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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繼網際網路蓬勃發展後，吾人的工作與生活變得更為便利。雲端運
算問世之後，更多用戶將其做資料備份與發佈的平台。用戶常用雲
端的方案有以下三種：即公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及混合雲(Hybrid Cloud)。使用公有雲將服務與資料儲存交
由雲端提供商託管，例如使用 Google Apps、G-mail，以減少企業
內部的成本。用戶亦可建置私有雲，以提供檔案備援與內部服務。
另外，用戶可結合公有雲與私有雲以構成混合雲，即使用公有雲儲
存敏感度不高之資料並將敏感度較高的資料存至私有雲或本地端。
如此地在混合雲環境混用數位資財的狀況下，本地端與雲端資料的
一致性成為關鍵性的問題。雖然，以長期的眼光看來，用戶使用雲
端運算可以獲利，然而不同地點之資料的一致性問題卻會讓用戶裹
足不前。其問題來自於兩方面： 首先是”資訊混亂”的問題，它源
自於不同地點的資料版本不一；其次的問體是”管理危機”，它肇
因於不可靠的資料存取。
本研究將探討用戶在使用混合雲時遇到的安全控管及互通性問題
，即用戶帳號認證，存取權限管理以及用戶權責。本計畫將研究使
用開放標準 OpenID 與 O＇Auth 來進行對公有雲的帳號認證、檔案
存取授權及管控，以開發出一個跨本地端電腦或私有雲與公有雲帳
號與檔案內容權限之管理與權責同步系統。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將
結合多個主流公有雲平台(例如 Google App/GAE、Apple iCloud、
MS Azure、FaceBook 等)，以及 Hadoop 為本之私有雲平台、本地
端則包含多種作業系統之電腦主機，例如 Linux、Ms-Windowsc 和
OS X等。其間，用戶由任一本地端主機登入後，可以處理對應的雲
端之身分認證及獲得資料存取權。如此，本系統可解決在公有雲、
私有雲與本地端系統多重帳號的困擾以及組織人員由外部存取與內
部存取時的權限不足或檔案版本不同的問題。整體而言，我們將根
據 CMMI 來校驗系統的功能性、可靠性和一致性，以展現此一方法
的可用性與卓越性。

中文關鍵詞： 混合雲、單一登入，檔案同步服務、檔案權限管理、資訊安全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benefit from public cloud, users are able to
utilize their business information in lower cost but higher
efficiency. Integrity between local storages and the clouds
is a critical issue which often messes up the users＇
digital assets in a hybrid cloud environment. The downside
makes the users reluctant to embrace cloud technology,
though they may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term. The
drawback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information chaos”
and “the management crisis”. The chaos originat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inconsistency among replica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managerial crisis lies in the non-
trustable access to the digital asse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solve the Hybrid Cloud security
control and interoperability issues such as Authentication
as well as Access Right Authorization and consequent
Accountability. The research refers to the de facto open
standards, viz. OpenID and O‘Auth to facilitate



Authentication, Access Right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Hybrid Cloud environments. The
mechanisms are implemented for a cross-platform which
encompasses local hosts with different OS, the private
cloud based on Hadoop, and the mainstream platforms as the
public cloud scenario, such as Google Apps/GAE, Apple＇s
iCloud, FaceBook etc. Users can launch the login from
whatever a local host and then deal with Access Right
Permissions on the respective clouds.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validate, according to CMMI, the functionality,
reli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olutions to show the
superior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our approach.

英文關鍵詞： Hybrid Cloud, Single-Sign-On, File Synchronization, File
Access 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混合雲之用戶身份認證、檔案授權及權責~ 

雲端運算資安與互通性之基礎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 103-2221-E-004 -014 – 
執行期間： 2014 年 08 月 01 日至 201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暨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姜國輝 

共同主持人：嚴漢偉 

計畫參與人員：丁柏元、朱家棋、湯嘉哲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一__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    （請列舉提供

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31  



  



I 
 

中文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雲端運算的興起，各種公有雲端服務林立，企業

組織擁有更多不同的選擇與更經濟的解決方案，因此也願意投入更多花費在公有

雲上。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服務為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File Synchronization and 

Sharing, FSS)，其可為企業組織帶來生產力，但在無法完全信任公有雲端服務的

情況下，在檔案管理及服務上勢必會採用混合雲部署，私有雲端環境用來處理敏

感度較高的資料而敏感度較低的檔案及文件才會採用公有雲端服務。 

本研究將探討在混合雲環境下會遇到的使用者多重帳號及身分，以及檔案一

致性的問題。我們提出一套整合不同雲端平台帳號之混合雲身分驗證的架構與方

法，其中整合支援 OpenID Connect 之身分驗證與授權機制的公有雲; 以 Keystone

作為身分驗證與授權機制的OpenStack ; 以Kerberos作為身分驗證與授權機制的

Hadoop ; 其他有自己獨自帳號與權限管理的雲。在檔案同步上，設計出三次同

步訊息交換和兩階段同步的機制，並且架構出一個入口網站(Portal)服務，根據以

上設計架構，實作出一個在混合雲環境，跨本地端、公有雲與私有雲的雲端帳號

整合，檔案權限管理與同步之系統，最終可以解決在混合雲環境，不同雲端平台

多重帳號的困擾，並可以維持不同裝置和雲端之間檔案資料和權限一致性。本研

究最後針對實作出的系統進行測試，驗證本系統各元件模組的正確性和穩定性，

測試結果都是通過的；也針對公、私有雲端，測試檔案同步時間與帳號驗證時間，

衡量各種大小檔案同步與單一登入各雲端所需要花費的時間，驗證本系統的效能

和實用性。 

 

 

關鍵字：混合雲、單一登入，檔案同步服務、檔案權限管理、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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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ith the benefit from public cloud, users are able to utilize their business 
information in lower cost but higher efficiency. Integrity between local storages and 
the clouds is a critical issue which often messes up the users’ digital assets in a hybrid 
cloud environment. The downside makes the users reluctant to embrace cloud 
technology, though they may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term. The drawback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information chaos” and “the management crisis”. The chaos 
originat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inconsistency among replica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managerial crisis lies in the non-trustable access to the digital 
asse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solve the Hybrid Cloud security control and interoperability 
issues such as Authentication as well as Access Right Authorization and consequent 
Accountability. The research refers to the de facto open standards, viz. OpenID and 
O‘Auth to facilitate Authentication, Access Right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Hybrid Cloud environments. The mechanisms are implemented for a 
cross-platform which encompasses local hosts with different OS, the private cloud 
based on Hadoop, and the mainstream platforms as the public cloud scenario, such as 
Google Apps/GAE, Apple’s iCloud, FaceBook etc. Users can launch the login from 
whatever a local host and then deal with Access Right Permissions on the respective 
clouds.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validate, according to CMMI, the functionality, 
reli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olutions to show the superior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our approach. 
 
Keywords：Hybrid Cloud, Single-Sign-On, File Synchronization, File Access 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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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 研究背景 

雲端運算的發展為企業的資訊處理帶來更多不同的選擇與更經濟的方案，而

雲端運算可分為公有雲端服務與私有雲端服務兩大範疇。根據國際數據資訊 

IDC (2014)的研究指出全球公有雲端服務的花費在 2014 年已達到 566 億美元，

並預期會在 2018 年達到 1270 億美元，這表示其五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 22.8%，

將是其餘 IT市場成長率的6倍，而SaaS將在未來繼續佔據公有雲服務主要花費，

其在 2014 年佔據 70%(圖一)，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客戶在雲端服務需求多是軟體

層面的。在未來公有雲端服務會被企業更廣泛使用，然而在使用公有雲端服務所

可能會遭遇的問題與企業較為相關，尤其是在資訊安全和服務可靠性上。 

 
圖 一：全球公有雲端服務花費(IDC, 2014) 

隨著公有雲端服務的發展，越來越多企業組織採用了不同的雲端解決方案，在眾

多公有雲端服務類型中最重要的一類服務則是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IDC, 2014)，

而企業要使用公有雲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不論是想做檔案資料異地備援或是想

要更快速方便取得應用，隨時隨地透過手機可以進行存取，在不能完全信任此類

SaaS 的公有雲端服務的情況下，企業組織在其檔案管理及服務上勢必會有內部

私有雲端環境，用來處理敏感度較高的資料，而敏感度較低的檔案及文件才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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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有雲端服務，此種私有雲端環境和公有雲端環境並行的模式為混合雲環境。

IDC FutureScape 報告預測在 2016 年以前將會有超過 65%的企業 IT 組織致力於

發展混合雲的技術，而國際研調機構 Gartner (2013)報告則指出到了 2017 年底將

會有高達 50%的企業採用混合雲的架構。 

2、 研究動機 

從不同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到，企業組織在未來勢必會需要採用混合雲架構，

然而使用於混合雲環境下使用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可能為企業帶來生產力但也

可能為企業的檔案管理帶來混亂與危機和帳號管理帶來困難。 

檔案管理混亂主要來自兩方面:「資訊混亂」與「管理風險」。資訊混亂來自

於企業內部私有雲檔案資料和公有雲檔案資料不一致的情況，造成認知錯亂與失

序，會產生資料一致性的問題。管理風險來自於企業內部私有雲檔案權限和公有

雲檔案權限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對應關係，使企業擔憂自己的數位資產在公有雲端

上曝露在非預期的閱讀與編輯的風險。帳號管理困難則主要是因為當企業採用越

來越多雲端服務時，相對應的使用者帳號也會隨之增加，對用戶而言必須記來自

於多個不同雲端平台上的帳號密碼，並且需要管理不同雲端平台上的檔案資料。 

本研究希冀能夠解決企業在使用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於混合雲環境下運作

時，可能發生的三種運作模式，備份雲端資料、更新雲端資料、同步資料權限所

產生的資料一致性與權限一致性問題(翁雋傑, 2012)以及使用者在多個雲端平台

擁有多個帳號，和其管理上的困難，並同時能提供動態的檔案自動化備援功能。

為此，本研究實作出一個跨本地端、私有雲與公有雲的雲端帳號整合和檔案權限

管理與同步系統。透過實作的系統，讓使用者能夠彈性的整合多個雲端平台帳號，

並便利的透過單一介面來同步和管理不同雲端上的檔案資料和權限，系統可以確

保每一份同步到公有雲端的檔案也能夠在企業內部私有雲環境上有相對應的檔

案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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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目的 

有別於私有雲和公有雲的部署模式，本研究所實作出的混合雲帳號整合、檔

案權限管理與同步系統主要針對企業研究混合雲的部署方式及其應用，並且能夠

解決企業在使用公有雲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於混合雲部署方式下會發生的問題。

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三個主題進行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1) 混合雲身分互通性及單一登入：為了解決企業內部帳號和雲端帳號過多的問

題，系統能讓使用者於系統註冊或使用者帳號管理介面進行多個公、私有雲端平

台帳號的認領(claim)，而系統則將這些帳號進行整合，來完成公、私有雲帳號的

對應。而根據此對應，當使用者使用任意已認領的雲端帳號來登入系統時，將同

時單一登入其他在系統上已認領之雲端平台，且能夠存取這些雲端平台上的資源，

確保同一位使用者不同雲端之間的互通性。 

(2) 檔案一致性：分為資料一致性和權限一致性。在進行雲端資料備份與更新操

作時，系統要能夠確保本地端、公有雲端檔案和私有雲端檔案資料的一致性。而

在資料權限同步時，系統要能確保在公有雲端平台上檔案和私有雲內部檔案對於

企業內部身分和外部雲端之不同使用者身分的檔案存取權限的一致性，並且允許

檔案擁有者進行檔案權限控管。 

(3) 雲端自動化備援：系統在同步檔案到公、私有雲端時，同時也能夠動態的自

動同步一份相同檔案到私有雲內部的環境上，作為一個備份。並且要能夠確保使

用者對於檔案的每一種操作，例如，新增、刪除、修改、更名，也都能夠自動的

同步到對應的備援檔案。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一種概念模式，依照使用者的需求透過網路去存取資源(如網路、

伺服器、儲存、應用程式、服務)，可以用最少的管理而達到快速的配置與發佈

(NIST, 2011)，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提出的定義中也進一步的說明對於雲

端運算的五項重大特徵、三類服務模式、四種部署方式，如圖三，以下將針對雲

端運算不同的部署方式和服務模式及其應用進行探討。 

 
圖 二：雲端運算架構(引用自 NIST) 

1.1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式 

以服務模式來進行分類，雲端運算包含三個層次之服務：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以及基礎

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此三種層次之服務的運作敘述如

下。 

( 1 ). 軟體即服務(SaaS) 

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為建置在雲端基礎設施上的軟體或應用，而且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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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應用提供有使用者介面可以讓用戶從不同客戶端裝置去使用，例如：瀏覽器，

甚至該服務可能也會提供程式 API 介面，允許開發者程式介接。由於服務是建

置在提供商的雲端基礎設施之上，消費者不需要去管理或控制相關硬體環境，只

需要處理限於自身的服務相關配置設定。 

( 2 ). 平台即服務(PaaS) 

提供雲端運算平台，允許用戶根據提供商所提供的 SDK 或工具去開發及客

製化自己的應用程式，並部署到該服務平台之上，用戶不需要去管理或控制底層

雲端基礎設施。而服務提供商也提供應用程式於平台上使用之硬體相關資源使用

率，並提供維運管理功能幫使用者進行監控及計費。 

( 3 ). 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 

服務提供商以虛擬化的技術提供用戶運算資源、儲存資源以及網路資源，並

允許用戶可以部署和執行任意軟體，例如：作業系統、應用程式，而用戶可以動

態分配所使用的運算資源。IaaS 服務的雲端基礎設施的底層架構和實體伺服器則

由服務提供商來負責管理及維護。 

1.2 雲端運算的部署方式 

雲端運算依據其部署方式可以分為四種，分別是私有雲(Private Cloud)、社

群雲(Community Cloud)、公有雲(Public Cloud)及混合雲(Hybrid Cloud)，此四種

部署方式介紹如下。 

( 1 ). 私有雲(Private Cloud) 

建置雲端基礎設施專門為企業組織使用，可能是由該組織本身、第三方廠商

或者兩者共同在企業組織內部(On premise)或是外部(Off premise)進行部署。企業

組織建置私有雲環境而不採用公有雲的考量通常在於資料安全性和服務可靠性，

而因為私有雲的網路環境是使用企業內部網路(Intranet)以此來和外部網路環境

區隔，並且使用者多是具有企業組織內部身分的，安全性較能確保，另外私有雲



6 
 

的部署方式企業組織也較能掌控雲端基礎設施架構，並能改善其服務可靠性和彈

性。 

( 2 ).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 

為共同專注在特定議題，例如：任務、安全需求、政策和合規性考量，的數

個特定組織所建置的雲端基礎設施，其可能是由社群內一個或多個組織來共同管

理，或是由第三方廠商來進行管理。 

( 3 ). 公有雲(Public Cloud) 

雲端基礎設施建置在服務提供商內部並為其所擁有，並且公開提供服務給一

般大眾，此服務提供商有可能是商業、學術或政府單位。公有雲端服務一般大多

並非為免費的，是否收費是由各服務提供商自行決定，而計費方式主要是根據所

使用的服務類型和用量。企業組織可以依據自身需求和考量來使用不同服務供應

商所提供的服務，例如：使用 SaaS 模式的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 

( 4 ). 混合雲(Hybrid Cloud) 

其雲端基礎設施主要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雲(私有雲、社群雲或公有雲)所

組成並各別獨立存在，但是藉由標準或是專有技術來把不同雲聯繫再一起，使雲

之間的資料或是應用是具有可移植性的。企業組織使用混合雲雖然比完全使用公

有雲較為安全，而且建置成本比完全使用私有雲較為低，但是其公、私有雲之間

的安全控制，部署方式以及整體 IT 架構規劃上卻是更為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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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分管理 

2.1 背景與定義 

 身分管理可分為兩個面向，即身分驗證與與授權管理。其中，身分驗證其主

要為針對核發的數位憑證、帳號與密碼等進行驗證的過程。而身分授權管理其主

要為授予權限給已被認證核准之使用者的過程，以便其存取資源。(Peter, 2005) 

 在身分管理的運作機制中，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核心角色及三個不同的運作模

式(Yuan Cao and Lin Yang, 2010)： 

( 1 ). 核心角色 

(1). 使用者(User) 

使用 SP 提供之服務的使用者，而該使用者必須具有合法的身分識別才

能夠存取 SP 服務，且扮演 SP 與 IdP 之客戶端角色。 

(2). 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SP ; 以下簡稱 SP) 

提供相關資源與服務給使用者來使用。 

(3). 身分提供者(Identity Provider, IdP ; 以下簡稱 IdP) 

提供使用者身分註冊與驗證，並儲存管理使用者相關註冊資訊，以及接

收處理來自 SP 端發出的使用者驗證請求。 

( 2 ). 運作模式 

(1). 獨立模式(Isolated Model) 

服務提供者同時扮演 SP 與 IdP 的角色，即使用者身分註冊、配置、刪

除、驗證、授權，以及儲存管理使用者的資訊等，皆由其獨自完成(圖五)。

(Chadwic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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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Isolated Model Diagram (Yuan Cao and Lin Yang, 2010) 

(2). 集中模式(Centralized Model) 

SP 與 IdP 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SP 的開發人員不必自行開發身分管理

的機制，透過介接 IdP 來達到身分管理的效果。此外在相同網域中，當不同

的 SP 皆介接到相同的 IdP 時，更可達到單一登入的機制，讓使用者在其中

一個 SP 完成登入認證後，在使用其他 SP 所提供的服務時，不必再次做登

入認證的動作(圖六)。而此模式存在的風險，當 IdP 受到惡意的攻擊時，例

如: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DoS)，導致其運作停擺，如此一來將會接連影響

到 SP 相關服務的運作。 

 

圖 四：Centralized Model Diagram (Yuan Cao and Lin Y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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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盟模式(Federated Model) 

聯盟(Federations)為一個或數個 SP(s)與 IdP(s)之間所建立的聯盟關係，

並制定一套共同的聯盟制度與規範(Chadwick et al., 2009)，例如: 規範使用

者相關資訊(使用者認證資訊、資源授權資訊…)之交換標準與格式(如: JSON、

SAML)，使 SP 與 IdP 之間能夠透過此標準交換使用者認證資訊，彼此建立

信任的關係，即 SP 能夠信任此 IdP 之身分驗證。 

例如: 在跨網域(Across Domain)的環境中，有多個 SP 且皆有自己的一

套單一登入機制，並分別介接不同的 IdP 來對使用者進行身分認證，其中對

使用者來說其必須記取各個 SP 登入驗證的帳號與密碼，才能使用各個 SP

服務。此時若欲達到跨網域各個 SP 之間單一登入驗證的機制，則大家必須

建立聯盟的關係，各個 SP 必須共同信任來自不同 SP 所介接之 IdP 的身分

驗證，最後透過彼此間相互交換使用者認證資訊，來達到聯盟單一登入的機

制。如此一來，只要使用者選擇任一 SP 登入並完成驗證後，其他 SP 也將

一併完成認證(圖七)。 

 
          圖 五：Federated Model Diagram (Yuan Cao and Lin Y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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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身分與存取管理系統功能層面來看，其主要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身分驗

證(Authentication)、授權(Authorization)、稽核(Accounting) (Alberto, 2008 ; RFC 

2903, 2000)，以下的主題將逐一針對 AAA 進行探討。 

2.2 驗證 (Authentication) 

當使用者或其他應用程式發出登入系統的請求時，系統為了確認該使用者或

應用程式的身分是否合法，因此將採取身分驗證的流程。而以下的內容將分別針

對驗證不同的面向進行探討。目前常見的驗證方式可以分為以下不同的種類(花

俊傑, 2012 ; Sandhu and Samarati, 1996)： 

(1). 你知道的(What you know) 

帳號與密碼，為最常見的一種認證方式，根據使用者設定之帳號與密碼，

來進行身分驗證。 

(2). 你擁有的(What you have) 

- 電子憑證，又稱為數位憑證可從身分認證機構(Certificate Authority, 

CA)獲得，憑證內記載使用者的身分資料及公開的金鑰，使用者可以

憑著電子憑證向系統證明自己的身分。 

- 智慧卡，一種內置集成電路的芯片，芯片中存有與用戶身份相關的數

據，登錄時必須將智慧卡插入專用的讀卡器讀取其中的信息，以驗證

用戶的身份。 

- 手機驗證碼，系統透過手機簡訊的方式(Short Message Service ; SMS)

發送 N 位數的動態密碼，使用者透過輸入此動態密碼完成身分驗證。 

- Token，儲存於相關電子裝置，例如: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行

動手持裝置等，以一段序列化字符串表示且具有時效性，其中包含使

用者等相關資料，常作為 HTTP 請求的一部分，發送到應用服務端作

為身分的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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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與生俱來的(What you are) 

生物特徵，例如: 身體特徵方面的指紋、掌型、視網膜、虹膜等，行為

特徵方面的語音、簽名等，透過這些生物的特徵來進行身分認證。 

(4). 其他 

雙因素驗證（two-factor authentication），即將兩種驗證方式結合起來，

以進一步提升驗證的安全性，例如: 帳號密碼再加上手機驗證碼的方式。 

綜合上述的認證方式，常見身分驗證解決方案像是 Kerberos、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Pluggable Authentication Module(PAM)、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RADIUS)等。(Alberto, 2008 ; 陳璽丞) 

2.3 授權(Authorization) 

授予驗證通過的使用者能夠對資源進行存取與相關操作之權限。以下分別就

授權不同的面向進行探討。 

( 1 ). 基本元素 

其中授權包含了以下三個主要的元素：(Alberto, 2008 ; Sandhu and Samarati, 

1994) 

(1). Subject(主體) 

描述要求授權的主體，例如: 系統的使用者、群組、應用程式等。 

(2). Right(權限) 

描述主體要授權的動作，例如: 讀取、修改、刪除、開啟、執行等。 

(3). Object(受體)或 Resourse(資源) 

描述主體要授權的資源，例如: 檔案、應用程式、資料庫等。 

由以上三個元素構成授權的行為，例如: 一個通過驗證的 Subject，其被授予

相關的 Right 去存取相關的 Object (Res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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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授權機制 

存取控制主要是用來限制一個使用者的活動行為、執行的相關操作，以確保

資訊系統的安全性。(Sandhu and Samarati, 1996) 而相關專題報告同時也指出「執

行存取控制的主要目的在於限制非法使用者進入系統的資料存取，也有效地管制

合法使用者對於合法的範圍內執行管理者所授予的職權，以確保分工授權、合作

維護，以維護資料的完整性」。(樊國楨; 陳祥輝; 蔡敦仁) 

 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機制主要分為以下三種：(Sandhu and Samarati, 

1994 and 1996) 

(1). 自由裁決的存取控制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DAC) 

資源(Object)的擁有者(Subject)可以自行設定其資源的存取權限(Right)，

例如: 當任一使用者欲存取某一個檔案時，檔案的擁有者可以自行任意決定

該存取者的存取權限。此種方式在執行上的彈性非常大，可以不受系統管理

者的約束，但相對的也將造成在管理上安全性的問題。 

(2). 強制的存取控制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MAC) 

由系統管理者來進行權限(Right)的設定與控管，其將主體(Subject)與資

源(Object)分別進行安全等級(Security Level)上的分類，其中針對主體進行分

級的原因在於避免主體疏忽將較機密的資訊給外流出來，而針對資源進行分

級的原因在於以防機密性資訊外洩的風險。 

(3). 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RBAC 的概念最早於 1992 年由 Ferraiolo 與 Kuhn 等學者提出，其不同於

以往 DAC、MAC 之存取控制機制將存取的權限設定在使用者身上，且針對

權限相關規範進行管理，而 RBAC 的概念是以角色(Role)作為存取控制的主

體，將使用者與權限區隔開來，並將資料的存取權限設定於角色上而非使用

者身上，透過對使用者以指定角色的方式達到授權的機制，讓使用者取得不

同的存取權限。 



13 
 

2.4 Accounting 

記錄使用者操作系統、資源存取過程中的各項紀錄(包含 Who、When、Where、

What 等)，例如: 資源或服務使用的資訊等，根據這些使用的情形除了能夠予以

計費之外，也可進行相關的分析或稽核等工作。 

3、 混合雲單一登入 

本節將分別探討何謂單一登入、單一登入機制所涉及的三個主要角色、兩種

不同的驗證類型、相關實作採用的技術，以實現本研究之混合雲單一登入。 

3.1 單一登入 

單一登入(Single Sign-On, SSO)是指使用者只須以一組身分識別，例如: 帳號

與密碼，即可讓使用者登入、存取不同的系統而不用再次重新進行身分驗證，因

此對使用者來說，其不需要記取其它不同系統的帳號與密碼，解決多組帳號的困

擾。 

( 1 ). 主要角色 

(1). 使用者 (User) 

存取系統或網站的使用者。 

(2). 服務伺服器 (Service Server) 

提供服務的系統或網站。 

(3). 驗證伺服器 (Authentication Server) 

對欲存取系統或網站的使用者進行身分驗證的角色。 (廖英彥, 2005) 

( 2 ). 驗證類型 

一般單一登入的身分驗證主要可分為兩種類型：(尤淑芬、謝乙誠, 2009) 

(1). CA (Centralized Authentication) 

整合各系統(服務伺服器)統一向 CA 驗證伺服器來驗證使用者身分，各

系統本身並不作身分驗證的工作，而將身分驗證的工作轉移到單一登入的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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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伺服器上。此類型又稱為代理模式(Proxy Model) (廖英彥, 2005)，其運作

流程圖如下: (圖六) 

 

圖 六：CA 驗證流程 (尤淑芬、謝乙誠, 2009) 

以下將依序介紹圖中各步驟之說明: 

(a). 使用者對服務伺服器提出服務請求，服務伺服器返回給使用者系統

登入介面，並要求使用者提供其身分資訊(Credentials，如: 帳號與密碼)，

而使用者於系統登入介面輸入帳號與密碼進行登入。 

(b). 服務伺服器將 Credentials 轉送給驗證伺服器進行驗證。 

(c). 驗證伺服器將驗證結果回傳給服務伺服器。 

(d). 服務伺服器回傳登入驗證結果給使用者，並依據驗證結果決定是否

提供服務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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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ID (Unique Identifier) 

使用者直接於驗證伺服器所提供的登入介面進行登入與驗證，因此使用

者的帳號與密碼不再透過服務伺服器轉送至驗證伺服器來進行驗證，另外驗

證伺服器利用一次性的 token 當作使用者身分的唯一識別(UID)，並在 token

中加入時戳變數，避免此 token 遭非法使用者盜用。此類型又稱為重導模式

(Inform Model) (廖英彥, 2005)，其運作流程圖如下: (圖七) 

 

圖 七：UID 驗證流程 (尤淑芬、謝乙誠, 2009) 

以下將依序介紹圖中各步驟之說明: 

(a). 使用者對服務伺服器提出服務請求，服務伺服器以 HTTP Redirect

的方式，將使用者導向驗證伺服器進行身分驗證，使用者於驗證伺服器

提供之登入介面，輸入帳號與密碼進行登入。 

(b). 驗證伺服器發放 token 給通過驗證的使用者。 

(c). 使用者傳送 token 給服務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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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務伺服器向驗證伺服器驗證此 token。 

(e). 驗證伺服器將驗證結果回傳給服務伺服器。 

(f). 服務伺服器回傳驗證結果給使用者，並依據驗證結果決定是否提供

服務給使用者。 

( 3 ). 驗證類型之比較 

CA 與 UID 兩者主要的差別，透過以下兩種面向加以分析說明：(尤淑芬、

謝乙誠, 2009) 

(1). 安全性 

對 CA 而言，在服務伺服器轉送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給驗證伺服器的過程

中，一定得透過安全傳輸的管道將資料加密作傳輸，以防止密碼在傳輸過程

中被竊取。若密碼不慎遭到竊取，在使用者更改密碼前，非法使用者皆可獲

得存取權限，因此安全性較低。 

對 UID 而言，由於驗證伺服器頒發的 token 設有有效期間，因此一旦

token 不慎遭到竊取，只要 token 有效期間過後，非法使用者便無法獲得存

取權限，因此安全性較高。 

(2). 複雜度 

由於 UID 必須使用複雜的演算法與足夠的變數來產生 token，因此在複

雜度上比 CA 來的高。 

表 一：CA 與 UID 比較表 (尤淑芬、謝乙誠,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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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知名雲端商驗證方式 

以目前知名的雲端提供商(如: Google 等)，其通常都會提供單一登入的驗證

方式，而此種方式驗證方式與上述(二) token 驗證的類型相似。這代表著使用者

必須透過雲端提供商所提供的登入介面登入至雲端平台後，(即上述(二)所提到的

使用者於驗證伺服器提供之登入介面進行登入)，才可使用相關雲端服務(如: 

Google Drive、Google Calendar 等)。接著，使用者便可透過登入雲端平台所獲得

的 token 來存取任一雲端服務，而不用再次輸入帳號與密碼，進而達到單一登入

的效果(圖八)。 (Harry Katzan, Jr., 2010) 

 

圖 八：雲端驗證方式 (Harry Katzan, Jr., 2010) 

3.2 OpenID Connect 

( 1 ). 定義 

OpenID Connect 為 OpenID Foundation (OIDF)所規範的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

(User Centric)及 OAuth 2.0 為基礎之身分驗證與權限授權的開放標準，提供友善

的 APIs 給客戶端(Client)來介接，讓客戶端藉由 OpenID Connect 機制來完成對使

用者(End-User)的身分驗證，以及透過 OAuth 2.0 標準取得使用者相關資源存取

權限的授權。 

此外，OpenID Connect 也實現了單一登入的機制，對使用者而言，其只需擁

有一組 OpenID 的帳號密碼且經過驗證後，即可在任何支援 OpenID Connect 的網



18 
 

站直接登入，並使用其服務。解決了以往使用者需分別記取不同網站的帳號密碼，

以及存取不同網站時，需一再輸入帳號密碼的問題。 

以下將分別介紹 OpenID Connect 流程中所涉及的主要的角色，以及五種基

本元件之功能說明： 

( 2 ). 主要角色 

(1). 使用者 (End User) 

又稱作 OAuth 2.0 Resource Owner，為存取網站或應用程式的使用者。 

(2). 依賴方 (Relying Party ; RP) 

又稱作 OAuth 2.0 Client，為提供服務的網站或應用程式等，其透過 OP

端來對使用者進行身分驗證，並取得使用者於 OP 端上的資源存取權或使用

者相關資訊等。 

(3). OpenID 身分提供者 (OpenID Provider ; OP) 

又稱作 OAuth 2.0 Authorization Server，為提供使用者註冊身分識別帳號，

以及提供 RP 端身分驗證與授權服務(如: 在使用者同意之下，授予 RP 端存

取使用者相關資源的權限)。 

( 3 ). Authorization Code Flow 

說明 OpenID Connect 運作的流程，以 OAuth 2.0 (RFC6749)規範之

Authorization Code Flow 為例: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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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OpenID Connect - Authorization Code Flow (OpenID Foundation 官網) 

以下將依序介紹圖中各步驟之說明: 

A. Client 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提出驗證請求，並把 Resource Owner 的 

User-Agent 導向 Authorization Endpoint 進行驗證。其中驗證請求將傳送

相關的參數(如: Client ID、Redirection URI、Scopes 等)。 

B. Authorization Server 透過 User-Agent 來驗證 Resource Owner，並詢問 

Resource Owner 是否授予 Client 相關資源存取權，即 Client 資源的宣告

(Scopes)，或者是駁回 Client 的存取申請。 

C. 若 Resource Owner 同意授權後，Authorization Server 會把 User-Agent

導回先前指定的 Redirection URI，並夾帶 Authorizat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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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ient 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的 Token Endpoint 提出授權 Token 請求。

其中授權 Token 請求將傳送相關的參數(如: Client ID、Client Secret、

Redirection URI、Authorization Code 等) 

E. Authorization Server 驗證 Client 之 Credentials(Client ID、Client Secret)，

以及 Authorization Code，並回傳授權 Token(Access Token)與可選的

Refresh Token。 

而 Access Token 主要用來存取 Authorization Server 所提供的 API，以 Google

為例，當 Client 相關資源的宣告含有 Google Drive 資源時，Client 能以 Access 

Token 存取 Google Drive Endpoint，來對使用者雲端硬碟進行相關操作。另外，

由於 Access Token 具有時效性，一旦超過時效 Client 便無法進行 API 的呼叫，因

此可藉由 Refresh Token 再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重新換取新的 Access Token。 

( 4 ). 安全性 

以 Authorization Code Flow 為例，由於 Client 不直接向 End User 要求資源存

取許可，而是把 End User 導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要求許可，Authorization Server

在透過轉址來告訴 Client 授權許可碼(Authorization Code)，因此在轉址回去前，

Authorization Server 會先驗證 End User 並取得授權，而 End User 只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進行驗證，所以 Client 絕不會拿到 End User 的帳號與密碼，

增加了 End User 帳戶的安全性。 

此外，當 End User 驗證完後，Authorization Server 並不會立即回傳授權 Token

給 Client，由於在返回的過程中皆會經過 User-Agent，為了避免惡意程式非法偷

竊 User-Agent 上的資訊，因此改以 Authorization Code 的方式讓 Client 再次向

Authorization Server 來換取授權 Token，更提高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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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Keystone 

( 1 ). 定義 

Identity Service (code-named Keystone)在 OpenStack 架構中，負責提供身份驗

證與授權，其中授權的部分以角色為基礎作為資源存取的控制(RBAC)。而

OpenStack 其他元件透過 Keystone 來註冊服務存取位置(Endpoint)，並記錄在服

務註冊表(Service Catalog)中，作為各服務(如: Nova、Glance、Neutron 等)之間相

互調用之依據。此外，Keystone 也提供友善的 APIs(如: Identity API v2.0 or v3)給

客戶端(Client)來介接。 

( 2 ). 外部驗證機制 

Keystone 提供三種不同的驗證機制，例如: 根據使用者的帳號密碼來與

Identity Backend 進行驗證的 user/password 機制，或以 token 進行驗證的 token 驗

證機制，以及外部驗證機制(External Authentication)。而外部驗證的方式，主要

是透過其他第三方的身分驗證機制(如: OpenID Connect、Kerberos 等)來完成

Keystone 的驗證。 (OpenStack 官方文件) 

實際的運作流程架構(如圖十)所示，藉由實作 Keystone 客製化之中間軟體，

作為第三方驗證與 Keystone 兩者之間溝通的橋樑，通過第三方驗證的使用者將

透過 REMOTE_USER 環境變數，讓 Keystone 得知此為合法使用者，進而完成

Keystone 驗證機制，並取得 OpenStack 服務的存取權(Token)，以及該使用者角色

資訊(Role)。 

 

圖 十：Keystone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運作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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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Kerberos 

( 1 ). 定義 

Kerberos 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雅典娜計畫所訂定的一種網路驗證通訊

協定，其主要被設計用於主從式架構中(Client-Server Model)，提供客戶端與伺服

器端進行相互的驗證，是一種集中式的身分驗證機制，也是常見單一登入的解決

方案。 (Wikipedia ; 教育部顧問室資通安全聯盟) 

( 2 ). 主要角色 

以下將分別介紹 Kerberos 驗證流程中所涉及的主要的角色: 

(1). 客戶端 (Client) 

欲存取服務伺服器的使用者。 

(2). 服務伺服器 (Service Server ; SS) 

提供使用者服務的伺服器。(以 Hadoop 私有雲為例，服務伺服器可以是

NameNode) 

(3). 驗證伺服器 (Authentication Server ; AS) 

負責使用者的身分驗證，並簽發 TGT(Ticket Granting Ticket)給予驗證成

功的使用者。 

(4). 票證簽發伺服器 (Ticket Granting Server ; TGS) 

負責使用者服務存取的授權，即使用者以 AS 所簽發的 TGT 來向 TGS

請求欲獲得能夠存取服務伺服器的 SGT(Service Granting Ticket)。 

綜合上述，其中 AS 與 TGS 通常由客戶端與服務伺服器端共同信賴之第三

方角色擔任，兩者又統稱 KDC (Key Distribution Centers)，提供票證(Tickets)授與

的服務。 

( 3 ). Kerberos 驗證流程 

說明 Kerberos 中四個角色相互運作的流程(圖十四)。其中 KDC 的資料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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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來儲存客戶端以及服務伺服器端分別與 KDC 所分享的密鑰(Secret Key)，例

如: 儲存客戶端將其密碼透過單向函數之 DES 對稱式加密演算法所產生的密鑰。

另外，圖中的 Application Server 即意旨服務伺服器。 

 

圖 十一：Kerberos 驗證流程圖 (IBM) 

以下依序介紹圖中各步驟之說明(圖十一): 

(1). 客戶端向 AS 提出驗證請求，並以明文方式發送用戶 ID。 

(2). AS 驗證該用戶 ID 為有效後，回傳 TGT 與 Key 給客戶端。 

(3). 客戶端向 TGS 提出服務授權請求。 

(4). TGS 驗證該 TGT 為有效後，回傳 SGT 給客戶端。 

(5). 客戶端向服務伺服器提出服務存取請求。 

(6). 服務伺服器開始提供服務給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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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端儲存技術及其發展 

資料儲存的發展歷史從單一大型主機連接著硬碟，到和大型主機分離且擁有

獨立、專有的控制器的儲存系統。隨著時間發展，資料和應用越來越大，根據國

際數據公司 IDC (2013)的研究，全球的原始儲存器容量從 2012 年的 2,596 

Exabytes (EB)到 2017 年時將升為 7,325 Exabytes (EB)，資料儲存增長速率比以往

都還要快，IDC 估計到了 2020 年全球資料儲存量將達到 35,840 Exabytes (EB)。

舊的儲存架構無法適應新的應用需求，資料儲存也有了新的發展，以下針對雲端

儲存和相關技術進行探討。 

4.1 雲端儲存發展趨勢 

雲端儲存或者是基於雲端的儲存，是從雲端運算概念上延伸和發展出來的一

種網路儲存的模式(Wikipedia, 2015;韦小凤, 2013)，其實際資料儲存分布在多台通

常是位在不同地點的伺服器上。有資料儲存需求的人或組織向雲端儲存提供商來

租賃或購買儲存空間，而提供商需確保儲存資料的可用性和可存取性。 

Taneja Group 定義基於雲端的儲存(cloud-based storage)是儲存器在雲端上

(storage in the cloud)這個大領域之下的一個類別。儲存器在雲端上涵蓋了傳統的

託管儲存(hosted storage)，其包含提供從遠端或是在託管的環境下經由 FTP、

WebDAV、NFS/CIFS 或是 Block Protocols 來存取。而基於雲端的儲存則是託管

儲存技術的演進，其為儲存提供了更複雜的 API、命名空間(namespaces)、檔案

或資料的虛擬化和管理工具，圖六顯示基於雲端的儲存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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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二：基於雲端的儲存演進(引用自 Tenaja Group) 

雲端儲存已經成為未來儲存發展的一種趨勢，但隨著雲端儲存技術的發展，

各類搜尋、應用技術和雲端儲存相結合的應用，還須從安全性、可攜性以及資料

存取等角度進行改進。 

 安全性 

從雲端運算誕生，安全性一直是企業的首要考慮問題之一。同樣在雲端儲存

方面，安全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許多用戶對雲端儲存的安球要求甚至高於他們

自己的架構所能提供的安全水平。儘管如此，許多大型、可信賴的雲端儲存提供

商建置了比多數企業資料中心更安全的資料中心，提供的雲端儲存具有更少的安

全漏洞和更高的安全環節。 

 可攜性 

一些用戶在託管儲存的時候還要考慮資料的可攜性。一些大型服務提供商所

提供的解決方案保證其資料可攜性媲美最好的傳統本地儲存。有的雲端儲存結合

了強大的可攜功能，可以將整個資料組傳送到你所選擇的任何媒介，甚至是專門

的儲存設備。 

 性能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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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些託管儲存和遠端儲存總是存在著延遲時間過長的問題。同樣的，網

際網路本身的特性就嚴重威脅服務的可用性。隨著雲端儲存技術的不斷發展，各

廠商將持續努力實現容量最佳化和廣域網路(WAN)最佳化，已盡量減少資料傳輸

的延遲性。 

 資料存取 

現有對雲端儲存的疑慮還在於：如果執行大規模資料請求或是資料復原操作，

那麼雲端儲存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可存取性。在未來的技術條件之下，現有的廠

商可以加大量資料傳輸到任類型的媒介，可將資料直接傳送給企業，且速度之快

相當於複製、貼上操作。 

雲端儲存不只是託管儲存更是一種服務，IBM (2009)提出資料儲存即服務

(data-Storage as a Service)，並以 Amazon S3、Nirvanix SDN 為例。現今，各類儲

存即服務(Storage as a Service, StaaS)提供商林立。而在使用上，使用者不論何時

何地，只要透過 Web 介面的應用程式，即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存取資料，而有的

雲端儲存服務更允許你授權給其他使用者存取資料，讓個人的資料變成可以團隊

進行協同工作。  

4.2 軟體定義儲存 

軟體定義儲存(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SDS)是一種資料儲存方式，所有儲

存相關的控制作業都放置在相對於實體儲存硬體的外部軟體中。這個軟體不是作

為存放設備硬體的一部份，而是在一個伺服器上或者作為作業系統(OS)或

Hypervisor 的一部分(Wikipedia, 2015;吴迪, 2013)。軟體定義儲存和傳統儲存系統

陣列差異，如表二。 

表 二：軟體定義儲存和傳統儲存陣列差異(本研究整理) 

 軟體定義儲存 傳統儲存陣列 

標準化 儲存控制器功能可以運

行在任何類型的伺服器

不同廠商的不同儲存設

備，有各自獨立的儲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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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上，且可以放置在任

何位置。 

制器，且必須放置於特定

硬體上。 

靈活度 通常可以透過 REST API

來進行操作。 

透過命令列介面 (CLIs)

或是 SMI-S API。 

可擴充性 節點可進行擴充，沒有實

際上數量的限制。 

基於控制器設置，連接的

硬碟數量有限。 

多租戶 多租戶架構，每個租戶獨

立的工作負載，甚至能自

動配置儲存。 

為了確保系統的服務品

質，很可能每一臺儲存設

備只能讓特定應用程式

來存取。 

整合性 可跨越 NAS、SAN、Flash

陣列、物件式儲存等不同

的儲存設備，做到儲存資

源的統籌使用。 

有限的整合，例如：SAN

和 NAS 的整合設備。 

利用軟體定義儲存，將存儲服務從底層的專利硬體中抽象出來，可以提升運

營效率，提供透明的資料移轉。由於降低了管理的複雜性，其可讓各種雲端應用

更高效運行，並可進行低成本的擴展。IDC 於 2013 年所做的對全球範圍軟體定

義存儲市場的分類調查表明，軟體定義儲存具備以下一些特徵： 

 軟體是其中的關鍵。它可在異構的、商品化硬體環境下運行，且可充分利用

組織現有的存儲基礎架構。 

 軟體定義儲存可提供全面的存儲服務。 

 軟體定義儲存可對來自不同地點的物理存儲容量，包括內部磁片、快閃記憶

體系統和外部存儲系統進行聯邦式管理，並很快可將這種管理擴大到各類雲

以及雲物件平台。 

 軟體定義儲存可利用統一的單一 API 進行程式設計，然後通過各類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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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進行管理。 

軟體定義儲存看起來能夠幫助企業從傳統的儲存基礎設施，轉向一個更加靈

活、雲端化且是軟體定義的環境，並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管理，一旦正確部署了

軟體定義儲存，便可預期獲得以下效益： 

 自動選擇內部儲存資源和雲端儲存資源。 

 策略編排的儲存資源可最佳化性能，提高效率。 

 分析導向的軟體定義儲存和資源優化可滿足不可預測的業務需求。 

 使用開放的 API、工具，因此在跨混合雲環境中，可以很容易重複使用儲存。 

4.3 OpenStack Swift 

OpenStack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管理平台專案，有幾個主要的元件

組合起來完成具體工作，而 Swift 則為其中的物件儲存(Object Storage)元件。有

別於傳統檔案系統，OpenStack Swift 就像 Amazon S3 一樣，是一個儲存，例如：

虛擬機映像檔、照片、email、備份和檔案與其他非結構化資料的分散式儲存系

統，並提供良好的可擴充性(Scalable)、冗餘性(Redundancy)和牢靠性(Durable)。 

OpenStack Swift 可以安裝在一般的商用硬體上，這表示標準、低成本的伺服

器組件可以用來建置儲存系統。藉由 Swift 提供邏輯上的資料管理而不是廠商專

有的硬體，可以輕易的彈性部署、擴充儲存系統，這就是軟體定義儲存本質上所

定義的。 

OpenStack Swift 由八個處理程序(Processes)和服務(Services)組成其架構，分

別為：Proxy Server、The Ring、Object Server、Container Server、Account Server、

Replicator、Updaters 和 Auditors，以下將以 Swift 功能面分別探討各元件。 

( 1 ). 伺服器處理程序 

Swift 的伺服器處理程序(Server Processes)包含 Proxy、Account、Container

和 Object。當一個節點上單獨執行 Proxy Server，則稱該節點為代理節點(Proxy 

Node)，而當一個節點上至少執行了 Account、Container 和 Object Server 三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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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項，則稱之為儲存節點(Storage Node)，如圖七所示，儲存節點上還會執行

其他服務以維持資料的一致性。 

 

圖 十三：儲存節點(引用自 SwiftStack 官方網站) 

 Proxy Server 

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為 Swift 架構中對內的溝通橋梁，且是對外部的客

戶端溝通的唯一管道，在上面的所有訊息傳遞都是透過標準的HTTP動詞，例如：

GET、PUT、POST 以及 DELETE。代理伺服器採用 shared-nothing 架構，表示其

一個部署的代理節點(Proxy Node)都是獨立、自給的，且它可以根據負載需求來

進行擴充，在一個 Swift 叢集之中應該至少要部署兩個代理節點，當其中一個出

問題，另一個可以接手。 

 Account Server 

帳號伺服器(Account Server)提供每一個帳號(Account)的 Metadata 和帳號內

的容器(Container)列表，其資料存在於 SQLite 資料庫中。 

 Container Server 

容器伺服器(Container Server)的主要工作為管理其 Metadata 和提供容器內所

擁有的物件(Object)列表。容器伺服器不知道物件的存放位置，只知道物件所屬

的容器，其資料存在於 SQLite 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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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Server 

物件伺服器(Object Server)提供了二進位大型物件(Blob)儲存服務，可以儲存、

檢索和刪除位於節點硬碟上的物件。物件是使用其包含 Partition 的路徑和操作的

時間戳記(Timestamp)在硬碟上存為二進位檔案，時間戳記可以讓物件伺服器儲

存該物件的多個版本，並找到最新版本。除此之外，物件的 Metadata 是存放在

檔案的延伸屬性(xattrs)，這樣的設計可以確保物件資料和 Metadata 儲存在一起。 

( 2 ). 一致性處理程序 

OpenStack Swift 是很牢靠的，主要是因為一致性處理程序(Consistency 

Processes)，其是用來處理故障，並且能夠找到和更正無論是資料損壞或是硬體

故障所引起的錯誤。一致性處理程序主要包含兩個服務 Auditors 和 Replicators，

這兩個服務會在儲存節點上執行以確保資料整合性和可用性。 

 Auditors 

稽核器(Auditors)會在所有儲存節點上背景執行，帳號、容器和物件伺服器

皆會有相對應的稽核器服務，其會不斷掃瞄所在節點上整個硬碟內儲存資料的完

整性，確保沒有資料損壞。當錯誤發生稽核器會把損壞的資料移動到隔離區。 

 Replicators 

複寫器(Replicators)會在所有儲存節點(Storage Node)上背景執行，帳號、容

器和物件伺服器皆會有相對應的複寫器服務，其會不斷檢查所在節點上的資料和

叢集內其他節點上對應的資料，如果其他節點上的資料是比較舊的或是遺失，則

複寫器會推送(Push)一份所在節點上的資料過去更新，而如果所在節點上的資料

是比較舊或是遺失，則不會從其他節點拉(Pull)一份資料過來。 

複寫器也處理物件和容器的刪除，物件刪除藉由建立一個 0 位元組的且以.ts

為副檔名的墓碑檔案作為該檔案的最新版本，而複寫器會把該墓碑檔案推送到其

他節點也作為此檔案的最新版本，如此該物件就代表被整個系統所刪除。容器刪

除則藉由把該容器標記為已刪除，複寫器則會把這個版本推送到其他節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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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容器就代表被整個系統所刪除。 

 Updaters 

分為容器更新器(Container Updater)和物件更新器(Object Updater)，容器更新

器主要工作是確保帳號的容器列表是最新的，除此之外，還會更新存放在帳號的

Metadata，包含物件數量、容器數量和總共使用了多少位元組。物件更新器則是

作為一個備援機制，更新容器內的物件清單，該工作主要是由物件伺服器來執行，

當失敗時才會由物件更新器來執行確認物件清單並進行更新存放在容器的

Metadata 的物件數量和總共使用的位元組資料。 

( 3 ). 資料存取 

Swift 為了有效的跨叢集來存放資料，並可以快速存取，其資料存放模型如

圖八，其中一個儲存節點內可能會有很多個硬碟(Disk)，而 Partition 則是目錄的

概念，所以每一個硬碟內則會有多個 Partition。 

 
圖 十四：儲存節點、硬碟和 Partition 關係(引用自 SwiftStack 官方網站) 

帳號、容器和物件資料是分散存放在多個節點之上，當伺服器處理程序和一

致性處理程序需要對資料進行操作時，會利用資料的儲存位置，例如：(/account, 

/account/container, /account/container/object)向對應的 Account Ring、Container 

Ring 和 Object Ring 來找到資料所在的位置。 

 The Ring 

Ring 用於記錄儲存實體與物理位置之間的對應(Mapping)關係，並由一致性



32 
 

雜湊(Hash)演算法所產生。Ring 存在於叢集內的每一個節點上，Ring 中每一個

Partition 在叢集中都預設有 3 個副本(Replica)，且 Ring 會維護其位置。 

4.4 雲端資料管理介面 

由於各家雲端儲存提供商的儲存系統標準不一，透過標準化的介面，即便各

家系統內部有不同的運作功能和標準，也能透過統一的介面進行溝通。儲存網路

產業協會(Storage Network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SNIA)是當前雲端儲存標準的

主要推動者，其主要致力於推廣儲存系統統一標準與 API 介面的開發作業。SNIA

在 2010 年 4 月正式發布雲端資料管理介面(Cloud Data Management Interface, 

CDMI) 1.0。  

如圖九所示，該模型顯示了多種可以支援傳統和新的應用程式的雲端資料儲

存介面，這些介面都允許依照需求來提供從資源集區(Resource Pool)取出的儲存，

而相關的容量則是從儲存服務(Storage Services)提供的儲存容量來取得。資料服

務(Data Services)是根據其資料系統的 Metadata 來套用於各個物件上，而這些

Metadata 都是在各個物件的基礎之上或是專為多組由物件組成的容器(Container)

明確說明其資料的需求。其中 CDMI 是定義了應用程式使用新增、抓取、更新、

刪除(CRUD)雲端資料的功能介面，其功能還包含了管理用來存放資料的容器。 

CDMI 介面也可以讓行政管理應用程式來管理容器、網域(Domain)、安全存

取(Security Access)和監控(Monitoring)記帳(Billing)資訊，即使該儲存功能是透過

傳統或是專有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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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五：Cloud Storage Reference Model(引用自 CDMI v1.1.1) 

CDMI 是建置於 HTTP 的標準之上，所以允許使用 HTTP 的客戶端和 CDMI

伺服器進行溝通。這也使得 CDMI 的操作是可以和其他以 HTTP 為基礎的儲存

協定，例如：WebDAV、Amazon S3 和 OpenStack Swift，是同時並行的。 

表 三、表 四為 CDMI 所規範的 HTTP 操作物件和容器的整理。 

表 三：CDMI 物件 HTTP 操作(資料來源：CDMI v1.1.1) 

操作說明 HTTP URI 

建立資料物件 PUT <root URI>/<ContainerName>/<DataObjectName> 

建立資料物件 POST <root URI>/<ContainerName>/ 

取得資料物件 GET <root URI>/<ContainerName>/<DataObjectName> 

更新資料物件 PUT <root URI>/<ContainerName>/<DataObjec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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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資料物件 DELETE <root URI>/<ContainerName>/<DataObjectName> 

表 四：CDMI 容器 HTTP 操作(資料來源：CDMI v1.1.1) 

操作說明 HTTP URI 

建立容器物

件 

PUT <root URI>/<ContainerName>/<NewContainerName>/ 

刪除容器物

件 

DELETE <root URI>/<ContainerName>/<TheContain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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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檔案同步服務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的各類型運算裝置，例如：工作上會使用筆

記型電腦、家裡有台桌上型電腦、而身邊則隨時有手機甚至平板。眾多不同的裝

置雖然讓我們在生活上管理個人資訊很方便，可是如果要在眾多裝置上去管理特

定檔案則是很困難的(Dearman and Pierce, 2008)。 

5.1 檔案同步服務模型 

由於要在眾多裝置上管理檔案是很困難的，所以對於檔案同步服務(File 

Synchronization Services, FSS)需求也隨之增加，此類型服務可以透過一個單一的

介面去管理所有裝置上的檔案，並能夠確保在各裝置上的資料版本是一致的。 

 

圖 十六：兩種檔案同步服務的模型(Xianqiang, Bao, et al., 2011) 

圖十是(Xianqiang, Bao, et al., 2011)歸納的檔案同步服務的兩種模型，檔案同

步服務通常會要使用者在需要進行檔案管理的裝置上安裝客戶端軟體，安裝完成

後會需要指定一個檔案同步目錄，而各裝置上的同步目錄都會對應到服務提供商

雲端儲存上的同一個空間，當同步目錄內的檔案發生異動(CRUD)操作，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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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會把檔案自動同步到其他裝置上的同步目錄以確保檔案資料一致性。 

檔案同步服務通常也會提供網頁介面，允許登入的使用者對雲端儲存伺服器

進行檔案上傳或下載檔案，而透過網頁進行上傳檔案的操作也會把檔案同步到其

他裝置上的同步目錄。 

5.2 檔案同步機制 

SyncViews 為(Xianqiang, Bao, et al., 2011)針對檔案同步服務提出的作法，其

在檔案同步運作上分為兩種更新操作(新增、更新、修改、刪除)，其分別為 Local 

Update、Remote Update 和兩種掃描操作，其分別為 Local Scan、Remote Scan。

Local Update 代表使用者在客戶端的同步目錄對檔案進行更新操作；Remote 

Update 代表伺服器上同步目錄裡面檔案的更新操作。Local Scan 代表已登入的客

戶端定期會去檢查是否有更新操作；Remote Scan 代表已登入的客戶端會定期去

檢查伺服器上的歷史性更新操作，確認是否有 Remote Update。 

 
圖 十七：SyncViews 詳細同步流程(Xianqiang, Ba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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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一，在 SyncViews 系統中使用者同步目錄內的所有檔案和資料夾的快

照被定義為一個 View，而同一位使用者可能會有多個不同裝置，因此也會有著

多個 View，例如𝑉𝑉𝑉𝑉𝑉𝑉𝑉𝑉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和𝑉𝑉𝑉𝑉𝑉𝑉𝑉𝑉𝑤𝑤𝑜𝑜𝑤𝑤𝑤𝑤，這些不同的 View 都會對應到伺服器端的

同一個 View，以維持不同裝置間檔案一致性。而 SyncViews 在伺服器端則包含

三個元件分別為 control-server、meta-server 和 storage server。其工作分配為

control-server 主要負責處理從客戶端傳送過來的請求，和把更新操作傳給

meta-server 儲存在 ChangeRecords 資料表以及把檔案儲存在 storage-server，除此

之外 meta-server 上還會有存有一份檔案相關資料，即是系統定義的 View，該資

料表名為 Snapshot。 

5.3 企業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 

隨著雲端運算各種模式服務的發展，其中雲端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例如：

Dropbox、Google Drive 等也越來越普及，此類型的服務亦被眾多企業組織所採

用，並在未來會逐漸的增長(IDC, 2014)，因此國際研調機構 Gartner (2014)也把此

類服務定名為企業檔案同步與分享(Enterprise File Synchronization and Sharing, 

EFSS)。EFSS 市場已漸漸成熟，各服務供應商基本除了檔案同步和分享之外，

有可能在移動性、安全性、行政與管理、後端伺服器整合、檔案內容處理、協同

合作、操作介面簡易性和易用性和雲端儲存這幾個面向提供不同程度的加值服務，

以此來做出差異化。  

Gartner (2014)歸納出各供應商所提供的 EFSS 服務可以分為三種架構，如

下： 

 Cloud 

企業組織的檔案是儲存在服務供應商的雲之上，其可以透過行動裝置進行存

取和分享。會偏好這種架構的企業組織通常是想以能夠在 IT 控制之下的企業級

替代方案取代員工的個人雲端服務，並且同時能夠保留使用者體驗和移動式協同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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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premises 

遠端存取、同步和分享元件是在企業內部部署，並整合了企業資料儲存庫，

而且不再額外進行檔案副本。對於資料儲存有嚴格規範的企業組織會偏好選擇此

種架構。 

 Hybrid 

使用者和裝置的驗證、安全以及搜尋機制是由服務供應商的雲所實作且提供，

檔案和文件則保留在企業組織原有位置或是儲存在第三方的雲之上。企業組織不

需要在其他供應商的雲之上額外建立資料副本，以此來簡化行動裝置用戶經由雲

端存取組織資料，會偏好此種混合式架構。 

而 EFSS 服務的類型則可以分為兩種，如下： 

 Destinations 

企業組織購買該產品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此產品的檔案同步和分享功能。 

 Extensions 

某種產品或應用，例如：協同合作、內容管理或儲存，在額外附加上檔案同

步和分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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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系統設計與架構 

1、 系統概述 

為解決在混合雲環境下，會遇到的帳號整合以及檔案資料一致性和權限的問

題，本研究將實作出系統來整合使用者本地端以及公、私有雲端上的帳號、並進

行檔案同步與權限管理。使用本系統，使用者可以方便管理自己在多個不同本地

端，例如：家用桌上型電腦、公司筆記型電腦，以及私有雲，例如：OpenStack、

Hadoop，和公有雲端服務，例如：Google、Dropbox、Microsoft 和 Amazon 等的

檔案資料，並且能夠即時在不同雲端平台和裝置間進行檔案同步，以確保檔案資

料的一致性。使用者可以透過統一的入口來管理多個雲端平台上的檔案，並設定

存取權限，進行檔案分享。 

 
圖 十八：使用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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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設計考量了，使用者本地端、私有雲端以及公有雲端提供商的混

合雲環境，並可根據該架構來彈性擴充介接的私有雲和公有雲儲存服務，圖十九

為本系統之 UML 部署圖，詳細各元件功能描述以下分述。 

 
圖 十九：系統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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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統元件說明 

( 1 ). Client 

系統中的客戶端(Client)端為 Linux 和 Windows 桌面應用程式，需要由使用

者自行安裝於本地端電腦上，程式啟動時會要求使用者以現有雲端帳號登入而不

需要註冊。登入成功後，系統會把相關使用者資料寫進 SQLite 資料庫，並在本

地端檔案系統新建一個系統專屬的監控資料夾，裡面會預設有目前已登入的雲端

服務資料夾。使用者可以再手動進行連結其他雲端服務，登入成功後同樣會在系

統專屬監控資料夾內建立連結的雲端服務資料夾，並啟用同步。 

使用者在監控目錄內進行的檔案異動操作，例如：新增檔案、修改檔案、重

新命名檔案以及刪除檔案和資料夾異動操作，例如：新增資料夾、重新命名資料

夾、刪除資料夾，這些操作皆會被客戶端程式攔截並通知同步伺服器(Sync Server)，

以及進行後續的檔案同步工作。 

( 2 ). Web Server 

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角色定位為系統的入口網站(Portal)，為系統提供了

單一驗證窗口和檔案同步以及管理，單一驗證窗口除了允許使用者以 OpenID 方

式登入外，也提供讓客戶端應用程式使用網頁介面進行登入。入口網站彙整了登

入使用者所有已連結雲端服務，並提供使用者進行和客戶端程式一樣的檔案同步

功能和額外的檔案下載功能。網站伺服器上也提供了檔案操作相關的REST API，

允許有權限的第三方程式或用戶來介接。 

在入口網站上，檔案管理服務讓使用者可以進行檔案分享功能，並且可以設

定檔案存取權限，例如：公開或是私人，透過由系統所提供的檔案存取網址，只

要得到該網址並符合權限的用戶就可以進行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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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Sync Server 

同步伺服器(Sync Server)主要負責把檔案同步到雲端儲存服務上。當使用者

從客戶端進行的檔案和資料夾異動操作，同步伺服器會把相對應的變動透過雲端

服務所提供的 API，對雲端服務進行檔案和資料夾異動。在同步伺服器上，同步

程式會根據使用者所要同步的目的地端來進行區隔，例如：使用者在本地端的系

統監控資料夾，對裡面的 Google Drive 資料夾進行新建檔案操作，同步程式則會

把該檔案也新建到使用者的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服務上；對裡面的 Dropbox

資料夾進行刪除檔案操作，同步程式也會把使用者在 Dropbox 服務上對應的檔案

刪除。 

同步程式會把使用者每次異動的檔案版本最新資訊寫進資料庫，以維持使用

者檔案清單的更新。由於同步程式的設計方式，同步請求的通知主要透過統一的

通訊伺服器，和系統整體架構規劃上的考量，因此同步伺服器是可以進行彈性水

平擴充的，把同步程式部署在多台同步伺服器上，來分擔使用者同步要求，彼此

增進同步工作處理速度。 

( 4 ). Messaging Server 

通訊伺服器(Messaging Server)為系統溝通的橋樑，在上面會架設 RabbitMQ

來負責客戶端、網頁伺服器和同步伺服器三者之間的訊息傳遞。訊息傳遞會以

AMQP 來進行，而訊息內容會以 JSON 資料格式來進行資料交換。 

( 5 ). Database Server 

資料庫伺服器 (Database Server)上架有 MongoDB，其設計主要有兩種

Collection 為 User 和 Files，User 存有系統上使用者資訊，Files 存有使用者擁有

檔案清單和相關檔案權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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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OpenStack Swift 

OpenStack Swift 在系統架構上部署為代理節點(Proxy Node)和儲存節點

(Storage Node)，其主要作為系統上檔案同步的儲存伺服器，以及擔任檔案備援

機制。使用者在客戶端或網站上進行的檔案和資料夾異動操作，都會透過代理節

點上的 Swift API 進行檔案同步，而同步程式進行同步工作時，可以從 Swift 上

取得相關檔案資料。 

( 7 ). Identity Server 

系統透過獨立建置 Keystone 驗證元件(Identity Server)，作為帳號驗證之基礎，

並透過此元件管理使用者的系統帳號與密碼，以及頒發系統 Token，並分別將系

統帳號與密碼儲存於 OpenLDAP，而系統 Token 儲存於 MySQL 中。 

( 8 ). Authentication Server 

Authentication Server 分別介接 OpenID 提供商(Google、Dropbox、Amazon、

Facebook、Microsoft)與 OpenStack、Hadoop 所提供之驗證接口，來整合不同雲

服務的驗證機制，並透過網頁自動化的方式(Web Automation)，於伺服器端以程

式去控制 Headless Browser，遵循 OpenID Connect 機制來模擬使用者於公有雲驗

證頁面進行登入，以及公有雲資源授權同意的行為，或直接相關驗證介面(API)

進行驗證，來完成多個雲的單一登入，並取得使用者於各雲服務之存取權杖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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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雲帳號整合 

本節將介紹驗證系統之帳號整合模組，其帳號對應機制的設計，主要可分為

兩種不同機制(一次性帳號對應、階段式帳號對應)如下： 

3.1 一次性帳號對應 

使用者首次使用系統時，必先進行系統註冊，當註冊完系統帳號、密碼、行

動號碼後，接著便會向系統進行帳號認領(Claim)之動作，系統將這些合法的帳

號進行一次性帳號對應，並完成註冊程序將使用者導向系統登入頁面。以 UML

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描述如下:  (圖二十) 

 
圖 二十：一次性帳號對應之流程圖 

以下將介紹 UML 活動圖中動作(Action)的部分，如: 帳號驗證與帳號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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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 1 ). 帳號驗證 

使用者於各端帳號認領頁面，一次提供其所有公、私有雲及本地端之帳號密

碼作認領(Claim)，系統將根據這些認領之帳號進行初步的帳號驗證，以確認帳

號的合法性。其中系統向各端請求驗證的方式，將依據帳號來源的不同而有不同，

如下: 

(1). 公有雲帳號 

由於 Google、Dropbox、Amazon、Facebook、Microsoft 之公有雲提供

商，自從採用 OAuth 2.0 後，即不再提供帳號密碼驗證的 API，因此本系統

透過網頁自動化的方式 (Web Automation)，於伺服器端以程式去控制

Headless Browser，來模擬使用者對瀏覽器的操作行為(如: 模擬使用者於公

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的行為)，若成功登入即表示該帳號合法，以達到對

使用者公有雲帳號的驗證。 

(2). 私有雲 OpenStack 帳號 

透過 OpenStack Keystone 所提供帳號密碼驗證的 API(如: Identity API 

v2.0)，完成對使用者私有雲 OpenStack 帳號的驗證。 

(3). 私有雲 Hadoop 帳號 

透過 Python-Kerberos Package 直接向 KDC (Key Distribution Centers)進

行帳號驗證，完成對使用者私有雲 Hadoop 帳號的驗證。 

(4). 本地端帳號 

透過 Python-LDAP Package 直接向 OpenLDAP 進行帳號驗證，完成對使

用者本地帳號的驗證。(以儲存於 OpenLDAP 之 Windows、Linux Ubuntu 帳

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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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帳號對應 

當各端已認領帳號通過初步帳號驗證後，系統將各端合法帳號(含密碼)一次

全部對應至作為使用者唯一識別的系統帳號(S1)之中，以建立帳號對應表。之後

使用者再次登入系統時，即能夠以任何一組已認領的帳號或系統帳號進行登入

(如: P1、O1、I1、S1)。 (圖二十一) 

 

圖 二十一：一次性帳號對應示意圖 

 

3.2 階段式帳號對應 

提供使用者於網站(Web Portal)的帳號對應管理介面，階段式新增其他尚未

對應於帳號對應表中的雲端帳號，即新增對應帳號的功能。以 UML 活動圖

(Activity Diagram)描述如下: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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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二：階段式帳號對應之流程圖 

以下將介紹 UML 活動圖中動作(Action)的部分，如: 帳號驗證與帳號對應。

(圖二十二) 

( 1 ). 帳號驗證 

系統將根據使用者新增的對應帳號，於該帳號之提供商進行帳號驗證，以確

認帳號的合法性。其中系統向帳號提供商請求驗證的方式，將根據使用者新增帳

號對應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如下: 

(1). 認領帳號的方式 

使用者以認領帳號的方式，即表示使用者同時提供帳號、密碼給系統，

來新增該帳號的對應。此時系統進行帳號驗證的方式，將比照一次性帳號對

應之帳號驗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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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認領帳號的方式 

使用者以非認領帳號的方式，即表示使用者只提供帳號提供商的名稱給

系統，來新增該帳號的對應。此時系統進行帳號驗證的方式，如下: 

(a). 公有雲提供商驗證 

當使用者提供公有雲提供商名稱給系統，系統將透過 OpenID 

Connect 機制把使用者導向該公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通過驗證後，

系統取得該使用者的公有雲帳號。 

(b). 私有雲提供商驗證 

當使用者提供私有雲提供商名稱給系統，系統跳出登入框讓使用者

輸入帳號與密碼，接著比照一次性帳號對應之私有雲帳號驗證方式完成

驗證。 

(c). 本地端帳號驗證 

當使用者提供本地端提供商名稱給系統，系統跳出登入框讓使用者

輸入帳號與密碼，接著比照一次性帳號對應之本地端帳號驗證方式完成

驗證。 

( 2 ). 帳號對應 

當使用者新增帳號對應的帳號已通過驗證時，系統將利用使用者於網站的唯

一身分識別(系統帳號 S1)，到帳號對應表中進行查詢，取得該使用者之帳號對應

紀錄，並將通過帳號驗證之新帳號新增至原先的對應關係中，例如: 階段 1，將

新的帳號(G1)新增至原先對應關係( S1:{P1 , O1 , I1} )中，產生新的對應關係

( S1:{P1 , O1 , I1 , G1} )。(圖二十三)  

(以 Google、Hadoop、Windows 之帳號分別進行階段式帳號對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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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三：階段式帳號對應示意圖 

3.3 帳號對應表 

( 1 ). 紀錄的內容 

在帳號對應表中，每一筆紀錄即表示某位使用者的帳號對應關係，紀錄中的

內容包含系統帳號、行動電話、系統權杖(Token)、二階段手機驗證啟用狀態與

各端對應帳號內容，而各端對應帳號內容，又再包含各端的帳號、密碼與存取權

杖(Token 或 Ticket)。系統以 MongoDB Document 的方式進行儲存，表示某位使

用者帳號對應的關係，如(圖二十四)。 

其中，在一次性帳號對應所產生之帳號對應表中，系統權杖與各雲端存取權

杖之值仍為 null，必須等到使用者進行單一登入後，系統才會取得各雲端的存取

權杖及產生系統權杖，並記錄於帳號對應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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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四：帳號對應表(一次性帳號對應) 

( 2 ). 與系統帳號目錄之關聯 

在本系統中，作為使用者唯一識別的系統帳號與密碼，主要儲存於

OpenLDAP 中，而 OpenLDAP 與儲存於 MongoDB 的帳號對應表之間的關聯，如

(圖二十五)所示。 

 

圖 二十五：帳號對應表與系統帳號目錄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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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合雲單一登入 

本節將介紹驗證系統之帳號驗證模組，其單一登入機制的設計。 

( 1 ). 單一登入 

對使用者而言，從登入系統到進入使用者管理介面所涉及的流程與步驟，將

根據使用者為首次或再次登入而有所不同，以 UML 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表

示如下:  (圖二十六) 

 

圖 二十六：單一登入機制流程圖 

以下分別依序介紹 UML 活動圖中動作(Action)的部分，如: 帳號驗證、二階

段手機驗證、各雲端單一登入。(圖二十六) 

( 2 ). 帳號驗證 

使用者進入系統登入頁面，以系統帳號(Primary Account)或各端已認領帳號

作登入，系統將根據使用者提供帳號類型而有不同的帳號驗證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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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帳號 

當使用者輸入系統帳號與密碼進行登入，系統將於帳號對應表中，查詢

該系統帳號是否存在，若存在則將系統帳號與密碼傳送到 Identity 

Server(Keystone)進行 user/password 驗證，並將通過驗證所返回的系統 Token

儲存於帳號對應表(圖二十七)中。 (圖二十七) 

 

圖 二十七：系統帳號驗證流程示意圖 

(2). 各端已認領帳號 

當使用者輸入任一已認領之雲端及本地端帳號進行登入，系統將檢驗帳

號對應表中，該端帳號是否存在且密碼是否吻合。若檢驗成功，則藉由帳號

對應關係，取得作為該使用者唯一識別的系統帳號，並將系統帳號傳送到

Identity Server(Keystone)進行外部驗證(External Authentication)，並將通過驗

證所返回的系統 Token 儲存於帳號對應表(圖二十九)中。 (圖二十八) 

 
圖 二十八：各端已認領帳號驗證示意圖 



53 
 

 

圖 二十九：帳號對應表(帳號驗證) 

( 3 ). 二階段手機驗證 

當使用者通過帳號驗證後，若使用者有啟用二階段手機驗證之功能時，系統

將使用者導向二階段手機驗證頁面，並根據使用者於註冊時所提供之行動電話，

透過發送簡訊的方式傳送驗證碼，進行手機驗證來再次確認使用者的身分。而使

用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輸入該驗證碼進行驗證，若驗證成功，則使用者被導

向混合雲單一登入頁面，進行下一階段之各雲端單一登入。 

( 4 ). 各雲端單一登入 

使用者進入混合雲單一登入頁面，選擇一個或多個(單選/多選)欲登入的雲端，

而系統將依據該雲端帳號認領與否，而有不同的運作流程如下: 

(1). 已認領 

雲端帳號已認領，即表示使用者於註冊時，已提供該雲端帳號與密碼作

認領。因此，若使用者選擇一個或多個已認領雲端進行登入，系統將利用帳

號對應表中紀錄的各雲端帳號與密碼，透過網頁自動化的方式 (Web 

Automation)，於伺服器端以程式去控制 Headless Browser，並遵循 OpenID 

Connect 機制來模擬使用者於公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以及公有雲資源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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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同意的行為，或直接透過私有雲驗證介面(API)進行驗證，來完成多個雲

的單一登入，並將取回之各雲端 Token 儲存於帳號對應表(圖三十二)中。 

此外，本系統以非同步模式 (Asynchronous)同時啟動多個執行緒

(Multithreading)，每個 thread 負責登入一個雲。(圖三十) 

 
圖 三十：各雲端單一登入(帳號已認領) 

(2). 未認領 

雲端帳號未認領，即表示使用者於註冊時，未提供該雲端帳號與密碼作

認領。若使用者選擇一個或多個未認領雲端進行登入，系統將透過 OpenID 

Connect 機制把使用者導向公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或由系統跳出登入框

讓使用者登入私有雲，來完成多個雲的登入，並將取回之各端 Token 儲存於

帳號對應表(圖三十二)中。(圖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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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一：各雲端登入(帳號未認領) 

 

圖 三十二：帳號對應表(各雲端單一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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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帳號救援 

當使用者因忘記密碼或遭到盜用而導致無法順利登入系統時，系統提供帳號

救援的機制，讓使用者能夠重新取回帳號的主控權，並重新設定密碼。而使用者

必須於系統註冊時，綁定自身的手機號碼，以便後續進行帳號救援時，能夠向系

統證明自己才是使用該帳號的本人。 

以 UML 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描述帳號救援運作流程如下：  (圖三十) 

 

圖 三十三：帳號救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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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檔案與資料夾同步 

在混合雲環境之下，為了確保使用者在多個不同裝置上，檔案的一致性，其

包含檔案資料的一致性和檔案清單的一致性，本研究針對使用者本地端、公有雲

和私有雲三方的檔案，設計一個完整的檔案同步機制，詳細方法如下所述。 

6.1 檔案系統監控模組 

使用者在本地端，例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需要安裝客戶端應用程

式，客戶端應用程式會包含檔案系統監控模組，該模組主要用於監控使用者於監

控資料夾內進行的檔案和資料夾異動事件，整理如表五。 

表 五：檔案系統監控事件 

檔案監控事件 

新建檔案 修改檔案 更名檔案 刪除檔案 移動檔案 

資料夾監控事件 

新增資料夾 刪除資料夾 移動資料夾 

其中，移動檔案事件，系統會依判斷為新建檔案和刪除檔案兩種事件。而由

於資料夾內可能是多層結構，有包含子資料夾和檔案，所以刪除資料夾事件，系

統會依序判斷維刪除資料夾內檔案和刪除子資料夾，直到最後一層完畢；移動資

料夾事件，系統會依序判斷為新增資料夾、新增資料夾內檔案和子資料夾，直到

最後一層完畢，最後會再觸發刪除資料夾事件。 

檔案監控模組監聽到事件觸發後，會依據 producer-consumer pattern，檔案監

控模組作為 producer，其會把每次產生的異動事件儲存進 Queue 資料結構，而同

步模組作為 consumer，會不斷從該 Queue 資料結構把事件抓出來，再進行同步

工 作 。 其 中 ， 檔 案 和 資 料 夾 異 動 事 件 會 轉 為 物 件 並 以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𝑉𝑉𝑂𝑂𝑂𝑂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𝑜𝑜 =

�𝑂𝑂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𝐶𝐶ℎ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𝐿𝐿𝑎𝑎𝑠𝑠𝑃𝑃𝐿𝐿𝑜𝑜𝑂𝑂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𝑜𝑜𝑂𝑂𝑎𝑎𝐿𝐿𝑜𝑜𝑜𝑜 ,𝑂𝑂𝑆𝑆𝐿𝐿𝑆𝑆𝑜𝑜 ,𝑂𝑂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存進 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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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步機制設計 

同步機制的設計分為，客戶端和網站 Portal 對同步伺服器之間的同步訊息溝

通以及檔案和資料夾的同步，如下所述。 

( 1 ). 同步訊息溝通 

同步模組從 Queue 把使用者異動事件取出來，接著判斷操作行為和類型是

檔案或資料夾以及其相關資料後，不會馬上就開始進行檔案同步工作，而是會先

和同步伺服器進行檔案同步要求，得到同步許可後，才會開始進行檔案或資料夾

同步，完成後會再告知同步伺服器，同步訊息的溝通是透過通訊伺服器上的

RabbitMQ 來進行處理，此三次訊息溝通的詳細順序圖如圖三十四。 

 
圖 三十四：三次同步訊息溝通順序圖 

此 三 次 同 步 訊 息 ： 請 求 同 步 ， 其 資 料 內 容 為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𝑉𝑉𝑂𝑂𝑂𝑂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𝑃𝑃 =

�𝑂𝑂𝑈𝑈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𝐶𝐶𝑂𝑂𝐿𝐿𝑜𝑜𝑠𝑠𝑃𝑃𝐶𝐶𝑜𝑜𝑠𝑠,𝑂𝑂𝐶𝐶ℎ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𝑎𝑎𝑜𝑜𝑤𝑤𝑜𝑜𝑠𝑠 ,𝑂𝑂𝐸𝐸𝑜𝑜𝑎𝑎𝐿𝐿𝑂𝑂 ,𝑂𝑂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𝐻𝐻𝑎𝑎𝑠𝑠ℎ�、回應同步請求，其

內容為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𝑉𝑉𝑂𝑂𝑂𝑂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𝑠𝑠𝑠𝑠𝑜𝑜 = �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𝐼𝐼, 𝐼𝐼𝐶𝐶ℎ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𝑠𝑠𝑜𝑜𝑂𝑂𝑜𝑜,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𝑆𝑆𝑃𝑃𝑎𝑎𝑃𝑃𝑠𝑠𝑠𝑠,𝑂𝑂𝐴𝐴𝑠𝑠𝑃𝑃ℎ�和同步完成，其內容為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𝑉𝑉𝑂𝑂𝑂𝑂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𝐿𝐿𝑠𝑠𝐿𝐿𝑠𝑠ℎ𝑜𝑜𝑂𝑂 = �𝑂𝑂𝑈𝑈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𝐼𝐼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𝐼𝐼,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𝐶𝐶ℎ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𝐸𝐸𝑜𝑜𝑎𝑎𝐿𝐿𝑂𝑂 ,𝑂𝑂𝑎𝑎𝑜𝑜𝑤𝑤𝑜𝑜𝑠𝑠 ,𝑂𝑂𝐿𝐿𝑎𝑎𝑠𝑠𝑃𝑃𝐿𝐿𝑜𝑜𝑂𝑂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𝑜𝑜𝑂𝑂𝑎𝑎𝐿𝐿𝑜𝑜𝑜𝑜 ,𝑂𝑂𝑆𝑆𝐿𝐿𝑆𝑆𝑜𝑜 ,𝑂𝑂𝐻𝐻𝑎𝑎𝑠𝑠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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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轉成 JSON 資料格式並以字串型態，來進行訊息傳遞和交換。 

( 2 ). 檔案與資料夾兩階段同步 

當第二次同步訊息溝通結束，同步伺服器允許客戶端開始進行同步，客戶端

應用程式、網站 Portal 會把檔案或資料夾，以 OpenStack Swift 所提供的 REST API

同步到儲存伺服器，此為第一階段同步。同步完成後，客戶端應用程式、網站

Portal 會向同步伺服器送出第三次同步完成訊息，當同步伺服器收到同步完成訊

息，此時就會再把該檔案或資料夾，以 REST API 從 OpenStack Swift 取得，再透

過要同步的雲端儲存服務所提供的 API，把檔案和資料夾同步到對應的資料夾，

此為第二階段同步。從客戶端和網站 Portal 到同步伺服器，而同步伺服器再同步

到公、私有雲端儲存服務，此兩階段的同步順序如圖三十五。 

 
圖 三十五：兩階段同步順序圖 

本系統檔案和資料夾同步，透過先同步到 OpenStack Swift 之上，在轉而同

步到公有雲和其他私有雲上，這樣的做法可以確保使用者每一份同步到雲端的檔

案和資料夾，在私有雲內部都將會有一份備份。 

6.3 雲端檔案與資料夾異動偵測 

使用者進行檔案和資料夾異動操作，除了在本系統的客戶端和網站 Portal

上操作之外，也有可能是直接在已連結的雲端儲存服務，利用其所提供的介面，



60 
 

進行檔案異動操作。本系統為了達到雲端和本地端以及不同裝置之間的檔案一致

性，會採用主動通知(Push)和被動掃描(Polling)混合的方式，以下將針對此兩種

操作情境和機制詳細說明。 

( 1 ). 本系統上操作 

使用者在本系統客戶端和網站 Portal 上，進行檔案異動操作，當同步伺服器

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同步時，如果該使用者還有其他裝置，也安裝了客戶端應用

程式並且是啟動狀態，為了維持不同裝置上的檔案一致性，同步伺服器會採用主

動通知(Push)該使用者其他客戶端應用程式，使其來進行檔案同步，詳細流程如

圖三十六。 

 
圖 三十六：客戶端應用程式更新本地端順序圖 

該通知同步訊息內容為，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𝑉𝑉𝑂𝑂𝑂𝑂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𝑠𝑠𝑎𝑎𝑃𝑃𝐿𝐿𝑜𝑜𝑠𝑠 = �𝑂𝑂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𝐼𝐼𝐶𝐶ℎ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𝑎𝑎𝑠𝑠𝑎𝑎𝑜𝑜 ,𝑂𝑂𝑠𝑠𝑜𝑜𝑤𝑤𝑠𝑠𝑜𝑜𝑤𝑤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 ,𝑂𝑂𝑠𝑠𝑜𝑜𝑤𝑤𝑠𝑠𝑜𝑜𝑤𝑤𝑠𝑠𝑜𝑜𝑤𝑤𝑃𝑃𝑎𝑎𝑃𝑃ℎ�，也

會轉成 JSON 資料格式並以字串型態，來進行訊息傳遞。 

( 2 ). 雲端儲存服務上操作 

使用者直接在已和本系統連結的雲端儲存服務，例如：Google、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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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以及 Amazon，上面系統對應的資料夾進行檔案異動，客戶端應用程式

會採用定期抓取(Polling)雲端服務上的檔案清單，和本地端檔案清單進行比對，

有異動則會直接對本地端檔案進行異動，比對沒有變化則不進行動作，詳細如圖

三十七。 

 
圖 三十七：客戶端應用程式檢查雲端儲存順序圖 

當檔案從雲端同步到本地端完成後，客戶端應用程式會偵測到檔案系統異動

事件，則會依照兩階段同步流程，進行後續同步工作。 

6.4 檔案清單一致性 

為了要確保使用者在各裝置上的檔案清單的一致性，本系統在伺服器端

MongoDB 資料庫會儲存使用者的完整檔案清單，除此之外，在客戶端應用程式

和伺服器端還會有維護清單一致性的處理機制，詳細的設計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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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客戶端應用程式 

客戶端應用程式在啟動和恢復網路連線狀態時，皆會和同步伺服器要求登入

使用者的完整檔案清單，並檢查在監控資料夾內的檔案清單是否符合。如果有不

相同或不存在檔案、資料夾，則依據其建立時間，檢查是否大於檔案清單的最後

修改時間，來判斷要新建或移除。 

( 2 ). 同步伺服器 

同步伺服器在每次第一階段同步完成，都會把此次同步的檔案或資料夾的完

整路徑，來更新 MongoDB 的使用者檔案清單，儲存的 JSON 結構如圖三十八。 

 
圖 三十八：MongoDB 檔案清單 Files Collection 的 JSON 結構 

儲存的每一筆資料都是以使用者為單位，並且以其 UID 作為唯一識別，當

使用者進行檔案同步，系統會解析檔案的完整路徑，分為根資料夾和其餘路徑來

作為儲存的依據。其中，根資料夾，例如：Google Drive、Microsoft OneDrive、

Dropbox、Amazon S3 各自會作為儲存 JSON 資料 list 陣列裡面的一筆資料，代

表該雲端儲存服務的最上層目錄，而 sub 陣列則存有根資料夾之下每一個資料夾

路徑，並記錄其內所有檔案的資訊，此外會根據該目錄隸屬於的雲端儲存服務，

額外儲存相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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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檔案與資料夾同步 API 

系統對內除了使用 OpenStack Swift 所提供的 REST API 之外，對外還會額外

提供檔案同步的 API，功能包含檔案和資料夾的新增、刪除、修改以及查詢，提

供網站 Portal 程式和擁有存取權限的用戶使用，此 API 介面的同步功能如表六。 

表 六：檔案與資料夾同步 API 介面 

類型 API 參數 功能描述 

檔案 POST (token,path,content) 建立或更新檔案資料 

PUT (token,path,newPath) 更名檔案 

GET (token,path) 取得檔案資料 

DELETE (token,path) 刪除檔案資料 

資料夾 POST (token,path) 建立資料夾 

PUT (token,path,newPath) 更名資料夾 

GET (token,path) 下載整個資料夾 

DELETE (token,path) 刪除整個資料夾 

其他 LIST (token,path) 取得檔案和資料夾清單 

資料夾下載 API，會提存取的資料夾內所有檔案打包成壓縮檔(.zip)，供介接

的程式或使用者取得；資料夾刪除 API，則是會把刪除的資料夾內，包含檔案以

及子資料夾，直到最後一層全部進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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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檔案權限管理 

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其最方便的是允許使用者可以分享檔案給其他使用者，

因此檔案的存取權限必須是要可以控制和管理的，本系統在檔案權限將有以下設

計。 

7.1 權限與功能對應 

系統上檔案的權限區分為擁有者和讀取者，有擁有者權限的用戶可以對該檔

案進行修改、刪除和更名，本系統設計上，同一個檔案的擁有者權限只會被一位

使用者所擁有；有讀取者權限的人則是只能取得檔案內容，不能異動檔案資料，

而讀取者權限則可能會被多位使用者所擁有。 

表 七：檔案權限和操作功能對應表 

權限 功能 

修改 取得內容 刪除 重新命名 

擁有者 有 有 有 有 

讀取者 無 有 無 無 

在系統上傳檔案的用戶擁有該檔案的擁有者權限，並且已同步的檔案預設是

不公開的狀態，也就是除了擁有者本人，沒有其他人可以經由本系統存取該檔案。

而當檔案設定成為公開狀態，使用者可以取得存取網址，並分享給非本系統的用

戶，而得到該網址的人，即擁有了讀取者權限。 

7.2 權限管理平台 

使用者經本系統同步到雲端的檔案，在權限管理平台(網站 Portal)上都可以

進行權限管理，其包含設定檔案狀態為私密或公開。使用者可以直接從客戶端應

用程式進行檔案公開設定，便可以獲得存取網址，而網站 Portal 上將會提供一個

彙整了登入使用者自己的公開檔案列表，方便使用者去做管理，使用者可以把檔

案狀態重新設定為私密，檔案對應的存取網址就會失效，不再提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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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與測試 

1、 系統部署環境 

系統基礎設施的部署上考量了混合雲架構，除了部署於私有雲之內的本系統

和 Hadoop HDFS 外，公有雲則採用了 Google、Dropbox、Microsoft 所提供的檔

案同步與分享服務，其部署環境如圖三十九。 

 

圖 三十九：系統環境部署圖 

 本系統 Sync Server、Web Server、Messaging Server 以及 OpenStack Swift 的

Proxy Server 四個元件會建置於同一台 Linux Ubuntu 14.04.1 LTS 伺服器上，而

Authentication Server 則建置於另一台伺服器上，此兩台伺服器會各綁定一個公用

IP(Public IP)，讓 Client 元件的 Linux、Windows 本地端上的客戶端應用程式以及

網際網路使用者可以存取，此外對內會有一組私有 IP(Private IP)來和其他系統元

件相連，其是屬於同一個內網(LAN)。 

 系統的 OpenLDAP、Identity Server、Database Server 和 OpenStack Swift 的

Storage Server元件都各自部署在私有雲內部的伺服器上，並且不提供對外服務，

其會和系統內其他元件則透過相同網段的私有 IP 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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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實作 

本系統把各功能模組化，並拆分到不同元件上，開發實作會依據元件功能，

先從混合雲帳號，驗證使用者身份並整合後，再到本地端、私有雲和公有雲的檔

案同步，最後則是網站上的檔案權限管理，詳細內容以下分述之。 

2.1 資料加密傳輸 

由於 Django Web Server 不支援 HTTPS，因此透過 Stunnel 套件於 Django 

Server 上建立 SSL 通道以支援 HTTPS，其中也藉由 OpenSSL 建立 X.509 SSL 憑

證(Certificate)與私鑰(Private Key)提供 Stunnel 加密通道使用。在憑證方面，本系

統以自己作為最高層認證中心(Root CA)，並自己簽發屬於自己認證中心的信任

憑證，即根憑證或稱自簽憑證（Self-signed certificate）。因此透過上述機制使得

網路資料皆以 SSL 加密進行傳輸，可確保資料傳輸上的安全性。實作步驟如下: 

(1). 於 Django Server 上安裝 Stunnel，作為 https proxy server。 

 $apt-get install stunnel4 

(2). 建立有效期為 365 天的 X.509 憑證與私鑰。 

 $openssl req -new -x509 -days 365 -out /stunnel/stunnel.pem -keyout 

/stunnel/stunnel.pem 

(3). 於 Django 專案下建立 dev_https，並設定憑證位置與 Stunnel 監聽的

port(accept)，以及最後轉送至 port(connect)的 Django Server，如下： 

 cert = stunnel/stunnel.pem 

 [https] 

 accept=443 

 connect=8001 

(4). 啟動 Stunnel 與 Django Server 

 $stunnel4 stunnel/dev_https & HTTPS=on python manage.py 

runserver 0.0.0.0:8001 ( 即 可 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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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ctaaa.nccu.edu.tw/Auth/xxx) 

2.2 混合雲帳號整合 

( 1 ). 一次性帳號對應之實作 

首先使用者註冊其系統帳號、密碼、手機號碼，系統透過 Keystone 提供之

Identity API v3 之 User Create 介面建立一筆新的使用者帳號資訊(帳號、密碼)於

OpenLDAP 中，並透過手機驗證來確認該手機號碼的合法性，接著以系統帳號作

為唯一識別在帳號對應表中，建立該使用者的帳號對應紀錄，完成使用者系統註

冊。 

完成註冊後，使用者向系統提供其公、私有雲或本地端帳號密碼作認領，系

統根據帳號的來源進行不同的帳號驗證方式(如: OpenID Connect 驗證、Hadoop 

Kerberos 驗證、OpenStack Keystone 驗證、本地端驗證)來確認帳號的合法性。 

最後系統將各端合法帳號與密碼全部對應至該使用者之帳號對應紀錄中，完成一

次性帳號對應。以虛擬碼(pseudo code)描述如下: (圖四十) 

 
圖 四十：一次性帳號對應之實作虛擬碼 

針對虛擬碼中，系統在手機驗證、OpenID Connect 驗證、Hadoop Kerb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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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OpenStack Keystone 驗證之實作細節，將於下面混合雲帳號驗證作說明。 

( 2 ). 階段式帳號對應之實作 

使用者於帳號對應管理介面進行帳號對應的新增，系統將根據使用者新增帳

號對應的方式進行不同的帳號驗證機制，來確認帳號的合法性。例如: 若使用者

以認領帳號的方式作新增，則系統將比照一次性帳號對應之帳號驗證機制進行驗

證 ; 若使用者以非認領帳號的方式作新增，則系統將直接把使用者導向公、私

有雲驗證頁面或本地端驗證頁面進行登入完成驗證。最後系統將該認領之合法帳

號與密碼或非認領之合法帳號對應至該使用者之帳號對應紀錄中，完成階段式帳

號對應。以虛擬碼(pseudo code)描述如下: (圖四十一) 

 
圖 四十一：階段式帳號對應之實作虛擬碼 

針對虛擬碼中，系統在 OpenID Connect 驗證、Hadoop Kerberos 驗證、

OpenStack Keystone 驗證之實作細節，將於下面混合雲帳號驗證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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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混合雲單一登入 

( 1 ). 帳號驗證之實作 

系統以 Keystone 驗證元件作為帳號驗證之基礎，並透過 Keystone 提供之

Identity API v2.0 與 Identity API v3 驗證介面，完成對使用者帳號的驗證。其中使

用者能夠以系統帳號或已認領之各雲端及本地端帳號作登入，系統將根據使用者

提供的帳號類型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帳號驗證機制(如: Keystone 帳號密碼驗證

機制、Keystone 外部驗證機制)，並且以驗證後產生之 Keystone Token 作為系統

頒發給通過驗證使用者的 Token。以虛擬碼(pseudo code)描述如下：(圖四十二) 

 

圖 四十二：帳號驗證實作之虛擬碼 

針對虛擬碼中，系統採用之帳號密碼驗證機制與外部驗證機制之實作細節描

述如下: 

(1). 帳號密碼驗證機制(user/password) 

系統的帳號驗證模組接收到使用者的系統帳號與密碼，向 Keystone 

Server 驗證的 URI (/v2.0/tokens) 發送 POST 驗證請求，並以 JSON 格式傳送

相關參數與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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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 

"auth": { 

"passwordCredentials": { 

"username": "系統帳號", 

"password": "系統密碼" 

}}} 

- Header: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2). 外部驗證機制(External Authentication) 

系統的帳號驗證模組接收到使用者合法之各雲端或本地端帳號與密碼，

藉由帳號對應關係，取得使用者於系統內部的身分識別(系統帳號)，向

Keystone Server 驗證的 URI (/v3/auth/tokens) 發送 POST 驗證請求，並以

JSON 格式傳送相關參數與 Header: 

- Body: {"auth":{"identity":{"methods":["external"],"external":{}}}} 

- Header: REMOTE-USER = "系統帳號" 

- Header: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最後當通過 Keystone 帳號密碼驗證或外部驗證時，Keystone 將以 JSON 格

式返回相關資訊，包含 Token 核發日期與有效日期、Token_id 等，而系統將以

Keystone Token 作為系統頒發給通過驗證使用者的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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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手機驗證之實作 

由於系統整合 Twilio 公司所提供的 SMS 簡訊服務，因此必須先於 Twilio 官

方網站註冊取得 credentials(account_sid 與 auth_token)，並透過 credentials 來存取

Send Message API 使用 SMS 簡訊服務。在實作上，手機驗證碼以隨機五位數的

整數亂數來產生，並設定五分鐘時效性，接著再透過 twilio.rest 模組的

TwilioRestClient、MessageCreate 函式來建立訊息並傳送到使用者手機。使用者

收到簡訊後，於系統手機驗證頁面輸入簡訊內容中的驗證碼來完成手機驗證。 

以虛擬碼(pseudo code)描述如下： (圖四十三) 

 

圖 四十三：手機驗證實作之虛擬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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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各雲端單一登入之實作 

使用者可以選擇欲單一登入多個公有雲及私有雲，系統則根據該雲端帳號認

領與否，而有不同之公、私有雲驗證流程。若使用者選擇登入已認領之雲端，則

表示系統於帳號對應表中已記錄該雲端之使用者帳號與密碼，而系統透過啟用多

個執行緒來分別完成各雲端之驗證。若使用者選擇登入未認領之雲端，則系統將

直接把使用者導向公、私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在通過各雲端驗證後，系統取

得各雲端 Token 並記錄於該使用者之帳號對應表中。 

以虛擬碼(pseudo code)描述如下: (圖四十四) 

 
圖 四十四：各雲端單一登入實作之虛擬碼 

針對虛擬碼中，系統在公有雲帳號驗證與私有雲帳號驗證之實作細節描述如

下： 

( 3.1 ) 公有雲 OpenID 帳號驗證之實作 

首先必須於各雲端身分提供商(簡稱為雲端商)之開發人員網站申請 OAuth 

2.0 credentials，包含: 一組 client ID 與 client secret，並設定 redirect URI 告知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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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商驗證請求的返回位置。系統透過此 credentials 來介接雲端商提供的 OpenID 

Connect 驗證 API，對使用者進行驗證並取得其他雲端服務 API 的存取權杖

(Token)。 

其中 OpenID Connect 驗證之實作步驟如下: 

a. 建立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CSRF) tokens 

以 hashlib 模組的 md5 雜湊函式，對 30 位元的隨機亂數進行雜湊運算

產生 CSRF tokens，並儲存於 session 中以便後續雲端商返回驗證請求時，利

用此 session 進行核對(verify)，以預防跨網站的偽造請求攻擊(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attacks)。 

b. 向雲端身分提供商請求驗證 

以 HTTPS GET 向各自雲端商之驗證端點請求 OpenID Connect 驗證如下

(表八)，且於 URI 攜帶相關參數內容如下(表九)： 

表 八：OpenID Connect 提供商之驗證端點表 

Provider Endpoint 

Google 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auth 

Facebook https://graph.facebook.com/oauth/authorize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1/oauth2/authorize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ap/oa 

Microsoft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authorize.srf 

表 九：OpenID Connect 驗證 URI 參數列表 

參數名稱 描述 

client_id 在各雲端商之開發人員網站，所申請的

OAuth 2.0 credentials(client ID 與 client 

secret)。 

redirect_uri 在各雲端商之開發人員網站，所設定的

https://graph.facebook.com/oauth/authorize
https://www.dropbox.com/1/oauth2/authorize
https://www.amazon.com/ap/oa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authorize.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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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rect URI。 

scope 資源請求的宣告。 

(此參數值可於維護管理系統之公有雲

相關資源請求頁面進行設定) 

response_type 系統預設值等於"code"，表示遵循

OpenID Connect 之 Authorization Code 

Flow。 

access_type 系統預設值等於"offline"，表示請求取得

永久有效的存取權杖(refresh token)。 

假 設 最 後 準 備 完 成 之 OpenID Connect 驗 證 URI 為

https://provider_endpoint?client_id=clientID&redirect_uri=redirectURI&scope

=scope&response_type=code&access_type=offline，系統將根據使用者該公有

雲帳號認領與否，而採取以下不同方式向雲端商提出此驗證請求： 

(a). 轉址導向雲端商驗證網頁 

若該公有雲帳號未認領，則系統透過 django.http 模組的

HttpResponseRedirect 函式，直接將使用者導向該驗證 URI，於雲端商

驗證頁面進行登入，且由使用者同意授予資源存取權給本系統。 

(b). 網頁自動化 

若該公有雲帳號已認領，則系統藉由 pyvirtualdisplay 與 selenium 套

件分別啟動 Virtual Display 與 FireFox 瀏覽器，在兩者的配合之下於伺

服器端產生 Headless FireFox web browser，接著以 python 語言呼叫

selenium 所提供的 FireFox WebDriver API 來控制 Headless browser 的行

為如下(表十一)，並模擬使用者於公有雲驗證頁面進行登入，以及公有

雲資源授權同意的行為。 

 

https://provider_endpoint/?client_id=clientID&redirect_uri=redirectURI&scope=scope&response_type=code&access_type=offline
https://provider_endpoint/?client_id=clientID&redirect_uri=redirectURI&scope=scope&response_type=code&access_type=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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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Selenium FireFox WebDriver API 列表 

FireFox API 功能描述 

find_element_by_id("html_id_attribute") 於雲端商驗證頁面以 id 

attribute 搜尋帳號、密碼的

輸入欄位、登入鈕、

OAuth2.0 資源授權同意

鈕。 

send_keys("value") 於對應欄位填入帳號、密碼

值。 

click() 點擊登入鈕或資源授權同

意鈕。 

c. 核對 CSRF tokens 

完成驗證後，雲端商將返回 HTTPS response 至 redirect URI，而系統比

對網址列資訊(Query String)中的 state 參數值是否與 session 所記錄的 CSRF 

tokens(步驟 1)相同，以預防跨網站的偽造請求攻擊。 

d. 請求取得雲端服務存取權杖(token) 

以 HTTPS POST 向各自雲端商之 token 端點請求取得 Access Token 與

Refresh Token 如下(表十一)，且於 POST body 以 JSON 格式攜帶相關參數內

容如下(表十二)： 

表 十一：OpenID Connect 提供商之 Token 端點表 

提供者 Token Endpoint 

Google 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token 

Facebook https://graph.facebook.com/oauth/access_token 

Dropbox https://api.dropbox.com/1/oauth2/token 

Amazon https://api.amazon.com/auth/o2/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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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二：OpenID Connect Token URI 參數列表 

參數名稱 描述 

code 即 Authorization Code，可於步驟 3 網址列資訊(Query 

String)中的 code 參數值取得。 

client_id 在各雲端商之開發人員網站，所申請的 OAuth 2.0 

credentials(client ID 與 client secret)。 

client_secret 同上。 

redirect_uri 在各雲端商之開發人員網站，所設定的 redirect URI。 

grant_type 系統預設值等於"authorization_code" 

Token 請求成功後，雲端商以 JSON 格式返回相關資訊，包含 Access 

Token、Refresh Token、使用者雲端帳號等資訊。而系統將根據使用者之系

統帳號與雲端帳號，於帳號對應表找到對應紀錄來儲存 Token 資訊。 

( 3.2 ) Hadoop Kerberos 帳號驗證之實作 

系統以支援 Kerberos 驗證的 Hadoop 私有雲為例，透過 Kerberos 驗證取得能

夠存取Hadoop上相關服務(如: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 HDFS)的Ticket。 

在實作上，首先透過 subprocess 套件的 Popen 函式，啟動一個子程序執行

kinit 命令，並以使用者 Kerberos 帳號(principal)與密碼登入 KDC (Key Distribution 

Centers)取得 TGT(Ticket Granting Ticket)。接著再依序透過 kerberos 套件的

authGSSClientInit、authGSSClientStep、authGSSClientResponse 函式，以 TGT 換

得能夠存取 Hadoop HDFS 服務的 SGT(Service Granting Ticket) ，其中

authGSSClientInit 函式所需帶的參數為在 Kerberos 中 Hadoop 相關服務之 Service 

principal 名稱，本系統以 Hadoop HDFS Service principal 為例。而系統將根據使

用者之系統帳號與 Hadoop Kerberos 帳號，於帳號對應表找到對應紀錄來儲存

Ticket 資訊。 

Microsoft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token.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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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OpenStack Keystone 帳號驗證之實作 

系統藉由OpenStack中的Keystone驗證元件，其對外提供的驗證介面(Identity 

API v2.0)來完成登入驗證並取得能夠存取 OpenStack 上相關服務(如: OpenStack 

Swift)的 Token。 

在實作上分為以下步驟: 

(a). 向 OpenStack Identity Service (Keystone)請求驗證 

系統向 OpenStack Keystone驗證 URI(/v2.0/tokens) 發送 POST 驗證請求，

並以 JSON 格式傳送相關參數與 Header: 

- Body: { 

"auth": { 

"passwordCredentials": { 

"username": "OpenStack 帳號", 

"password": "OpenStack 密碼" 

}}} 

- Header: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當通過驗證後，OpenStack Keystone 將以 JSON 格式返回相關資訊，包

含 user_id 與 Token 相關資訊等，而系統再以 user_id 向 OpenStack Keystone 

List projects URI (/v3/users/{user_id}/projects)，發送 GET 請求來取得該使用

者旗下的 project_id，其中參數值 user_id 與 project_id 以提供(步驟 b)使用。 

(b). 賦予使用者 Member Role 

系統透過 OpenStack Keystone Grant role URI (/v3/projects/{project_id}

/users/{user_id}/roles/{role_id})，發送 PUT 請求來對通過驗證的使用者授予

Member Role 角色，使其擁有能夠存取 OpenStack 上相關服務的權限(如: 

OpenStack Swift) 。 其 中 Member Role 角 色 之 role_id 等 於

"9fe2ff9ee4384b1894a90878d3e92bab"，此值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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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 OpenStack Keystone 再次請求驗證 

系統向 OpenStack Keystone 再次請求驗證(同步驟 a)，當通過驗證後，

OpenStack Keystone 將以 JSON 格式返回相關資訊，包含 Token 核發日期與

有效日期、Token_id 等。其中此 Token 具有能夠存取 OpenStack 上相關服務

的權限。此外，系統將根據使用者之系統帳號與 OpenStack Keystone 帳號，

於帳號對應表找到對應紀錄來儲存 Token 資訊。 

2.4 帳號救援 

使用者提供其系統帳號進行帳號救援，系統透過 Keystone Server 驗證的 URI 

(/v3/auth/tokens) 發送 POST 驗證請求，以進行 Keystone 外部驗證機制，藉由該

系統帳號是否合法來確認該使用者身分，接著再透過手機驗證來再次確認該使用

者身分。完成上述兩步驟之使用者身分確認後，使用者提供其欲重設的新密碼，

系統透過 Keystone Server User update 的 URI(/v3/users/{user_id})發送 PATCH 請

求，以進行使用者於 OpenLDAP 之系統帳號資訊的修改(如: 更新密碼)，來完成

帳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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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檔案系統監控 

Client元件的Windows、Linux本地端客戶端應用程式的檔案系統監控模組，

分別使用了不同的檔案系統監控元件，在 Windows 版本使用了.NET Framework

的 System.IO 命名空間的 FileSystemWatcher 類別，並以.NET C#實作；Linux 版

本則使用了開放原始碼的 Pyinotify，並以 Python 實作，來監控客戶端應用程式

系統同步目錄下的檔案與資料夾異動事件，其類型包含新增、修改、刪除和更名。 

當客戶端應用程式啟動後，檔案系統監控模組會監控系統監控資料夾內各種

類型的檔案，例如圖片、純文字檔、Microsoft Word、影片檔等…，模組會把收

到的異動事件通知轉為同步物件其包含事件類別、路徑、舊路徑、最後修改時間

和種類，如果物件種類是檔案，則會根據路經找到檔案系統中的檔案，並過濾掉

其是屬於系統保護檔案、系統隱藏檔案以及副檔名為.tmp 的暫存檔案的同步物件，

不進行後續同步工作，符合同步需求的物件會再取得檔案的大小，接著會把同步

物件，存進同步佇列(Queue)中等候後續同步模組取用，其虛擬程式碼如下。 

Input path 
Input oldPath 
Input changeType 
Input type 
Initialize size to zero 
convert event data to sync object 
IF object type is file THEN 
 get file by path 

filter file attribute is protected or hidden 
filter file extension is .tmp 
IF changeType is not equal to deleted THEN 

set size to file size 
 ENDIF 

add sync object to sync queue 
ELSE IF object type is folder THEN 
 add sync object to sync queue   
ENDIF   

  



80 
 

2.6 同步訊息交換 

在客戶端應用程式同步模組的程式實作上是非同步模式，其檔案同步訊息交

換機制會新建一個執行緒，其不斷從同步佇列中，取得等候同步的物件，並把物

件內容轉換成 JSON 字串資料格式，對同步伺服器送出同步請求，而客戶端應用

程式會在接收到伺服器端的訊息回應，並決定後續同步動作。本系統在同步訊息

交換的實作上，是使用 Messaging Server 元件的 RabbitMQ 伺服器來做為訊息交

換的中介，其會和 Sync Server 元件部署同一台伺服器上，其安裝及設定如下： 

 透過 apt-get install rabbitmq-server 指令來安裝 RabbitMQ 3.2.4 版。 

 使 用 rabbitmq-plugins enable rabbitmq_management 指 令 來 啟 用

RabbitMQ 的管理介面網頁。 

 使用預設的 guest 帳號登入管理介面，並新增使用者帳號和密碼，設定

成 Administrator 以及給予權限。 

完成 RabbitMQ 的安裝設定後，Sync Server 元件上的同步程式會用 Python

的 Pika 套件實作 RabbitMQ 的 Producer，用來發送訊息和 Consumer，用來接收

訊息；Client元件的Windows客戶端應用程式是使用RabbitMQ .NET Client套件，

並以.NET C#實作 Producer 和 Consumer，而 Linux 客戶端應用程式亦是使用

Python 的 Pika 來實作，詳細的程式實作參數如表十三。 

表 十三：RabbitMQ客戶端實作參數 

名稱 種類 Exchange Type Routing Key 
同步程式 Producer response direct 客戶端的唯一識別(clientkey) 
同步程式 Consumer request topic user.reg.*.* 

req.sync.*.* 
sync.cloud.*.* 

客戶端程式 Producer request topic user.reg.{userid}.{clientkey} 
req.sync.{userid}.{clientkey} 
sync.cloud.{userid}.{clientkey} 

客戶端程式 Consumer response direct 客戶端的唯一識別(clien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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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檔案與資料夾同步 

Windows、Linux 本地端，客戶端應用程式啟動後，會先進行使用者身份驗

證，成功取得使用者資訊後，應用程式會透過呼叫 REST API 取得目前登入的使

用者存在伺服器端的檔案清單，和本地端監控資料夾內檔案做比對，檔案清單有

紀錄而監控資料夾內不存在的檔案則透過 HTTP GET 進行下載，而監控資料夾

內有檔案清單沒有紀錄的檔案，則依據檔案清單的資料夾最後修改時間來判斷該

檔案是要進行同步上傳或是刪除，檔案清單和本地端比對的虛擬程式碼如下。 

Input userid 
Input token 
http get server file list 
get local file list 
FOR server file in server file list 
 IF server file is not exist in local file list THEN 
  http download server file to local 
 ELSE 
  update local file 
 ENDIF 
 remove file in local file list 
ENDFOR 
http get server folder last modified time 
FOR local file in local file list 
 IF server folder last modified time is greater than local file modified time THEN 
  delete local file 
 ELSE 
  add sync object with create operation to sync queue 
 ENDIF 
ENDFOR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除了提供帳號驗證介面外，在上面也提供了檔案與

資料夾同步的功能，其建立一個名為 home 的 Django App 作為登入後的預設功能

頁面，使用者在網站上操作的檔案與資料夾同步，其檔案清單會直接對應到本系

統伺服器端。當本地端和伺服器端檔案清單維持一致後，使用者異動檔案、資料

夾，在本系統上其同步可以依據同步的方向性來區分為，從本地端同步到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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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雲端同步到本地端兩種以及直接在入口網站同步，此三種情境分別如下所述，

圖四十五為系統同步示意圖。 

 
圖 四十五：系統同步示意圖 

( 1 ). 本地端同步到雲端 

使用者在 Client 元件，Windows、Linux 本地端的系統監控資料夾內，異動

檔案與資料夾的操作主要可以分為新增、修改、刪除、更名，四種異動事件，此

部分同步流程延續同步訊息交換，客戶端應用程式會新建一個執行緒來不斷接收

同步伺服器所發送的同步訊息，收到其內容包含 Type：readyToSync 後，客戶端

應用程式會根據此四種異動事件有不同的同步動作，把檔案與資料夾同步到本系

統的伺服器上，再由同步伺服器把檔案與資料夾同步到雲端上，詳細四種異動事

件的實作如下所述。 

 新增和修改同步動作 

本系統的兩階段同步機制，客戶端應用程式會先把本地端檔案同步到

OpenStack Swift 上，而新增和修改 Swift 上的檔案，其 API 都是以 HTTP PUT 的

方法來操作，物件如果不存在則是新增反之則是取代，語法範例如下： 

curl -i $publicURL/$uid/Google Drive/helloworld.txt -X PUT -H "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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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html; charset=UTF-8" -H "X-Auth-Token: $token" 

語法中的三個參數，Token、使用者 ID(uid)和物件網址，其中的$token 值程式會

從 SQLite 的 Identity 資料表取出使用，$uid 則是使用者 ID 的 MD5 Hash 值而物

件網址則是由$uid 加上檔案路徑所組成，在 Swift 上是沒有資料夾的概念的，檔

案的路徑對於 Swift來說只是檔案的名稱，例如：使用者在監控資料夾內的Google 

Drive 資料夾內的 demo 資料夾中新建一個 test.txt 檔案，客戶端應用程式不需要

先 對 Swift 新 建 demo 資 料 ， 而 是 直 接 對 $publicURL/$uid/Google 

Drive/demo/test.txt 進行 HTTP PUT 方法來新建該 test.txt 檔案。 

 刪除同步動作 

對Swift的刪除動作可以分為，刪除檔案和刪除資料夾。刪除檔案的Swift API

語法範例如下： 

curl -i $publicURL/$uid/Google Drive/helloworld.txt -X DELETE -H "X-Auth-Token: 

$token" 

由於本地端檔案路徑和 Swift 上的檔案路徑是相同的，所以檔案監控模組取得的

刪除事件的檔案路徑可以直接組成 Swift 上的物件網址，再加上$token 就可以直

接對 Swift 進行 HTTP DELETE 操作。對資料夾進行刪除操作，Swift 有提供 Bulk 

Delete 功能，即是一次操作刪除多個檔案，其語法範例如下： 

curl -i $publicURL/?bulk-delete -X DELETE -H "X-Auth-Token: $token" 

此外送出的請求中 HTTP Message Body 還需要條列出刪除檔案的路徑，範例如

下： 

$uid/Google Drive/ helloworld.txt 

$uid/Google Drive/demo/test.txt 

 更名同步動作 

對 Swift 的更名動作可以分為，更名檔案和重新命名資料夾。由於 Swift API

沒有提供更名的 API，所以更名的操作是以複製舊檔案到新檔案的路徑，並且把

舊檔案進行刪除操作，其複製的語法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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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i $publicURL/$uid/Google Drive/helloworld.txt -X COPY -H "X-Auth-Token: 

$token" -H "Destination: $uid/Google Drive/hello.txt" 

其中 Destination 的值是檔案新的路徑，語法中舊檔名 helloworld.txt 變成 hello.txt

表示使用者重新命名了檔案，當複製完成後，接著會在進行刪除 Swift 上舊檔案

的動作。而重新命名資料夾，其實就是變更檔案路徑的資料夾名稱，客戶端應用

程式會先取得更名資料夾內的所有檔案，並把這些檔案都依序進行更名同步動作，

來完成資料夾的更名同步動作。 

 客戶端應用程式到 Swift 的同步完成後，接著會透過 RabbitMQ 送出同步完

成訊息，當同步伺服器收到同步完成訊息後，會再進行檔案與資料夾同步到雲端

的工作。根據同步完成訊息中的內容，同步程式可以取得要進行的同步的檔案資

料，例如：異動事件、新舊路徑等…，並透過公、私有雲端服務所提供的 HTTP 

API，來進行檔案與資料夾的同步。Sync Server 元件，同步伺服器上的同步程式

是用 Python 來實作，並配合使用了各雲端服務所提供的套件來加速開發，使用

套件與說明如表十四。 

表 十四：雲端服務套件與說明 

雲端服務 套件 說明 

Google Drive oauth2client 和 
google-api-python-client 的
MediaInMemoryUpload 

使用 oauth2client 驗證

Access Token 取得

Credential 後，透過

MediaInMemoryUpload 同

步檔案與資料夾 
Microsoft OneDrive 無 自己實作介接OneDrive的

REST API，來完成檔案與

資料夾同步 
Dropbox dropbox 套件 透過 dropbox 套件所提供

的檔案與資料夾異動功能

來進行同步。 
Hadoop HDFS 無 自己實作介接 WebHDFS

的 REST API，來完成檔案

與資料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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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雲端同步到本地端 

從雲端同步到本地端有兩種情境，第一種是使用者異動本地端檔案同步到雲

端時，同步程式同時也會透過 RabbitMQ 發送訊息給該使用者的其他本地端上已

啟動的客戶端應用程式，透過主動通知(Push)的方式，當收到同步訊息內容包含

Type：needToSync 的值，則會自動透過 Swift API 使用 HTTP GET 把檔案同步下

來到本地端相對應的路徑。 

 第二種雲端同步到本地端的情境則是，使用者直接在雲端上修改經由本系統

同步上去的檔案，而客戶端應用程式會定期檢查本地端監控資料夾內的檔案清單，

再透過雲端服務提供的 HTTP API 定期一分鐘(Polling)去和登入使用者已連結的

雲端服務上的檔案清單做比對，如果雲端上的檔案最後修改時間大於本地端，則

把雲端檔案更新本地端檔案。 

在實作上，Linux 客戶端應用程式，由於是使用 Python 進行開發，所以會使

用和伺服器端同步程式相同的套件，參考如表九；Windows 客戶端應用程式存取

Google Drive 會使用 Google.Apis.Drive.v2 套件、對 Dropbox 使用 DropboxRestAPI

套件、對 Microsoft OneDrive 使用 OneDriveRestAPI 套件，存取 Hadoop HDFS 則

自己實作對其 WebHDFS 的 REST API。 

( 3 ). 直接在入口網站同步 

使用者可以在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透過網頁介面去同步檔案與資料

夾，其功能包含新增、修改、刪除和更名，網站本身不直接提供檔案內容修改功

能，而是需要使用者重新上傳同樣檔案名稱修改後的檔案，網站會判斷為修改同

步事件而不是新增的同步事件。在入口網站上的操作會透本身提供的檔案與資料

夾同步 API 來進行，其會直接對 Swift 上的檔案進行異動，當對 Swift 的檔案異

動成功後，同步 API 也會透過 RabbitMQ 發送同步訊息通知同步程式，其則會進

行後續同步到雲端和通知該使用者的其他本地端應用程式來進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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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檔案權限管理 

使用者在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可以設定檔案存取權限，透過對網頁上

單一檔案點選 Share 按鈕，對系統 API 的 Share 功能送出 HTTP POST 操作，API

程式會先判斷該檔案是否已經設成公開，如果是則取得該檔案的分享代碼；如果

不是則會使用 Django 的 django.utils.crypto.get_random_string 方法隨機產生一個

15 個字元的分享代碼。最後，從傳入的參數取得檔案名稱，並把兩個變數(分享

代碼、檔案名稱)組合成可以取得檔案的存取網址，回傳給使用者網頁端顯示，

虛擬程式碼如下。 

Input filepath 
Initialize sharecode to none 
Initialize sharelink to none 
IF file exist in server file list THEN 
    IF file has share code THEN 
        set sharecode to file share code 
 ELSE 
  generate 15 char random string  
  set sharecode to the string 
  update share code in server file list 
 ENDIF 
 set sharelink to share url + / + sharecode + / + filename 
ENDIF 
RETURN HttpResponse sharelink 

 入口網站上會建立一個名為 share 的 Django App，作為彙整公開檔案列表網

頁，使用者可以刪除列表中已公開的檔案，刪除後檔案對應的存取網址就會失效。

只要取得該存取網址的使用者就擁有了讀取者權限，入口網站上會建立一個名為

s 的 Django App，作為檔案存取服務，提供有讀取者權限的使用者存取檔案，該

介面會根據要求的存取網址片段，例如：/s/{sharecode}/{filename}，來判斷分享

代碼(share code)是否有效，有效則從 Swift 取得檔案並利用 HTTP 回應標頭

Content-Disposition，值為 attachment; filename={filename}，回傳給使用者網頁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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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測試 

系統實作完成後執行系統測試，本章節將詳述對本系統各元件及其模組以及

元件之間的溝通測試之範圍、方法。 

3.1 測試範圍 

本章節主要描述本系統的測試計畫，以確認在系統運作前，各元件及模組均

可正確輸入及輸出並傳輸正確之資訊。因此將著重於整合測試(Integration Test)，

進一步找出本系統中的缺失、並測試各個模組功能於整合時衝突的情況是否會發

生，並透過此部分測試的規劃與實踐，達到順利測試並正確執行各模組，以正確

完成本模組之系統整合。 

3.2 測試接受準則 

(1) 使用者能夠正常進行系統註冊與帳號整合功能。 

(2) 使用者能夠正常登入系統，完成系統驗證與各雲端驗證功能。 

(3) 使用者能夠正常執行帳號救援與重設密碼功能。 

(4) 檔案、資料夾異動事件發生，檔案系統監控模組能即時得知相關資訊。 

(5) 檔案同步模組能正常送出同步請求，並接收伺服器端同步回應。 

(6) 客戶端能正常把檔案同步到伺服器端。 

(7) 伺服器端檔案能正確同步到雲端。 

(8) 使用者可以取得檔案存取網址或取消檔案分享。 

(9) 以測試案例為單位，當測試未通過時，需要進行該單元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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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測試環境 

依據圖二十三系統部署環境圖內容，進行系統軟、硬體規格說明如下。 

( 1 ). 硬體規格 

本系統伺服器端環境皆建置於虛擬機器上，其所配給的硬體規格如表十五；

本地端環境分為 Windows 本地端和 Linux 本地端，其中 Linux 本地端是建置於虛

擬機器上，詳細硬體規格如表十六。 

表 十五：伺服器端硬體規格表 

名稱 CPU RAM HDD 

Sync Server &  

Web Server &  

Messaging Server &  

Swift Proxy Server & 

Identity Server & 

Authentication Server 

2 core 4 GB 50 GB 

MongoDB 1 core 1 GB 50 GB 

Swift Storage Server 1 core 1 GB 300 GB 

Hadoop HDFS 1 core 1 GB 50 GB 

表 十六：本地端硬體規格表 

名稱 CPU RAM HDD 

Windows 本地端 Intel(R) Core(TM) i5-3210M 8 GB 9.5mm 5400rpm 

750 GB 

Linux 本地端 1 core 1 GB 1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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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軟體規格 

伺服器端軟體規格如表十七；本地端作業系統規格如表十八。 

表 十七：伺服器端軟體規格表 

名稱 作業系統 軟體 

Sync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無 

Web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Django 1.7 

Messaging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RabbitMQ 3.2.4 

Swift Proxy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Swift 2.3.0 

MongoDB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MongoDB 2.6.5 

Swift Storage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Swift 2.3.0 

Hadoop HDFS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Hadoop 2.6.0 

Identity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Keystone 8.0.0.0b3 

Authentication Server Linux Ubuntu 14.04.1 LTS Server Django 1.7 

表 十八：本地端作業系統規格表 

名稱 作業系統 

Windows 本地端 Windows 8.1 Enterprise 

Linux 本地端 Linux Ubuntu 12.04.5 LTS Desktop 

( 3 ). 測試資料來源 

測試資料來源數個資料夾和檔案大小 100KB、500KB、1MB、5MB 和 10MB

的不同類型檔案，如表十九。 

表 十九：測試資料大小和類型 

大小(MB) 0.1 0.5 1 5 10 

類型 txt docx txt jpg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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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測試案例 

系統測試針對系統主要三大功能進行整合測試，共分為三項整合測試案例，

重複測試多次並記錄是否符合預期結果。其中，混合雲帳號整合測試案例、混合

雲單一登入測試案例、檔案同步測試案例、檔案權限管理測試案例，測試過程會

搭配使用程式模擬使用者操作行為，並記錄單一登入時間，而檔案同步測試案例

會再在針對不同檔案類型手動進行測試，並紀錄同步時間。 

( 1 ). 混合雲帳號整合測試 

確認使用者可正常註冊並完成系統帳號與各端帳號的對應，測試案例如表二

十。 

表 二十：混合雲帳號整合測試案例 

名稱 混合雲帳號整合 

測試對象 Client、驗證系統、OpenLDAP、MongoDB 

測試步驟 操作動作 系統回應 

1. 使用者進行系統帳號註冊。  
 2. 客戶端應用程式開啟系統

註冊頁視窗。 
3. 使用者進行系統帳號註冊，填

入帳號、密碼、行動號碼。 
 

 4. 輸入欄位檢查，若已註冊則

顯示錯誤訊息 ; 若各欄位檢

查成功，則傳送手機驗證碼至

使用者手機。 
5.使用者填入手機驗證碼。  

 6.檢查驗證碼，若合法則將使

用者導向各雲端帳號認領頁

面。 
7. 使用者進行各雲端帳號認

領，填入各雲端帳號、密碼

(OpenID、Hadoop、OpenStack) 
與本地端帳號密碼(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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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Ubuntu)。 

 8. 檢查各雲端帳號與本地端

帳號，若合法則以使用者系統

帳號作為 Primary Key 來與各

端帳號作對應，並記錄於帳號

對應表中。 

預期結果 1.使用者須註冊非存在之帳號作為系統帳號，而系統將使用者之

系統帳號、密碼寫入 OpenLDAP 中。 
2.使用者綁定自身的行動電話。 
3.使用者認領之雲端帳號必須是合法的。 

4.系統帳號與各端帳號整合成功，產生帳號對應表並寫入資料庫

中(MongoDB)。 

( 2 ). 混合雲單一登入測試 

確認使用者可以正常登入系統，並完成各雲端單一登入，測試案例如表二十

一。 

表 二十一：混合雲單一登入測試案例 

名稱 混合雲單一登入測試 

測試對象 Client、驗證系統、Identity Server、OpenLDAP、MongoDB 

測試步驟 操作動作 系統回應 

1. 使用者進行系統登入。  
 2. 客戶端應用程式開啟系統登

入頁視窗。 
3. 使用者以系統帳號或已認領

之OpenID帳號或Kerberos帳號

或 OpenStack 帳號或本地端帳

號登入。 

 

 4. 接受使用者帳號資訊，進行

帳號驗證，若驗證成功則將使

用者導向混合雲單一登入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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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者選擇要單一登入哪些

雲端。 
 

  6. 若使用者選擇登入已認領帳

號的雲端，則由系統代理使用

者完成登入 ; 若使用者選擇登

入未認領的雲端，則系統將頁

面導向公、私有雲登入頁面，

讓使用者自行登入。 

  7. 單一登入成功後，伺服器端

取得使用者帳號資訊與各雲端

token，並回傳一次性代碼給客

戶端應用程式。 

  8. 客戶端應用程式利用代碼去

和伺服器端取得使用者登入的

雲端帳號資訊，並寫入本地端

資料庫內。 

預期結果 1. 使用者輸入錯誤之資訊則導回登入頁面並顯示錯誤訊息。 

2. 使用者登入成功可獲取唯一之系統 token，且伺服器端將取得

之各雲端 token 寫入資料庫。 

3.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上的帳號驗證介面，能正確取得使用

者登入的雲端帳號資訊。 

4. Client 元件客戶端應用程式能使用一次性代碼換得使用者雲端

帳號資訊，並寫入本地端資料庫來和原本帳號做關聯。 

( 3 ). 檔案同步測試 

確認已登入使用者可以在 Client 元件的客戶端應用程式，進行檔案同步到

對應的雲端，該同步操作包含：新增、修改、刪除和更名，測試案例如表二十二。 

表 二十二：檔案同步測試案例 

名稱 檔案同步測試 

測試對象 Client、Sync Server、Messaging Server、Swift Proxy Server、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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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Server、MongoDB 

測試步驟 操作動作 系統回應 

1. 已登入使用者在本地端系統

監控資料夾內，四個對應的雲

端資料夾， Google Drive 、

Microsoft OneDrive、Dropbox
和 HDFS，在每個資料夾內依序

進行新增檔案、修改檔案內

容、更名，最後是刪除。 

 

 2. 伺服器端接收到檔案異動同

步完成後，即時通知該使用者

其他已啟動的客戶端應用程式

進行同步，以及同步到對應的

雲端。 

預期結果 1. 本地端的客戶端應用程式能正確把檔案同步到 Swift 上。 

2. 如果同步檔案的使用者的其他本地端，安裝並啟動的已登入客

戶端應用程式，同步伺服器能正確通知其來進行檔案同步。 

3. Sync Server 元件，同步伺服器的同步程式能正確把檔案同步到

對應的雲端上。 

此測試案例除了預期結果的成功與否，在新增、修改、更名和刪除操作，會

記錄各類型檔案從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 Swift 的開始和結束時間，以及從同步

伺服器同步檔案到雲端的開始和結束時間，並在結果與分析呈現。 

( 4 ). 檔案權限管理測試 

確認使用者可以在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上，管理檔案權限並進行檔案

分享，測試案例如表二十三。 

表 二十三：檔案權限管理測試案例 

名稱 檔案權限管理測試 

測試對象 Web Server、MongoDB 

測試步驟 操作動作 系統回應 



94 
 

1. 已登入使用者在入口網站

上，對系統上已同步的檔案點

選 share 按鈕。 

 

 2. 網站程式產生分享代碼或取

得現有分享代碼並更新資料庫

檔案清單。 
 3. 網站彈出視窗，視窗文字輸

入框呈現並反白存取網址給使

用者。 
4. 使用者複製存取網址，並開

新瀏覽器頁面貼上網址，進行

瀏覽。 

 

 5. 網站程式檢查網址有效性，

並回傳對應的檔案。 
6. 已登入使用者刪除以公開檔

案設定。 
 

 7. 網站程式把對應的檔案分享

代碼從檔案清單中移除。 

預期結果 1. Web Server 元件入口網站能正確產生檔案存取網址。 

2. 使用者能透過存取網址正確取得檔案內容。 

3. 已登入使用者可以取消檔案分享，其對應的檔案存取網址則會

失效。 

 

  



95 
 

3.5 測試結果與分析 

整合測試案例共計四項，每項測試 1000 次，測試結果如表二十四。 

表 二十四：測試案例結果 

測試案例 測試成功 測試數量 

混合雲帳號整合測試 1000 1000 

混合雲單一登入測試 1000 1000 

檔案同步測試 1000 1000 

檔案權限管理測試 1000 1000 

混合雲單一登入測試案例中，針對使用者登入系統花費時間測試結果如下，

分為以下兩種情境進行系統登入時間測試： 

(1). 使用者首次登入系統 

系統進行帳號驗證，並讓使用者選擇欲單一登入哪些雲端 

(a). 選擇登入已認領(Claim)之雲端 

 計算系統分別登入不同雲端及取得該雲端 token 所花費之個別平均

時間，如下(圖四十六)： 

 

圖 四十六：不同雲端之個別平均登入時間 

 計算系統單一登入所有雲端及取得所有雲端 token 所花費之平均時

間: 測試 1000 次，平均時間 13.02 秒，其中平均時間的長短主要受

到 Dropbox 登入時間而影響。 

(所有雲端包含 Hadoop、OpenStack、Google、Dropbox、Microsoft、 

Amazon、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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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擇登入未認領之雲端 

 測試系統將使用者導向雲端驗證頁面，並由使用者自行登入，登入

成功後，系統取得雲端 token(測試 100 次，成功次數 100 次)。 

(2). 使用者再次登入系統 

系統只進行帳號驗證 

(a). 計算系統進行帳號驗證，並產生系統 token 所花費之平均時間 

 測試 1000 次，平均時間小於 1 秒。 

綜合上述，使用者首次與再次登入系統所花費平均時間的比較，如下(圖四

十七)，其中首次登入系統所花費的時間，主要受到使用者單一登入之雲端數目、

網頁自動化之 Headless browser 執行效率與 OpenID Providers 驗證回應時間而影

響(以單一登入系統所支援的所有雲端為例)。 

 
圖 四十七：首次與再次登入系統之平均時間 

檔案同步測試案例中，針對新增、修改、刪除和更名的同步花費時間測試結

果如下，分為從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和從伺服器端同步到公、私有雲端，圖四

十八為從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 Swift 在各種檔案大小的四種異動所花費時間。 

 
圖 四十八：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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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四十八可以看出本系統在同步刪除和更名事件，檔案大小對同步時間影

響不大，同步刪除所花費的時間大約是 0.1~0.3 秒，同步更名所花費的時間大約

是 0.1~0.5 秒，而新增和修改這兩種檔案異動事件，此兩者在各種檔案大小同步

時間幾乎相同，0.1MB 檔案約 0.4~0.5 秒、0.5MB 檔案約 0.5 秒、1MB 大小檔案

約 0.5~1 秒、5MB 大小檔案約 1.5~2 秒、10MB 大小檔案約 2.5~3 秒，其是因為

本系統在處理檔案修改，是以整個完整檔案重新上傳替換掉在 Swift 上舊的檔案，

在同步測試過程中自動化程式僅修改測試文字檔案的一個字元，所以傳輸的檔案

大小幾乎是相同的，故花費時間會和檔案新增同步事件相同。 

從伺服器端 Sync Server 元件，同步伺服器同步到公有雲：Google、Dropbox、

Microsoft 和私有雲：Hadoop 在各種檔案大小的四種異動所花費時間如圖四十九、

圖五十和圖五十一。 

 

 
圖 四十九：伺服器端同步新增、修改到雲端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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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十九中可以看出，系統在各種檔案大小 0.1MB、0.5MB、1MB、5MB

和 10MB，同步新增和修改到 Hadoop 最快速，是因為 Hadoop HDFS 環境是建置

於私有雲，其和本系統同步伺服器端屬於同一個內網(LAN)，所以檔案傳輸較快。

本系統在同步到公有雲上的表現，可以看出花費時間最多的是同步到 Microsoft 

OneDrive 而最少的是同步到 Google Drive，而本系統同步到公有雲是使用其所提

供的 API，所以在相同的環境和測試條件下，同步檔案時間的差異，主要取決於

其 API 的效能。 

 
圖 五十：伺服器端同步更名到雲端花費時間 

從圖五十可以看出，檔案不管大小，同步更名到雲端所花的時間都相差不大，

其中，私有雲 Hadoop 最為快速，大約 0.5~1 秒；公有雲：Dropbox 大約是 1 秒、

Google 約 2 秒、Microsoft 約 3~4 秒。和同步新增和修改一樣，不同公有雲同步

更名檔案時間的差異，主要取決其 API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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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一：伺服器端同步刪除到雲端花費時間 

 從圖五十一可以看出，檔案不管大小，同步刪除到雲端所花的時間都相差不

大，其中，私有雲 Hadoop 最為快速，大約 0.7~1 秒；公有雲：Dropbox 大約是 1

秒、Google 約 1.5~2 秒、Microsoft 約 3~4 秒。和同步新增和修改一樣，不同公

有雲同步刪除檔案時間的差異，主要取決其 API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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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混合雲部署是企業未來選擇雲端應用的主流，對於敏感度較高的資料，可以

儲存在內部私有雲環境；敏感度較低的檔案及文件則儲存在公有雲檔案同步與分

享服務(FSS)，此種私有雲端環境和公有雲端環境並行的模式為混合雲環境。在

混合雲環境下使用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為企業帶來的生產力，也可能為企業的檔

案管理帶來混亂與危機和帳號管理帶來困難。本研究所實作出的混合雲帳號整合、

檔案權限管理與同步系統主要針對企業研究混合雲的部署方式及其應用，並且能

夠解決企業在使用公有雲檔案同步與分享服務於混合雲部署方式下會發生的問

題。 

本研究針對在混合雲部署環境下的雲端使用者，讓使用者能夠以任意已認領

帳號來單一登入各雲端服務，例如: 公有雲服務(Google、Dropbox、Microsoft)、

私有雲服務(Hadoop HDFS、OpenStack Swift)，並提供帳號救援的功能，讓使用

者於忘記密碼或帳號遭盜用時，能重新設定密碼來取回帳號的主控權。為解決檔

案管理混亂，系統使用者需要在 Linux 或 Windows 本地端電腦上安裝本系統客

戶端應用程式，來進行檔案與資料夾同步，根據使用者在系統本地端監控資料夾

內對檔案與資料夾的四種同步操作：新增、修改、更名和刪除，客戶端應用程式

會監控異動事件，並會透過 RabbitMQ 和本系統同步伺服器進行三次同步訊息溝

通，確認同步請求後，本地端應用程式才把檔案與資料夾同步到本系統伺服器端

OpenStack Swift 上，接著同步伺服器會再透過雲端服務提供的 API 把檔案同步

到對應的雲端上。本系統透過從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伺服器端同步到雲端，

此兩階段同步機制解決混合雲檔案資料一致性問題，而此機制也確保每一份同步

到雲端的檔案和資料夾，會在私有雲內部都將會有一份備份。最後，使用者可以

透過本系統入口網站上的檔案與資料夾同步首頁，針對每一個已同步的檔案進行

檔案權限管理，透過取得檔案存取網址，複製該網址分享給外部用戶，有檔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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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網址的人就可以透過入口網站上的網頁存取介面取得檔案；使用者也可以在入

口網站公開檔案彙整頁面上取消檔案分享，對應的檔案存取網址則會失效。 

 由於本系統是由多個元件所組成，本研究針對系統進行四種整合測試案例，

來驗證本系統各元件模組的正確性和穩定性，測試結果都是通過的；本研究也針

對公、私有雲端，測試其同步流程並衡量檔案同步時間，驗證本系統的效能和實

用性，測試結果從本地端同步新增和修改到伺服器端，在各種檔案大小同步時間

幾乎相同，是因為本系統在處理檔案修改，是以整個完整檔案重新上傳取代，而

同步刪除和更名事件，檔案大小對同步時間影響不大；從伺服器端同步到雲端的

時間主要受各雲端檔案操作 API 的效能影響，另外也針對使用者登入系統所花

費的時間進行測試，其中首次登入時，在各雲端單一登入所花費時間，測得平均

時間為 13.02 秒，在時間上主要受到網頁自動化之 Headless browser 執行效率與

OpenID Providers 驗證回應時間而影響 ; 接著針對再次登入所花費時間進行測

試，測得平均時間為 0.5 秒，由於省去各雲端單一登入之花費時間，因此時間上

縮短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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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 本研究針對混合雲部署環境下，使用者會遇到的多重帳號及身分問題，提出

一套帳號整合之混合雲身分驗證的架構和方法，來對應並整合使用者之不同

雲端帳號。 

(2) 提出一套混合雲檔案與資料夾同步的架構，實作出一個跨本地端、私有雲與

公有雲的檔案與資料夾同步系統，解決在混合雲部署環境下，使用者進行在

進行雲端資料備份與更新操作時，可能產生的檔案資料一致性問題。該同步

架構同時也達到了雲端檔案的自動化異地備援。 

(3) 本研究設計出一套檔案權限和功能對應，讓使用者可以在本系統入口網站管

理已同步檔案的權限，解決檔案權限一致性問題，並避免數位資產有曝露在

非預期的閱讀與編輯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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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研究建議 

針對本研究的問題與不足的部分，在未來的後續建議如下。 

(1) 本研究目前已經整合的公有雲有 Google、Dropbox 和 Microsoft，後續可以

結合更多其他公有雲端服務，讓使用者可以有更多登入本系統的選項和方便

管理其雲端帳號的檔案之內容。 

(2) 改善混合雲單一登入之平均花費時間，使用其他實現單一登入的技術(如: 

SAML) 

(3) 目前在同步伺服器的同步程式，在實作上是單一執行緒的同步程式設計模式，

後續將改以多執行緒的非同步設計模式，讓系統中使用者可以不必等待其他

人的同步工作完成，才能同步檔案、資料夾到雲端。 

(4) 在本地端同步到伺服器端的檔案修改同步，客戶端應用程式是把使用者修改

後的完整檔案，重新進行上傳取代系統伺服器端上舊檔案。未來將研究

Dropbox 的檔案修改同步演算法，只同步檔案修改的部分而不是完整檔案，

以減少檔案資料傳輸和增加同步速度。 

(5) 在檔案權限管理中，本系統檔案權限分為擁有者和有檔案存取網址的讀取者，

未來可以加入編輯者檔案權限，讓系統使用者可以協同編輯同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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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日期 工作內容 

7/14 
由台北出發經香港前往義大利羅馬 

7/15 抵達羅馬並向 ICMAE2015 大會報到 

7/16 參加 ICMAE2015 研討會及聆聽大會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es)三場 

7/17 參加 ICMAE2015 研討會及發表論文 

 

    此次本人參加的是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ICMAE 2015)，該研討會重點之一是雲端運算(含 In-Memory Computing)和巨量資料(Big Data)的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在作業管理(Operation Management)之應用。以下即綜合整理巨量資料和

機器學習智慧型演算法在雲端運算作法之心得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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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摘要 

Benford’s Law 又稱第一位數法則，其概念為第一位數的值越小則該數字出現的頻率越大，反之相

反。該方法被應用於會計、金融、審計及經濟領域中。報告人前已將 Benford’s Law 相關指標應用於我

國全民健保上，並結合機器學習演算法來進行健保異常偵測。 
Zaharia et al. 提出了一種具容錯的群集記憶內運算模式 Apache Spark，在相同的運算節點及資源

下，其資料運算效率及速度可勝出 Hadoop MapReduce 20 倍以上。 
本報告將思考使用 Benford’s Law，使用相關巨量資料計算成為 Benford’s Law 指標和實務指標，並

運用支援向量機和邏輯斯迴歸來建構出異常查核模型。然而相關資料量龐大，為加快運算時間，本報

告建議使用 Apache Spark 做為運算環境，並以 Hadoop MapReduce 作為標竿，比較運算效率。  
研究結果顯示，Spark 程式運算時間能較 MapReduce 快 2 倍；在分類模型上，支援向量機和邏輯

斯迴歸所進行的巨量資料測試，敏感度皆有 80%以上；而所進行的第一類資料測試，兩個模型的準確

率沒有第二類資料高，但邏輯斯迴歸測試結果仍保有一定的準確性，在敏感度可達 5%，整體正確率有

73%。 
    使用 Apache Spark 能節省處理巨量資料的運算時間。其次可建立的智慧型異常查核模型，以利確

實查核出異常/違規的機構，而模型所查核出可能有詐欺及誤用之機構，可進行下階段人工調查，最終

得改善稽核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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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目前稽查制度主要透過隨機抽樣，但樣本數不好拿捏，樣本過大造成稽查效率差，樣本過小無法

捕捉作業行為，而且也不一定能篩選出可能有異常行為之機構，作法上較無效力。 
Benford’s Law 自 1938 年被提出來，它是一套數字出現機率的分配法則，可檢驗資料的正確性，被

應用於會計、金融、審計及經濟領域中，Benford’s Law 也被運用於健保費用詐欺偵測上，Lu & Boritz 、
Lu et al. 除了透過 Benford’s Law 外，也結合計算智慧演算法，來進行異常偵測，均獲得理想的成果。

而楊喻翔更是將 Benford’s Law 相關指標應用於我國全民健保上，並結合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來進行詐欺偵測，其成效也非常好。 

Zaharia et al. 提出了一種具容錯的群集記憶內運算模式，其名稱為 Apache Spark，在相同的運算節

點及資源下，其資料運算效率及速度可勝出 Apache Hadoop 20 倍以上。 
本報告主要目的包括： 

1. 使用 Benford’s Law 指標來分析是否有異常/詐欺行為； 
2. 使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建構出異常查核模型，可查核出機構有無異常行為之可能，取代傳統之隨機

抽樣方法； 
3. 使用一套記憶內運算方法(Apache Spark)，能夠有效率且快速的運算巨量資料，避免因資料量龐大

而花費過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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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Benford’s Law 

Benford’s Law 又稱為第一位數法則(First-Digit Law)，其反應了真實資料中其數字分配的機率，其

分配機率中第一位數出現 1 的機率為 30%，而數字越大其出現機率則越小，到數字 9 時其在第一位數

出現機率只不到 5%左右。Benford’s Law 的數字機率顯示可以應用在多數的資料集合中，包括電費、

股價、人口量、死亡率、河流長度等，當某個資料集合的值跨越多個數量級別時，其數字分配機率越

符合 Benford’s Law(Kvam & Vidakovic)。 
Benford’s Law 最早乃由美國天文和數學家 Simon Newcomb，他在 1881 年時將此數字分配機率現

象發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他觀察圖書館裡查詢對數表的書，其開頭的頁數比較髒，

但是當頁數逐漸遞增時，卻越來越乾淨。因此提他便推論，查詢這本對數表的人，其查詢的數字，出

現 1 的機率會大於 2，而出現 2 的機率又會大於 3，以此類推下去。 
但 Newcomb 的文章卻沒受到重視，直到 57 年後，通用電力公司的物理學家 Frank Benford 他在沒

看過 Newcomb 的文章下，得出了和 Newcomb 一樣的結論，他花了數年的時間蒐集廣泛大量的資料，

共蒐集了 20229 個觀察數量，其中資料來源包括河流流域、美國棒球聯盟統計數字、元素的原子量、

讀者文摘文章中出現的數字，並得出結論這些觀察資料的第一位數，其數字出現機率相當符合Newcomb
所提及的數字分配機率，並且 Benford 在 1938 年在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發

表他的研究，並且受到重視，因此這種數字分配機率便被稱為 Benford’s Law。(Hill 1998) 
Benford’s Law 第一位數字，其數字分配機率可見式子(1)，其中 P1 代表數字 d 在第一位數中出現的

機率。 

   式子(1) 

其中  
然而 Benford's Law 可以延伸到超過第一位數(Hill 1995)，可以見式子(2)，Pn 代表數字 d 在第 n 位

數的出現機率。 

         式子(2) 

其中  
但根據式子(2)，當 n 增加時，每個數字出現機率會越趨近於 10%，因此也代表當位數越大，Benford’s 

Law 其數字分配機率越不明顯。而根據式子(1)和式子(2)整理出 Benford’s Law 第一和第二位數，數字

分配機率表與圖，見表 2-2 與圖 2-2 

表 2-1 Benford's Law 數字分配機率 

數字 第一位數 第二位數 

0 N/A 0.11968 

1 0.30103 0.11389 

2 0.17609 0.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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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12494 0.10433 

4 0.09691 0.10031 

5 0.07918 0.09668 

6 0.06695 0.09337 

7 0.05799 0.09035 

8 0.05115 0.08757 

9 0.04576 0.085 

 

 

圖 2-1 Benford's Law 數字分配機率 

2. Benford’s Law 之相關應用分析 

Benford’s Law 之數字分配機率，應用於多個領域中，主要應用於會計、審計、金融、健康保險上，

並用來分析資料的數字分配有無符合 Benford’s Law，來檢驗有無詐欺可能性。 
Carslaw 檢驗公司會計數據，他假定公司經理人會將淨收入進位，讓淨收入提高，舉例來說$798,000

會被進位成$800,000。如此一來第二位數為 0 的機率會比 9 要的高，他使用 Benford’s Law 第二位數分

配機率，來檢驗紐西蘭公司會計數據，並得出第二位數為 0 的機率確實比 Benford’s Law 之機率較高，

而數字 9 出現機率比 Benford’s Law 較低。Thomas(1989)延續 Carslaw 研究，其使用美國公司財務數據，

其得出淨收入與每股盈餘也容易被進位提高，而且其發現當公司虧損時會有相反效果。 
Christian and Gupta 分析報稅者會因為報稅級距規定，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來達到逃稅目的，並

使用 Benford’s Law 來驗證。Nigrini 提出 Benford's Law 可以用來偵測詐欺，其用來偵測財務詐欺，並

檢驗第一和第二位數出現機率，有無偏離 Benford’s Law，其將財務資料分成前 5 年和後 5 年，他發現

後 5 年的資料有很大的偏離 Benford’s Law，其發現某些數字一直被重複使用。Nigrini 檢測報稅數據有

無符合 Benford’s Law 的機率分配，並建立出模型來檢驗其報稅數據是被高估還是低估。 
Busta & Weinberg 使用 Benford’s Law 指標用於類神經網路輸入變數來辨別財報資料是正常或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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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Lu & Boritz 運用 Benford’s Law 於醫療保險資料上，並使用非監督式學習方法來檢驗醫療保險申

報上有無詐欺或濫用。Lu et al. 結合 Benford’s Law 數字分析分法並研發出一套方法，其乃根據資料有

無符合 Benford’s Law 機率分配特性，並且使用健康保險和汽車保險資料，其方法能從測試資料成功的

便別出詐欺者。 
楊喻翔運用 Benford’s Law 來分析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可能有詐欺健保申報費用的醫事機構，

使用 Benford’s Law 指標變數結合增長層級式自我組織映射圖(GHSOM)和類神經網路，其先將變數透

過 GHSOM 分群之後，再以分群之變數交由徑向基函數神經網路、通用迴歸類神經網路和 Elman 反饋

式類神經網路訓練出分類模型並以邏輯斯迴歸為標竿(benchmark)，得出邏輯斯迴歸有較好的分類效果。 

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 

一般而言分散式運算指運算單元透過網路連結起來，並且透過訊息傳遞方式來溝通以及協調工作

(Coulouris et al. )。在分散式運算環境中，一個工作會被區分成數小個工作，而環境下的每個運算單元，

再去完成數個小工作，最後將各個結果合併得出一個最終結果。在分散式運算的架構下，每個運算單

元都有各自的記憶體以及處理器，架構見圖 2-3。而使用分散式運算的優點主要有資源共享、運算效率

的提升等，當然也要面對一些問題，例如安全性、系統的可延展性、系統故障處理和異質的計算單元

如何連結等。 

 
圖 2-2 分散式運算架構示意圖(資料來源: Distributed_computing, Wikipedia) 

MapReduce 運算模式 

MapReduce 為 Google 所提出來的運算模式，在這運算模式能夠有效率的記算處理大量資料。當初

Google 乃是為了計算大量的資料，例如:從網際網路中爬取資料、計算網頁請求記錄等，但資料量通常

很龐大，計算上必須跨越上千個機器。因此要找出一個運算模式能夠平行的運算、分散式傳遞資料，

而且最重要是運算時間必須是可接受的。 
因此 Google 最終提出 MapReduce 運算模式，主要透過 Map 和 Reduce 來達成運算，皆為使用者自

行定義的函式。其概念如下，首先在 Map 階段，函式接受一連串的鍵值對(key/value pair)資料，並且經

過計算後輸出中間結果鍵值對(intermediate key/value pair)。接著在 Reduce 階段，函式接受中間結果鍵

值對，找出同一個鍵(key)的所有值(value)之集合，並將這些數值集合聚集起來，產生一個更小集合的

結果，而最終衍生出運算結果。 
在 MapReduce 運算模式下，程式設計師只需專注於 Map 和 Reduce 函式的開發，不必了解的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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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運算和分散式運算是如何進行的。並可以達成平行化且分散式的大量運算，而且在大量集群的電

腦運行 MapReduce 可以達到更好的運算效率表現。 
為了能更了解 MapReduce 運算模式，我們在此舉一個範例，如何計算數篇文章中每個字出現的次

數。首先在 Map 階段，會逐一計算每篇文章裡的每個字，找到的每一個字都會輸出中間結果鍵值對，

其鍵為該字名稱，值為 1。其表示該字在此篇文章出現一次。而後 Reduce 階段，Reduce 函式接收中間

結果鍵值對，並將所有相同鍵的所有值進行加總，亦即計算每個字在所有文章出現幾次，計算結束後

並回傳計算結果，如此一來我們便得知某個字在所有文章中到底出現幾次了。 
最後、本報告敘述 MapReduce 在群集分散式環境中其運算的流程： 

1. 首先將輸入資料切割成 M 小塊資料，每一小塊通常是 16 到 64MB 大小左右，然後將程式內容複

製到群集裡每個機器中。 
2. 根據第 1 步驟提到程式內容會複製到機器中，其中有一個機器為主節點(Master)，剩餘為工作節點

(Worker)，主節點會分配工作給工作節點。會有 M 個 Map 和 R 個 Reduce 運算工作，主節點會挑

選閒置的工作節點，分配其 Map 或 Reduce 運算工作。 
3. 當工作節點其分配到為 Map 運算工作時，它會先讀取切割後的小塊資料，並解析為鍵值對資料，

並將每一對鍵值對資料輸入進 Map 函式中，Map 函式經過運算後會產生出中間結果鍵值對，並存

進記憶體緩衝區內。 
4. 每隔一段時間，存在記憶體緩衝區內的中間結果鍵值對會被寫進硬碟，並根據切割函式切割成 R

個區域。這些存在硬碟內的中間結果鍵值對位置，會回傳給主節點知道，而主節點再將中間結果

鍵值對位置告知給執行 Reduce 的工作節點們。 
5. 當執行Reduce的工作節點們被主節點告之中間結果鍵值對的位置後，會使用遠端程序呼叫(Remote 

Procedure Call)在 Map 的工作節點上來讀取其硬碟上的中間結果鍵值對。當 Reduce 的工作節點讀

取完資料後，接著會根據鍵來排序資料，如此一來同一群資料，都擁有相同鍵。 
6. 執行 Reduce 的工作節點會疊代的去計算每個中間結果鍵值對，對每一個鍵，它會將此鍵以及其對

應的值集合輸入進 Reduce 函式中，接著 Reduce 函式計算後的結果會存在一個最終的輸出檔案上。 
7. 當所有 Map 和 Reduce 工作都完成後，主節點會恢復使用者程式(user program)，並且回到呼叫

MapReduce 的使用者程式上。 
根據上述的流程，MapReduce 運算結束後，會輸出 R 個結果檔案，當然每一個結果檔案，是由每

一個 Reduce 工作產生出來，而使用者也無須將 R 個結果檔案結合成一個檔案，使用者可以將這些檔案

做另一個 MapReduce 運算。上述的運算流程可詳見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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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MapReduce 運算流程(來源:Jeffrey & Sanjay 2004) 

Apache Hadoop 
Apache Hadoop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可處理大量資料的分散式檔案儲存和運算平台，最早為 Doug 

Cutting 發展出來，原本他想開發一個網頁搜尋引擎(web search engine)名字叫 Nutch，但他們發現他目

前所設計的架構很難達到 10 億以上網頁索引的規模。此時 Google 發布兩篇論文，分別是有關 Google
的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和 MapReduce 運算模式，而 Cutting 便把分散式檔案系統和 MapReduce 實作進

Nutch 中，但是這種分散式檔案系統和 MapReduce 運算模式除了搜尋引擎之外，可以適用於更多領域，

因此 2006 年 Cutting 團隊等人便將此獨立出來，取名為 Hadoop。目前 Hadoop 為 Apache 軟體基金會最

知名的專案之ㄧ，並且許多知名企業像是 Yahoo、Facebook 和 New York Times 等皆有使用。目前產業

界將 Hadoop 的角色定位為廣泛用途的巨量資料儲存和分析運算平台(White 2012)。 
Apache Hadoop 主要由 Hadoop File System(HDFS)和 MapReduce 構成，但現今 Apache Hadoop 專案

下除了上述兩者，還有其他的子專案構成，讓 Apache Hadoop 成為一個可靠的、可擴展性的分散式運

算環境。以下約略介紹數個 Apache Hadoop 下的子專案。 
 Avro 

一個序列化的系統，可有效率處理跨語言的遠端程序呼叫(RPC)和持久性資料儲存(persistent data 
storage)。 
 Pig 

一個資料流語言和執行環境，用於探索大量的資料集合。 
 Hive 

一個分散式的資料倉儲，它可管理存放於 HDFS 上的資料，並基於 SQL 上提供一個資料查詢語言。  
 ZooKeeper 

是一個集中化的服務，應用於維護資訊配置、命名和提供分散式同步的服務。 
本研究檔案和資料儲存將會採用 Hadoop File System(HDFS)和 HBase，因此以下用較大篇幅來介

紹。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HDFS) 

HDFS 為一種分散式檔案儲存系統，意即檔案存儲方式可以分散式的儲存在數台機器上，而機器

之間透過網路來連接。HDFS 設計為能可靠的儲存非常大量的檔案，而資料存取模式採用串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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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ing)，而 HDFS 通常架設在一個群集上，一個群集可能有數百千台機器串連在一起。 
HDFS 特色能儲存處理極大量的資料，甚至有研究者使用 HDFS 處理到達 petabytes 大小以上的資

料。串流式的資料存取，讓 HDFS 處理資料上更有效率。另外 HDFS 不需要部署在非常昂貴或非常可

靠的機器上，HDFS 通常部署在群集上，群集上的每個節點不一定要相同，當群集上的 HDFS 無法處

理目前的資料量時，只要加更多的節點到群集上，便可提升 HDFS 處理能力。雖然群集上的節點數量

一多，節點損毀的機率也大，但是 HDFS 有個資料複製(replication)的機制，他會將資料複製到不同的

節點上，當某台節點損毀時，還可以從另一台節點取得資料，這讓 HDFS 更為可靠。此外 HDFS 有些

缺點，例如讀取資料時延遲時間略高。 
在檔案系統中，會設定所謂的區塊(block)，其為檔案寫入之最小單位量。在 HDFS 上一個預設區

塊大小通常為 64MB 或 128MB，在一般檔案系統上，區塊大小通常為 512KB 左右，但 HDFS 預設區

塊大小這麼大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降低區塊搜尋時間。檔案要存進 HDFS 時，會被切成數個區塊，這

些區塊會分散儲存於不同的機器上，分成區塊的好處，讓資料儲存更為簡單，HDFS 可以更方便計算

有多少區塊可存放於硬碟上，另外就是資料的可靠與容錯性，每一個區塊通常會複製為 3 份，存放於

群集上的不同機器上，當某一個區塊損壞時，HDFS 會讀取其他存放該區塊的機器上上，並讓該區塊

恢復正常。 
在 HDFS 架構下分為兩種節點模式，一個為 Namenode 另一種為 Datanode。通常一個群集下會有

一個 Namenode 和數個 Datanode，他們的關係為一種主僕關係(master-slave)。HDFS 會將檔案系統與後

設資料(metadata)存放於 Namenode 上，Namenode 也會知道每個區塊存放在哪些 Datanode 上。Datanode
則存放資料的區塊，Datanode 也會回報 Namenode 他負責存放了哪些區塊。相較之下，Namenode 對於

HDFS 非常重要，如果 Namenode 損壞，我們就無法把 Datanode 上的區塊重組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將

Namenode 上的後射資料備份另一份，以免 Namenode 損毀時，還可以重組檔案區塊。另外 HDFS 還可

設定一種節點名為 Secondary Namenode，他也會保有 Namenode 上的後射資料，當 Namenode 無法服務

時，Secondary Namenode 還可以讓 HDFS 運作。 
HDFS 幾乎支援所有的檔案操作，例如讀取、寫入、刪除和建立目錄等。當使用者想要存取 HDFS

檔案時，會透過 HDFS client 來達成。當使用者想要讀取檔案時，透過 HDFS client 詢問 Namenode，該

檔案的區塊式存放在哪些 Datanode 上，當 HDFS client 得知是哪些區塊後，會直接與 Datanode 溝通來

讀取區塊重組檔案。而當使用者要寫入檔案時，首先 HDFS client 會把區塊的複製數量告訴 Namenode，
假設是三份複製的話，Namenode 會回覆是哪三個 Datanode 可以寫入檔案，然後 HDFS client 開始把第

一個區塊的資料只寫入第一個 Datanode，當第一個 Datanode 寫入完成後，第一個 Datanode 會再把該區

塊資料傳送給第二個 Datanode，完成後第二個再傳給第三個。當第一個區塊寫入完成後，HDFS client
再詢問 Namenode 有哪三個 Datanode 們可以存放第二個區塊，此時 HDFS client 一樣再寫入資料到第一

個 Datanode 上，然後第一個 Datanode 一樣再複製區塊資料到下一個 Datanode，如此動作直到所有區塊

寫入完成，這個寫入動作才算完畢，通常每次 Namenode 回傳 Datanode 都會不盡相同(Shvachko et al 
2010)，寫入的動作可參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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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HDFS Client 寫入檔案至 HDFS(來源 Shvachko et al. 2010)  

HBase 
HBase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分散式資料庫，為 Apache 軟體基金會所有，屬於 Aapche Hadoop 下的

一個專案，其乃參照 Google 發表一篇論文所實作而成(Bigtable: A Distributed Storage System for 
Structured Data)。其特點是為非關聯式資料庫 (NoSQL)，且需要部署在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HDFS)上面，也是一種欄位導向的資料庫(column-oriented database)，此外他也提供高度的容錯

性。 
HBase 的 schema 與一般關聯式資料庫不同，我們在此處做一些名詞介紹。HBase schema 示意圖可

見圖 2-6 
 資料表(table) 

HBase 與一般資料庫而言，有所謂的資料表來存放資料。 
 Row 

在資料表內，資料的存放是由每個 row 所組成，每個 row 都有一個可辨別且獨一無二的 Row key，
可當成資料表的主鍵看待，row key 可由任何資料組成，一連串數字或是字串都可以。 
 Column Family 

當資料在一個 row 裡面，會依據 Column Family 來分不同群，Column Family 對 HBase 的資料表非

常重要，一開始在建立資料表時，就要定義好 Column Family，當然當有需求時，一個資料表的 Column 
Family 是可以新增的，所以也就是說，每個 row 會有一樣的 Column Family，但並不代表每個 Column 
Family 都要存放資料。 
 Column Qualifier 

資料在 Column Family 時，會再區分為是屬於哪個 Column Qualifier，Column Qualifier 不需要先被

定義，通常在寫入資料進入 HBase，此時才會設定該資料是屬於什麼 Column Qualifier。Column Qualifier
不需要一致性，不同的 row 可以有一樣名稱的 Column Qualifier，或是不一樣都可以。在 HBase 裡頭以

冒號符號之後代表作為不同的 Column Qualifier，例如國家:台灣，此時國家為 Column Family，台灣為

Column Qualifier。 
 Cell 

每個 row 交叉於 Column Qualifier 的地點稱為 Cell，也就是資料實際存放的位置，通常被稱為 Cell'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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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當資料存放進 Cell 時會被版本化，會有一個數字認明是屬於哪個版本，通常以時間戳記來代表。

(Dimiduk et al. 2013) 

 

圖 2-5 HBase schema 示意圖 

此處定義一個名詞 Region，Region 乃由 HBase 自動化的將資料表作水平切割產生而成，在最初時，

一個資料表由一個 region 所組成。但當資料表越來越大，超出一個臨界值後，這個 region 會被分裂成

為兩個相同大小的 region，所以也就是說當資料表越來越大時，region 的數量也就越來越多，而 region
被當成儲存單元分散式的存在 HBase 群集中。 

HBase 是屬於群集環境，與 HDFS 相同一樣是主僕架構(master-slave)。HBase 群集裡會有一個主節

點稱為 HMaster，以及數個 Region Server 稱為 HRegionServer。主節點的工作負責監督群集裡的 Region 
Server，指派 region 給 Region Server 儲存，並且處理使用者的查詢工作。Region Server 的工作主要是

存放 region 和處理使用者資料存取的請求，也管理 region 的分裂工作，同時也會報告給主節點知道

region 的情況。除了上述兩種節點外，Hbase 還會有 Zookeeper 的存在，在 Hbase 中 Zookeeper 負責協

調群集的溝通運作，例如告知 Region Server 主節點存在什麼位置，分派 region 給 Region Server 的工作

也由 Zookeeper 協調(White 2012)。可見圖 2-7 HBase 架構圖。 

 
圖 2-6 HBase 架構圖(來源:White, 2012) 

記憶體內運算(In Memory Computing) 

隨著科技的演進發展，網際網路的蓬勃應用，資料產生的速度越來越快，資料產生的量也越來越

大，企業的系統在處理資料上，都必須要有及時性(Real Time)和低延遲時間(low latency)，例如社交平

台服務，使用者使用發表文章，或是查看文章時，系統能否及回應給使用者；或是貿易公司，當商品

價格波動頻繁快速時，該公司系統能否及時反應，以避免公司虧損；或是電子商務平台，必須根據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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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平台的行為，來推薦商品給顧客，系統也是必須能快速的計算資料，並且及時反應給顧客。 
傳統系統的架構，在資料儲存的方面由硬碟來儲存，也就是將資料存放在硬碟，當要計算資料時，

再將所需要計算的資料搬移到記憶體中，再由 CPU 來計算，這也就是傳統的硬碟儲存架構，但在這架

構中主要會影響系統效能就是為 I/O 操作，而所謂的 I/O 操作就是從硬碟中讀取資料，然後將資料搬移

到記憶體的過程中，這個過程的處理時間，通常為整個系統中耗費最久的時間，一般稱為 I/O 瓶頸(I/O 
bottleneck)。此時記憶體內運算就被提出來了(In Memory Computing)，資料直接存放於記憶體中，CPU
直接從記憶體內讀取資料並且作計算，如此一來處理速度便可大幅提升。現今主流電腦，記憶體使用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我們以DDR3 1600MHz為例，其延遲時間大約為13毫微秒(1毫微秒=10-9

秒)左右；而一般 7200 轉的硬碟，其延遲時間大約為 4 微秒(1 微秒=10-3 秒)左右，因此計算下來，以上

述數據，DRAM 的延遲時間大約為一般硬碟的 307692 倍，有相當驚人的差異。近年來 DRAM 價格下

降許多，因此企業將可以購買大量的記憶體，來建構一個記憶體內運算系統。 
Apache Spark  

Apache Spark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群集式運算框架，主要設計為能夠快速並且處理運算大量資料

(Apache Spark 2015)。Apache Spark 最早乃由 UC Berkeley AMPLab 提出來的一種運算框架，其有著與

MapReduce 相似的運算概念，且其最大特點在於資料的處理速度上，其處理速度可快過於 Hadoop 
MapReduce 運算達 20 倍以上，因為 Spark 可使用記憶內運算，來大幅提升運算速度(Zaharia et al.)。另

外 Spark 被設計成為一種可以廣泛用途的運算，像是批次運算、互動式運算以及串流運算等。此外 Spark
運算架構可以依靠在 Hadoop Yarn 群集上面，另外 Spark 也支援讀取多數的檔案系統，像是 HDFS、
HBase、Amazon S3 等。 

Spark 的主要核心概念稱為彈性分佈的資料集合(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 RDD)，由 Zaharia et 
al.提出來並且實作在 Spark 上面。目前多數的分散式運算框架，例如 Hadoop MapReduce 能夠運算處理

大量的資料，但其缺乏資料重複使用性，例如不同的 MapReduce 的工作，如果需要重複使用資料，必

須先將資料寫入外部儲存裝置中，這時會產生硬碟 I/O 操作，會降低系統的效率。因此為了解決這個

問題，RDD 被設計出來，能夠有效率達到資料的重複使用性、而且具有錯誤容忍能力、平行的資料結

構而且可以存放到記憶體上、處理資料切割並最佳化資料放置位置。 
RDD 是一種資料抽象化概念，只能被讀取(read-only)、是不變動的(immutable)，RDD 創造出來的

方法有兩種，第一種為透過儲存裝置中的資料建立出來；第二種為透過另一個 RDD 轉換而來，這種過

程稱為轉換(transformation)，例如過濾 RDD 的某些部份，產生另一個 RDD。RDD 本身有足夠的資訊

能夠知道，它是從哪個資料集合或是 RDD 衍生出來，此外使用者能夠對 RDD 作保存的動作

(persistence)，資料通常會保存在記憶體中，以達到資料重複使用(data reuse)，增加運算效率，而沒有

足夠的記憶體存下 RDD 時，RDD 才會保存在硬碟上，並保有一般平行運算的計算效率。最後使用者

可以對 RDD 操作，回傳一個運算結果，例如計算文件中的行數或是將 RDD 作計算等，這種過程稱為

動作(action)。Spark 對於 RDD 的轉換(transformation)，是不進行運算的，直到對 RDD 作動作(action)
時，Spark 才開始進行運算。表 2-3 列出 Spark 幾個常見的轉換和動作。 

表 2-2 常見的 Spark 轉換和動作 

轉換 

map : 透過使用者定義的函數，篩選 RDD 某些部份，回傳一個 RDD。 

filter: 透過使用者定義的函數，過濾掉 RDD 某些部份，回傳一個 RDD。 

sample: 透過使用者定義的比率，隨機取樣 RDD，回傳一個 RDD。 

flatMap: 與 Map 相似，但其回傳的 RDD 可以是一個序列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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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ByKey: 若 RDD 的型態是屬於鍵值對，透過 groupByKey 可以將相同

鍵的值，聚集起來。  

join: 當我們對兩個鍵值對型別 RDD，進行 join 時，會回傳另一個鍵值對

型別 RDD，其鍵對應的值，同時是那 2 個 RDD 該鍵所對應到的值。 

動作 

reduce: 透過使用者定義的函數，可將 RDD 的資料做運算，聚集成一個結

果。 

collect: 將一個 RDD 回傳成為一個串列。 

count: 計算一個 RDD 的元素數量。 

 
當我們對 RDD 進行轉換時，Spark 是不對 RDD 進行運算的，但是 Spark 會保存 RDD 要轉換的資

訊，稱為譜系(lineage)，一個 RDD 的譜系(lineage)會紀錄該 RDD 所有要轉換的過程。當某一個 RDD
的分割區塊發生錯誤或遺漏掉時，Spark 會跟據譜系(lineage)，來恢復該錯誤的 RDD 分割區塊，Spark
不用重新計算所有的轉換過程。而我們知道 RDD 可以透過另一個 RDD 轉換而來，而這時就會有不同

的依賴關係(dependencies)，分為兩種依賴關係，第一為狹窄依賴 (narrow dependencies)，假設某個 RDD
為另一個 RDD 轉換而來，我們稱前者為子 RDD，後者為父 RDD。因此在狹窄依賴下，每一個父 RDD
分割區塊，最多只給一個子 RDD 分割區塊所使用；而第二種廣泛依賴(wide dependencies)，每一個父

RDD 分割區塊可以由多個子 RDD 分割區塊所使用。表 2-1 所紀錄的 map 屬於狹窄依賴，而 join 屬於

廣泛依賴。在狹窄依賴中，群集中的節點可以對自己保有的 RDD 分割區塊進行轉換，不必與其他節點

溝通交換資料；但是在廣泛依賴中，所有的父 RDD 分割區塊都必須是可以使用的，因此每個節點的

RDD 分割區塊需要傳送給其他節點，以便作計算。而在錯誤復原中，狹窄依賴也較為簡單有效率，只

有錯誤或遺失的 RDD 分割區塊需要被重新計算。但是在廣泛依賴中，假設某一個節點的 RDD 資料損

毀，可能整個譜系(lineage)上的轉換過程都必須重新計算。可以參見圖 2-8 狹窄依賴和廣泛依賴範例。 

 
圖 2-7 Spark 狹窄依賴和廣泛依賴範例(資料來源: Zaharia et al.) 

在 Spark 中，使用者撰寫的應用程式稱為 driver program，而使用者會在 driver program 裡面宣告一

個稱為 SparkContext 物件，SparkContext 會與 spark 群集上的主節點溝通， SparkContext 取得工作節點

位置後，會將程式傳送給工作節點進行運算。可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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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Apache Spark 架構(資料來源:Apache Spark) 

在 Spark 中，其工作排程的做法為，當對一個 RDD 做動作時，Spark 會根據譜系(lineage)建立數個

stage，每個 stage 內盡可能做一連串的狹窄依賴轉換，而每個 stage 再與其他 stage 做廣泛依賴的轉換。

Spark 再分派工作給每個節點去計算 RDD，直到計算完成。工作分配原則，主要是看 RDD 的分割區塊

存放在哪個節點，如果某個節點記憶體上的 RDD 分割區塊要做計算，這時 Spark 就分配計算工作給與

那個節點。可見圖 2-10，其中實線長方形為一個 RDD，長方形內的著色方塊為 RDD 分割區塊，其中

著黑色表示該分割區塊在記憶體內的，我們可以看到 RDD C、D、E 和彼此間進行狹窄依賴轉換成 F，
而 A 則是廣泛依賴轉換成 B，最後 B 與 F 則是狹窄和廣泛依賴轉換成 G。 

 
圖 2-9 Spark 的 stage 示意圖 (資料來源:Zaharia et al. 2012) 

最後我們提一下 Spark 記憶體管理操作模式，我們知道可以把 RDD 存進記憶體內，加速運算效率，

然而記憶體有限，所以 Spark 採取最久未使用演算法(Least Recently Used)，當某個 RDD 被計算完成後，

但是沒有足夠記憶體空間來儲存時，Spark 會將最久未使用的 RDD 從記憶體內移除掉，以便保存新計

算的 RDD。 
而根據 Zaharia et al.提出的論文，Spark 與 Hadoop 的運算效率，在機器學習演算法計算上，如邏輯

斯迴歸和 K-Means，Spark 運算速度可以快於 Hadoop20 倍。其 Spark 運算群集，分析計算 1TB 資料只

約需 5-7 秒時間。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使用 Apache Spark 來提升運算效率，K. Thomas et al. 運用 Spark 來判定 Twitter

上的連結，那些屬於垃圾連結(link spam)，其使用邏輯斯迴歸來分類哪些是正常連結哪些不是。Carlini1 
et al. 使用 Spark 來運算大量圖型結構資料，並提升運算效率。Harnie et al. 使用 Spark 用於藥物開發上，

來判定哪些分子會影響到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並使用 Spark 來改善原本的預測器。Solaimani et al. 使
用 Spark 於線上分析 VMware 上虛擬機器產生的大量評估資料，並在 Spark 上使用卡方分析來偵測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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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無異常。Chieh-Yen Lin et al. 於 Spark 上建立支援向量機以及邏輯斯迴歸分類模型，其模型訓練

時間可以降低，並且勝過原先 Spark 上的 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支援向量機以及邏輯斯迴歸模型訓

練時間。 

機器學習演算法 

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是一種監督式學習演算法可分析資料、分辨資料模式，

並用於分類器和迴歸分析中。SVM 這個演算法最早乃由 Vapnik 在 1963 年發明出來，SVM 意義在於只

要給定於一個資料集合，並且在這資料集合內每一筆資料標註兩種類別，交由 SVM 訓練產生出分類模

型，其分類模型能夠將未來新的資料分類出到底屬於哪種類別，也就是所謂的二元分類器。 
SVM 在建構分類模型時，其概念是在有限維度或高維度空間建構出一個超平面(hyperplane)。超平

面必須能夠有效的分隔開兩種類別，也就是超平面與兩個類別要有最大的邊界，換句話說超平面在維

度空間內對於兩個類別要能有最大距離，其分類效果才會較好。 
見圖 2-11，有數個黑圓點和白圓點，我們要分類出黑圓點和白圓點，所以其中有三個超平面，H1、

H2 和 H3，可以分隔出黑圓點和白圓點。但是 H3 為較好的超平面，因為其對黑圓點和白圓點的邊界或

是說距離是最大的。 

 

圖 2-10 SVM 選擇超平面示意圖(資料來源:Wikipedia) 

假定有一訓練資料集合，其有 n 個點，可以表示為式子(3)。 
   式子(3) 

xi代表每個點，其屬於類別 或是 ， 
而一個超平面夠表示下列式子(4)。 

         式子(4) 
w 是垂直於平面的向量。 

假設訓練資料是可以線性分離的話，我們可以另外找出兩個超平面，兩個超平面之中沒有任何的

點，而且必須要讓這兩個超平面距離越大。這兩個超平面可以被描述為式子(5)和式子(6)。 
         式子(5) 

        式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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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個超平面的距離是 ，因此我們必須最小化 ，但我們要避免資料集合內的點會落入這兩

個邊界內，因此給定以下限制式子(7)和式子(8)。 
    式子(7) 

   式子(8) 
上述兩個式子可以描寫成為式子(9)。 
     式子(9) 
引此根據上述式子要找出超平面我們必須最小化  而且要遵守式子(9)。綜合上述式子，可參考

圖 2-12。 

 

圖 2-11 SVM 計算超平面示意圖(資料來源:Wikipedia) 

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邏輯斯迴歸為一種迴歸模型，一般來說迴歸分析乃是探討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和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的關係。而一般迴歸分析中應變數通常都是連續變數，但邏輯斯迴歸其應變數為

離散變數，有可能是二元分類的變項，也有可能是多元分類的變項，以二元變項來舉例的話，例如為

成功或失敗，是或否，此外相對應關係的一到多個自變數，來決定應變數。邏輯斯迴歸在 1958 年由

David Cox 發展出來，邏輯斯迴歸可以當成預測器使用，透過自變數的關係，來預測出應變數為何，此

外邏輯斯迴歸也廣泛應用在機器學習上，像是建立分類模型應用。() 
假設 p 為某種事件發生的機率，受自變數ｘ的影響，所以 p 與ｘ之關係如下。 

)(

)(

1 xf

xf

e
eP
+

=
 

則邏輯斯函數為下: 

kk XXXxf
p

p ββββ +⋅⋅⋅⋅⋅+++==
− 2210)(

1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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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喻翔分析出健保資料，產生出 Benford’s Law 指標變數，其使用邏輯斯迴歸建立分類模型，其邏

輯斯迴歸分類模型可有效分類出違約醫事機構，並且有很好的準確率。 

第三章、 心得建議 

變數選擇 

此處處理計算健保資料，產生出輸入變數，並交由機器學習演算法訓練出分類模型，期許該模型

能分類出可能詐欺院家。 
因此本心得報告將會建議 Benford’s Law 數字分析技術來分析巨量資料，計算有無偏離 Benford’s 

Law 之數字機率分配，來判定異常的可能性。本報告建議採用 Busta & Weinberg 與 Bhattacharya et al. 建
議之數字第一位數 1 到 9 之頻率、第二位數 0 到 9 之頻率、第一位數平均值、第二位數平均值、第一

位數標準差及第二位數標準差、第一位數適應度及第二位數適應度等 25 個 Benford’s Law 指標，並且

加上湯玲郎 & 林信忠 所建議的 8 項實務指標共 33 個變數來當作輸入變數。本報告會採用這 33 項指

標為輸入變數，而相對輸出變數上會根據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之特約狀況碼，如果有異常紀錄，則輸

出變數設定為異常，若沒有則設定無正常。變數定義可見表 3-2。 

表 3-1 輸入變數定義 

指標 變數 定義 

Benford’s Law 指標 

第一位數(1-9)的頻率 pi 

第二位數(0~9)的頻率 qi 

第一位數平均 ∑
=

9

1i
ii Dp  

第二位數平均 ∑
=

9

0i
ii Dq  

第一位數標準差 2
1

9

1
)( st

i
ii mDp −∑

=

 

第二位數標準差 2
2

9

0
)( nd

i
ii mDq −∑

=

 

第一位數適應度 9...2,1,/)( 1
2

11
2
1 =−=∑ iBBf iiistχ  

第二位數適應度 9...2,1,0,/)( 2
2

22
2
2 =−=∑ iBBf iiindχ  

實務指標 

平均每月一般案件數 一般案件數總計／月份數 

平均每月一般案件金額 一般案件申報金額總計／月份數 

平均每月特定案件數 專案案件數總計／月份數 

平均每月特定案件金額 專案案件金額／月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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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月申請件數 申請案件數總計／月份數 

平均每月計量 計量總計／月份數 

每案件平均計量 計量總計／案件數總計 

平均作業數 作業數總計／流程數 

系統架構與設計 

本報告建議之系統架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為系統基礎設施建立；第二為快速且有效率的處理巨

量資料之運算環境；第三進行機器學習演算法並建立起分類模型以及評估分類效果。以下詳細說明 
 系統基礎設施建立 

本報告構思使用 OpenStack 部署出雲端虛擬機器當作運算資源，OpenStack 好處為開放原始碼並且

免費，當我們需要運算資源時，可以使用 OpenStack 快速部署虛擬機器，並且因應運算資源需求多寡，

可以做彈性的調整。 
此外在檔案及資料儲存上，吾人可採用 Hadoop 專案下之 HDFS 和 HBase，並使用 HDFS 存放巨量

資料之檔案，至於處理巨量資料產生出之變數資料，可將之存進 HBase 內。使用 HDFS 和 HBase 好處

為其具有高可靠度和錯誤容忍能力，並且 HDFS 對於處理存放大量的檔案有很好的效率，適合巨量資

料檔案的儲存；另外 HBase 對於讀寫資料上皆有很高效率，且屬於 NoSQL 資料庫和欄位導向資料庫

(Column-Oriented Database)，對於欄位的擴充相當方便，因此吾人可採用 Hbase 作為資料儲存。 
為因應處理大量建保資料，吾人在 OpenStack 上開啟 6 台虛擬機器，使用作業系統為 Ubuntu 14.04，

以便有足夠運算資源可進行大量運算動作。進一步，吾人可採用分散式運算環境，設計其中 1 台虛擬

機器為主節點，另外 5 台為工作節點。 
 巨量資料之運算環境 

有了基礎設施後，還需要在虛擬機器上建立出運算環境，以便處理巨量資料。因為健保資料龐大，

大約要計算 7GB 之資料，為使運算速度提高，增進智慧型查核模型的效率。吾人可使用 Apache Spark
作為運算環境，其記憶體內運算模式，可加快處理計算健保資料，產生出錢所提及之 33 項變數，最後

交由機器學習演算法建立出分類模型。 
為了證明此一 Apache Spark 運算環境其運算效率能高於 Apache Hadoop，吾人同時需開發一套

Apache Hadoop MapReduce 運算版本做為標竿(benchmark)，比較 Apache Spark 與 Apache Hadoop 
MapReduce 的運算效率之差異。此處應在相同運算資源下，使兩個運算版本處理一樣大小的資料，並

採取一樣的演算法流程，以求客觀的比較效率。OpenStack 上的 6 台虛擬機器，可安裝 Apache Spark、
Apache Hadoop 和 HBase。 
 分類模型建立 

本研究將健保資料運算完畢後，會輸出各個機構之 33 項輸入變數，在此，吾人使用機器學習演算

法，建構出分類模型，用於分類可能異常之機構。因此，本人建議運用支援向量機做為分類演算法，

並以邏輯斯迴歸為標竿(benchmark)，使用前述之 33 項輸入變數建構出兩個分類模型，最後比較兩個模

型其分類效果如何。 
最後統整上述三個部份整理出圖 3-1 之系統架構圖，以及 3-2 之系統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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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VM

Apache Spark
Apache Hadoop

HDFS HBase MapReduce

邏輯斯迴歸分類模型 支援向量機分類模型

VM VM VM VM

本研究系統架構

 

圖 3-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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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系統部署圖 

系統流程 

在此節，本報告詳細說明本系統流程，可見圖 3-3 之系統流程圖。 



 21 

 

圖 3-3 系統流程圖 

檔案存入 HDFS 

將巨量資料檔案並將基本資料檔存入 HDFS 中。 

HBase 資料表建立 

為了將運算完之變數資料能存進 HBase 內，必須先建立 HBase 資料表，與設定 Schema。為此，

吾人建立一個資料表以儲存變數資料，並且使用一個 Column Family 取名為 data，Column Family 內有

Column Qualifier，存放所計算之 33 項輸入變數以及輸出變數，在 Rowkey 方面會使用機構代號，可參

考圖 3-4 之 HBase 資料表 Schema 示意圖。 

 

圖 3-4 本研究 HBase 資料表 Schema 示意圖 

(accuracy)，見式子(12)。 

    式子(12) 

因此本研究會利用上述提及之 3 種衡量標準，來評估本研究產生之支援向量機和邏輯斯迴歸分類

模型之分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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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ritical-Siphon Theory to Fastest Deadlock Controll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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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ritical-Siphon Theory,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FMS),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 S3PR 
  
Abstract. Since decades,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FMS)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automated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FMS, deadlock prevention becomes a crucial point of it. This paper 
present a critical-siphon theory to demonstrate exactly one monitor for quality FMS is required for the set of 
siphons in the family of a 2-compound siphons and how to assign its initial markings. The theory is aiming to 
avoid redundant monitors in FMS and the unnecessary associated computational burden so that the quality of a 
class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can be assured latest in the run-time. Neither reachability graph nor 
minimal siphon needs to be computed achieving polynomial complexity- essential for large systems. This paper 
redevelops the theory more formally and further applies this approach to two well-known S3PR to obtain a 
controller full or near maximally permissive in the context of deadlock resolu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This paper further categorizes mixture siphons into partial and full ones and the sequence among them to add 
monitors associated with one or different 2-compound siphons.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need to enumerate all 
siphons and the time complexity involved is polynomial. This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of works among all 
current results on the benchmark. 

Introduction 

After the concept of Build-to-Order, FMS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utomated 
mechanical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Deadlock prevention has been popular to quality planning in FM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 since it runs fast and statically to avoid run-time detection 
and computation. Classical approaches either suffer from adding too many monitors [1] or reaching too few 
states [2, 3]. Recently, maximally permissive process control policies [4,5,6] with little redundancy have 
emerged. They however suffer from either complete state enumeration—based on region theory [4,5,6] or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siphons [6]. Both are NP-hard and take exponential amount of time. 

I propose an approach in [7] to optimize the number of monitors (good states as well) if one adds monitors 
in the normal sequence of basic, compound, control, and other types of siphons. It is shown that among all 
2-dependent siphons (depending on two component siphons), only one (called critical) siphon needs to be 
controlled by adding a monitor. This greatly simplifies the synthesis as well as minimizes the number of 
monitors required while making the controlled net near maximally permissive. Furthermore, the 
computational burden is much less since there is no need to enumerate minimal siphons, nor to build the 
reachability graph. It requires neither iterations nor the removal of redundant monitors. 

This paper further categorizes mixture siphons into partial and full ones and the sequence among them to 
add monitors associated with one or different 2-compound siphons.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need to enumerate 
all siphons and the time complexity involved is polynomial. This is the first paper that is able to identify that 
each monitored siphon of the benchmark is either a basic one, or a compound one, or a mixture one. This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among all current results on the 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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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 core subnet can be obtained from an elementary circuit, called core circuit, by repeatedly adding handles. 

Details of handles and how an SMS is synthesized from a core subnet are in [5, 7, 8]. 
 
Theorem 1 (Theorem 1 in [20]): : Let (N0, M0) be a marked S3PR and S1, S2,... , Sn. a set of SMS such that 

∀i∈｛1,2, …,n｝, Si ∩Sj≠∅ iff |i – j|=1 and Si is controlled (M(Si)>0). Each Si is a basic siphon synthesized 
from basic circuit ci. S0 is an SMS synthesized from c0= c1 o c2 o…ocn and R(S0)= R(S1) ∪ R(S2)∪ …∪ R(Sn) 
(R(S) is the set of resource places in S). c0 and S0 are called an n-compound circuit and siphon respectively. 
Let Si∩[S0]=Ai ∀i∈｛1,2, …,n-1｝. Then, (1) if ∃M∈R(N,M0), such that M(S0)=0, then M(A1)+ M(A2)+…+ 

M(An)≥n. (2) ∀M’∈R(N,M0), M’(S0)>0, iff M0(Si ∩Si+1)=1,∀i∈｛1,2, …,n-1｝.  
 

In Fig. 1, there are three SMS, S1 and S2 (resp. S0) are basic (resp. compound) siphons; both are controlled. 
Thus, S0 is controlled (no need for control elements) iff b=M0(S1∩S2)= M0(p12)=1. On the other hand, if b>1, I 
need to add control elements for S0 to be controlled.  

 

 
Fig. 1(a) Example partial-mixture   Fig. 1(b) Controlled model. 
siphon.  .    

  
Thus, S cannot become unmarked. Based on this theorem, one adds a monitor for a control siphon only if 

there are no non-sharing resource places (R1
2=R2

2=Ø) in the two basic siphons and the initial marking of 
S1∩S2 equals one. For the example in Fig. 1(b), even if b=1, no monitor is needed for the control siphon due 
to the presence of non-sharing resource place p16. For the example in Fig. 1(b), b=1, R1

2=｛p16｝≠Ø (see the 

example after Def. 4), S1,2
c = ｛p3, p4, p8, p9, p14, p15｝, M(p14)+ M(p8) >0 ∀M∈R(N, M0). Hence, the control 

siphon can never become unmarked since p14∈ S1,2
c and p8∈ S1,2

c.  
 
 
 
 
 
 
Theorem 2: If S=S1,2

c can become unmarked, and is controlled by adding a monitor, then any mixture 
siphon, partial or full, corresponding to compound siphon S1,2

m, is already controlled and needs no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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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heorem states that all mixture siphons are already controlled 
and need no monitors after I add a monitor upon the control 
siphon. If one follows [9] to add a monitor with WC arcs for the 
mixture siphon, the monitor is redundant. In Fig. 2, the control 
siphon S can become unmarked if b=1. For S’=S1,2

p,  A= H(R1
3) 

∩ [S’]=｛p2｝, ρ(R1
3)= ｛p6, r1=p9｝, ρ(R1

3)\A=｛p6,, r1=p9｝. After 
adding a monitor for S so that M([S])< M0(R3)=a+c, S’ may 
become unmarked only if M(p2)=a-1. This sets M(ρ(R1

3)\A)=1 or 
M(S’)=1. Hence, S’ is already controlled. Similar conclusion 
applies to S’=S1,2

p. For S’=S1,2
f,  either Mmax(A1)= M0(R1

3) – 1, or 
Mmax(A2)= M0(R2

3) – 1. In either case, it is easy to see that S’ is 
already controlled. 
Fig. 2 Example full-mixture  

siphon and non-redundant WC.   
 

Theorem 3: Let S=S1,2
p be a partial mixture siphon, and no monitor is added for S1,2

c. 1) Mmax([S]) 
=M0(R1

2∪R3)+ b-1. 2) S can become unmarked, iff i) R2
2=Ø. ii) b= M0(S1∩S2)=1.  2) S becomes unmarked 

when Mmax([S]) = M0(R1
2∪R3)+ b-1= M0(VS1)+ M0(VS2)= [M0(R1

2∪R1
3)+ M0(R1)-1]+ [M0(R2

2∪R2
3)+ 

M0(R1)-1]= M0(R1∪R2∪R3)+ b-2, Simplifying the algebra, I have M0(R2
2)+ b-1=0, which implies R2

2=Ø, and 
b= M0(S1∩S2)=1. Thus, S can become unmarked iff R2

2=Ø, and b= M0(S1∩S2)=1.  
This theorem states that if no monitor is added for a control siphon, then a monitor is needed for partial 

mixture siphon S1,2
p if b= M0(S1∩S2)=1 and there are no non-sharing resource places (in S2) whose holder 

places are in [S2]. For the example in Fig. 1(b), b=1, R2
2=Ø, S1,2

p = ｛p3, p4, p7, p11, p14, p15｝ and [S1,2
p]=｛p2, 

p8, p9, p10｝. S1,2
p is unmarked when M(p8)= M(p9)=1 and M(p10)=M(p2)=2 even though there exists 

non-sharing resource place p16. If one follows [9] to add a monitor with WC arcs for the partial mixture 
siphon, the monitor is not redundant. I now extend the theory to full mixture siphons. 

Theorem 4: Let S=S1,2
f be a full mixture siphon corresponding to compound siphon S1,2

m. Then 1) Mmax([S]) 
=M0(R1∪R2∪R3)+ b-2. 2) S can never become unmarked if b>2. 3) S can become unmarked in the normal 
sequence, iff i) R1

2≠Ø and R2
2≠Ø; and ii) b= M0(S1∩S2)=1.  

 This theorem states that a full mixture siphon S can become unmarked if and only if b=1 and there are 
non-sharing resources in both R1

2 and R2
2. Note that if one of R1

2 and R2
2 is empty, then by Theorem 2, a 

monitor is added for a partial mixture siphon, which causes the complementary set of S not to reach its 
maximum.  
  Hence, S cannot become unmarked. For the example in Fig. 2, S1 and S2 (resp. S3) are basic (resp. 

compound) siphons. S1,2
f=｛VS1, VS2, p7, p8, p11, p13,, p6, p’2｝can become unmarked when b=1 and monitors are 

added only for basic siphons. If one follows [9] to add a monitor with WC arcs for the full mixture siphon, the 
monitor is not redundant. No monitors are needed for the compound, control and partial mixture siphons. 

Theorem 5: Let VSi be the monitor added upon Si, i=1 or 2, such that Si is controlled and S be a relevant 
control, or mixture, or full, or partial, unmarked siphon. A monitor V is added upon S such that [V]=[S] and 
M0(V)= M0(VS1)+ M0(VS2)-1. Then S can never become unmarked.  
   For the example in Fig. 1(b), partial mixture siphon S=S1,2

p = ｛p3, p4, p7, p11, p14, p15｝ may become 
unmarked when b=1 in the normal sequence. S becomes controlled by adding monitor V such that [V]=[S]=
｛p2, p8, p9, p10｝ (i.e., V●=｛t1, t10｝, ●V=｛t2, t7｝) and M0(V)= M0(VS1)+ M0(VS2)-1= M0(p14)+ 
M0(p15)-1=3+2-1=4.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compound, and the control siphon, and S=S2,1

p are all 
controlled and need no monitor. Only three (two for basic siphons and one for S1,2

p) monitors are needed to 
control the net to make it live. 

For the example in Fig. 2, S=S1,2
f can become unmarked when b=1 and monitors are added only for two 

basic siphons. S becomes controlled by adding monitor V such that [V]=[S]=｛p2, p3, p4 p5, p’3, p’4, p’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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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V●=｛t1, t’6｝, ●V=｛t’2, t5｝) and M0(V)= M0(VS1)+ M0(VS2)-1= (a+b+d+e-1)+ (b+c+f+g-1)-1. Only three 
monitors are needed to control the net to make it live. For both examples, there is no need to add WC places. 

 
Ap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For example in Fig. 3, however, needs WC arcs to be 
maximally permissive. I add a monitor for each basic siphon. 
Among 12 compound siphons, I need only add one monitor for 
S15 (b=2) (Theorem 1)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total number 
of monitors required.  For the rest of compound siphons, I 
have b=1. Now consider 3-compound siphon Sijk=Si o Sj o Sk= 
Sij o Sk. Based on Theorem 1, all 3-compound siphons are not 
controlled. However, this ignores the fact that all 2-compound 
siphons have been controlled. Note that Sij ∩ Sk=｛r｝ and 
b=M0(r) =1 for all 3-compound siphons. Thus, by Theorem 1, 
they are all controlled and needs no monitor. 

Fig. 3 2nd well-known S3PR. 
 

In summary, there are only two 2-control siphons S’20 and S’22 with no monitors for both the associated 
compound and control siphons. This implies that one of the associated mixture siphons (Theorem 4) is 
emptiable and needs a monitor. 

Now consider adding monitors for mixture siphons. By Theorem 4, no monitors need to be added for 
mixture siphons built from control siphon S19 since a control monitor has been added for S19. By Theorem 2, 
no monitors need to be added for any partial mixture siphon S built from control siphon S20 since b= 
M0(S1∩S16)>1 and S can never become unmarked. By Theorem 4, no monitors need to be added for the full 
mixture siphon S built from control siphon S20 since monitor VS7 has been added for compound siphon S15 
where [S]=[S15]. 

However, monitor V11 is assigned for the full mixture siphon obtained by adding TP-handles [t3 p23 t2 p20 t19 
V5], [t17 p26 t16 p22 t5 V2], and [t8 p25 t7 p20] upon the core circuit of control siphon S22 based on Theorem 3. 
Also monitor V9 is assigned for the partial mixture siphon obtained by adding TP-handle [t17 V8 t16 p22 t10 V7] 
upon the core circuit of control siphon S21 based on Theorem 2. 

To reach more states, I consider possible refinement regions 1) for S21: ｛p12, p13｝and 2) for S22: ｛p8, p9｝, 

｛p12, p13｝, and ｛p16, p17｝. There are two unmarked sets of operations for S21: Ψ1=｛p 11, p12, p18, p19｝ and 

Ψ2=｛p11, p13, p18, p19｝; a monitor is added for each. Similarly, monitors are added for S22. The final controlled 
monitor is shown in [10], where a theorem is developed to show how a monitor becomes redundant after 
adding a monitor for the refinement region ｛p8, p9｝for S22. 

 
Summary 

For the FMS and CIM, I have redeveloped some theorem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siphon theory in a more 
formal fashion, further categorized mixture siphons, and analyzed their controllability (even among different 
2-compound siphons). I have applied the theory of sequence-of-control or critical-siphon to 2 benchmarks 
without using weighted control arcs. The first one is maximally permissive. Although it may reach fewer 
states than the maximally permissive one for the 2nd benchmark, it suffers less computational burden since no 
reachability analysis is required and the enumeration of problematic siphons is much more efficient. The 
controllabil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iphons implies that some problematic siphons can be skipped; thus 
relieving the need for complete siphon enumeration. The theory is able to avoid redundant monitors in FMS 
and the unnecessary associated computational burden so that the quality of a class of FMSs can be assured 
latest in the run-time. This is the first approach that is able to identify that each monitored siphon of the 
benchmark is either a basic one, or a compound one, or a mixtur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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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can only be applied to a class of S3PR, not any S3PR. The applied S3PR has 2-compound 
siphons. That is to say, if an S3PR has 3- or 4-compound siphons, the results may not be applicable. Future 
work should extend the theory to siphons calculated from an n-compound (n>2) resource circuit, to remove 
the assumption that any two core circuits are interconnected at a single resource place, and to extend the 
controllability theory to FMS with generalized ar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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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在未來研究方向，本報告提出幾項建議 
1. 未來方向或許可朝向使用資料量更大的稽核明細檔和診斷清單明細檔，並使用 Spark 做運算

加快處理時間，並且在樣本量大的情況下，或許其在分類結果上會呈現非常好的結果 
2. 如果能取得未來的資料並且能有錯誤範例或舞弊紀錄，在分析結果上可能會更好，分類模型

的準確率能夠非常高。 
3. 在資料上，或許可依科別分類，來做違規判斷，因為一個具規模的系統，不太可能所有的科

別都有異常申報情形。  
4. 雖然使用 Apache Spark 其運算速度，可以 2 倍多快於 Hadoop MapReduce，不過其運算速度沒

有快於官方宣稱的 20 倍以上，或許使用非常大量的記憶體，才能更顯示出 Spark 的效力。 
5. 本報告之心得可移轉給工業局、財政部與健保署。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ICMAE2015 研討會手冊(已交付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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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照片：出國報告人在 ICMAE2015會場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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