，而且會造成大量的

環境污染。 
 
網路㆖的任㆒部電腦都可被視為㆒個網路節點(Node)。大部份的網

路節點都是㆒部電腦 . 但印表機、路由器(Router)、橋接器(Bridge)、
閘道器(Gateway)、終端機(Terminal)、和飲料自動販賣機，也可被視為

網路節點。不過目前我們溝通的對象多半是電腦。事實㆖，為了有所

區別，對於具備完整電腦功能的節點(有 I/O 界面、記億體、CPU、OS、
螢幕鍵盤..)，我們稱它為主機(Host)，而「節點」㆒詞泛用來指網路㆖

的任何裝置。 
 
網路㆖的每㆒個節點都有自己的㆒個位址，不同的節點有不同的

位址，每個節點的位置都是獨㆒無㆓的編號，㆞址是唯㆒可以用來識

別節點的㆒個位元組，你可以把這套位元組想成㆒個號碼。位址的位

元組數越多，表示有更多位址可以用，便是定址空間越大，可容納的

節點就較多。 
 
現在的電腦網路幾乎是封包交換式(Packet Switched)網路，這代表

資料在傳輸之前，必須先切成許多小塊資料，即封包(Packet)，每個封

包都是個別處理的，也就是說，每個封包都包含寄送者和接收者的資

料。這種方式最大的優點，在於多部電腦可同時使用同㆒纜線來傳輸

封包，降低架設成本。另㆒好處是你可以使用 Checksum 來得知在封包

傳遞過程㆗是否遭到破壞。 
 
我們遺漏了㆒點，Protocol，電腦在收送資料時所必須遵守的規

範，簡稱協定。通訊協定規範了電腦之間的溝通流程，包括通訊的處

理程序、資料如何被切割成封包、資料格式等。目前有許多不同的通

訊協定如 HTTP、FTP 等。 
 
網路層級 

 
㆒個網路㆖有許多不同的通訊層級(layer)，每個層級分別代表實際

硬體(電纜線與電子訊號)與資料傳輸之間不同層次的抽象意念。從理論

架構來看，每個層級都只能和它的㆖㆘㆒層溝通。 
 

Host-to-Network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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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式設計師位於網路食物鏈的高層(最頂層是使用者)，在

此層級㆘其實還發生了許多事。以 IP為主(Java唯㆒認識的網路型態)
的標準參考模型裡，屬於 Host-to-Network 層的部份全被隱藏起來，

事實㆖，Host-to-Network 層其實包括了實體層(Physical Layer)和資料

連結層(Data Link Layer)。 
 

在真實的世界裡，網路實體層由光纖、電纜線等構成。對㆒個

Java 設計師來說是不用擔心實體層的運作的，因為 Java 是看不到實

體層的。 
 
對於電腦通訊而言，只接好電纜線讓電腦能收發電子訊號是不

夠的，還必須對如何解讀這些電子訊號有㆒套共識才行，例如，連

續維持㆒秒鐘的+5v 電壓可視為㆒個” 1 ”的訊號，而連續維持㆒秒鐘

的+3v 電壓可視為㆒個” 0 ”的訊號，這樣電子訊號與位元資料才有㆒

套㆒致的對應關係。此外，由於實體層的電子訊號也可能是類比式

的，所以在傳送端必須將數位訊號轉成類比訊號，而接收端必須將

類比訊號轉成數位訊號。 
 
學過電子的㆟都知道，只要是類比訊號難免有雜訊干擾，所以

當數位資料被轉成類比資料時，就必須考量傳輸過程㆗發生資料被

破壞的可能，因此就必須有㆒套能簡驗資料完整性的機制，而這正

是資料連結層的任務之㆒。Ethernet 就是使用資料連結層最好的例

子，其他比較知名的資料連結層還有 TokenRing 和 LocalTalk，然而，

不同種類的資料連結層是不能互相溝通的，換句話說，Ethernet 網路

卡不能用在 TokenRing 網路。但是，如果真有連接之必要可使用橋

接器(Bridge)居㆗轉換。 
 
 

網際層 
 

Java 程式設計㆗最先關心的第㆒個層級是網際層(Internet 
Layer)。在網際層㆗，有㆒套協定規範了位元和位元資料如何如何組

成較大的封包結構，還有㆒套讓不同機器能夠找到彼此得定址協定

(addressing protocol)。IP 是世界㆖最普遍的定址協定，也是 Java 唯

㆒了解的網際層協定 ; IPX 是普遍度次於 IP 的定址協定，但僅適用

於 NetWare 網路 ; AppleTalk 則是 Macintosh 系統得專屬定址協定。

這些協定都有和硬體無關的特性，也就是說 AppleTalk、IP、IPX 都

可以透過 Ethernet、TokenRing 和 LocalTalk 網路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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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際層流通的封包，我們稱為資料節(Datagram)。在 IP 網

路㆖，每個 IP datagram 包含㆒個標頭(header，其大小在 20 到 60 位

元組間)，並可以承載最多 65515 個位元資料。每個標頭含有網路協

定的版本號碼，以及來源與目的主機的位置。 
 

傳輸層 
 

原始的 datagram 有些缺點:網際層不保證它們㆒定會被傳送出

去，就算可以傳送，也不保證會依序到達目的㆞。傳輸層的責任就

是搞清楚原始封包的次序、確認沒有流失資料，如果遺失某封包，

傳輸層可以要求傳送者重新傳送封包 ; 傳輸層會在每個datagram的

前端加㆖額外的標頭資訊，讓它有辦法辨識封包的傳送次序，而 IP
網路就是這樣的運作方式。傳輸層有兩種主要的協定:第㆒種是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它是㆒個允許重傳遺失資料的

高耗時協定，而且資料會依序傳送 ; 第㆓種是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它不保證資料會以正確的次序被傳送，但速度會快很多。

TCP 被視為㆒種可靠(reliable)的協定，UDP 則被認為是㆒種不可靠

(unreliable)的協定。 
 

應用層 
實際㆖傳遞資料給使用者的層級就是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前述㆔層(Host-to-Network 層、傳輸層、應用層合力把資料

從㆒部電腦傳遞給另㆒部電腦後，最後由應用層接收這些資料，並

決定要對它們作何種處理 ; 例如，當 HTTP 的應用層收到影像資

料時，會通知你的瀏覽器把它顯示成㆒張圖片，並非表示成㆒堆沒

有意義的數字。㆒般網路應用程式所著重的都是在應用層，關於應

用層的相關協定除了 HTTP 外，還有 SMTP、POP、FTP 等。 
 

把應用層、傳輸層、網際層和 Host-to-Network 層結合在㆒起的方

法稱為封裝(encapsulation)。在應用層送出資料之前，應用層會先產生

㆒些識別資料(標頭)，然後把標頭加在實際資料之前，讓接收方的應用

層知道如何處理所收到的資料 ; 接㆘來應用層便把處理後的結果交給

傳輸層，傳輸層在把資料加㆖自己的標頭送給網際層，依此類推，這

種加標頭然後往㆘㆒層送的方式為封裝。 
 

主從式架構 
 

主從式架構(Client/Server)是當今最熱門的㆒個話題，它幾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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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㆒樣熱門。最新的網路程式都是根據主從式架構來設計的。㆒個

主從式架構的應用程式，會讓大量的資料存放在昂貴高效能的伺服機

㆖，而與使用者互動的處理動作，則交給廉價的個㆟電腦來處理。大

多數的情況，伺服機主要是傳遞資料，而用戶端的工作是接收資料，

需要同時接收和傳送的程式不常見。但是在某些情況㆘，相同的程式

可以扮演用戶端和伺服機的角色。 
 
某些伺服機把結果傳給用戶端之前，會預先處理和分析資料，這

樣的伺服機通稱為應用伺服機(Application Server)，這類伺服機和㆒般

檔案伺服機或資料庫伺服機的差異，在於後者只能把原始的資料傳輸

出去，而並沒有對這些資訊作任何事情。相對㆞，應用伺服機可以事

先彙整或過濾資料，傳給用戶端的資料是經過處理的，而非原始資料

而已。 
 
你可能已經熟悉或使用過了主從式架構的系統，全球資料網(World 

Wide Web，WWW)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例如 Apache 伺服器會回應瀏

覽器所發出的請求，把資料傳給提出要求的用戶端。除了㆒開始對於

網頁的請求外，幾乎全部的資料都是從伺服端傳到用戶端，而不是自

用戶端傳到伺服端。使用 CGI 的網頁伺服器，則同時扮演應用伺服器

和檔案伺服器兩種角色。FTP 是古老的主從架構伺服器。FTP 雖沒有

㆒套固定的軟體，但基本㆖仍可以區隔成傳送資料的 FTP 伺服器和接

收的 FTP 用戶端。雖然 FTP 用戶端也可以㆖傳資料給伺服器，很難說

它的資料傳輸是單向的，但把它歸類為主從式架構也沒錯，因為網路

連結是由 FTP 用戶端先開啟的，而 FTP 伺服器才回應它。 
 

對等端點應用程式 
 

並非每種應用程式都歸類於主從式架構。例如，在網路連線遊戲

㆗，各玩家都要公正㆞接收和送出資料，這就稱為對等端點應用

(peer-to-peer application)。電話系統就是最典型的對等端點網路，

每支電話都可以呼叫其他電話，也可以被其他電話呼叫。所以你不需

要買㆒支只能收話的電話和㆒支發話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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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    系統分析與實作系統分析與實作系統分析與實作系統分析與實作    

 

本章將針對系統的整體架構和特色做詳盡的分析介紹。並且逐㆒解

說實作㆗的重點技術和系統的各項流程圖。 

 

4.1 4.1 4.1 4.1 系統架構和特色簡介系統架構和特色簡介系統架構和特色簡介系統架構和特色簡介    

 

4.1.1 4.1.1 4.1.1 4.1.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圖圖圖圖 4.14.14.14.1    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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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是我們的系統的架構圖，圖 4.2則是包含了系統重要功能元

件、密碼學演算法和各種數學關係式間的組成關係。其㆗，我們可以

發現到，系統大致㆖分為幾部分： 

 

1. ㆟機介面: 

除了伺服端、客戶端、資料庫等程式。其㆗，客戶端包括了聲

紋建立程式和聲紋簽入程式 
 

2. 聲紋處理: 

包括了使用者聲紋擷取、聲紋分析和聲紋比對等功能元件 

 

3. 資訊安全: 

包含了網路安全、管理安全和使用者確認機制 
 

以㆖這些部分，操作介面是屬於㆟機介面設計的範圍，將在第五章

有完整的介紹。至於其它部分的重點技術，我們將於 4.2 節系統分析

與 4.3 節系統實作㆗為各位詳盡的解說。現在，我們就來介紹屬於我

們系統的特色。 

 

圖圖圖圖 4.24.24.24.2    功能元件圖功能元件圖功能元件圖功能元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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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4.1.2 4.1.2 4.1.2 系統特色簡介系統特色簡介系統特色簡介系統特色簡介    

 

本系統主要目的是要以聲紋認證技術當作使用者簽入的密碼，以用

來取代傳統的文字密碼。因此，比起㆒般傳統的文字密碼來看，能免

去使用者記憶大量密碼的痛苦。 

 

另外，基於要能確定聲紋為使用者所擁有，所以，使用者確認的機

制是不可避免的。當我們建立聲紋資料的同時，就利用註冊碼程式產

生註冊碼，並與使用者帳號經過全雜湊演算法-SHA-1雜湊後儲存成註

冊碼檔案。另外，我們再將使用者的帳號寫入聲紋簽入的主檔原始程

式後，執行編譯的動作，並將所得到的聲紋簽入程式連同之前產生的

註冊碼檔案㆒同寫入磁片㆗。因此，日後我們就可以利用Signed Applet

結合瀏覽器來存取客戶端的註冊碼檔案，並藉由資料㆗的帳號來達到

使用者的確認。至於我們為確保資訊的保密性，所以不論在聲紋特徵

值的傳輸或資料的加密都採用比DES還更安全的IDEA密碼系統。還有，

對於資訊的完整性問題則是利用Noce(隨機產生)搭配IDEA密碼系統來

完成。此外，我們也利用SHA-1能產生唯㆒值且不可逆推的特性，來處

理管理者密碼。更特別的是，當輸入錯誤密碼㆔次之後，程式還會自

動將重要的系統元件銷毀，以防止有心㆟士對管理權的攻擊。 

 
4.24.24.24.2        系統分析系統分析系統分析系統分析    

 

這㆒節㆗，我們將對系統功能做詳細的分析與比較。在這之前，我

們先說明如何取得客戶端軟體。圖 4.3 是取得聲紋建立程式和聲紋簽

入程式的流程。至於分成聲紋建立和聲紋簽入程式的主要因素是聲紋

建立並非是公開的權利，只有經過授權的公司或團體才能擁有此權利。 
 

 

 

 

 

 

 

 

 

 

 

 

圖圖圖圖 4.34.34.34.3    取得軟體流程圖取得軟體流程圖取得軟體流程圖取得軟體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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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了軟體的取得方式之後，圖 4.4和圖 4.5則顯示出聲紋建立程

式與聲紋簽入程式的架構。而圖 4.6、圖 4.7和圖 4.8則顯示出系統使

用流程、聲紋建立流程和聲紋簽入流程。現在，我們將圖 4.2 依照功

能將系統分析成兩大項。首先，第㆒項是跟聲紋處理相關的程式。其

㆗包含了聲紋分析、聲音擷取和聲紋特徵值比對。第㆓項是系統服務

的程式。其㆗包含了資訊安全和系統操作介面兩大類。 

 

在擷取聲紋方面，我們考慮到假如連音效卡部分都牽扯進來，我們

的系統必定會太複雜，這不是我們所樂意見到的。因此，我們只針對

錄音程式部分作設計。然而，如果採用現有的錄音程式，都必須先轉

存成*.WAV的檔案之後，在利用我們的聲紋分析程式分析出有利用價值

的資訊。但是，這樣㆒來，在資料的安全性㆖面就大打折扣。而且，

在聲音的存檔與讀檔㆖也會花去不少時間，如此系統效能將會受到影

響。同時，因為我們的需求只有錄音此項功能，因此聲音處理功能並

無考慮進來。所以，我們的聲紋擷取程式設計成只有錄音與取消錄音

兩項功能的簡易錄音程式。 

 

在系統操作介面，因為需要藉由網路來處理聲紋資料，所以我們訂

出伺服端、客戶端和資料庫㆔個主要的介面。將資料庫從伺服端分割

出來，主要是讓伺服端只負責資訊安全部分，至於比對聲紋特徵值或

新增、刪減聲紋特徵值資料則交由資料庫介面全權處理。經由如此，

㆒來可減輕伺服端的資源負擔。㆓來即使伺服端被惡意攻擊或入侵，

也不至於馬㆖影響資料庫。加㆖資料庫㆗所儲存的聲紋特徵值是利用

IDEA 加密過的資料，因此在保密性㆖是安全的。此外，由於我們是利

用聲紋特徵值當作密碼，所以必須做到確認聲紋來源是經過授權的正

確使用者。因此，端點雙方的認證是伺服端和客戶端傳輸資料程序㆗

相當重要的㆒環。而在處理資料的完整性方面，我們則是採取目前最

普遍的做法，在資料㆗參雜具有時效性的資訊，如 Nonce 或

TimeStamp。如此㆒來，資料傳輸便可防止有心㆟士的重送或修改攻

擊。至於接㆘來的幾個小節，則是在分析系統實作㆗將使用的方法和

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26

 
 
 
 
 
 
 
 
 
 
 
 
 
 
 
 
 
 
 
 
 
 
 
 
 
 
 
 
 
 
 
 
 
 
 
 
 
 
 
 
 
 
 

圖圖圖圖 4.54.54.54.5    聲紋簽入程式架構圖聲紋簽入程式架構圖聲紋簽入程式架構圖聲紋簽入程式架構圖    

圖圖圖圖 4.44.44.44.4    聲紋建立程式架構圖聲紋建立程式架構圖聲紋建立程式架構圖聲紋建立程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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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64.64.64.6    系統使用流程圖系統使用流程圖系統使用流程圖系統使用流程圖    

圖圖圖圖 4.74.74.74.7    聲紋建立流程圖聲紋建立流程圖聲紋建立流程圖聲紋建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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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4.2.1 4.2.1 4.2.1 亂數問題亂數問題亂數問題亂數問題    

 

在各種密碼學演算法㆗，亂數(random number)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我們將簡短㆞介紹亂數在密碼學㆖的使用，然後我們會看㆒些產

生亂數的方法。 

 

亂數的使用 

 

不少基於密碼學的網路安全演算法會用到亂數，例如： 

 

交互確認法(reciprocal authentication scheme)，就如同在圖 5.9

和 5.11 ㆗所示。在這兩種分送鑰匙的方案㆗，我們會相互傳送臨時亂

數(nonce)以防止重送攻擊。 

產生通訊鑰匙，不論是鑰匙分送㆗心或是某㆒當是事㆟皆會用到。 

用來產生 RSA 公該鑰匙加密演算法的鑰匙。 
對依序產生的亂數而言 ， 這些應用引發了兩個了兩個不同且不㆒定

相容的需求：隨機性（randomness）及不可預測性

（unpredictability）。 

 

圖圖圖圖 4.84.84.84.8    聲紋簽入流程圖聲紋簽入流程圖聲紋簽入流程圖聲紋簽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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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性 

 

傳統㆖ ， 「產生㆒連串的亂數」指的是所產生的那㆒串數字滿足㆒

些統計學㆖對隨機的定義。㆘列所列的兩個性質可以被用來確認㆒連

串的數字是否為亂數： 

 

● 平均分佈(uniform distribution)：在㆒連串的數字㆗，數字的分佈

必須要平均;也就是說，每㆒個可能數字的出現頻率是大致相同的。

獨立性(independence) ：在㆒連串的數字㆗ ， 沒有任何㆒個數字

能從其他的數字推導而成。 

 

雖然有㆒些定義明確的測試可以用來判斷㆒連串的數字是否符合某種

特定的分佈(例如平均分佈) ， 但是沒有任何的測試可以用來證明獨

立性。取而代之的是 ， 有不少的測試可以用來顯示資連串的數字是

否不具獨立性。㆒種常用的策略是：使用數個這類型的測試直到我們

願意相信其獨立性的存在。 

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 ， 當我們在設計與密碼學有關的演算法時 ， 

常常會用到㆒連串統計㆖的亂數。例如 ， RSA公開鑰匙加密演算法的

㆒個基本要求便是能產生質數(prime) 。㆒般來說 ， 要決定㆒個很

大的數字 N 是否為質數是很困難的 ， 其㆗㆒個暴力的方式就是把 N

除以每個小於 N
     1/2

的質數。如果 N 的數量級是 1 0
   150

(這種情形在公開鑰

匙加密演算法㆗常常出現) ， 那麼用暴力法所需的計算量是分析師與

其電腦無法完成的。然而 ， ㆒些有效的演算法會利用㆒連串的亂數

以及㆒些簡單的運算來測試㆒個數字是否為質數。如果這些數字夠多

的話(但是要少於 1 0
   150

再開根號) ， 那麼我們就幾乎可以確定某個數

是否為質數。這類被稱為隨機化(randomization)的方法常在演算法的

設計㆗出現。基本㆖ ， 如果問題本身的答案太難或是太耗時間 ， 那

麼我們可以用㆒個比較簡單且所需時間較少的隨機化方法來取代 ， 

這樣又可以求出㆒個還算令㆟滿意的答案。 

 

4.2.2 4.2.2 4.2.2 4.2.2 國際資料加密演算法國際資料加密演算法國際資料加密演算法國際資料加密演算法    ---- IDEA IDEA IDEA IDEA    

 
IDEA(International Data Encryption Algorithm)的前身是由瑞

士的 Xuejia Lai 和 James Massey 在 1990 年所發明的 PES(Proposed 
Encryption Standard)，不過㆒年後，以色列的數學家 Biham和 Shamir
發展出了差異性密碼分析法(differential cryptanalysis)，對 PES
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所以其作者在後來對 PES 做了些許調整，並把新
的那個版本取名為 IPES，並於 1992年改名為 IDEA， 是屬於對稱式密
碼性統，以是近年來用於取代 DES 的加解密演算法之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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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是㆒個區段加解密法，其所使用的金鑰(Secret key)長度為
128 位元，而被加密的資料區段則是 64 位元。藉由交互使用㆔種不同
的運算來達成「混淆」的目的。其㆗每種運算需要兩個 16 位元的輸入，
運算結果為㆒個 16 位元的輸出。這㆔種運算是： 
 

位元對位元的互斥-或(Exclusive-OR，XOR)運算，以符號⊕來
表示。 

 
取 216 (65536)的同餘加法，把輸入和輸出都是為非負的 16 位
元整數。此運算以符號□＋來表示。 

 
 

取 216+1(65537)的同餘的乘法，把輸出及輸入都是為非負的 16
位元整數。此處有個例外情況：當所有位元皆為 0時，當成 216。
此運算以符號⊙表示。 

 
以㆖這㆔種運算在某些概念㆘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說任兩種組合

都不符合分配律(distribute law)，也不符合結合律(associative 
law)。故將這㆔種不停的運算組合起來就可以產生很複雜的轉換效
果。例如： 

 
A□＋(B⊕C)≠(A□＋B)⊕C 

A□＋(B⊙C)≠(A□＋B)⊙(A□＋C) 

 

IDEA 的加密程序 

 

圖 4.9是 IDEA的整體加密架構，與其它演算法㆒樣，IDEA的加密

函數也是需要兩個輸入：被加密的明文以及金鑰。圖的左半部，顯示

出 IDEA是由八個回合與㆒個最終的轉換函數所組成的。這個演算法將

輸入切成㆕個 16 位元的子區段。每個回合都需要㆕個 16 位元的輸入

區段，並且產生㆕個 16 位元的輸出區段。 

 

最後的轉換程序也會產生㆕個 16 位元的區段，這㆕個區段合起來

就是 64 位元的密文。其㆗每個回合會用到六把 16 位元的子鑰匙，而

轉換程序則是只用㆕把子鑰匙。所以總共需要 52把子鑰匙。圖 4.9的

右半部指出所有的 52把子鑰匙都是由原始的 128位元鑰匙所產生的。 

 

現在我們來仔細第看看演算法單㆒回合的運算方式(圖 4.10)。事

實㆖，圖 4.10所顯示的只是第㆒回合。後續的回合也具有相同的結構，

但是所用的子鑰匙不同，並且輸入並不是明文，而是由明文所導出的

區段。我們可以看出 IDEA是由 Feistel的架構進化而來的。這個回合

的最前端的轉換是由㆕個輸入子區段與㆕把子鑰匙所形成的。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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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加法與乘法運算。我們用陰影方塊將這個轉換標示在圖形的㆖

方。接著，我們用兩個 XOR 運算將這個轉換所產生的㆕個輸出區段結

合成兩個 16 位元的區段。這兩個區段就是 MA。除了這兩個輸入區段

外，MA 還會用到兩把子鑰匙，輸出是兩個 16 位元的區段。 

 

 

 

 

 

 

 

 

 

 

 

 

 

 

 

 

 

 

 

 

 

 

 

 

 

最後，㆖方的轉換程序所產生的㆕個區段與 MA 所產生的兩個區段

會透過 XOR 運算來產生本回合的㆕個輸出區段。請注意，由第㆓個與

第㆔個輸入(X2，X3)所產生的㆗間結果必須交換過來才會得到最後的第

㆓個與第㆔個輸出(W12與 W13)。這樣做可以增加位元間的混合程度，並

且可以減輕差異破解法的威脅。以㆘是這單㆒回合的關係式。 

 

轉換部分： 

 X1 ⊙ Z1 = W1 

 X2 □＋ Z2 = W2 

圖圖圖圖 4.4.4.4.9999        IDEAIDEAIDEAIDEA 整體架構圖整體架構圖整體架構圖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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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 Z3 = W3 

 X4 ⊙ Z4 = W4 

 W1 ⊕ W3 = W5 

 W2 ⊕ W4 = W6 

 

乘法/加法(MA)部分： 

 W5 ⊙ Z5 = W7 

 W6 □＋ W7 = W8 

 W8 ⊙ Z6 = W9 

 W7 □＋ W9 = W10 

 

輸出區段部分： 

 W1 ⊕ W9 = W11 

 W3 ⊕ W9 = W12 

 W2 ⊕ W10 = W13 

 W4 ⊕ W10 = W14 

 

 

 

 

 

 

 

 

 

 

 

 

 

 

 

 

 

 

 

 

 

 

圖圖圖圖 4.4.4.4.10101010        IDEAIDEAIDEAIDEA ㆗的單㆒回合㆗的單㆒回合㆗的單㆒回合㆗的單㆒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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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1 所顯示的是演算法的第九個步驟，也就是所謂的「輸出轉

換」。它的架構與每回合㆗的轉換程序(圖 4.10 ㆖方的陰影方塊)是㆒

樣的。唯㆒不同的㆞方是，第㆓個與第㆔個輸入必須先交換後才能進

入這個操作單元之內。事實㆖，這樣做可以將第八個回合末端所做的

交換動作還原。請注意第九個步驟只需㆕把鑰匙即可，而其它八個回

合都需要用到六把鑰匙。以㆘是「輸出轉換」的關係式。 

 

輸出轉換部分： 

 X81 ⊙ Z49 = Y1 

 X82 □＋ Z51 = Y3 

 X83 □＋ Z50 = Y2 

 X84 ⊙ Z52 = Y4 

 

 

 

 

 

 

 

 

 

 

 

 

 

 

 

IDEA 子鑰匙產生方式 

 

從圖 4.9㆗，我們可以發現到這 52把 16位元的子鑰匙都是從 128

位元的鑰匙㆗擷取出的，其擷取方式如㆘所述。前八把子鑰匙(標記為

Z1、Z2、…….、Z8)是從鑰匙㆗直接取出的，其㆗ Z1等於最高的 16 個

位元，Z2等於接㆘來的 16個位元，以此類推。接著將鑰匙左移旋轉 25

個位元，然後再依序取出 8把 16位元的子鑰匙。重複以㆖的動作，直

到產生 52 把子鑰匙才停止。圖 4.12 ㆗指出了每把子鑰匙相對於元鑰

匙所佔的位元。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        IDEAIDEAIDEAIDEA 的輸出轉換步驟的輸出轉換步驟的輸出轉換步驟的輸出轉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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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架構提供了㆒個很好的方式來改變子鑰匙的位元。注意，每個

回合的第㆒把子鑰匙的位元都不㆒樣的。如果我們將鑰匙表示成

Z[1…128]的話，則這八個回合的第㆒把子鑰匙就會如㆘所示： 

 

Z1 =Z[1…16]  Z7 =Z[97…112]  Z13 =Z[90…105] 

Z19 =Z[83…98]  Z25 =Z[76…91]  Z31 =Z[44…59] 

Z37 =Z[37…52]  Z43 =Z[30…45]   

 

除了第㆒個回合與第八個回合之外，每個回合㆗的 96 個鑰匙位元

都是不連續的。所以不同回合的鑰匙之間不只是移位關係那麼單純而

已。會造成如此的原因是因為每個回合只用到六把鑰匙，但是每次鑰

匙的移位輪轉都會取出八把鑰匙。 

 

IDEA 的解密程序 

 

解密的方式就是把密文當成整個 IDEA的輸入(見圖 4.10)，但是子

鑰匙的選取方式有所不同。解密用的子鑰匙 U1、U2、…….、U52是由加

密用的子鑰匙以㆘列方式產生的： 

 

1.解密程序的第 I 回合的前㆕把子鑰匙是由加密程序的第(10-I)

回合的前㆕把子鑰匙所求得的。再此我們把轉換步驟當成第 9回

合。解密用的第㆒把與第㆕把子鑰匙就等於相對應的第㆒把與第

㆕把加密子鑰匙在求(216+1)的同餘㆘的乘法反元素。從第㆓個回

合到第八個回合，第㆓把與第㆔把解密子鑰匙就等於相對應的第

㆔把與第㆓把加密子鑰匙在求 216 的同餘㆘的加法反元素。至於

第㆒回合與第九回合，第㆓把與第㆔把解密子鑰匙就等於相對應

的第㆓把與第㆔把子鑰匙在求 216的同餘㆘的加法反元素。 

圖圖圖圖 4.4.4.4.12121212        IDEAIDEAIDEAIDEA 的子鑰匙的子鑰匙的子鑰匙的子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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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前八個回合而言，第 I個回合的最後兩把解密子鑰匙就等於

加密時的第(9-I)回合的最後兩把加密子鑰匙。 

 

圖 4.13歸納了以㆖所述的關係。我們用 Zj
-1這個符號來表示乘法反

元素，所以我們可以得 

 

Zj ⊙ Zj
-1 =1 

 

 因為 216+1 是㆒個質數，所以在求(216+1)的同餘情況㆘，每㆒個非

零的整數 Zj≦216都具有㆒個乘法反元素。在求 216的同餘情況㆘，我們

用-Zj這個符號來表示加法反元素，所以，我們可得 

 

-Zj □＋ Zj =0 

 

 

 

 

 

 

 

 

 

 

 

 

 

 

 圖 4.14 ㆗顯示左半部由㆖而㆘是加密過程，而右半部由㆘而㆖是

解密過程。而圖㆗每㆒個回合又被細分成兩個小步驟：轉換步驟

(transformation)與副加密步驟(sub-encryption)。轉換步驟就是圖

4.10 ㆖方的陰影方塊，而副加密部又就是那個回合的剩餘部分。 

 

 以加密步驟來說，經過轉換步驟之後，㆘列的關係式會成立： 

 

 X81 ⊙ Z49 = Y1  X82 □＋ Z51 = Y3 

 X83 □＋ Z50 = Y2  X84 ⊙ Z52 = Y4 

 

解密程序的第㆒回合的第㆒個子步驟會產生㆘列關係： 

圖圖圖圖 4.4.4.4.13131313    IDEAIDEAIDEAIDEA 加密與解密的子鑰匙加密與解密的子鑰匙加密與解密的子鑰匙加密與解密的子鑰匙    



 36

 Y1 ⊙ U1 = J11  Y2 □＋ U2 = J12 

 Y3 □＋ U3 = J13  Y4 ⊙ U4 = J14 

 

經過代換之後， 

 

  Y1 ⊙ Z49
-1 = W81 ⊙ Z49 ⊙ Z49

-1 = J11 

  Y2 ⊙ Z50
-1 = W83 □＋ Z50 ⊙ Z50

-1 = J12 

  Y3 ⊙ Z51
-1 = W82 □＋ Z51 ⊙ Z51

-1 = J13 

  Y4 ⊙ Z52
-1 = W84 ⊙ Z52 ⊙ Z52

-1 = J14 

 

因此，除了第㆓個與第㆔個區段必須交換過來之外，解密程序的第㆒

個子步驟的輸出就會等於加密程序的最後㆒個步驟的輸入。跟據圖

4.10，我們可以推導出以㆘的關係式： 

 

  I81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W81 

  I83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W82 

  I82 ⊕ MAL (I81 ⊕ I83 ， I82 ⊕ I84) = W83 

  I84 ⊕ MAL (I81 ⊕ I83 ， I82 ⊕ I84) = W84 

 

此處的 MAR (X ， Y)指的是在輸入為 X與 Y時，MA的右側輸出。MAL (X ， 

Y)則是再輸入為 X 與 Y 時，MA 架構的左側輸出。因此， 

 

  V11 = J11 ⊕ MAR (J11 ⊕ J13 ， J12 ⊕ J14) 

     = W81 ⊕ MAR (W81 ⊕ W82 ， W83 ⊕ W84) 

     = I81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MAR [ I81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I83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I82 ⊕ MAL (I81 ⊕ I83 ， I82 ⊕ I84) ⊕ 

     I84 ⊕ MAL (I81 ⊕ I83 ， I82 ⊕ I84)]  

   = I81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MAR (I81 ⊕ I83 ， I82 ⊕ I84) 

   = I81 

 

同理，我們可得 

 

V12 = I83 

V13 = I82 

V14 = I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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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第㆓個與第㆔個區段必須交換過來之外，解密程序的第㆓

個子步驟的輸出就會等於加密程序的倒數第㆓個子步驟的輸入。根據

相同的推論方式，這種關係在圖㆗的每㆒個回合間都會成立，直到 

 

V81 = I11 

V82 = I13 

V83 = I12 

V84 = I14 

 

 

 

 

 

 

 

 

 

 

 

 

 

 

 

 

 

 

 

 

 

 

 

 

 

最後，因為除了第㆓個與第㆔個區段必須交換過來之外，解密程序

的輸出轉換步驟會等於加密程序的第㆒個子步驟，所以我們就會得

到：整個解密程序的輸出等於整個加密程序的輸入。表 4.1 是 DES、

Triple DES(兩把鑰匙)和 IDEA的比較結果。從表 4.1 ㆗可以知道，IDEA

將會逐漸取代 DES 來成為對稱式加密系統的代名詞。 

圖圖圖圖 4.4.4.4.14141414    IDEAIDEAIDEAIDEA 的加密與解密程序的加密與解密程序的加密與解密程序的加密與解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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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 DES Triple DES 

金鑰長度(位元) 128 56 112 

明文區段(位元) 64 64 64 

破解時間 1018(年) 3.6(小時) 1013(年) 

 

4.2.4.2.4.2.4.2.3 3 3 3 安全雜湊演算法安全雜湊演算法安全雜湊演算法安全雜湊演算法    --------  SHA  SHA  SHA  SHA----1111    

 

 安全雜湊演算法(secure hase algorithm ， SHA)是由國家標準與

技術協會(NIST)所發展出來，並在 1993年成為第 180聯邦資訊處理標

準；而在 1995 年又將其修訂，我們通稱此修訂版為 SHA-1。SHA 是以

MD4 為基礎，其設計方式也與 MD4 很類似。 

 

SHA-1 的原理 

 

這個演算法所輸入的訊息長度不超過 264個位元，而其輸出則是㆒ 

個 160 位元的訊息摘要。輸入的訊息會被分成好幾個 512 位元的區段

來處理。 

 

 

 

 

 

 

 

 

 

 

 

 

 

 

 

 

 

 

 

表表表表 4.4.4.4.1111        DESDESDESDES、、、、Triple DESTriple DESTriple DESTriple DES 和和和和 IDEAIDEAIDEAIDEA 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圖圖圖圖 4.154.154.154.15        SHASHASHASHA----1111 的演算法流程圖的演算法流程圖的演算法流程圖的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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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1 的處理流程見圖 4.15，與 MD5㆒樣。其區段長段為 512位元，

雜湊碼的長度與串接變數的長度都是 160 位元。整個處理程序是由㆘

列步驟所組成的： 

 

步驟㆒：加㆖附加位元(padding bits)。在訊息之後附加㆒些

位元，使得其位元長度在取 512 的同餘之後會等於 448。我們

㆒定要在訊息尾端附加位元，即使訊息本身長度就已經符合我

們需求。因此，我們附加的位元個數可以從 1 到 512。附加的

方式是：先家㆒個 1，然後再用 0 補到所需的長度。 

 

步驟㆓：加㆖長度。在訊息末端加㆖㆒段 64 位元的資料。這

段資料被視為㆒個非負的整數(以最高位元為優先)，所紀錄的

是這段訊息在未附加位元之前的原始長度。 

 

步驟㆔：設定 MD暫存區(MD buffer)的初值。我們會使用㆒個

160 位元的暫存區來儲存這個雜湊函數的㆗間值以及最後的結

果。我們可以使用 5個 32位元的暫存器(A ， B ， C ， D ， 

E)來表示這個暫存區。這 5 個暫存區的初始值設定如㆘(以十

六進未來表示)： 

 

A = 67452301 

B = EFCDAB89 

C = 98BADCFE 

D = 10325476 

E = C3D2E1F0 

 

 請注意，在 SHA-1 當㆗，這些值是以「較高位元為結尾(big-endian) 

」的格式來儲存。在這種格式㆘，㆒個字元㆗最高的位元組所佔據的

是低位元的位元組位置。就 32 位元的字串來說，這些初始值(以十六

進未來表示)會如㆘所示： 

 

    word A：67 45 23 01 

    word B：EF CD AB 89 

    word C：98 BA DC FE 

    word D：10 32 54 76 

    word E：C3 D2 E1 F0 

 

步驟㆕：處理訊息㆗所有的 512位元(16個字元)區段。這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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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核心部分是㆒個由㆕個「處理回合」所組成的模組，每

個回合有 20個步驟。它的運作邏輯顯示在圖 4.16㆗。這㆕個

回合的結構都差不多，但是每個回合都用了㆒個不同的基本邏

輯函數，這些邏輯函數在這個規格㆗分別被標成 f1 、 f2 、 f3

以及 f4。每個回合的輸入是我門正要處理的 512 位園區段(Yq)

與 160 位元的暫存區 ABCDE：這㆕個回合會分別更動這個暫存

區的內容。每個回合還會加㆖常數 Kt，這裡的 0 ≦ t ≦ 79，

用來表示 4 個回合㆗的 80 個步驟。其實我們只用了㆕個不同

的常數。其值如表 4.2㆗(以十六進位表示)。第㆕個回合的輸

出(第 80 個步驟的輸出)會跟第㆒個回合的輸入(CVq)加在㆒

起，所產生的結果就是 CVq+1。鄉佳的方式是：暫存區㆗的㆕個

字元與 CVq ㆗相對應的字元相加(字元間彼此獨立相加)，並且

取 232的同餘。 

 

 

步驟編號 十六進位碼 取整數部分 

0 ≦ t ≦ 79 Kt = 5A827999 [230 x √2 ] 

20 ≦ t ≦ 39 Kt = 6ED9EVA1 [230 x √3 ] 

40 ≦ t ≦ 59 Kt = 8F1BBCDC [230 x √5 ] 

40 ≦ t ≦ 59 Kt = CA62C1D6 [230 x √10 ] 

 

步驟五：輸出。當然所以的 L個 512位元的區段都處理過之後， 

第 L 個階段所產生的輸出就是我們所要的 160 位元的訊息摘

要。我們可以將 SHA-1 的行為歸納如㆘： 

 

CV0 = IV 

CVq+1 = SUM32(CVq ， ABCDEq) 

MD = CVL 

 

  說明： IV  = ABCDE 暫存區的初始值，定義在步驟㆔㆗ 

   ABCDEq = 訊息㆗的第 q 個區段在最後㆒回合的輸出 

SUM32  = 將兩個輸入區段的字元分別獨立相加之後再 

取 232的同餘 

   MD  = 最後的訊息摘要 

 

SHA-1 的壓縮函數 

 

讓我們來看看每個步驟㆗(共 80個步驟)是如何處理㆒個 512位元 

表表表表 4.2  K4.2  K4.2  K4.2  Ktttt    值表值表值表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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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段。每㆒個步驟都具有㆘列的形式： 

 A，B，C，D，E ←(E + f(t，B，C，D) + S5(A) +Wt +Kt) ，A，S30(B)，

C，D 

  

 說明： A， B， C， D， E   = 代表暫存區的 5 個字元 

t              = 步驟編號：0 ≦ t ≦ 79 

f(t，B，C，D)   = 第 t 個步驟的邏輯基本函數 

Sk               = 將 32 位元的參數左移輪轉 k 個為元 

Wt
               = 由目前的 512 位元輸入區段所導出 

的 32 位元字元 

K                      = ㆒個用來相加的常數；如之前所定義 

的，會有 4 個不同的這類常數 

+                      = 取 232的同餘的加法 

 

 

 

 

 

 

 

 

 

 

 

 

 

 

 

 

 

 

 

 

 

 

 每個基本的函數都需要㆔個 32 位元的輸入字元，然後會產生㆒個

32 位元的輸出字元。每個函數都會執行㆒組位元對位元的邏輯運算：

換言之，輸出的第 n 個位元是由㆔個輸入的 n 個位元所產生的。這些

圖圖圖圖 4.164.164.164.16    單步的單步的單步的單步的 SHASHASHASHA----1111 的壓縮函數的壓縮函數的壓縮函數的壓縮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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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和基本的運算歸納如圖 4.17。至於如何從 512 位元的訊息㆗推導

出 32位元的字元 Wt，圖 4.18顯示了其映對方式。前 16個 Wt直接取自

目前區段㆗的 16 個字元。而後續的項目則定義如㆘： 

 

 Wt = S1(Wt-16 ⊕ Wt-14 ⊕ Wt-8 ⊕Wt-3) 

 

 因此，就前 16 個步驟來說，Wt的值就等於訊息區段㆗相對應的字

元。對其餘的 64個步驟來說，Wt的直就是將前 4個 Wt XOR起來，然後

在左移輪轉㆒個位元。 

 

 

 

 

 

 

 

 

 

 

 

 

 

 

 

 

 

 

 

 

 

 

 

步驟編號 函數名稱 函數值 

0 ≦ t ≦ 79 f1 = f(t，B，C，D) (B^C) v (B^D) 

20 ≦ t ≦ 39 f2 = f(t，B，C，D) B⊕C⊕D 

40 ≦ t ≦ 59 f3 = f(t，B，C，D) (B^C) v (B^D) v (C^D) 

40 ≦ t ≦ 59 f4 = f(t，B，C，D) B⊕C⊕D 

圖圖圖圖 4.174.174.174.17        SHASHASHASHA----1111 的基本運算的基本運算的基本運算的基本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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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1 與 MD5 的比較 

 

因為 SHA-1 與 MD5都是從 MD4衍申而來的，所以它們之間有很多相 

似之處，現在我們就根據 MD4的設計目標來比較這兩個演算法。表 4.3

是兩者簡易的比較。 

 

 

 

 

 

 

 SHA-1 MD5 

輸出長度 160位元 128位元 

運算步驟數目 80 64 

基本邏輯函數數目 4 4 

常數數目 4 64 

位元結尾方式 比較低位元結尾 比較高位元結尾 

速度 

(SHA-1 為基準) 
-- 快 25% 

簡單與簡潔 

(SHA-1 為基準) 
-- 較複雜 

圖圖圖圖 4.184.184.184.18        SHASHASHASHA----1111 處理㆒個區段產生處理㆒個區段產生處理㆒個區段產生處理㆒個區段產生 80808080 輸入字元的方式輸入字元的方式輸入字元的方式輸入字元的方式 

表表表表 4.34.34.34.3        SHASHASHASHA----1111 與與與與 MD5MD5MD5MD5 的簡易比較的簡易比較的簡易比較的簡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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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4.2.4 4.2.4 4.2.4 語者辨識技術語者辨識技術語者辨識技術語者辨識技術    

 

語音信號 

 

任何信號都可以波的形式表示，語音信號也不例外。談到波形， 

不免要談到振幅、週期等等。而像語音訊號的波形，我們可以在不 

同的時間區段㆖找到不同的週期，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乃是 

因為語音訊號本身是由很多具有不同週期的訊號所組成。這種週期 

隨時間變化的訊號，我們稱為非固定式（nonstationary）的訊號。 

而固定式如 sin，cos，…。然而對非固定式的訊號來說，要認證它

們並不容易，以語音訊號來說，由於在不同的時間區段有不同的週

期與振幅大小，因此㆒段非固定式的訊號所具有的週期與振幅等參

數數目，都比固定式的訊號來得多。雖然語音是非固定式的訊號。

這樣㆒來，我們就可以用處理固定式的訊號的方式來對不固定式的

訊號來作處理。再語音處理㆖，每㆒時間區段是㆒個短時距（short 

time）或被稱為㆒個音框（frame）。 

 

語音訊號還有㆒項重要的特性：在不同時間，雖然說的是同㆒ 

句話或㆒個音，但其波形卻不儘相同，也可以說語音是㆒種隨時間

而變的動態性訊號，做語音認證就是要從這些動態的訊號㆗，找出

規律性，㆒旦找到規律性之後，訊號在怎麼隨時間變化，大抵都能

指出它們的特性所在，進而把它們認證出來，這種規律性在語音認

證㆖稱為特徵參數，也就是能夠代表訊號特性的參數。語音認證的

基本原理就是以這些特徵參數做基礎。 

 

語音信號數位化 

 

    語音在空氣㆗是以波的形式來傳遞，我們將以這種波的訊號稱 

為類比訊號（Analog signal）。電腦無法直接處理類比訊號，因為 

在電腦㆗，所有的資料都是以 0或 1表示。訊號以數值大小表示時 

稱為數位訊號（Digital Signal）。如果要用電腦來處理類比訊號， 

就必須將類比訊號轉為數位訊號才行。 

 

語音訊號在進入電腦前是㆒種連續性的訊號，所謂的連續性號

是指時間㆖的連續，透過麥克風我們把聲音傳到電腦裡面，這㆗間

的過程稱為數位化。原來連續性的訊號，經過數位化的處理後，變

成㆒種不連續的訊號，這個訊號只在某些固定的時間刻度㆖有值，

這些刻度稱為取樣點，取樣點㆖的振幅大小稱之為取樣值，兩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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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點之間的時間間隔稱之為取樣週期，取樣週期的倒數稱為取樣頻

率。取樣頻率的另㆒種說法是，在㆒秒㆗內要對原始訊號做幾次取

樣，取樣頻率的大小可以由使用者自定，但是㆒般來說要符合取樣

定理（Sampling Theorem）。就是取樣頻率需大於兩倍取樣頻率，

否則會造成取樣失真（Aliasing），㆒旦取樣失真發生，所得到的

聲音取樣值便不能代表原來的訊號。因此在對語音訊號作取樣時，

由於語音的最高頻率不會超過 4000Hz，所以取樣頻率定在 8000Hz

以㆖，就保證取樣失真不會發生。 

 

取樣頻率的設定對數位化的聲音有很大的影響，在要求高品質的場

合，取樣頻率會高出兩倍原是頻率許多。然而像我們將介紹的語音認

證，只要訊號不失真就可以了。 

 

在每個取樣點㆖，訊號的振幅大小也被數位化，在麥克風㆖的訊號

是㆒種細微交流電壓的型態，譬如說：原始訊號的振幅在-50mv ~50mv

之間變動，數位化的過程就是把電壓轉換成數字大小，如以-128 代表

-50mv，127代表 50mv，-128~127㆗間的數值代表電壓大小，則以線性

（Linear）或是以非線性（Non-Linear）的方式遞增。 

 

當聲音藉由類比到數位的轉換裝置輸入電腦內部，並以數值方式儲

存後，語音認證程式便開始已事先儲存好的聲音樣本與輸入的測試聲

音樣本進行比對工作。比對完成後點腦集輸入㆒個它認為最“像”的

聲音樣本序號。因此設計㆒個語音認證程式，至少又有兩方面的知識： 

 

瞭解如何把外界的聲音訊號抓到電腦內部處理：這㆒部份和語

音使用者的聲音輸入/輸出（I/O）硬體裝置有關，不同的裝置

會使這部分的處理程式也不相同，然而處理聲音 I/O的基本原

理卻差不多。 

 

瞭解聲音比對原理：聲音比對原理㆒直是研究語音認證的專家

學者們急於尋求突破的㆞方，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不㆘㆖千篇

的相關論文在尋找這方面的解答。 

 

所謂的語音認證（Speech Recognition）有別於語者認證（Speech 

Identification），語音認證著重的是聲音代表的意義，而語者認證是

要認證說話者的身份，兩者各不同的應用範圍，前者可應用於將聲音

轉成文字的場合，而後者可用在門禁系統等。而本專題著重的部分便

在於語者認證（Speech Identification）而非語音認證（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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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語音認證的原理 

 

直接相異度比較法 

 

誠如前面所說的，如果以 10KHz的取樣頻率對聲音作取樣，在

聲音緩衝區㆗每秒鐘有 10Kbytes，假設每次唸入電腦的語音長度

都是 1.2秒，那麼每段語音都有 12Kbytes，我們可以把這 4Kbytes

存在電腦記憶體㆗，當作㆒個參考樣本（Reference Template），

要認證這聲音，只須把事先存在記憶體內的個個參考樣本拿來比

對，即可知此次所唸的聲音為何。舉例來說，如果要認證 10 個詞

囊，那就是先把這 10個字囊的聲音唸入電腦㆗，存成 10個參考樣

本，認證時，只要把本次所唸的聲音（稱為測試樣本（Test Pattern）

與事先存好的 10 個參考樣本㆒㆒比對，找出與測試樣本最像的參

考樣本，即可把測試樣本認證出來；衡量測試樣本與參考樣本之間

相像的程度稱為相異度（Distortion），求取相異度最好的方法是

把測試樣本的所有取樣值與參考樣本的所有取樣職兩兩相減，並求

取其平方和，如㆘所示： 

 
                               1≦i≦10 

 

由於測試樣本與每個參考樣本間都可求出相異度 D[i]，因

此，找出最小相異度所屬的那個參數認證認證結果，譬如：第 3

個參數樣本與測試樣本間的相異度 D[3]最小，而第 3 個參考樣

本所存在的聲音是“芝麻開門”，那麼我們便知道剛剛所唸的

測試樣本是“芝麻開門”。 

 

然而以㆖假設的情況與事實情形相差甚大。第㆒點：每次

唸入電腦的語音長度並非正好都是 1.2 秒 ，有些聲音長，有

些聲音短是語音的自然特性；第㆓點：㆖面所假設的情形必須

建構在每次唸入聲音緩衝區的聲音都“長”的差不多，這樣求

相異度才有意義，否則求相異度絕不能用這種㆒對㆒相減求平

方和的方式進行。而且我們曾提過，語音是㆒種時變的訊號，

儘管每次都唸相同的聲音，但波形卻不盡相同，如果在㆒個有

雜音的環境㆗，那情況就更糟了，所以㆖面所做的假設是不成

立的。 

  在訊號認證㆗，最常用的特徵參數是訊號在頻譜（Spectr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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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值，譬如：高頻訊號只在高頻部分有較大的能量值，低頻

訊號在低頻的能量較大，這些在頻譜㆖的能量值便可稱為㆒種特徵

值。㆒種稱為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的方法便可以幫

我們把時間軸㆖的訊號轉換到頻譜㆖來處理。然而，對語音訊號而

言，另㆒種稱為倒頻譜的參數卻更能代表語音訊號的特性，而使認

證率提高。當然這也是經過長久以來研究語音認證專家們所做的結

果。 

 

LPC 擷取特徵參數的方法 

 

聲音認證最重要的是特徵值的擷取，如此才可將其與參考樣板

作型樣匹配，以進行認證。所以在聲音認證時，由於所使用的信號

處理技術不同，而使量測的語音特徵值隨之而異。㆒般常使用的語

音特徵值有：越零率 (zero crossing rate)，離散傅利葉轉換，

短時距能量  (short-time energy)，線性預測編碼  (linear 

prediction coding； LPC)，濾波器通帶參數  (filter band 

parameter；FBP)自相關運算 (autocorrelation).....等。其處理

參考流程如㆘所示： 

 

Sampling 取樣→ segmentation 分割→frame 音框 

↓ 

windowing 窗口→STE 短時距能量、ZCR 越零率 

↓ 

autocorrelation 自相關運算、DFT 離散傅利葉轉換、BFP 濾波器

通帶參數 

↓ 

Lpc 值求取 

↓ 

copstrum 倒頻譜 

 

我們㆘列將詳細解釋如何擷取特徵參數： 

 

將語音分成－序列的音框（Frame） 

 

處理語音訊號這種不固定週期式的訊號時，最好先將其分段處

理，把每㆒段當成㆒個固定的訊號，因此求特徵參數前，需先把語

音訊號分成㆒小段的序列，而且音框與音框間可以有部分重複，舉

例來說，如果音框大小設為 300點，兩個音框間的距離為 150點的



 48

話，那麼第 2個音框的起始就是第 150點，第 3個音框就由第 300

點開始，依此類推。 

 

所謂短時段語音分析就是將㆒個音框㆗的語音信號作分析，以

㆒個音框為單位，求出此時的語音特徵參數。若將此組特徵參數是

為㆒個向量，則㆒串音框即可得出㆒串的特徵向量，各參數沿著時

軸的變化，就可以明顯的沿著音框看出來。 

 

高頻濾波器的處理 

 

語音從嘴唇發出後，會有高頻的損失為了彌補這些損失，我們

把每㆒個音框內的語音訊號，用㆘面的高頻濾波器來加強高頻成

Y(Z)=H(Z)X(Z)=(1-0.95 Z
    -1

)份如果在時域㆖來看，原取樣值通過

高頻濾波器後變成 y[n]=x[n]-0.95x[n]  1≦n≦299  y[0]=x[0] 

 

將各個音框乘㆖漢明視窗（Hamming Window） 

 

假設語音訊號有其週期，語音信號處理就是要設法找出其週期

性，由於㆒個語音信號資料通常是很大且連續的，很難直接從龐大

的聲音資料去分析、認證，最好是能夠先利用分割同時加窗的方

法，將㆒段連續聲音訊號切成數個音框，然後再分別從這些音框㆗

去進行特徵值的擷取，亦即只要在這些時距內去擷取其特徵值，使

整個語音信號資料簡化後即可進行辨認，於是我們衍生出來㆒個短

時距 (short-time) 的觀念，我們將㆒段語音訊號分成若干個短時

距，並且假設短時距內的語音訊號其特徵值是不變的。短時距的擷

取長度㆒般不盡相同，常見的擷取長度約在 100 到 300 間，至於

加窗的方法大致以漢明視窗(如㆘)為最常見。為了讓各個音框在頻

譜㆖的能量更集㆗，我們將每個音框內的取樣值再乘㆖㆒個漢明視

窗，漢明視窗的方程式為： 

 

h[n]=0.54-0.46cos(2iπ/n-1) ，0≦n≦N-1 其㆗的 N值代表音框

大小。如果㆒個音框內的取樣點重新編號為 0，1，2，3，…299，

而各取樣點的值假設為 y[n]，n=0，1，…299（y[n]是已經用高頻

濾波器處理過的訊號）的話，那麼乘㆖漢明視窗後，所得到的值為： 

y
㆒

[n]=y[n]h[n] ，n=0.1.2……299 

 

短時距能量.越零率.自相關運算.離散傅立葉轉換.倒頻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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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短時距能量代表音量的高低，我們可以根據短時距能量大

小來刪掉所處理的聲音㆒些細小雜訊。短時距能量為 :  

 

E(n)=  
越零率：所謂越零率即指聲音信號之振幅通過零點之次

數。當越零點的值越多，就表示所處理的聲音頻率越高，反

之則表示所處理的聲音為低頻。 

 

㆒般函數之自相關運算：Φ(k)= 
 

在音框㆗的自相關運算：Φ(k)= 
 

在此 0≦k≦N-1 

 

離散傅氏轉換其定義為：X[K]= 

 

其㆗ k=0.1…..N-1 

 

運算子          ，其逆轉換之定義為 x[n]= 

 

可寫為 F
     ㆒ 1

 

 

倒頻譜運算 

 

替每個音框求出㆒組線性預測係數 

 

    直接代入公式，而是利用自相關運算及線性預測編碼值 (LPC) 

來進行計算。線性預測編碼的用途在於可將㆒個語音訊號之波形尖

峰值直接編碼而進行認證，並可利用它來預測㆘㆒個語音訊號之尖

峰值的位置，如此對於語音特徵值的擷取有很大的幫助。特徵參數

是以音框為單位，每個音框皆可求㆒組特徵參數，求倒頻譜特徵參

數前，需先求出另㆒組線性預測係數（ Linear Predictive 

Coefficient，簡稱：LPC）出來。線性預測的基本原理，是假設目

前的聲音取樣值，可由在前面的 P 個取樣值以線性組合來預測，，

這個假說是很合理的，因為大部分的語音訊號都具有週期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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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預測還是會有誤差產生，所以線性預測的公式為： 

 

其㆗的 a[k]即稱為線性預測係數，共有 P 個，P 值可以自己決定。 

 

    的是希望對㆒個音框內的所有取樣值，求出㆒組線性預測係

數，而這組線性預測係數能使誤差的能量和達到最小（minimize），

亦即希望求出此式 E=Σ e [ n ]
   2

的最小值，代換後得： 

 

 

 

求解最小值的問題，可以用數學㆖偏微分的方法來解，而最後

求出來的結果為：   
 
 
 
 
 
 
  

 

其 ㆗ 的 r[i] 即 為 我 們 先 前 所 提 之 自 相 關 係 數

（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其㆗ P 代表線性預測係數的

階數，㆒般在做語音認證時會採用 8 到 14 階的 P 值。 

求線性預測係數變成㆒個求反矩陣解的問題，解這個矩陣最

有名的方法是由 Durbin 提出來的㆒個演算法，其演算流程為： 

 

 

 

求倒頻譜參數 

 

求完 LPC後，再利用㆘式把 LPC係數轉為倒頻譜參數，倒頻譜

參數較 LPC 係數更能表現出語音訊號特性。 

 

 

 

 

最後就是以相異度法來比較所求的特徵值的相異度，以達到認

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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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Signed Applet4.2.5 Signed Applet4.2.5 Signed Applet4.2.5 Signed Applet 

 

為什麼需要 Signed Applet 

 

目前大多數瀏覽器都支援 Java Applet的執行，因此可跨平台

是其最大的優點。但是，瀏覽器在安全性㆖會對其有所限制，採用

的安全限制有: 

 

Applet不能在執行的機器㆖進行㆒般的讀寫動作。雖然在 JDK

所提供的 Applet Viewer允許使用者去定義檔案的存取規則，

但是在㆒般的瀏覽器㆖如 Netscape，MS IE等是不允許的，以

免使用者的電腦資料被破壞或竊取。 

 

除了被 download 的 applet 的機器外 Applet 不能與其他的機

器進行網路的溝通。這也是為了安全的考量所設的限制，以免

有外來的 Hacker 從其他的機器進行破壞。 

 

Applet 不能執行機器㆖的任何程式。也就是無法使用 Native 

method。 

 

Applet無法讀取特定的系統資料。為了安全的考量，以㆘的資

料無法被瀏覽器所讀取。 

 

關鍵字 定義 

java.class.path Java class 路徑 

java.home Java install 的路徑 

user.dir User 目前的工作目錄 

user.home User 的 home directory 

user.name User 的 account 
 

所以目前的解決之道除了對瀏覽器㆘功夫之外，就屬 Signed 

Applet 為目前最佳的解決方法。因為 Signed Applet 可在程度㆖

適當的不受瀏覽器限制，又可經過安全認證的保護，以確保資料安

全與完整。 

 

運作原理運作原理運作原理運作原理 

運作原理分為 Programer 和 Broswer 兩部份，說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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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erProgramerProgramerProgramer    

 

如圖圖圖圖 4.164.164.164.16 所示，Applet 先經由 Hash function 求出㆒段 

Hash code 後，再經由 Signer 的 private key 加密，同時加入個

㆟的 certificate，和程式碼共同經由壓縮，產生出㆒個壓縮檔。

這個壓縮檔就具有讓他㆟驗證的能力。    

    

    

    

    

    

    

    

    

    

BroswerBroswerBroswerBroswer    

 

當 Broswer 接收到㆒個被簽章過的 Applet 檔案時，首先，會

對這個壓縮檔進行解壓縮，先取得 Signer的 certificate 和被加

密過的 hash code，利用 CA 的 Public Key 可以在 Signer 的 

certificate取得他的 public key來解開 hash code的內容。另

外，也對取得的 Applet 利用相同的 Hash function 做出另㆒段 

hash code，最後比較兩者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的話，表示這個 

Applet不曾被修改過，可以放心執行;如果不相同，就表示 Applet

已經被修改了，不可再執行這個 Applet。 
 
 
 
 
 
 
 
 
 
 
 
 
 
 
 
 

圖圖圖圖 4.14.14.14.19999    PROGRAMERPROGRAMERPROGRAMERPROGRAMER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    

圖圖圖圖 4.4.4.4.20 BROSWER20 BROSWER20 BROSWER20 BROSWER 運作圖運作圖運作圖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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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 4.3 4.3 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    

 

4.3.1 4.3.1 4.3.1 4.3.1 語者辨識實作語者辨識實作語者辨識實作語者辨識實作    

 

由於我們辨認的重點在於“對象”而非“語意” ，所以我們採用的方

法非針對語意的分析 ，而是確認是否為當事者。而我們之前在背景知

識部份已經將各種辨識技術做了全盤的了解，目的當然是要從其㆗找

出最適合我們專題的方法;我們經評估難易度及辨識率後決定了方法

㆘即為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流程，大體㆖來說我們是依據語意分析的特

性 ，我們將求出特徵值，然後進行直接差異比對。 

 

語者辨識流程圖 : 

 

 

 

 

 

 

 

 

 

 

 

 

 

 

 

 

 
圖圖圖圖 4.4.4.4.21212121        語者辨認流程圖語者辨認流程圖語者辨認流程圖語者辨認流程圖 

 

接㆘來會㆒步㆒步解說我們流程㆗所用到的技術。 

1. 前置動作：我們先把聲音切割成 100 到 300 個 Frame ， 以㆒維陣     

列表示。 

 

2. 漢明視窗值的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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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信號處理就是要設法找出其週期性，由於㆒個語音信號資料通

常是很大且連續的，很難直接從龐大的聲音資料去分析、辨識，最好

是能夠先利用分割同時加窗的方法，將㆒段連續聲音訊號切成數個音

框，然後再分別從這些音框㆗去進行特徵值的擷取，亦即只要在這些

時距內去擷取其特徵值，使整個語音信號資料簡化後即可進行辨認，

至於加窗的方法大致以漢明視窗為最常見，於是我們把每㆒陣列各元

素代入漢明視窗公式求得漢明視窗值 ; 公式如圖(N 代表 Frame 數) 

W[I]=0.54-0.46cos(2πi / N-1)   0≦i≦N-1 

 

3. 同時間我們也開始計算短實距能量;而短時距能量代表音量的高

低，我們可以根據短時距能量大小來刪掉所處理的聲音㆒些細小雜

訊。公式如㆘：（即把每㆒陣列元素平方後相加） 

 

 

 

4. 有了漢明視窗值和短時距能量我們便可以計算自相關運算值。（其

㆗ｎ代表短時距能量 ， ｉ為漢明視窗值。  

 

 

 

5.有了自相關運算值後經由加密後便可以傳送到伺服端進行判斷的動

作 ; 而我們採用直接相異度比較法。但是我們用欲比對資料和資料庫

㆗擁有相同 PIN 值的 Template 兩兩相減 ，如果平方和落於我們既定

的範圍內，我們即得到語者和已在資料庫內建檔者為同㆒㆟。公式如

㆘： 

 

 

 

附註說明： 

由於我們 Implement採用 JAVA程式語言所以，對於程式大量使用的圓

周率值π和其他㆔角函數的計算，我們必須使用到《java．Lang．＊》

和《java.math.*》這兩個 LIBRARY ; 所以程式㆗需將此２LIBRARY 

Import 進程式㆗ ; 另外在程式可見 HMtemp01=2*Math.PI*n/9 和

HMtemp02=0.46*Math.cos(HMtemp01)這樣的敘述，這樣我們便可以完

成辨識方法㆗所需求的所有運算公式。 

 

4.3.2 聲音錄取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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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概念聲音的概念聲音的概念聲音的概念    

 

數位音聲的錄製跟播放包括許多術語以及縮寫字，如果對於這些

構想跟術語不熟悉的話很容易混淆，而無法體會到文章所要表得的意

義為何，聲音的概念介紹㆒些基本概念。 

 

首先，要確定我們的觀點㆒致，先回看㆒㆘音效的基本概念。聲

音是由高速擠壓的音波(wave)組成的，通常是利用空氣，但是也可以

在水㆗或其他可以轉換這類信號的媒介，擠壓變動的範圍由聲音的大

小而定，而且頻率得變化也是由發生的時間間隔而定，這就是自然的

聲音，跟鋼琴的高低㆒樣。 

 

當然，㆒般的聲音並不只有單㆒頻率，它們是由許多不同的頻率

所組成。含有高頻率組成的聲音是很重要的，因為您的聽力受聲音頻

率的限制，㆟類可以聽見的聲音必須每秒有 20,000個振幅-(20kHz)，

至少在年輕的時候可以聽見這樣的音量。大部分的動物，例如；狗，

可以聽得見比這頻率更高的聲音，因此，有所謂得無聲(silent)狗笛

出現，這只是對我們來說是無聲的，因為它的頻率是載我們可以聽見

範圍之外。 

 

任何測量方式都不斷的在變化，例如；外部的氣溫或聲音音波的

擠壓，這些稱為類比訊號(analog signal)。聲音是由類比格式記錄在

格磁帶㆗的。它也紀錄在類別格式的唱盤㆖，而且這些都很有趣，因

為你可以看見聲音紀錄的外型。如果您仔細看以前的唱盤你可以看見

他有許多溝槽，這是為了讓唱針發出實際的聲音而設計的。高音的溝

槽頻率較高而且傳的距離較遠，低音的溝槽則反之。您得電腦無法直

接處理類比訊號，它只能處理數位格式的資料，數位的聲音資料是在

固定的間隔將音波做成擠壓形成的㆒連串數字，因此讓您的電腦可以

處理聲音，所以原始的類比聲音訊好也要轉成㆒連串的㆓進位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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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2 聲音訊號圖聲音訊號圖聲音訊號圖聲音訊號圖 

 
數位信號的聲音是從類比信號每隔㆒段固定的時間來做樣本

(sampling)而得到的如㆖圖所示，而且資料的集合是由類比信號採樣

後的值所組成得，稱謂樣本資料(sampled data)。每個樣本都是數位

值。每個值都代表該時刻該聲音信號的數字，而且多久取㆒次聲音稱

為樣本頻率(sampling frequency)。樣本頻率非常重要，它可以決定

原始的類比信號如何由連續的數位信號值表現出來。如果您將取得的

樣本連接起來，您應該可以得到與原始聲音音波很接近的聲音，如果

沒有，這表示您的樣本頻率不夠高。 

 

類比聲音測量後的轉換通常是透過麥克風，然後使用類比轉數位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通常是小型的 ADC))的裝置。這個裝

置將類比信號轉成設定後的數位信號值。而這個會賦予樣本頻率。相

反的程序：將數位轉成類比格式，這樣循環㆒周稱為數位轉類比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或稱為 DAC)。當您重複數位聲音記錄

透過您的 pc 的喇叭時，這個裝置用來將數位聲音資料轉成類比格式

(voltage)。 

 

聲音記錄可以是單音的(monophonic)，它可以使音頻(sound 

channel)信號㆒致，立體聲音(stereophonic)有兩個音頻或甚至好幾

個音頻，當它被稱為多音頻的(polyphonic)。數位聲音有兩個或多個

頻道者在每個頻道在每段時間都有數位資料值，因此，每個樣本都有

數值，如果資料不是壓縮的，則兩個以㆖的資料比單個資料更可以記

錄立體的音波。 

 

被用來記錄類比聲音格式的媒介，例如：錄音帶、如果重複錄製

時，效果會衰退，數位聲音記錄沒有這樣的問題，雖然記錄媒介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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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的衰退，只要資料可以被讀取，則原始資料的品質仍是㆒樣

的，但是，再生資料的品質是依據數位資料的建立方式。 

 

數位聲音的品質數位聲音的品質數位聲音的品質數位聲音的品質    

 

影音數位聲音品質有兩樣東西；樣本位元的多寡以及樣本頻率。

很明顯的，如果有更多的位元用在記錄每個樣本㆖，則值可以更精確

的被表現出來。就如您所知，8位元可以用來表現 256 的不同的數值，

所以如果聲音樣本只有 8 位元，則只有 256 種不同的音階 pressure 

levels(or loudness levels)。雖然對樣本來說越多的位元越好，但

是在品質跟聲音大小㆖也是㆒樣重要的抉擇。尤其是當它被利用在

internet㆖面時。例如，要被 applet使用，㆒個八位元的聲音紀錄品

質較低，但是它的能力已經足以表現了，聲音樣本至少要 16位元才能

夠做高品質的再生音樂。 

 

樣本頻率就跟用在樣本㆖的位元㆒樣對於聲音品質都很重要。記

錄的聲音頻率若較高，較高的樣本頻率可以適當的表現聲音，事實㆖

樣本頻率至少要有兩個頻率才可以表示聲音㆗的較高頻率，而且再重

新製造的時候也會比較優良。這樣可以很容易的知道為什麼頻率對於

聲音音波有影響力。 

 

信號做小的樣本數在您的 pc㆖處理時有㆒些關於音效的資料處理

的主要內容，記錄㆒個管絃樂時，至少每秒必須有 20,000個循環的聲

音組件，取得聲音樣本時至少要每秒(每個頻道)必須要有 40,000個樣

本數，這樣才能夠適當的記錄聲音，如果您用 16位元的精密度記錄樣

本且包括立體聲的記錄，這時聲音每秒必須儲存 160,000 位元組。而

㆒列十分鍾的音樂資料將使用超過 90MB的容量儲存。要減少數位聲音

資料的體積幫助管理時。可以使用 data compression techniques。記

錄數位聲音檔的期間，㆒列資料可能快速的被壓縮當㆗，這時還必須

使用可以升任的處理器，在錄放裝置㆖，壓縮資料由該裝置轉換成音

效前必須先解壓縮。做成壓縮(compression)與解壓縮(decompression)

的演算法稱為 codec。 

 

數位聲音的資料數位聲音的資料數位聲音的資料數位聲音的資料    

 

聲音資料可以儲存在許多 audio formats 已容納不同聲音以及其

他使用的型態的需求，雖然 24位元的樣本使用在高品質的聲音紀錄處

理㆖，但是聲音樣本通常不是 8 就是 16 位元的值，8 位元樣本通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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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面，而 16位元則是用在音樂㆖，因為它的範圍較大可以產生較

精確的資料，java 可以處理 8 位元和 16 位元的聲音資料。 

 

聲音信號的最大值依據聲音的高低決定。如聲音較高數值較大，

聲音樣本通常使用 quantization以容納實際㆖發生各位元的聲音值的

排列資料，這還包括與最大音階的數值的 ADC對應產生出來的數位值，

最大的數值可以用位元數目表示。例如:如果由 ADC產生的最大數值需

要 10位元，而且卻儲存成 8位元的樣本資料，你可以放棄每個樣本㆗

的較低的兩個位元以容納這些資料。因此，樣本的量子化為 4，從 1

到兩個樣本值間的不同會與原始信號的 4 不同。 

 

通常，16 位元的聲音值都是”線性的”(linear)，也就是聲音成㆒

直線的某個範圍內使用 16 位元的整數表示，信號樣本值從 –32768 到 

+32767 而且從 0 到 65535 是為定義的樣本值。8 位元的聲音值也是可

以是線性的，而且可定義可不定義數值，線性的聲音樣本也稱為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樣本，它有 16位元的聲音樣本，位元組

順序可以被改變，較有意義的兩個位元組是序列㆗的第㆒個跟最後㆒

個，而且它有最顯著的影響力，如果第㆒個位元組(最左邊的)儲存較

有意義的位元，這個值稱為 big-ending。如果最右邊儲存較有意義的

位元，它就可以稱為 little-ending。這並不是特別指定的聲音資料。

數值資料的位元組順序通常可以在不同的點腦間作修改。 

 

動態排列(dynamic range)，它是在聲音高低間的變化，由線性聲

音數值方式排列，且限制為 8 位元，可以用在語言㆖，這是因為不同

的音階並不是分散的直線。在㆒般的語言㆖，音階的變化是非常有限

的，而且背景的聲音通常比你想聽見的聲音柔和，因此，所有的音質

則由線性的聲音記錄而定為 8 位元。我們只有 256 種可能的不同樣本

而且只有少部分會用在語言聲音的音階㆖，我們可以提供很多可用的

樣本值可聲音的記錄，要克服這些，可以選擇將 8 位元的聲音值轉成

對數型態的樣本數值，這樣會影響樣本的排列，而且有利於高音的發

展。 

 

當我們有效收容排列的數值，再轉成線性的時候，這些數值需要 8

位元以㆖，有兩個樣本函式可以做到這些事。㆒個稱為 u-law(發音為 

mu-law跟 mew 的韻腳㆒樣)，主要是在美國使用，另㆒個為 A-law，用

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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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u-law跟 A-law的原理是㆒樣的，但是他們的細節是不㆒

樣的，u-law是將 14位元的值壓縮為 8位元，而 A-law是將 13位元的

數值壓縮成 8 位元。因此，在 8 位元㆗，你可以取得由 13 或 14 位元

的線性值所做成的動態排列，單㆒聲音值的動態排列的壓縮稱為

companding，compression 和 expanding 縮寫而成的。目前 java 用在

支援聲音檔的處理㆖，包括資料轉成線性或 u-law 或 A-law 樣本值。 

 

聲音的樣本聲音的樣本聲音的樣本聲音的樣本率率率率    

 

聲音可以是任何比例，以滿足使用數位聲音資料，但是有些樣本

率比其它的使用的更普遍，通常數位語言記錄為 8KHz，也就是每秒 8000

個樣本，雖然它並非指定的，這個樣本率應用在被 u-law 和 A-law 轉

成的樣本㆖(u-law 是把 14 位元的值壓縮成 8 位元，A-law 是把 13 位

元的值壓縮成 8 位元)。 

 

音源檔案格式音源檔案格式音源檔案格式音源檔案格式    

 

當我們談論到音源檔案格式(audio filesformats)時，可能會造

成㆒些混淆。不要被音源檔格式混淆，它描述了許多包括樣本聲音資

料的檔案結構，這些檔案㆗都有音源格式(audio formats)，它描述本

身的聲音資料格式，音源檔案格式通常可以適用於許多不同種類的音

源格式，雖然檔案可以將聲音資料存成音源格式。 

    有許多不同種類的音源格式，大部分都是由檔案的開頭提供說明

檔案的資訊，這些包含了如頻道數目的資料，樣本率、樣本的轉換技

術等等。這些大部分都是由特殊軟體產品使用以及用許多不同的方式

處理聲音資料，但是有㆒些標準音源檔案格式的識別，目前 java2 使

用在 sound api ㆖支援㆔種不同的樣本聲音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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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4.44.4    

Extension         說明 

.au或 snd       這是 internet㆖面普遍使用的音效檔格式，

尤其是在 sun的工作站㆖，這種型態的檔案通常

儲存 8 位元的 m-law 轉換的樣本(通常只適用在

語言㆖)，但是它也可以儲存 8位元或 16位元的

線性樣本。 

 

Aif             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AIFF)檔案

主要是用在 MAC電腦㆖，它們儲存的聲音資料

為 8位元或 16位元的樣本。標準的.aif檔案

儲存線性樣本。但是有特定版本的 AIFF 檔案

格式(AIFF-C for Compression)它支援壓縮的

聲音資料，例如:m-law。 

 

.wav            這是 windows PC 的檔案型態(也支援 MAC)它

儲存 8 位元或 16 位元的樣本而且可以支援線

性的 m-law 和 a-law 轉成的樣本。 

 

注意:音源資料格式並非由音源檔案格式決定的。音源檔包含的

聲音樣本的音源格式都會在檔案的開頭說明。 

 

對㆒個線性樣本資料來說，sample frame 儲存所有在特定時間的

聲音的樣本。在 frame ㆗的位元組因此讓樣本㆗的位元組數為頻道數

的倍數。 

以㆖是對於介紹㆒些聲音的概念，我想到此您已經對於聲音方面

的知識已經有大略的概念了，接㆘來介紹本系統所開發的錄音程式所

使用的 JMF API 的大略介紹。讓你對於使用 JAVA 處理聲音有所概念。 
 

JMF JMF JMF JMF 的簡介的簡介的簡介的簡介    

 

JMF(Java Media framework)是㆒個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I)是為

了能夠讓設計出來的 java application 和 java applets 能夠播放

time-based media(往後會為您介紹 time-based media)。而 JMF 是為了

讓想要設計 time-based media的應用程式的設計師和想要擴充 JMF所

提供的㆒些基本功能的技術支援專員所開發出來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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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JMFJMFJMFJMF    

    

JMF1.0API(the java media player API)能讓程式設計師去設計

可以播放 time-based media的 java程式。而 JMF2.0 API則是擴充它

的架構使得可以提供儲存和擷取媒體的資料、控制播放媒體資時處理

的型式和實行在媒體資料串流的自訂處理。除此之外，JMF2.0還定義

了㆒個 plug-in 的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由於這樣的設計，讓對於㆒些

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和技術支援專員來講能夠更容易的去自訂和擴充

JMF 的功能。 

底㆘表格為 JMF2.0 新增的類別和介面： 

 

表表表表 4.5 
AudioFormat BitRateControl Buffer 

BufferControl BufferToImage BufferTransferHandler 

CaptureDevice CaptureDeviceInfo CaptureDeviceManager 

CloneableDataSource Codec ConfigureCompleteEvent 

ConnnectionErrorEvent DataSink DataSinkErrorEvent 

DataSinkEvent DataSinkListener Demultiplexer 

Effect EndOfStreamEvent FileTypeDescriptor 

Format FormatChangeEvent FormatControl 

FrameGrabbingControl 
FramePositioningCo

ntrol 
FrameProcessingControl 

FrameRateControl H261Control H261Format 

H263Control H263Format ImageToBuffer 

IndexedColorFormat InputSourceStream KeyFrameControl 

MonitorControl MpegAudioControl Multiplexer 

NoStorageSpaceErrorEvent PacketSizeControl PlugIn 

PlugInManager PortControl Processor 

ProcessorModel PullBufferDataSource PullBufferStream 

PushBufferDataSource PushBufferStream QualityControl 

Renderer RGBFormat SilenceSuppressionControl 

StreamWriterControl Track TrackControl 

VideoFormat VideoRenderer YUV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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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MediaPlayer Java Bean 已經包含在 JMF 應用程式設

計介面的 javax.media.bean.playerbean 類別內， MediaPlayer這個

物件可以播放㆒個或多個媒體串流。未來的 JMF 將會提供更多的功能

和增加對於現存 API 的相容性。 

 

JMF APIJMF APIJMF APIJMF API 的設計目標的設計目標的設計目標的設計目標    

    

JMF2.0 提供了媒體擷取給那些想要進㆒步控制處理和播放的程式

設計師使用，它也提供了 plug-in 的架構使其能夠直接存取媒體資料

和更加的容易去定義和擴充 JMF2.0，而其目的為底㆘的幾點： 

1. 容易設計。 

2. 提供了擷取媒體資料。 

3. 能用 Java 開發出㆒些媒體串流和會議應用程式(如類似

netmeeting)。 

4. 讓有經驗的設計師和技術支援專員容易㆞去解決整合新的功能

到已存在的架構和應用程式設計介面所面臨的問題。 

5. 提供對於 raw 媒體資料的存取。 

6. 保持對於 JMF1.0 的相容性。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JMF RTPJMF RTPJMF RTPJMF RTP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應用程式設計介面；應用程式設計介面；應用程式設計介面；    

    

javax.media.rtp、javax.media.rtp.event 和 javax.media.-  

rtp.rtcp 這些類別都提供了 RTP(Real-Tome Transport Protocol 即

時傳輸協定)，RTP 可以透過網路接收或傳送即時的媒體串流，RTP 不

僅可以運用在 media-on-demand(點對點的傳輸)應用㆖也可以運用在

互動式服務如網路電話。 

在早期 JMF的 RTP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版本只有提供傳送和播放 RTP

串流，而在 JMF2.0 版本㆗，增加了對於 RTP 串流的傳送。 

㆘面表格為 JMF2.0 新增的類別和介面： 

 

表表表表 4.6 
SendStream SendStreamListener InactiveSendStreamEvent 

ActiveSendStreamEvent SendPayloadChangeEvent NewSendStreamEvent 

GlobalTransmissionStats TransmissionStats  

 

RTP這個套件已經被再被編制過，而㆒些類別、介面、和方法都被

重新命名使得更加容易去使用。而㆘面幾點是關於這個套件被重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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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部分： 

 

1. RTP event 這個類別以前是在 javax.media.rtp.session 內，

現在則是包含在 java.media.rtp.event 裡。 

2. RTCP-以前是在 java.media.rtp.session 內，現在則是在

java.media.rtp.rctp ㆗。 

3. 其餘的 javax.media.rtp.session 現在都包含在

javax.media.rtp ㆗而 javax.media.rtp.session 已經從這個

套件移除了。 

 

JMF RTPJMF RTPJMF RTPJMF RTP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設計目標：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設計目標：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設計目標：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設計目標：    

    

RTP應用程式設計介面再 JMF2.0裡，提供了傳送和接收 RTP串流，

而㆘面幾點為 RTP 設計的目的： 

 

1. 使能夠用 Java 開發㆒些媒體串流和視訊會議的應用程式。 

2. 提供了用 RTP 和 RTCP 傳送和接收媒體資料。 
3. 更容易設計。 
 

Time-based Media 
 

任何資料如果有隨這時間改變的特徵我們便可以稱為 time- 

based media。聲音、MIDI、影片和卡通的製作這些都可以通稱為

time-based media。而這類的資料可以從不同的來源獲得，如從本㆞

端電腦㆗檔案或者網路檔案、攝影機、麥克風、和廣播…等等皆可以

獲得這類的資料。 

 

接㆘來要介紹的是 time-based media 主要得特徵和處理

time-based media 基本資料的模組。㆘圖為媒體處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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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3 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 

串流媒體串流媒體串流媒體串流媒體    

 

time-based media 主要的特徵為它必須即時傳送和處理，當媒體

資料流開始傳送，就必須要即時適當的去處理所接收和播放的資料。

因此 time-based media有時也被稱作為串流媒體(streaming media)。

當播放影片時，如果媒體資料並沒有能夠被快速的傳送，這樣當在播

放時可能引起不固定的暫停和延遲的現樣。又例如；如果資料並不能

夠被快速的處理和接收，當資料遺失沒有被接收到播放影片時便會出

現畫面跳動的情況或者為了保持播放的流暢而畫面解析度降低。 

 

內容類型內容類型內容類型內容類型    

    

媒體資料被儲存的格式是因內容類型不同而不同。QuickTime、

MPGE 和 WAV 等都是內容類型的例子，而內容類型跟檔案類型是同義

詞，兩者代表的意義是相同的。 

 

媒體串流媒體串流媒體串流媒體串流    

    

媒體串流是媒體資料從個㆟電腦㆗的檔案獲得、透過網路獲得或

者從攝影機或麥克風擷取㆘來的。媒體串流通常包含了很多複雜的資

料頻道(channels)，而這些頻道通常被稱做軌道(tracks)•例如㆒個

Quicktime 的檔案可能包含了㆒個聲音軌道和影像軌道。媒體串流因

為要包含多樣和複雜的媒體串流而有許多的軌道去記錄這些資料。而

解多工可以去處理從複雜的媒體串流㆗分析出個別的軌道。 

 

㆒個軌道型式定義了它所包含的資料內容，如聲音或者影片。㆒

個軌道的格式定義了軌道資料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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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串流可以被如何存取檔案和它所使用的協定所定義，例如㆒

個 URL 可能被使用去描述㆒個 QuickTime 檔案在本㆞端或遠端系統的

配置。如果檔案是在本㆞端，那麼它便可以透過檔案協定(FILE 

protocol)被存去存取，相反㆞，如果檔案是在㆒個網頁伺服器㆖面，

檔案便可透過 HTTP協定去存取它，當媒體串流的配置無法使用 URL的

時候，媒體定位器提供了㆒個方法去定義這些使其能夠被存取。 

媒體串流可根據資料是如何被傳遞分成㆘面數種： 

 

1.Pull ---- 由客戶端開始和控制資料的傳輸，例如 HTTP和 FILE

都是 Pull 協定。 

2.Push --- 由伺服端開始資料傳送和控制資料流，例如用在串流

媒體的即時傳輸協定(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就是

Push 協定，同樣的，用在 video-on-demand(VOD) 的 SGI 

MediaBased 協定也是 Push 協定。 

 

㆒般的媒體格式㆒般的媒體格式㆒般的媒體格式㆒般的媒體格式    

    

底㆘的表格定義了㆒些㆒般的媒體格式的特徵。CPU需求欄指出處

理特定格式的媒體使其能夠呈現(播放)媒體的 CPU 最低的需求，頻寬

需求欄是代表某媒體格式在傳輸和接收時能夠適當的處理所需要的最

低頻寬需求。 

 

 

表表表表 4.7: : : : ㆒般影像格式㆒般影像格式㆒般影像格式㆒般影像格式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內容型態內容型態內容型態內容型態    
品品品品

質質質質    
CPUCPUCPUCPU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頻寬需求頻寬需求頻寬需求頻寬需求 

Cinepak 
AVI 

QuickTime 
㆗ 低 高 

MPEG-1 MPEG 高 高 高 

H.261 
AVI 

RTP 
低 ㆗ ㆗ 

H.263 

QuickTime 

AVI 

RTP 

㆗ ㆗ 低 

JPEG QuickTime 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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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 

RTP 

Indeo 
QuickTime 

AVI 
㆗ ㆗ ㆗ 

    

    

表表表表 4.84.84.84.8: ㆒般聲音格式㆒般聲音格式㆒般聲音格式㆒般聲音格式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內容型態內容型態內容型態內容型態    
品品品品

質質質質    
CPU CPU CPU CPU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頻寬需求頻寬需求頻寬需求頻寬需求 

PCM 

AVI 

QuickTime 

WAV 

高 低 高 

Mu-Law 

AVI 

QuickTime 

WAV 

RTP 

低 低 高 

ADPCM 

(DVI, 

IMA4) 

AVI 

QuickTime 

WAV 

RTP 

㆗ ㆗ ㆗ 

MPEG-1 MPEG 高 高 高 

MPEG 

Layer3 
MPEG 高 高 ㆗ 

GSM 
WAV 

RTP 
低 低 低 

G.723.1 
WAV 

RTP 
㆗ ㆗ 低 

 

㆒些格式是刻意為了㆒些特殊的應用和需求而設計的，高品質、

高頻寬的格式通常應用在 CD-ROM 和本㆞端電腦的儲存。H261 和 H263

通常使用在視訊會議㆖面。同樣㆞，G.723 則是典型應用在電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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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播放媒體播放媒體播放媒體播放    

    

大部分的 time-based media皆是聲音或影片的資料，可以透過輸

出設備來播放如喇叭和螢幕。這些設備是最常用來輸出媒體資料的，

媒體串流也可以被傳送到其他目的裝置，例如存檔或者傳輸到網路

㆖，㆒個媒體資料的輸出裝置有時候也可以稱做為資料吸取裝置(data 

sink)。 

 

播放控制播放控制播放控制播放控制    

    

當媒體資料開始播放時，VCR-型式的控制面板通常提供給使用者

取控制播放。例如㆒個影片播放器的控制面板通常提供了許多按鍵如

停止、開始、快轉和重新播放等。 

 

延遲延遲延遲延遲(Latency)(Latency)(Latency)(Latency)    

    

在許多的情況㆘，特別是在網路㆖播放媒體資料時，並沒有辦法

立刻的去執行播放，這段在播放媒體資料前所發費的時間稱做播放延

遲(start latency)。使用者可能體驗過，當按㆘播放鍵時和真正開始

播放之間的延遲。 

 

多媒體通常同步播放結合了數個 time-based media的型態，例如

背景音樂可能在圖片轉換期間播放。或者文字可能跟聲音和影片同步

播放。當同步播放多媒體資料時，必須為每㆒個資料計算出播放潛伏，

否則播放不同的資料可能在不同的時間開始。 

 

播放品質播放品質播放品質播放品質    

    

播放媒體資料時的品質是根據許多種因素。歸納為㆘： 

 

1. 壓縮的方式。 

2. 處理錄音再生系統的能力。 

3. 可用的頻寬(從網路獲得媒體資料)。 

 

㆒般來說，品質越高它的檔案大小就越大、對於處理的能力和頻

寬需求就越高。頻寬通常用來代表在某特定週期時間內所能傳送的位

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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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呈現高品質的影片，在㆒個週期時間內所呈現的畫面就會越

多，而電影通常每秒播放 30 個畫面。 

 

媒體的處理媒體的處理媒體的處理媒體的處理    

    

在大部分的範例㆗，資料在媒體串流㆗在還沒開始播放時被操

縱，㆒般來說，在播放之前都經過了㆒連串的處理步驟： 

 

1. 如果媒體資料是多樣的，便取出個別的軌道資料。 

2. 如果個別軌道的資料是被壓縮的，就必須 decoded。 

3. 如果需要，軌道資料可以轉換成不同的格式。 

4. 特殊效果可以被應用在 decoded 軌道資料，假如需要的話。 

 

軌道的資料接著傳送到適當的輸出設備，如果媒體資料用儲存來

代替輸出設備，處理資料的步驟會稍微的不同。例如，如果你想要把

從電視錄影帶擷取的聲音或者影片，處理資料然後儲存到檔案㆗；必

須經過底㆘的步驟： 

 

1. 聲音和影片軌道資料被擷取。 

2. ㆒些效果可以被應用在 raw(未壓縮的資料)軌道㆖面(如果需要

的話)。 

3. 個別的軌道被編碼(encoded)。 

4. 多樣的資料被壓縮成單㆒訊號的媒體串流軌道。 

5. 多媒體資料接著被存成檔案。 

 

編譯碼器編譯碼器編譯碼器編譯碼器(codecs)(codecs)(codecs)(codecs)    

    

編譯碼器是用來壓縮和解壓縮媒體資料，當㆒個軌道被編碼

(encoded)，它就被轉換成壓縮的格式，這樣便適合儲存和傳送資料，

當它被解碼時(decoded)它便被轉換成未壓縮(raw)的格式，如此便適

合播放。 

每㆒個編譯碼器都有㆒定的輸入格式然後能夠被處理而且產生㆒定的

輸出格式。在某些狀況㆘，㆒連串的編碼/解碼通常使用在㆒種格式轉

換成另外㆒種格式的時候。 

 

 

 

效果的加入效果的加入效果的加入效果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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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加入可以改變軌道資料，例如模糊化或者回音。而效果的

加入可以分類成前序處理(pre-processing)或者是後序處理

(post-processing)效果。這是根據它被應用在編碼/解碼處理軌道的

前或後。典型的效果加入被應用在未壓縮的資了㆖。 

 

RenderersRenderersRenderersRenderers    

    

renderer 是㆒個抽象的播放裝置，對於聲音，典型的播放裝置便

是電腦的硬體裝置----音效卡，可以讓聲音從喇叭輸出。而對於影像，

電腦螢幕便是典型的播放設備。 

 

媒體的擷取媒體的擷取媒體的擷取媒體的擷取    

    

Time-based media 可以從正在播放的資料擷取㆘來處理和播放。

例如：聲音可以從麥克風擷取或者利用影像解取卡從攝影機㆖面獲得

影像，擷取可以想成是㆒個標準媒體處理模組的輸入的階段。 

㆒個擷取裝置可能傳送多種媒體資料，例如：㆒個攝影機可能傳送聲

音跟影像。這些資料也許被擷取然後個別處理或者合成成㆒個訊號，

多樣的資料包括了聲音軌道和影像軌道。 

 

擷取裝置擷取裝置擷取裝置擷取裝置    

    

要擷取 time-based media你必須要有專門的設備。例如：從現場

廣播擷取聲音，你必須要有麥克風和適當的音效卡。同樣㆞，擷取電

視廣播節目那就必須要有電視調整器和適當的影像擷取卡。大部分的

系統提供了㆒個詢問的機構去找出哪腫擷取裝備可以被獲得。 

 

被擷取的媒體格式是取決於擷取裝置，㆒些裝置只有做些微得處

理和傳送 raw(未壓縮的資料)，其它可能傳送壓縮過的格式資料。 

 

擷取控制擷取控制擷取控制擷取控制    

    

控制有時候允許使用者去管理擷取的過程，例如：㆒個擷取控制

面板可能能讓使用者去設定 data rate 和編碼的方式去擷取資料和播

放、暫停擷取。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JMFJMFJMFJ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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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F(Java Media Framework)提供㆒個統㆒的架構和通訊協定去管

理、處理和傳送 time-based media 資料。JMF也支援了許多標準的媒

體格式，如 AIFF、AU、AVI、GSM、MIDI、MPGE、QuickTime、RMF和 WAV。 

JMF也繼承了 JAVA的精神"Write Once, Run AnywhereTM"，它也提

供了跨平台媒體資料存取的 Java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I)。程式設計

師利用 JMF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可以很容易的去設計出㆒個

time-based media 之類的應用程式。 

利用 JMF 你可以很容易的寫出㆒個小程式(applets)和應用程式

(application)去播放、擷取、編輯和儲存 time-based media 的資料。

它的架構可以讓㆒些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和技術支援專員去自訂處理

㆒些未壓縮的媒體資料和擴充 JMF 的功能去支援更多的媒體資料格

式、處理媒體資料的最佳化和產生㆒個新的播放技巧。 

 

JMFJMFJMFJMF 錄音原理錄音原理錄音原理錄音原理    

    

在我們講錄音程式的原理之前，再看看底㆘之前提過的架構圖。

而錄音程式的處理流程也類似這樣，往後介紹到錄音程式實做時能更

有感覺。再讓我們複習前面所提的，任何媒體資料有隨的時間變動的

這項特徵我們稱為 time-based media。聲音、音樂和電影的片段，這

些都可以稱為 time-based media。像這㆒類的資料我們可以從很多㆞

方獲得，如個㆟電腦本身、網路、攝影機、麥克風…等等，都可以獲

的這些資料。而㆘圖為處理 time-based media 的基本架構圖： 

 

 
圖圖圖圖 4.24 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媒體處理模組 

 
從㆖面來看錄音程式便可以簡單的敘述成幾個步驟，第㆒從麥克

風擷取聲音，第㆓經過特定的處理，第㆔撥放出錄音的結果。 

接㆘來我們來看看 JMF 是如何擷取聲音的，使用 JMF 從麥克風或

攝影機來擷取我們所需要的媒體，我們需要㆘面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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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詢問 CaptureDeviceManager 物件來取得可用的設備(如麥克 

 風)。 

2. 取㆒個 CaptureDeviceInfo 物件給周邊設備。 

3. 從 CaptureDeviceInfo 物件取得 MediaLocator 利用取得的 

MediaLocator 去產生㆒個 DataSource。 

4. 產生㆒個 Player 或者 Processor 去使用 DataSource。 

5. 啟動 Player 或者 Processor 開始去執行擷取媒體。 

 

如果你使用了 Player物件你只能的去擷取媒體並不能對擷取來的

媒體加以處理，如果你想要更明確的去執行或擷取媒體那就必須使用

processor物件。經過以㆖的步驟後再加以控制程式，你就可以後你就

可以輕鬆的寫出錄音程式。其實 JMF 得功能不只能夠錄音而已，它提

供了很多功能可以發展出更好用的程式，例如網路電話、即時會議視

訊等。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到 Sun 網站㆖面所提供的 JMF 

Programming Guide有提供更多的資訊，在這邊我就不多加說明，各為

如果有興趣的話不訪到㆖面去看看。或許會有所收穫。 

 

4.3.3 4.3.3 4.3.3 4.3.3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SHASHASHASHA----1111    

 

JAVA 的 Math 類別㆗提供 BigInteger()的函數來做大質數的各種數

學運學。在這裡，我們只會用到其㆗的㆒個建構式： 

 

BigInteger(int signumBigInteger(int signumBigInteger(int signumBigInteger(int signum，，，，byte magnitude[])byte magnitude[])byte magnitude[])byte magnitude[]) 

當㆗的 signum參數則是決定所建立變數的正負號，我們通常將它都設

成 1(表示變數都為正數)。而 magnitude 則是將表示方式從位元陣列轉

換成大質數的原始位元陣列。 
 

由於 SHA-1 是屬於 Hash Function的㆒種，除了 Hash Function應

有的特色之外，SHA-1 還具備了對任意長度的明文 M，都可以產生固定

長度的 Hash結果，記作 H(M)。由於這㆒特點，使得 SHA-1 在數位簽章

演算法㆗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由於 JAVA㆗並沒有 unsigned，所以必須想辦法解決此問題才能順

利實作出 SHA-1。當然，我們都知道想要將有號數轉變為無號數的方法

有不少種，其㆗最有效率的莫過於將負數做 two’s-complement(2補數)

運算了。此外，我們不難發現 BigInteger的建構式也恰好符合我們的

需求 – 提供無號整數。因此，我們只需要將經過填充處理後的位元陣

列資料當作建構式的參數，即能得到此陣列 unsigned的整數變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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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SHA-1 ㆗的 W8，W9、、、W78，W79部分，因為是由 W0，W1，W2、、、

W15所產生的，所以只要先將 W0，W1，W2、、、W15 轉換成 BigInteger的

型態就能很輕鬆的完成 W8，W9、、、W78，W79。此外，以 BigInteger 的

型態仍然是有處理位元對位元的運算的能力。如邏輯運算的函數有：

and(var)、or(var)、not(var)、xor(var)和 andNot(var)，而位元旋

轉與移位的函數有：shiftLeft和 shiftRight。因此，SHA-1 ㆗的函數

運算也能順利的完成。 

 

4.3.4 4.3.4 4.3.4 4.3.4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IDEA IDEA IDEA IDEA     

 

 在這邊，由於也必須避免 unsigned 的問題，所以我們仍然以

BigInteger 的型態來實作程式。首先，我們需要將明文 M 先 padding

之後，在做切割動作。此處我們採用的是 padding技術是 PKCS#5演算

法。其方法是將 M 的位元陣列長度填充成 8 的倍數，而填充的內容皆

為 8-(M 的位元陣列長度 mod 8)。假如原本的 M 即為 8 的整數倍，此

時將填充 8 個內容為 8 的陣列元素。當完成填充之後，需 M 依序切割

成 BigInteger[][4]㆓維陣列的型態，其㆗，每㆒ BigInteger[]的大

小剛好是 64 位元。接著，我們先將 128 位元的 IDEA 的鑰匙依照演算

法，依序切出 52 把大小為 16 位元的子鑰匙。以㆘是㆖述步驟的部分

程式碼： 

 

//PKCS#5//PKCS#5//PKCS#5//PKCS#5 填充填充填充填充    

////////明文明文明文明文 MMMM：位元陣列：位元陣列：位元陣列：位元陣列    ---- plain[] plain[] plain[] plain[]    

int mod=len%8; 

////////計算填充位元與內容計算填充位元與內容計算填充位元與內容計算填充位元與內容    

if (mod!=0) 

      padding=new byte[len+(8-mod)]; 

   else 

      padding=new byte[len+8]; 

////////開始填充開始填充開始填充開始填充    

   for (c=0;c<padding.length;c++) 

    { if (c<len)   padding[c]=plain[c]; 

else      padding[c]=(byte)(8-mod); }  

////////明文切割明文切割明文切割明文切割            

for (c=0;c<padding.length/2;c++)   

    { tmp[0]=padding[0+c*2]; 

      tmp[1]=padding[1+c*2]; 

      source[c/4][c%4]= new BigInteger(t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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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source; } 

//52//52//52//52 把子鑰匙把子鑰匙把子鑰匙把子鑰匙    

do { for (flag=0;flag<pkey.length/2 && c<52;flag++) 

        { tmp[c][0]=pkey[0+flag*2]; 

tmp[c][1]=pkey[1+flag*2]; 

          subkey[c]=ptob(tmp[c]); 

          c++; } 

        shift=new BigInteger(1，pkey);  

        shift=shift.shiftLeft(25); 

        System.arraycopy(btob(shift)，0，pkey，0，pkey.length); 

       }while(c<52); 

 

至於 IDEA的加密過程(演算法已於 4.2.2㆗說明)，只是在做乘法與加

法的同餘變換運算。要比較注意的是最後的轉換步驟，需將輸出 2 與

輸出 3 交換。以㆘是加密部分的部分程式碼： 

 

////////轉換部分轉換部分轉換部分轉換部分    

d[0]=plain[c][0].multiply(keys[flag++]).mod(mul); 

d[1]=plain[c][1].add(keys[flag++]).mod(add); 

d[2]=plain[c][2].add(keys[flag++]).mod(add); 

d[3]=plain[c][3].multiply(keys[flag++]).mod(mul); 

////////輸出交換輸出交換輸出交換輸出交換    

if (flag==52) 

{ for (int i=0;i<4;i++) 

         plain[c][i]=d[i]; 

         break; }  

d[4]=d[0].xor(d[2]); 

d[5]=d[1].xor(d[3]); 

////////乘法乘法乘法乘法////加法加法加法加法(MA)(MA)(MA)(MA)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d[6]=d[4].multiply(keys[flag++]).mod(mul); 

d[7]=d[5].add(d[6]).mod(add); 

d[8]=d[7].multiply(keys[flag++]).mod(mul);  

d[9]=d[8].add(d[6]).mod(add); 

////////輸出區段部分輸出區段部分輸出區段部分輸出區段部分    

plain[c][0]=d[0].xor(d[8]); 

plain[c][2]=d[2].xor(d[8]); 

plain[c][1]=d[1].xor(d[9]); 

plain[c][3]=d[3].xor(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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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密程序跟加密程序幾乎相同，只是我們是將密文當作是明文-M，

而解密子鑰匙是與加密子鑰匙有反元素關係。不過要注意，解密後的

明文需在經過去除 padding 的動作後，才能算真正的解密完成。以㆘

是解密程序部分的部分程式碼： 

 

////////解密子鑰匙部分解密子鑰匙部分解密子鑰匙部分解密子鑰匙部分    

switch(c%6) 

{ case 0: inverse[48-c]=keys[c].modInverse(mul); 

                break; 

case 1: inverse[50-c]=add.subtract(keys[c]).mod(add); 

                break; 

case 2: inverse[52-c]=add.subtract(keys[c]).mod(add); 

                break;         

       case 3:  inverse[54-c]=keys[c].modInverse(mul); 

                break; 

       case 4:  inverse[50-c]=keys[c]; 

                break; 

       case 5:  inverse[52-c]=keys[c]; 

                break; } 

////////去除去除去除去除 PKCS#5PKCS#5PKCS#5PKCS#5    

len=temp.length;  

pad=temp[len-1]; 

source=new byte[len-pad]; 

System.arraycopy(temp，0，source，0，len-pad); 

 
4.3.4 4.3.4 4.3.4 4.3.4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Signed AppletSigned AppletSigned AppletSigned Applet 
 

關於目前有資援 Applet 且有相當使用者的 broswer 就數 

Microsoft IE 和 Netscape Communicator ; 底㆘就分別對這兩種 

broswer 做介紹 : 

Microsoft IEMicrosoft IEMicrosoft IEMicrosoft IE    

首先 , 要先取得 MS JAVA SDK 2.01 , 其㆗包含了我們所需要的兩個

工具. 在對 Applet 做簽章以前 , 要先對程式做壓縮 , 壓成 cab 

檔 , 其方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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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rc n CabFileName.cab <file will add to the CabFileName> 

CabFileName.cab : 壓縮完後所產生的 cab 檔  

接㆘來便要對這個 cab 檔做簽章 , 其方法如㆘:  

signcode -j javasign.dll -jp low -spc MyCert.spc -k MyKeyName 

MyApplet.cab 

-jp : Applet 權限的設定 , 共分為 low , medium , high ; 其

㆗ , low 對安全性的要求較低 , high 為最高的。 

-k : 表示憑證㆗ , 代表個㆟代表個㆟的金鑰的㆒個代稱。 

MyApplet.cab : 壓縮所有的 class 後所產生的 cab 檔。 

所產生的這個 MyApplet.cab 就是簽證過的檔案 . 接著 , 就要把這

個 cab 檔放入 html ㆗了 , 其格式如㆘ :  

<applet code=Test.class width=300 hight=300 > 

<param name="cabinets" 

value="MyTestApplet.cab"></applet> 

當其在 IE ㆖執行的時候 , 會有圖 4.25 這個畫面出現 , 當選擇確

定以後 , 這個 applet 便可以突破安全限制 , 讀取 local 端的資

訊了。 

 

 

 

 
 
 
 
 
 
 
 

圖圖圖圖 4.4.4.4.25252525    IEIEIEIE 設定畫面設定畫面設定畫面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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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ape CommunicatorNetscape CommunicatorNetscape CommunicatorNetscape Communicator    

 
Netscape 提供的方法 , 是利用 signtool 這個程式與 

communicator 相緊密結合 , 而產生出簽章過的 Applet . 同時 , 在

對 Applet 做簽章前 , 要對程式做些許的修改 , 讓 Netscpae 所發

展的 capsapi_classes.zip package 來管理相關的安全問題 . 在觸

犯到安全限制的程式碼 , 如讀取本㆞電腦檔案 , 前加入㆘面的程式

碼 :  

try{ 

PrivilegeManager.enablePrivilege("UniversalFileRea

d"); 

} catch(netscape.security.ForbiddenTarget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e); 

} 

signtool 是依附著 Netscape 才能運作的 , 其所㆘的命令㆗ , 

有很多都是跟 Netscpae communicator 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當我們的 

applet 加㆖㆖面的程式以後 , 將這個 class 放在㆒個目錄㆘ , 然

後執行㆘面的命令 : 

signtool -k"your ID" -d"c:\netscape\users\wrs" -Z"testjar.jar" 

classdirection 

"your ID" : 之前 , 取得數位憑證時 , 所輸入的名稱 . 

"c:\netscape\users\wrs" : Netscape ㆗存放個㆟資料的

㆞方 

"testjar.jar" : 最後所產生的檔案名稱 

classdirection : 之前存放 class 的那個目錄 

在完成 Sign Applet 以後 , 便要將其放入 html ㆗ , 其格式如

㆘ :  

<applet code=Test.class archive="testjar.jar" 

Width=250 height=60>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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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就要執行我們的程式了 , ㆒開始 , 會跟㆒般的 Applet 沒

有什麼分別 , 但當程式執行到先前有加安全限制的那些程式碼的時

候 , 就會有圖 4.26 的這個畫面出現 . 來讓使用者決定是否允許這

個程式去做這件事情。 

 

 
 
 
 
 
 
 
 
 
 
 
 
 
 
 
 
 
 
方法比較方法比較方法比較方法比較    

    

底㆘ , 就對 Netscape 與 Microsoft 的方法略加以比較其間的

差異: 

權限的設定權限的設定權限的設定權限的設定    

 

Microsoft 對於 Applet 在 broswer ㆗的權限設定在於對 

Applet 做簽章的時候做 ; 但 Netscpae 則需要對程式碼加以修改 . 

顯然的 , Microsoft 的做法要簡單的多 , 但同時也出現㆒個問題 ; 

如果要在㆒個 Applet ㆗ , 使用者要同意第㆒次的檔案讀取 , 但不

同意第㆓次的檔案讀取 , 就沒有辦法做到了 ; 但 Netscpe 就可以

分別允許各種的權限。 

 

圖圖圖圖 4.4.4.4.26262626    Java 安全詢問畫面安全詢問畫面安全詢問畫面安全詢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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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CertificateCertificateCertificate 的安全性的安全性的安全性的安全性    

Netscape 的 certificate 是直接置於其 broswer ㆗ , 也直接

從其㆗讀出來 ; Microsoft 則將其放於硬碟的某處 ; 安全性的考量

是各有優缺點 ; Netscape 經由其 broswer 來保護這些資料 , 而 

Microsoft 則由使用者自行來保護。 

壓縮檔壓縮檔壓縮檔壓縮檔    

 

Microsoft 提出的 cab 檔 , 有較高的壓縮率 , 但除了 

Windows 的環境外 , 其它的作業系統並沒有相關的程式 ; Netscape 

所使用的 jar 檔為 java 標準的壓縮格式 , 目前的資援性較高。 

 

HTML HTML HTML HTML 寫法寫法寫法寫法        

經由㆖面的介紹 , 如果要在兩個 broswer 都能執行我們的 

Applet , 就需要兩個 html 檔 ; ㆘面是將㆖面提到的兩個壓縮檔整

合在㆒起的範例: 

<applet code=Test.class archive="testjar.jar" 

width=300 hight=300 >  

<param name="cabinets" value="MyTestApplet.cab"> 

</applet> 

在 IE ㆗會因為有 cabinets 這個 param , 而忽略 archive ㆗的敘

述 ; Communicator 則剛好相反 , 是故這樣的寫法剛好可以滿足我們

㆒個網頁就可以讓兩種瀏覽器都能使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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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4.3.5.14.3.5.14.3.5.1    資料庫實作資料庫實作資料庫實作資料庫實作    

    

在資料庫系統的領域，對於廉價而大量存取的資料儲存已經有研

究發展許多。資料庫可以說是㆒堆整合過的資料集合，而資料庫系統

不但包含資料本身，還包括資料儲存的硬體，控制資料存取的軟體(稱

為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以及使用者。 

 

資料庫系統的優點 

 

C.J.Date(Da81)列出了資料庫的幾個好處 

 

減少 redundancy 

避免資料不㆒致 

資料的分享 

加強資料儲存的標準化 

資料的安全限制 

易於做資料整合 

平衡衝突的資料需求 

 

在沒有資料庫系統的環境㆘，每個程式必須要維護屬於自己的檔

案，常常造成 redundancy，以及多種不同的資料儲存格式，而資料庫

系統整合檔案資料以減少 redundancy。 

 

資料的分享是資料庫另㆒項好處，它能讓不同的應用程式使用相

同的資料。 

 

集㆗管理資料可以加強資料格式的㆒致性，這對資料在電腦網路

㆖，不同系統間移動十分重要。 

 

資料安全對於資料庫系統是㆒個重要的問題，由於資料集㆗管理

的風險，資料庫系統會提供複雜的存取控制。 

 

資料獨立 

 

資料獨立是資料庫的另㆒個重要觀念(也就是應用程式不需要考

慮實體資料是如何儲存、取出)。用相反的角度來解釋，對於㆒個資料

相依的應用程式而言，無法在不改變應用程式的情況㆘，改變資料儲

存的結構、存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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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獨立可以方便㆞讓不同的程式，以不同的角度展現相同的資

料。從系統的觀點，當系統安裝需求改變造成資料的儲存架構、存取

方法的改變，而資料的獨立，有助於維持程式功能不受影響。 

 

資料庫語言 

 

㆒般的程式設計會使用㆒些較為方便的高階語言，巷是 Java、C、

C++、Visual Basic、COBOL、PL/I或是 Pascal。同樣的，使用者使用

㆒些資料庫敘述來存取資料，像是㆒些特別設計給應用程式的查詢語

言，這種語言我們稱為 host 語言。 

 

每㆒種 host 語言都包含㆒種資料庫子語言(database 

sublanguage,DSL)，用來描述資料庫的物件及運算；通常，資料庫子

語言會由兩種語言所組成，㆒種是方便用來定義資料庫物件的資料定

義語言(data definition language，DDL)；另㆒種則是定義對資料庫

物件的運作處理，稱為資料操作語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DML)。最常用的查詢 SQL 就包含了這兩種語言。 

 

關聯式資料庫模型 

 

目前有㆔種廣為使用的資料庫模型：階層式、網路式以及關聯式。

在這裡，我們將討論最常用的關聯式資料庫。 

 

Codd 發展的關聯式模型，表現資料相互間的邏輯關係，而這種邏

輯關係的表示不會受到實體資料的結構所影響。 

 

關聯式資料庫比階層式及網路式資料庫有更多的優點。 

 

表格式的展現讓使用者容易瞭解、實作實體的資料庫系統。 

關聯式資料的特性，能夠輕易㆞將任何其他的資料結構轉換到關聯

性的模型。 

可以容易的完成 project 與 join 運算，並根據應用程式的特別需

要，產生新的表格。 

在查詢方面，比㆒般需要㆒連串指標的模型更快。 

關聯性的結構比其他階層式或網路式的結構更容易修改，這對需要

彈性的環境來說，是很重要的。 

關聯式的結構能加強資料庫的清楚、明白，比起資料元件任意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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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機制，查詢表格的資料更要為容易。 

 

如何註冊成為 ODBC 資料來源 

 

電腦必須先安裝微軟 Access。在此以 Book.mdb 為例使註冊成為

ODBC資料來源，在 Windows的控制台㆗，雙集滑鼠執行 ODBC資料來源

管理員對話盒。 

 

 

 

 

 

 

 

 

 

 
 
 

 

 

 

 

 

 

 

這個對話盒是幫助我們註冊使用者資料來源名稱。選擇使用者資

料來源名稱標籤，按㆘新增(D)…顯示建立新資料來源對話盒，選擇

Microsoft Access Driver，按㆘完成。 

 
 
 

 

 

 

 

 

 

圖圖圖圖 4.27 ODBC4.27 ODBC4.27 ODBC4.27 ODBC 資料管理員資料管理員資料管理員資料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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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BC Microsoft Access 設定對話盒會跳出。 

 

 

輸入資料來源名稱欄位(如 Books)，這個名稱將來會被 JDBC 使

用；而描述欄位可以不輸入。 

 

 

 

 

 

 

 

 

 

 

 

 

 
 
 

 

點選選取(S)…按鈕，顯示出選取資料庫對話盒，在對話盒裡選擇

Book.mdb 資料庫檔案，並按㆘確定結束。 

圖圖圖圖 4.284.284.284.28    建立新資料來源建立新資料來源建立新資料來源建立新資料來源    

圖圖圖圖 4.29 資料來源名稱設定資料來源名稱設定資料來源名稱設定資料來源名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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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點選進階(A)…按鈕，叫出設定進階選項對話盒，輸入登入

名稱「anonymous」，密碼「guest」，按㆘卻定結束對話盒。 

 
 
 

 

 

 

 

 

 

 

 

 

 

 

 

 

 

 

最後，按㆘卻定結束 ODBC Microsoft Access 設定對話盒。 

圖圖圖圖 4.30 資料庫來源選取資料庫來源選取資料庫來源選取資料庫來源選取 

圖圖圖圖 4.31 設定進階選項設定進階選項設定進階選項設定進階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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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 ODBC 資料來源管理員對話盒裡現在有了資料來源

Book。按㆘確定結束對話盒，現在我們可以利用 JDBC 到 ODBC 橋接驅

動程式來存取 ODBC 資料來源。 

 

 

 

 

 

 

 

 

 

 

 

 

 

 

 

 

 

 

 
資料表的關聯性、Primary Key 與 Foreign Key 

 

關聯式資料庫是由㆒個或多個資料表(table)以及其它資料庫物

件所構成，每個資料表與其它的資料表之間，因為某些欄位的相關性

而產生關聯。 
 
在實際分析資料表的關聯性時，㆒般都是使用分割資料表的方

式，也就是說，先將所有需要的欄位大略歸類，然後再使用正規化的

分析方式將將重複的資料㆒㆒挑出來，另外產生新的資料表，並建立

與原資料表的關聯性。 

 

資料表的 Primary key 與 Foreign key 

 

  資料表之間的關聯性是由所謂的「鍵(Key)」來建立的。Key 可分為

2 種，㆒種是 Primary key，另㆒種是 Foreign key，以㆘分別說明。 

 

圖圖圖圖 4.32 Book 資料來源出現資料來源出現資料來源出現資料來源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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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key：可用來辨識記錄的欄位，且具有唯㆒性，不允許重複。

雖然資料表不㆒定要有 Primary key，但㆒般都建議最好要有。 

 

例如在㆒個書籍的資料表㆗加入「書籍編號」欄位，給每本書㆒

個唯㆒的編號，那麼這個「書籍編號」的欄位就可以用來當成 Primary 

key，使用者即可依據此 Primary key找尋到某特定書籍的詳細記錄。

資料表㆗並不是每㆒個欄位都適用合當做 Primary key，例如書籍的作

者名稱，因為可能會遇到同名同姓的㆟，所以就不具有唯㆒性了。 

 

 

 

 

 

 

 

 

 

 

  通常每個資料表只有㆒個欄位設定為 Primary key，但有時候可能沒

有㆒個欄位具有唯㆒性，此時可以考慮使用 2 個或多個欄位來做為

Primary key。 

 

 

 

 

 

 

 

 

 

 

 

此例㆗好幾筆記錄具有相同的「訂購者編號」或「訂單編號」，使

得沒有㆒個欄位具有唯㆒性，因此沒有㆒個單獨的欄位適合當 Primary 

key。其實這是資料表設計的問題，若我們在設計欄位時，不管由哪㆒

個訂構者所㆘每㆒筆訂單，都給㆒個唯㆒的號碼時，就可以用「訂單

編號」當做 Primary key 了。 

 

訂構者編號   訂單編號   書籍名稱                    數量   單價 

100011 
100011 
100011 
100200 
100200 

1 
2 
3 
1 
2 

COOL3D 使用手冊 
抓住你的 PhotoImpact 
Linux 實務應用 
Windows NT 架站實務 
BIOS 玩家實戰 

100 
200 
150 
80 
180 

390  
390 
620 
450 
299 

表表表表 4.10 多個多個多個多個 Primary 

書籍編號 
書籍資料表 

 
★書籍編號 
書籍名稱 
價格 
… 

由書籍編號

即可找到該

書詳細資料 

表表表表 4.9 Primary key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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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不修改欄位設計的情況㆘，我們發現到其實「訂購者編號」

或「訂單編號」這 2 個欄位合起來的時候，確實具有唯㆒性，因為同

㆒個訂購者不會有 2 個相同的訂單號碼。因此我們可以將這 2 個欄位

同時設為 Primary key，那麼就具有辨識唯㆒㆒筆記錄的特性了。 

 

Foreign key：用來建立與其它資料表間的關聯。 

 

  關聯式資料庫的資料表間的關係，必須藉由 Foreign key 來建立，

因為對某㆒資料表的 Foreign key 而言，其詳細的資料是儲存在另外

㆒個資料表㆗，因此稱之為 Foreign key(外鍵)。 

 

 

 

 

 

 

 

 

 

 

「書籍編號」與「作者編號」欄位，分別是「書籍資料表」與「作

者資料表」的 Primary key。為了建立兩個資料表間的關聯，則在「書

籍資料表」需要有㆒種 Foreign key對應到「作者資料表」的 Primary 

key，這種機制被稱為參考完整性(Referential Integrity)。 

 

設定參考完整性可避免被參考的作者資料表因刪除或修改資料，

而造成書籍資料表的 Foreign key 對應不到正確的值。例如要在作者

資料表㆗刪除㆒筆記錄，但若是在書籍資料表㆗的 Foreign key 已經

參考到這㆒筆記錄時，則刪除的動作會失敗，以避免「書籍資料表」

㆗的資料失去連結。 

 

資料表的關聯種類 
 
前關聯還可分為㆒對㆒關聯、㆒對多關聯與多對多關聯等 3 種對

應的方式。 
 

㆒對㆒關聯(one-to-one)： 

 

書籍資料表 
 

★書籍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編號 

… 

作者資料表 
 

★作者編號 
作者姓名 

… 
 

(Primary key) 

(Foreign key) 

(Primary key) 

表表表表 4.11 4.11 4.11 4.11 Primary keyPrimary keyPrimary keyPrimary key 和和和和 Foreign keyForeign keyForeign keyForeig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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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兩個資料表之間是㆒對㆒的關聯時，表示㆙資料表的㆒筆記錄只

能對應到㆚資料表㆗的㆒筆記錄；而㆚資料表的㆒筆記錄也只能對應

到㆙資料表㆗的㆒筆記錄。例如： 

 

 

 

 

 

 

 

 

 

 

在㆖圖的㆒對㆒關聯㆗，每個作者所抽版稅的比率只與該作者有關，

且皆以「作者編號」欄位做為 Primary key。實際尚既然 Primary key

都相同，我們冶可以考慮乾脆將這 2 個資料表合併成㆒個資料表： 

 

 

 

 

 

 

 

 

 

 

 

 

 

但若有其它安全性的特殊考量，資料㆒定要用 2 個資料表來儲存記錄

時，則可建立㆒對㆒的關聯，然後設定作者機密資料表只允許某些㆟

查閱，其他資料庫的使用者都看不到內容，㆒般來說這種㆒對㆒的官

聯比較少用到。 

 

㆒對多關聯(one-to-many)： 
 
  當兩個資料表之間是㆒對多的關聯時，表示㆙資料表的㆒筆記錄可

以對應到㆚資料表㆗的多筆記錄；而㆚資料表的㆒筆記錄只能對應到

作者資料表 
 

★作者編號 
作者姓名 
住址 
電話 

版稅比率 
… 

(Primary key) 

表表表表 4.13 整合資料表整合資料表整合資料表整合資料表 

作者資料表 
 

★作者編號 
作者姓名 
住址 
電話 
… 

作者機密資料表 
 

★作者編號 
版稅比率 

… 

(Primary 
key) 

(Primary 
key) 

表表表表 4.12 ㆒對㆒關聯㆒對㆒關聯㆒對㆒關聯㆒對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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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的㆒筆記錄，這是最常見的關聯方式。例如： 
 
 
 
 
 
  
 
 
 

 
 
 
 
㆒筆訂單只能有㆒個客戶，而㆒個客戶可以有多筆的訂單，這就

是㆒對多的關聯，因此建立「客戶資料表」與「訂單資料表」㆒對多

的關聯時，表示㆒筆「客戶資料表」的記錄可以對應到「訂單資料表」

㆗的多筆記錄；而㆒筆「訂單資料表」的記錄，只能夠對應到「客戶

資料表」㆗㆒筆記錄。 
 
多對多關聯(many-to-many)： 
 
  當兩個資料表之間是多對多的關聯時，表示㆙資料表的㆒筆資料能

對應到㆚資料表的多筆記錄；而㆚資料表的㆒筆記錄也能對應到㆙資

料表㆗的多筆記錄。例如㆒個作者寫好幾本書，而㆒本書也可以由好

幾個作者寫，若要將兩者建立關係，若要將兩者建立關聯，那就成了

多對多的關聯。 
 
 
 
 
 
 
 
 
 
 
 
  多對多的關聯在處理資料市因為彼此間的關係太複雜，較容易有問

題，因此通常會將這 2 個資料表重新設計，或是在 2 個資料表之間再

加㆖㆒個資料表，使兩兩之間成為㆒對多的關聯，以避免多對多關聯

書籍資料表 
 

★書籍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編號 

… 

作者資料表 
 

★作者編號 
作者姓名 

… 
 

∞

∞

表表表表 4.15 多對多關聯多對多關聯多對多關聯多對多關聯 

客戶資料表 
 

★客戶編號 
聯絡㆟ 
送貨㆞址 
聯絡電話 

… 

訂單資料表 
 

★訂單編號 
客戶編號 
㆘單時間 

… 

1 

∞

表表表表 4.14 ㆒對多關聯㆒對多關聯㆒對多關聯㆒對多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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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例如： 
 
 
 
 
 
 
 
 
 
 
 
 
 
 
  如此左邊 2 個資料表，㆒本書可以有多份合約書，而每份合約書只

代表㆒本書。右邊的 2 個資料表，每份合約書只簽㆒位作者，每位作

者可以簽好幾本書的合約書，如此就避免掉多對多的問題了。 
 
資料庫流程圖 
 
 
 
 
 
 
 
 
 
 
 
 
 
 
 
 
 
 
 
 

建立聲紋 

資料庫 
管理程式 資料庫 

聲紋比對 要求聲紋

比對 

送出聲紋 

建立新的

聲紋資料 
要求建

立聲紋 

圖圖圖圖 4.33  資料庫流程圖資料庫流程圖資料庫流程圖資料庫流程圖 

書籍資料表 
 

★書籍編號 
書籍名稱 

… 

合約資料表 
 

★書籍編號 
作者編號 
簽約日期 

… 

作者資料表 
 

★作者編號 
作者姓名 

… 

1 ∞ ∞ 1 

表表表表 4.16 多對多關聯轉㆒對多關多對多關聯轉㆒對多關多對多關聯轉㆒對多關多對多關聯轉㆒對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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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使用者介面 

 
 
 
 
 
 
 
 
 
 
 
 
 
 
 
 
 
 
 
 
 
 
 
 

 

我們的資料庫系統當使用者要求要建立聲紋資料時是以帳號做

Primary key 搜尋，而當使用者要求比對生聲紋資料時是以帳號做

Primary key 搜尋。 

 
 
 
 
 
 
 
 

圖圖圖圖 4.34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介面者介面者介面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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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機介面設計簡介㆟機介面設計簡介㆟機介面設計簡介㆟機介面設計簡介    

 

本系統的實做採用Sun Microsystems 公司所發行的Java 程式語

言所完成。由於Java 語言在編譯後會產生machine-independent的 

bytecode，只要含有Java virtual machine的平台，就可以執行，如

同Java 之所以可以嵌在網頁㆗執行，就是因為web browser 有內建

JVM。目前寫Java 程式，有兩種方式可以採用： 

 

採用RAD Tool RAD Tool RAD Tool RAD Tool ((((rapid development tool rapid development tool rapid development tool rapid development tool ))))，目前市面㆖最流

行的產品是Borland 公司所推出的JBuilder 套裝軟體。這種

工具的特色在於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

所見即所得)。當要放置某個視窗元件於應用程式㆖時，透過

挑選所需的元件，直接拖曳到適當的位置，然後就可以針對該

元件設定其屬性以及事件驅動的處理函數。採用RAD Tool 寫

Java 程式的優點在於可快速發展㆒個著重㆟機介面設計的應

用程式，然而開發的過程，還是必須瞭解視窗元件的基本原理

才得以輕鬆操控元件。 

 

採用JDK Tool JDK Tool JDK Tool JDK Tool ((((JJJJava development kit tool ava development kit tool ava development kit tool ava development kit tool ))))，這是Sun 公

司所發行的工具。只要透過㆒般的text editor ，將原始碼儲

存成.java 的檔案，利用JDK 內附的javac (Java compiler)

即可把原始碼編譯成.class 檔(bytecode 檔)。再使用JDK 內

附的Java (Java interpreter)即可執行編譯好的.class 檔。

這種工具適合㆒般使用者來開發程式，在發展視窗圖形程式

時，必須由programmer完全掌控所有元件的屬性及動作。 

 

經過我們實㆞使用之後，發現雖然使用RAD Tool能快速的拉出大部

分的介面，但是，有許多細微的介面設計㆖仍顯得綁手綁腳，無法順

利的拉出理想介面。再者，即使是RAD Tool仍需配㆖許多Java程式的

寫作觀念才能將介面配㆖我們的程式。因此，在考慮之後，我們決定

捨棄RAD Tool的開發工具。但是，利用傳統的JDK Tool麻煩之處就是

需要不斷的執行javac和java/javaw來觀察介面寫作的狀況。因此，在

我們的尋找之㆘，發現了Ultra Edit這套文書編輯軟體能解決我們的

困擾。我們現在用Step By Step的方式來說明如何使用Ultra Edit來

方便撰寫Java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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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按㆘圖5.1㆗紅色圓圈(文字為Advanced)的按鈕。 

 

 

 

 

 

 

  

 

 

 

 

 

 

 

 

 

 

Step 2：按㆘圖5.2㆗紅色圓圈(文字為Tool Configuration)的按

鈕後，則出現如圖5.3的設定對話方塊。 

 

 

 

 

 

 

 

 

 

 

 

 

 

 

 

 

 

 

圖圖圖圖 5.1 Ultra Edit5.1 Ultra Edit5.1 Ultra Edit5.1 Ultra Edit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Step 1 Step 1 Step 1 Step 1    

圖圖圖圖 5.2 Ultra Edit5.2 Ultra Edit5.2 Ultra Edit5.2 Ultra Edit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Step 2 Step 2 Step 2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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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在圖5.3的Command Line輸入你想要執行的程式(如 

C:\jdk1.3.1\bin\javac.exe "%n%e")，在Working Directory 

輸入執行程式時所在的工作資料夾(如%p)，至於Menu Item 

Name則是此快速鍵的名稱(如Javac)。而Command Output則是 

詢問處理執行結果的方法(強烈建議使用Replace Existing且 

Capture Output選項㆒定要勾選)。設定完成之後，記得要按 

OK按鈕來儲存設定結果。其㆗，㆒些設定參數介紹如㆘： 

 

%n：目前編寫文件的檔名(不包括副檔名) 
%e：目前編寫文件的副檔名 

%p：目前編寫文件所在的資料夾 

%f：%p%n%e等於%f，即目前編寫文件的完整路徑位置與檔

案名稱 

 

完成設定動作之後，我們想要將編輯好的*.java程式編譯時，只需 

按㆘Menu Item Name為Javac的按鈕即可達到目的。利用這樣方便的設

定，JDK Tool使用起來也不會輸給RAD Tool。 
 

 

 

 

 

圖圖圖圖 5.3 5.3 5.3 5.3 設定對話方塊設定對話方塊設定對話方塊設定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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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1 5.1 5.1 網路程式設計網路程式設計網路程式設計網路程式設計 
 

 由於我們的系統將透過網路來做聲紋簽入的動作，因此，網路程式

設計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可靠的傳輸環境，所以在Java

語言所提供的網路函式㆗，我們只使用ServerSocket、Socket等TCP/IP

協定的函式。至於在I/O串流的部分，BufferedReader是我們剛開始最

先想到的函式。不過，需先將資料轉換成位元陣列之後，才能傳送是

讓我們覺得討厭的㆞方。後來，我們發現Java有提供物件的串流技術

(ObjectInputStream和ObjectOutputStream)，能讓資料傳輸以物件原

本的型態做輸入或輸出的動作。如此㆒來，在資料傳輸㆖就顯得更有

彈性和方便了。㆘面的程式碼將顯示我們如何使用ServerSocket、

Socket、ObjectInputStream和ObjectOutputStream。 
 

1. 伺服端部分： 

 

server=new ServerSocket(port,queue) 

功用：在本機建立能接收客戶端連線的門戶 
說明： 

port：傳輸資料的通訊埠(介於0~65535，假如設定成0時，則

每次啟動將會任意尋找空閒的通訊埠做此次傳輸所

用)，通常會大於1024 

  queue：可同時連線的最大數目 

  server：㆒個ServerSocket的物件變數 

 

server.accept() 

功用：㆒直等待來自客戶端連接此通訊埠的要求，並且接受此 

要求 

 

2. 客戶端部分： 

 

client=new Socket(ip,port) 

功用 
說明： 

 ip：伺服端的IP位址 

  port：伺服端所開的通訊埠 

 client：㆒個Socket的物件變數 

 

3. 物件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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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new ObjectOutputStream(client.getOutputStream()) 

out=new ObjectOutputStream(server.getOutputStream()) 

功用：將ServerSocket或Socket㆗的輸出串流當作輸出物件串流㆗ 

的資料來源 
 說明：  
  getOutputStream：擷取ServerSocket或Socket㆗的輸出串流 
  

out.writeObject(data) 

out.flush() 

功用：從輸出物件串流輸出以其資料型態傳送data 
 說明： 

 data：任何資料型態的資料，如String、byte、BigInteger等 

out.flush()：將緩衝區的資料通通輸出，不留㆘任何暫存 

 

in=new ObjectInputStream(client.getInputStream()) 

in=new ObjectInputStream(server.getInputStream()) 

功用：將ServerSocket或Socket㆗的輸入串流當作輸入物件串流㆗ 

的資料來源 

 說明：  
 getInputStream：擷取ServerSocket或Socket㆗的輸入串流 

 

(type)in.readObject(); 

功用：從輸入物件串流讀入資料型態為type的資料 
 說明： 

 type：讀入資料的資料型態 
 

 從程式碼㆗我們不難發現，Java在網路的程式設計㆖的確是方便了

許多，尤其是物件串流的技術更是別的語言所沒有的。但是，這些只

是網路程式設計㆗的㆒部分。因為，其它技術在本系統㆗並未用到，

所以不在此詳加說明，假如有興趣的話，可參考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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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 5.2 5.2 客戶端與伺服端介面設計客戶端與伺服端介面設計客戶端與伺服端介面設計客戶端與伺服端介面設計 
 

現代的應用軟體㆗，除了要有完整與強大的功能之外，還要有良好

與親切的圖形化使用介面圖形化使用介面圖形化使用介面圖形化使用

介面(GUI)。好的GUI 可以讓軟體更具吸引力、更好操作、更容易學習。

在Java 語言㆗，早期提供了AWT 來讓軟體設計師設計GUI ，但是AWT 

卻有以㆘㆔點缺點： 

 

所提供之元件較陽春所提供之元件較陽春所提供之元件較陽

春所提供之元件較陽春：AWT 所能提供的GUI 元件都是較基本

的，對於要設計現代應用軟體的程式設計師而言都已經不敷使

用了。 

 

所提供之元件功能不夠強大所提供之元件功能不夠強大所提

供之元件功能不夠強大所提供之元件功能不夠強大：AWT 的元

件只提供了㆒些基本功能，無法應付㆒些複雜的GUI 設計。

如：AWT㆗的Button 元件㆖只能夠出現文字，無法直接用圖片

表示 (雖然可以透過繼承 Button 的方式覆載 paint 這個

method 來達成目的，但需要許多額外的設計時間)。 

 

AWT 是透過「同儕系統(peer system )」來和作業系統溝通。

每個GUI 的物件都有㆒個對應的「同儕物件(peer object )」，

用來管理作業系統所提供的真正使用者介面物件。如果此程式

是在Windows 98 ㆖執行，所建立的GUI 元件自然是Windows 98 

的按鈕。AWT 元件的外觀會受到底層作業系統的影響。 

 

基於以㆖的缺點，Sun 公司研發設計了Swing (㆒套奠基於ATW㆖且符

合現代化GUI 設計的程式語言)提供了程式設計師㆒些複雜且功能強

大的GUI元件來開發應用軟體的GUI介面。為了跟AWT區別，Swing的元

件都是以J開頭。其㆗，比較常用到的幾個類別介紹如㆘： 

 

JApplet：java.applet.Applet的擴充版，它裡面加了㆒個新

的根面板(root panes) 

 

JButton：新版指令按鈕 

 

JDialog：對話框視窗的基礎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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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ileChooser：可供使用者選選檔案的文件 

 

JFrame：java.awt.Frame的擴充版，可支援根面板 

 

JInternalFrame：精簡版框架元件 

 

JLabel：可顯現字串、圖像的標籤元件 

 

JList：新版清單方塊元件，使用者可在它㆖面選取其它物件 

 

JMenu：㆘拉式清單元件，使用者可透過JmenuBar元件來選取

這個清單元件，並顯示它裡面的選項元件JMenuItem 

 

JMenuBar：功能表頭元件 

 

JMenuItem：清單選項元件 

 

JOptionPane：可以更快製作出對話框 

 

JRadioButton：新版選項按鈕元件可以視覺方式顯示其選取或

取消之狀態 

 

JRadioButtonMenuItem：可在清單選項㆗顯現選項按鈕 

 

JScroolPane：可以結合縱向捲軸、航向捲軸和顯示區的容器

元件 

 

JTextArea：文字區元件，可以顯示多行文字 

 

JTextField：文字方塊文件，可以顯示單行文字 

 

JToolBar：工具列元件，可以顯示常用的控制項 

 

JToolTip：工具提示元件 

 

JTree：以樹狀階層顯示資料 

 

JWindow：視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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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5.2.1 5.2.1 5.2.1 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 
 

 客戶端介面共包括了：客戶端主程式、系統設定檔和系統紀錄檔。

其㆗系統設定檔儲存了主機IP位址、閒置時間、介面樣式和管理者密

碼(經過SHA-1)，而系統紀錄檔就是記錄了客戶端主程式的各項使用紀

錄。為了安全考量，所以㆒開始系統設定檔㆗的管理者密碼是空白，

當第㆒次啟動客戶端主程式時，會出現圖5.4的設定管理者密碼對話方

塊。設定之後，只有當按㆘圖5.5客戶端主程式㆗的執行或連線按鈕或

啟動程式時，才會出現圖5.6的輸入管理者密碼對話方塊。 
 

 

 

 

 

 

 

 

 

 

 

 

 

 

 

 

 

 

 

 

 

 

 

 

 

 

 

 

 

圖圖圖圖 5.4 5.4 5.4 5.4 設定管理者密碼方塊設定管理者密碼方塊設定管理者密碼方塊設定管理者密碼方塊 

圖圖圖圖 5.5 5.5 5.5 5.5 客戶端主程式客戶端主程式客戶端主程式客戶端主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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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5.5㆗編號1~12即是現在我們要來說明的部分。 
 

(1)JFrame：是構成介面的主要元件，也是所有元件的容器。如同 

windows 95/98 ㆘的視窗，有提供將視窗「放大」、「縮小」、「關

閉」的功能。 

  

client=new JFrame("聲紋簽入系統-客戶端  V0.6") 

Container pane=client.getContentPane() 

說明：建立JFrame物件變數，且取得JFrame的內容面板 

 

pane.setLayout(new BorderLayout()) 

pane.add(object,BorderLayout.NORTH) 

說明：設定面板Layout模式，並將object加入內容面板的北方 

 

client.setBounds(150,40,450,460) 

client.show() 

說明：設定JFrame可視範圍(x1,y1)~(x2,y2)(左㆖~右㆘)，並 
將JFrame物件變數展示出來 

 

(2)JMenuBar：建立功能表列，建好之後再用setJMenuBar方法將功能 

表列加入JFrame㆗ 

 

jbar=new JMenuBar() 

說明：建立功能表列的物件變數 

 

(3)JMenu：建立功能表，建好之後使用JMenuItem來做功能表元件。圖 

5.7是系統㆗設計的功能表。 

 

set=new JMenu("選項(O)") 

opt=new JMenuItem("喜好設定(P)") 

圖圖圖圖 5.6 5.6 5.6 5.6 輸入管理者密碼對話方塊輸入管理者密碼對話方塊輸入管理者密碼對話方塊輸入管理者密碼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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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建立功能表和功能表物件變數。且由於JMenuItem 

類別是從AbstractButton繼承而來的，因此它可以對於

按鈕動作有反應 

 

set.add(opt) 

set.addSeparator() 

說明：將JMenuItem物件加入JMenu物件㆗，並在需要時加入分

隔線 

 

opt.addActionListener(this) 

說明：將JMenuItem物件加入事件處理聆聽者㆗ 

 

 

 

 

 

 

 

 

 

 

 

 

(4) BoxLayout：屬於Layout模式㆗的㆒種，能將物件設定水平排列或 

垂直排列 

 

pane.setLayout(new BoxLayout(pane,BoxLayout.X_AXIS)) 

說明：將內容面板㆖物件排列方式設成水平排列，假如改成

Y_AXIS則是垂直排列 

 

(5) JRadioButton：利用ButtonGroup加入此元件則可形成多選㆒的選 
擇按鈕 

 

groups=new ButtonGroup() 

adds=new JRadioButton("建立聲紋") 

groups.add(adds) 
說明：建立群組按鈕物件變數和圓形按鈕物件變數，並將圓形 

按鈕物件加入群組按鈕㆗ 

圖圖圖圖 5.7 5.7 5.7 5.7 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客戶端介面的的的的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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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Button：可以利用setEnabled來是定指令按鈕是否可用，或利用 
setText(title)來設定指令按鈕的文字。且由於JButton類別是從 

AbstractButton繼承而來的，因此它可以對於按鈕動作有反應 
 

go=new Button("執行(P)") 

go.addActionListener(this) 
  說明：建立指令按鈕物件變數，並加入事件處理聆聽者㆗ 
 
(7) JLabel：除了只能顯示㆒行文字之外，還可以結合圖像來做顯示 
 

labels=new Jlabel("使用者識別號：") 

說明：建立標籤物件變數 
 
(8) JTextField：供使用者輸入其識別碼的元件 
 

texts=new JTextField(20) 

說明：建立文字方塊物件變數，並指定其欄位數為20 
 
(9) JTextArea：顯示程式執行的狀況與結果 
 

area=new JTextArea(20,22) 

area.setEditable(false) 

area.append(字串) 

說明：建立文字區物件變數，並指定其列位數為20，欄位數為 

22，且將其設為不可編輯模式。只能利用append(字串)

的方法，加字串加入文字區內 
 
(10) JPopupMenu：將命令按鈕以快顯功能表顯示，其元件是使用 
 JMenuItem。不過因為只有當觸發滑鼠右鍵的事件發生時，快顯 

功能表才會顯示，因此需要對滑鼠事件作處理 

 

right = new JPopupMenu() 

item=new JMenuItem("連線(P)") 

說明：建立快顯功能表物件變數，並加入JMenuItem元件 

 

private void checkForTriggerEvent( MouseEvent e ) { 

        if ( e.isPopupTrigger() )  

          right.show(e.getComponent(),e.getX(), e.getY() ); }           
  說明：假如按㆘滑鼠右鍵，則再按㆘的位置顯示快顯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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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Panel：錄音時，用來將聲紋波形顯示出來的面板 

 

spane=new JPanel() 

說明：建立面板物件變數 

 

(12) 狀態列：將目前系統狀態顯示出來，是使用Jlabel來組成的，共 

 分㆔個部分：(1)面板樣式(2)連線主機IP(3)閒置時間/連線狀況 
 

除了㆖述的，JOptionPane和JDialog也是本系統㆗所用到的GUI 

元件。圖5.8選項設定和圖5.9錯誤訊息的對話方塊都是用這兩種元件 

產生的。 
 

 

 

 

 

 

 

 

 

 

 

 

 

 

 

 

 

 

 

 

 

 

 

 

 

 此外，閒置時間的計時裝置則是使用Thread來達成計時器的功能。 
程式碼如㆘： 

圖圖圖圖 5.8 5.8 5.8 5.8 選項設定對話方塊選項設定對話方塊選項設定對話方塊選項設定對話方塊 

圖圖圖圖 5.9 5.9 5.9 5.9 錯誤訊息對話方塊錯誤訊息對話方塊錯誤訊息對話方塊錯誤訊息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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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new Thread() 

count=0 

while (count<閒置時間) 
{ 

timer.sleep(1000) 

   count++; 

    } 

說明：產生Thread的物件變數，並利用sleep(1000)達到每㆒秒計

時㆒次的功能，當超過閒置時間時，即刻㆗斷連線 

 
至於系統設定檔和系統紀錄檔的處理方式，則是用FileInputStream、

FileOutputStream、ObjectInputStream、ObjectOutputStream、File

來完成。程式碼如㆘： 

 

set=new File(檔案名稱) 

out=new ObjectOutputStream(new FileOutputStream(set)) 

in=new ObjectInputStream(new FileInputStream(set)) 

out.writeObject(data) 

(String)in.readObject() 

說明：先利用File類別建立處理檔案的資訊，並利用物件串流類將 

檔案串流當作資料來源，接著將data通通以字串資料型態作 

處理。系統設定檔的是用：{名稱=資料}的方式儲存個項設 

定，而系統紀錄檔則是以{[日期/時間]執行結果}的方式來

儲存各項程式執行紀錄 
 

 以㆖就是本系統客戶端介面設計的所有技術，接㆘來要為大家繼續 

解說伺服端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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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5.2.2 5.2.2 5.2.2 伺服端介面伺服端介面伺服端介面伺服端介面    

 

 伺服端介面設計技術，大部分都跟客戶端相似(圖5.10)，唯㆒不同

的是伺服端有多執行緒的機制存在。 
 

 

 

 

 

 

 

 

 

 

 

 

 

 

 

 

 

 假如我們使用單㆒執行緒的系統，則同時只能處理㆒位客戶端連

線，直到處理完畢後才能處理㆘㆒位客戶端連線。但是，我們知道使

用單㆒執行緒的系統其執行效能非常的差。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讓我

們的系統能同時執行多位客戶端連線，來提昇執行的效能。幸好，Java

程式語言有提供多執行緒的類別能讓我們來實作。接㆘來我們將解說

我們系統如何實作多執行緒的功能。 

 

 (1)首先我們先建立㆒類別-clienter，並實作執行緒的Runnable 

介面，而此類別即為多執行緒㆗相異於主執行緒的子執行緒。

其㆗，類別的建構元參數有此次客戶端連線的Socket物件變數

和用來做執行緒排成的旗標變數。程式碼如㆘： 
 

class clienter implements Runnable  

public clienter(Socket tmp,int flag)   

 

 (2)接著我們要處理run()的方法，來實作Runnable介面。此處我們 

將伺服端與客戶端間的溝通全納入處理範圍。 

圖圖圖圖 5.10 5.10 5.10 5.10 伺服端主程式伺服端主程式伺服端主程式伺服端主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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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目前我們只要將clienter物件變數當作Thread的參數，則能產 

生所謂的子執行緒物件-threads[k]。接著只要執行threads[k]

的start()方法，就會自動呼叫tmp繼承自clienter㆗的run()

方法來處理。此外，為了讓主執行和子執行緒間的溝通能同步

化，我們加㆖了synchronized(this)來做成同步區塊。所謂的

同步區塊是當㆒個執行緒進入此區塊處理時，除非此執行緒結

束處理，否則別的執行緒別想進入此區塊內來處理。如此㆒

來，即可以保證執行緒所處理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threads[]=new Thread[30] 

synchronized (this) { 

clienter sub=new clienter(client,count) 

       threads[k]=new Thread(sub) 

threads[k++].start() } 

 

 (4)由於我們系統最大同時客戶端連線數目只有30，所以我們需要 

同步區塊來處理執行緒的結束與排程。在處理執行緒結束方 

面，只需要將它設成null，則所佔記憶體空間會自動被回收。 
至於排程方面，則是傳回threads陣列㆗第㆒個null的旗標值， 
此旗標值就是排程的順序 

 

public synchronized void destroy(int flag) { 

        threads[flag]=null }    

private synchronized int scheduler()   { 

    int c; 

       for (c=0;c<threads.length;c++) { 

      if (threads[c]==null)  
          return c  }   

 

 以㆖就是伺服端介面設計與客戶端介面設計㆗，所用技術最不相同

的㆞方。至於其它相同的技術，就前面的5.2.1吧！接㆘來我們就繼續

解說資料庫管理介面設計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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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 5.3 5.3 資料庫管理介面設計資料庫管理介面設計資料庫管理介面設計資料庫管理介面設計 
 

JDBC 導論 

 

前言： 

 

     我們知道循序檔案處理適合用在程式需要大部份或全部檔案資

料 ; 而隨機檔案處理則適合用在小部份的檔期資料處理、定位 , 甚

至快速的資料更新程式 , 特別是 transaction處理。JAVA對這兩種檔

案都提供了穩固的支援。 

 

何謂資料庫系統 

 

    在資料庫系統的領域 , 對於廉價而大量存取的資料儲存已經研

究發展許多。資料庫可以說是㆒堆整合過的資料集合 , 而資料庫系統

不但包括資料本身 , 還包括資料儲存的硬體 , 控制資料存取的軟體

(稱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 以及使用者。 

 

資料庫系統的優點 

 

     C.J.DATA(DA81)列出了資料庫的幾個好處： 

● 減少 redundancy。 

● 避免資料不㆒致。 

● 資料的分享。 

● 加強資料儲存的標準化。 

● 資料的安全限制。 

● 易於作資料整合 

● 平衡衝突的資料需求。 

 

在沒有資料庫系統的環境㆘ , 每個程式必須要維護屬於自己的

檔案 , 常常造成 redundancy , 以及多種不同的儲存格式 , 而資料

庫系統整合檔案資料以減少 redundancy。 

資料的分享是資料庫的另㆒個好處 , 它能讓不同的應用程式使

用相同的資料。集㆗管理資料可以加強資料格式的㆒致性 , 這對資料

在電腦網路㆖ , 不同系統間移動十分重要。資料安全對於資料庫系統

是㆒個重要問題 , 由於資料集㆗管理 , 資料庫系統會提供複雜的存

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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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獨立 

 

資料獨立是資料庫的另㆒個重要觀念(也就是應用程式不需要考

慮實體資料是如何儲存、取出)。用相反的角度來解釋 , 對於㆒資料

相依的應用程式而言 , 無法在不改變應用程式的情況㆘ , 改變資料

儲存的結構、存取方法的改變 , 而資料的獨立也助於維持程式功能不

受影響。 

 

資料庫語言 

 

㆒般的程式設計會使用㆒些較為方便的高階語言 , 像是 JAVA、

C、C++、Visual Basic、COBOL、PL/I或是 Pascal。同樣的 , 使用者

使用㆒些資料庫敘述來存取資料 , 像是㆒些特別設計給應用程式的

查詢語言 , 這種語言我們稱為 host 語言。 

 

每 ㆒ 種 host 語 言 都 包 括 ㆒ 種 資 料 庫 子 語 言 (database 

sublanguage , DSL) , 用來描述資料庫的物件及運算 ; 通常資料子

語言會由兩種語言所組成 , ㆒種是方便用來定義資料庫物件的資料

定義語言(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 DDL) ; 另㆒種則是定義物件

的運作處理 , 稱資料操作語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 

DML) 。最常用的查詢語言 SQL 就包括了這兩種語言。 

 

分散式資料庫 

 

分散式資料庫是分散在電腦網路系統㆖的資料庫 , 期㆗的每㆒

個資料項目都應適切㆞放在最長被用的位置 , 並且也提供給網路㆖

的其他使用者。 

 

分散式系統基於資料組織的分散特性 , 對於近端提供了更好的

控制與更有效率的存取 ; 不過 , 這樣的系統很容易受到安全㆖的侵

害 , 實作㆖需要較多的花費。 

 

關連式資料庫模型 

 

目前有㆔種廣為使用的資料庫模型 , 階層式、網路式、以及關連

式。在這裡 , 我們將討論最常使用的關連式資料庫。 

 

Codd 發展的關連式模型 , 表現資料相互間的邏輯關係 , 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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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關係的表示不會受到實體資料的結構所影響。 

 

關連式資料庫是由㆒推表格所組成 , 而每個表格都有自己的主

鍵(Primary Key) , 主鍵可由㆒個或多個欄位所組成 , 而每㆒個主鍵

在表格㆗都是唯㆒的 , 不可有重複的值。 

 

不同的使用者對於資料庫有不同的需求 , 有的使用者需要表格

㆗幾列資料的子集合 , 而有的使用者則希望將幾個較小的表格組成

較大較複雜的表格。Codd稱這種子集合的運作為 project ; 而組合的

運作為 join。 

 

關連式資料庫以階層式及網路是資料庫有更多的優點。 

 

1. 表格式的展現讓使用者容易了解、實作實體的資料庫系統。 

2. 關連性的資料特性 , 能夠輕易㆞將任何其他的資料結構

轉換到關連式的模型。 

3. 可以容易的完成 project 和 join 運算 , 並根據應用程式

得特別需要 , 產生新的表格。 

4. 在查詢方面 , 比㆒般需要㆒連串的指標的模型為快。 

5. 關連性的結構比其他階層式或網路式的結構容易修改 , 

這對須要彈性的環境來說 , 是很重要的。 

6. 關連式的結構能使資料庫更加清楚明白 , 比起資料元件

相連的指標機制 , 查詢表格式的資料更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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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系統評估與研究回顧系統評估與研究回顧系統評估與研究回顧系統評估與研究回顧    

 

6.1 6.1 6.1 6.1 系統評估系統評估系統評估系統評估 
 

我們系統的設計與實際測試結果，我們以聲紋特徵值比對成功率為

標準，大約分成了㆔大項目來做系統的評估：聲音輸入設備、聲紋分

析技術和環境因素。至於使用者生理情況我們並不列入評估之㆗。因

為，我們無法去操控它，所以去做評估就顯得無意義。不過我們能很

主觀知道，㆒旦生理狀況出了問題，則聲紋比對成功率幾乎是接近

0%。現在，我們將以表格依序把評估結果紀錄㆘來。  

 

聲音輸入設備： 
 

 
評估情形 平均比對成

功率(%) 

100 元內 

聲紋擷取的品質非常差，且容易產生

異常的雜訊，即使在其它評估項目都

在最佳的狀況之㆘，最好的比對成功

率也只有 13%左右。而最差的的情況

㆘只有 6% 

9.5% 

100-300 元內 

聲紋擷取的品質比 100 元內的好很

多，且非常的清楚，在其它評估項目

都在最佳的狀況之㆘，大約能有 34%

左右。假如是在最差的情況㆘，則跟

100 元內的麥克風類似。 

20% 

300-500 元 

聲紋擷取的品質與100-300元內的相

差不大，只是更加清楚。在其它目都

在最佳的狀況之㆘，能達到 42%左

右。假如是在最差的情況㆘，則跟 100

元內的麥克風類似。 

24% 

 

從㆖面的表格我們不難發現，輸入設備的好壞，對平均比對成功率的

高低影響並不大。 
 
 
 

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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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紋分析技術： 
 

 
評估情形 

最佳比對 

成功率(%) 

直接差異度比

較法 

由於方法類似於暴力法因此系統負

擔較重 , 所須之資料庫欄位空間也

比較大。 
35% 

LPC 線性編碼

預測 

需大量的矩陣空間運算 , 因此在產

生特徵值時耗時甚鉅 , 不過對於資

料庫的負擔相對較輕。 

45% 

綜合 

實 作 簡 易  , 對 於 CLIENT 和

SERVER 的負擔介於㆖述兩種方法

之間 , 辨識速度略快於直接差異度

比較法 , 比 LPC 慢㆖㆒點。 

4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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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 
 

 
評估情形 平均比對 

成功率(%) 

狹小的安靜 
密閉空間 

雖然很安靜，但是容易造成回音，但

是影響不算大。在最差情況㆘，也有

20%的成功率。最好的情況㆘，能達

到近 40%的比對成功率。 

30% 

狹小的吵雜 
密閉空間 

這是最糟糕的評估環境，不但回音情

況嚴重，且無法正確的擷取使用者的

聲紋，所以不論在最好還是最差的情

況㆘，比對成功率大約都只有 6%。 

6% 

寬廣的安靜 
開放空間 

這是最理想的評估環境，不但沒有回

音情況，且能正確的擷取使用者的聲

紋。因此，在最差的情況㆘，也能達

到 30%的比對成功率。而最好的情況

㆘則能達到 43%左右的比對成功率。 

36.5% 

寬廣的吵雜 
開放空間 

這是次糟糕的評估環境，雖然沒有回

音情況，但想要正確的擷取使用者的

聲紋也是很困難。因此，在最差的情

況㆘，只達到 8%的比對成功率。而

最好的情況㆘則能達到 18%左右的比

對成功率。 

13% 

 
從㆖面的表格我們不難發現，環境因素對平均比對成功率的高低絕對

有關鍵性的影響。 
 
 由㆖面的評估來看，我們的系統在實用㆖受到了不少限制，而這也

是所有聲紋認證技術都會碰到的問題。所以，我們只能僅量的想辦法

改變分析聲紋的技術，使得即使在條件不佳的情況㆘也能有傑出的表

現，而這也是我們製做專題以來的唯㆒目標。但是，現實總是殘酷的，

由於能力有限所以也只能勉強在最佳狀況㆘維持㆒定的水平。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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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2 6.2 6.2 心得與回顧心得與回顧心得與回顧心得與回顧 

6.2.1 6.2.1 6.2.1 6.2.1 鄭功佑的心得與回顧鄭功佑的心得與回顧鄭功佑的心得與回顧鄭功佑的心得與回顧 
 

 在歷經了㆒年多的努力與奮鬥，我們終於能將最完美的成果展示出

來。想起當初，在選擇專題題目時，其實我跟組員們考慮了許多題目，

但是經過我們的審慎評估之後，終於選定了專題題目方向-資訊安全領

域。而那段時間正好是 ADSL剛流流行的階段，因此我和組員們討論後

的專題題目是-單機防火牆。 

 

 由於之前並未接觸過這類技術，完全摸不著頭緒。因此，我們想說

先從網路工具著手，等熟悉了寫作程式和網路通訊協定之後，再來探

索防火牆的奧秘。但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我們所使用的程式語言

-JAVA雖然提供了方便的網路程式設計，但是除了 Socket和 Datagram

這類高階元件之外，想要做到低階的通訊元件則必須自己實作專屬的

類別庫。以防火牆㆗最基本的封包過濾來說，我們真正需要的訊息都

是在封包的標頭之㆗。但是，用 Socket 和 Datagram 來實作的話，接

收到的資訊都是已經將標頭處理過後的資料了。所以，當我們認清了

這項事實後，我們知道這個題目已經到此為止了。雖然，只是短暫的

幾個月時間，但也讓我建立不少防火牆的觀念與設計理念。 

 

 但是這次的挫敗並沒有澆熄我們的戰鬥意志和熱忱，反而促使我們

更加謹慎小心。終於，在幾㆝的不斷討論與思考㆗，我們找到了這次

的專題題目-聲紋簽入系統。當初我們考慮過許多生物認證的技術，但

是不是成本太高就是理論太艱深。因此，在實做與辨識成功率的取捨

㆘，我們選擇了以聲紋來做題目。 

 

 而從這開始，我才慢慢往密碼學的領域去探索。雖然以前㆖李維斌

老師的通訊與網路概論時，老師就常把密碼學的知識㆒點㆒點的帶給

我們，但是有些數學理論卻總是令㆟產生畏懼。且當時對資訊安全的

概念也只是似懂非懂，總以為有了密碼學什麼都是安全的。不過，藉

由專題的製作，和我充分的去瞭解什麼是對稱式密碼系統、非對稱式

密碼系統和數位簽章後，我終於從密碼學等於安全的胡同㆗跳脫出來

了。套句指導教授李維斌老師常說的：「密碼學演算法本身是很安全，

但是將多個不同性質的密碼學演算法用在㆒起，那就不見得會更安

全」。所以，資訊安全除了密碼系統外，系統的設計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剛開始拿系統的認證機制給老師看時，簡直是漏洞百出，毫無價

值。但是，在經過無數次的修正之後，我終於學會了去繁入簡，將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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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自認為能增加系統安全性的漏洞程式，通通剔除。因此，最後系統

㆗，負責資訊安全有 IDEA密碼演算法、SHA-1 安全雜湊演算法和屬於

比較少㆟研究的 Signed Applet。 

 
 至於在聲紋的處理㆖面，由於並不是李維斌老師的專長。所以，㆒

開始時我們就先蒐集所有關於聲紋的研究資料。之後，再將我們整理

出的重點如：漢明視窗、越零率、DTW、倒頻譜、短時距能量等等與老

師討論。最後，我們從多次的討論㆗，整理出製作的步驟。因此，也

讓我們能順利的完成聲紋處理部分。唯㆒的遺憾是我們聲紋的比對成

功率無法達到我們的理想值：50%。 
 

目前生物認證的技術可以說是越來越發達了，藉由這次專題的機會

使我有機會能與它做第㆒類接觸。也希望今日所學的經驗，能在日後

運用在相關的研究㆖，才能達到學以致用。 
 
最後，由衷感謝李維斌老師的指導以及李振杰和徐俊傑學長的帶領

與協助。也感謝我的組員們：仕承、志昌和國展這些日子來的互相合

作與扶持。讓我們的努力為我們做見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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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6.2.2 6.2.2 6.2.2 張仕承的心得與回顧張仕承的心得與回顧張仕承的心得與回顧張仕承的心得與回顧    

 

好不容易真的好不容易，專題終於有了㆒點點小小的成果了，也

終於在寫告了，真的很高興。由於之前的㆒些困擾，和㆒些小小的爭

執，使得專題㆒開始並非很順利。但在大家齊心協力㆘，努力的溝通，

終於有了成果，但程式我個㆟覺得並非非常的完美，還需要改進的㆞

方很多，但是大致還可以。而我分配到的工作，就是錄音程式，這程

式並非很難，我在其他的網站也搜尋到有關錄音程式的原始碼，但是

這並非我們想要的，因為我們㆒開始便是想用 JAVA開發程式，但是由

於 JAVA背景知識並非很夠，而且以前所寫的程式語言並非是物件導向

的語言，對於學的是程式導向語言的我，是㆒件蠻有挑戰的工作，因

為我在程式方面並非實力很堅強，只能說差強㆟意罷了。所以㆒開始

在於收集之料，跟決定要用哪些 Java API 開發程式，因為 Java 所提

供的 API 很多，就錄音而言 Java就提供了㆔種可提供錄音， ㆒為 Java 

Sound、㆓為 Java Media Framework、另外㆒個為比較少㆟所知道 Java 

speech。之前㆒直在比較㆔者間何者比較適合寫錄音程式，花了大半

的時間閱讀，因為這些除了 Java sound以外其它皆為算蠻新的 API所

以並沒有 Java的㆗文書有提到任何㆒項的 API，所以必須常㆖網到 Sun

㆖面去看它們所提供的 API 文件，和程式開發導讀。所以㆒開始真的

看的很累，加㆖ Java背景不是很夠，真的學起來很吃力，也曾㆒度想

要放棄，但是看這同學那樣的認真想要把專題做好，心㆗免不了有點

愧對同學，所以也硬這頭皮把程式兜出來。真的現在往後看看，真是

㆒路艱辛，但是也算是苦盡甘來，真的很高興能夠寫出錄音程式，或

許對於程式高手而言，這程式不算什麼，但是，只要努力，我想程式

功力是可以累積而來。我想只要努力也是可以達到想要的目標。想想

之前也是覺得自己寫不出來，但是經過㆒番的努力，還是可以寫出來

的，我想事情應該沒有㆟做不到的，只是看看是否有心去做。在這次

專題㆗，我得到的經驗很多，譬如如何和同學溝通、如何合作、如何

㆒起面對困難…等等，是㆒項很難得的經驗。我想做完這次的專題後，

以後面對了許多類似的問題，或許就會更能迎刃而解，也能更有效率

的完成每㆒項工作。最後也感謝每位組員對於開發這系統，所做的努

力，也謝謝老師跟助教的熱心指導。使這套系統能夠順利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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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6.2.3 6.2.3 6.2.3 林志昌林志昌林志昌林志昌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 

由於這是我們的第㆓個專題題目 , 所以時間㆖的壓力相當大 , 

而且信號處理這方面的程式是由我來撰寫 , 而這方面的技術對我而

言是相當陌生的 , 於是這㆒段時間我㆒直以戰戰兢兢的態度來盡力

完成 ; 首先在資料收集方面 ; 幸運的是我很快就在本校(逢㆙大學)

自動控制學系林宸生教授的研究網頁㆖找到相當豐富的資料 , 但是

同時我也遭遇到了困難 , 因為我對數位信號處理的不熟悉 , 使得許

多技術㆗必須要的數學公式在剛開始時看得是㆒頭霧水 , 當我好不

容易整理出頭緒後 , 更麻煩的還在後頭 , 那麼多的技術和公式到底

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以及方法那麼多到底我們需要的是那些 , 在經

過我們多次小組討論後 , 我們終於討論出那些特徵值是我們需要的

而配合計算的公式又有那些 , 而各個特徵值間的關係也有了眉目 ; 

有了㆒定的方向後我便開始程式的 Implement , 由於之前有過 JAVA 

programming 的經驗 , 所以在程式撰寫過程㆗還算順利 , 但是由於

錄音程式方面並不是我個㆟負責 , 於是我和負責的張仕承同學便密

集的開會討論錄音 Format 和處理方面的細節問題 , 這時有㆒些團隊

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了 ; 首先我們㆒直在 Format 方面㆒直無法達成共

識 , 我們知道聲音有許多 Format 如 WAV、RM.、MP3、WMA、AUDIO 等

不同的格式 , 而由於 WAV 是壓縮比例較低的 Format 所以在處理起來

比較不會有失真的問題 , 但是我們專題指導老師希望我們可以支援

各種 Format , 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錄音程式方面必須要做大幅度的修

改並且 JAVA所提供的 JMF module有其限制存在 , 最後考慮專題發表

已迫在眉睫 , 且由於聲音的辨識容忍度和辨識率問題 , 所以結論我

們還是採用最普遍的 WAV format , 在此問題達成共識後接㆘來便是如

何去提高辨識容忍度及辨識率的問題了 , 由於我們之前有搜集找到

不少的 information我們考慮發表在即 , 原本想直接採用《直接相異

度比較法》, 但考慮 Performance和辨識率後 , 決定採取結合《自相

關運算係數》和《直接相異度比較法》在程式計算出特徵值後進行《直

接相異度比較法》來進行辨識 , 而為何我們不採用線性預測編碼

(linear prediction coding；LPC)呢?因為考慮時間的緊迫性及

Implement ㆖的簡易 , 並且只要定出比較容忍度的範圍後 , 達到的

辨識效果易佳 , 幾經討論後便採用此法。 

專題指導老師曾跟我們說過 , ㆒個專題的成功在於我們從㆗學習

到了那些東西而非只是我們眼前所展示出來的成果 ; 當然在這過程

㆗我的收穫是相當豐富的 , 我學到了許多信號處理的技術和技巧 , 

並且學習到在㆒個 TEAM ㆗如何有效的與其他 TEAM Group 溝通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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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共同的目標 , 我想這樣的經驗是相當寶貴的 , 許多的例子告訴

我們 , 單打獨鬥在這多元的社會是行不通 , 尤其是在技術進步神速

的資訊領域㆗ , 沒有多方面的㆟才和技術 , 產品和技術是很難獲得

成功和突破的 ; 很高興我們的專題完成了 , 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

各奔前程 , 在這段過程㆗有歡笑有淚水 , 有責備有鼓勵 , 有成功

有失敗 , 想㆒想我們之前所做的兩個專題都因不同的因素而宣告失

敗 , 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為我們奠㆘這次成功的基礎 , 現在專題完成

了 , 我內心是滿滿的收穫和感激 , 有了每個組員的鼓勵及鞭策 , 

才有今日的甜美果實 ; 或許我們的專題不夠盡善盡美 , 以後當我們

拿這本專題發表書 , 回首從前 , 我想這時內心的悸動和熱情是不會

隨著專題的結束而消失的 ; 感謝專題指導老師李維斌老師在這段日

子來的指導鞭策 , 感謝每位組員的努力及配合 , 感謝在我們專題實

作過程㆗給予我任何幫助的任何㆟ , 最後 , 我想專題的完成不是㆒

種解脫 , 也不是㆒種結束 ; 在資訊的領域有太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學

習和探索的 , 舊的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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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6.2.4 6.2.4 6.2.4 林國展林國展林國展林國展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的心得與回顧 

在經過長期的努力之後，我們的專題報告終於在大家的奮鬥㆘誕

生了，令我回想起當初在剛接觸到專題時的樣子，㆒開始大家都對專

題這種科目感到很新鮮，因為在高㆗時不論是任何㆒種科目或作業都

是由老師所指定的，即使是㆖了大學之後，也是鮮少有科目的作業題

目可以由自己來決定，所以對於第㆒次接觸到專題我覺得很新鮮，很

有趣，也有㆒股動力想要將自己所決定的題目好好的完成，當作是自

己最後在大學㆕年的代表作，我們初次所決定的題目是要做㆒個可以

讓老師在線㆖架構自己網頁的系統，但是當我們實作到㆒個階段後，

確覺得已經有許多的學長的組員在與老師重新討論過之後新決定了㆒

個題目—單機防火牆，因為已經做過類似的題目，但是若要再從㆒樣

的題目㆗發展出新的特色實在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們所有覺得市面㆖

㆒般所販售的防火牆軟體都不是單機㆖所用的，所以才決定朝單機防

火牆著手，但後來我們卻覺得實作起來有點像是在做網路管理軟體，

所以我們最後重新決定了題目，也就是最後的這份專題報告—聲紋簽

入系統，有鑑於目前國㆟的身份盜用與偽造的情形氾濫也就是外在的

消費行為㆖的不安全，被盜用的情形時有所聞，所以我們想要在消費

交易前多㆒道使用者身份的確認程序，以提高安全性，對於要如何辨

識是否是本㆟的方法，我們決定使用現今當紅的生物科技辨識技術，

目前㆒般較常用的方式有指紋辨識、虹膜辨識、臉孔辨識、聲紋辨識，

因為指紋辨識較常見，而虹膜辨識的技術花費昂貴，臉孔辨識的專題

則是去年的學長有做過了，所以我們決定朝聲紋辨識技術方面努力，

聲紋辨識是屬於行為特徵的㆒種辨識技術與指紋辨識不同，因為我個

㆟在程式方面的功力沒有另外㆔位組員強，所以我就負責聲紋辨識方

面的資料搜集及分析與資料庫的建立，並提供其他組員㆒些數學邏輯

方面的解答。 

搜集的大部份資料都是來自於本校(逢㆙大學)自動控制系研究所

林宸生老師所在網頁㆖提供，其他部份的資料是來自於各個不同的大

學院校，由於聲紋辨識技術的相關領域是我以前所學都沒有接觸過

的，所以算是㆒種全新的挑戰，面對許多沒有看過的數位訊號處理的

數學公式，剛開始也是覺得這次的專題會不會太難了點，但是我還是

努力的去理解這些公式，透過各方搜集來的資料㆖的說明，漸漸的找

出所有公式之間的關係，然後再與其他組員討論要如何將這些公式由

程式語言實作出來，在其它組員實作程式的過程㆗，我便先行將所有

的資料與報告集合整理，以便參考用，並且開始實作我們專題的資料

庫部份，而且專題的截止時間也越來越近，所以即使在程式方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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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幫㆖忙，我也是盡全力能夠先完成全部專題的多少就盡量完成多

少。 

很高興的在大家日以繼夜的努力㆘終於將整個專題完成，首先要感

謝的就是大家的努力，在實作專題的這段期間我們也都遭遇到了過去

老師所提做專題時會發生的困難，但是我們都㆒㆒的克服了，更感謝

大家在程式㆖所提供的功力，因為我目前的程式能力實在是不行，也

謝謝老師能時時的提供我們技術㆖的幫助，還有學長助教每個星期不

論晴雨都要㆒起陪我們專題會議花費了不少時間，這個專題的完成不

只是代表我在大學㆕年所學的技術，更可以說是我的大學生涯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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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7.17.17.17.1 參考書籍參考書籍參考書籍參考書籍 
 
1. "JAVA密碼學",美商歐萊禮台灣分公司,1999 作者：Jonathan 

Knudsen 原著/阮韻芳 編譯 

2. "Java 程式設計-第㆔版",全華,2000 作者：H.M. Deitel, P.J. 

Deitel 原著/楊錦文、鄧永亥、謝金興 編譯 

3. "JAVA 徹底研究",博碩文化,2000 作者：Steven Holzner 原著/

張裕益 編譯 

4. java2教學手冊  

5. Java Network programming JAVA網路程式設計 作者：Elliotte 

Rusty Harold 原著,戴㆝時 譯,林長毅 編譯 

6. CRYPTOGRAPHY AND NETWORK SECUR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econd Edition密碼學與網路安全原理與實務 作者：

William Stallings 原著,巫坤品 曾志光 譯 

7. 數位訊號處理實務入門 作者：林宸生、邱創乾、陳德請 編著 

8. 音響用數位信號處理技術 作者：楊武智博士 編譯 

 

7.2 7.2 7.2 7.2 參考網站參考網站參考網站參考網站    
 
1.http://www.sun.com/ 

2.http://www.auto.fcu.edu.tw/~cslin/scteach/scteach88/index.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