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研究 

2.1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定義、運作模式、架構元件、相關技術與現況 

2.1.1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定義 

著作權(Copyright)，從前稱為版權，因為著作權發展之初始，最重要之權利是印刷出版的

權利，而版權仍為一般社會之習慣用語，在本研究當中，為求一致性，同樣使用「版權」

一詞。而數位版權管理(DRM)的出現，是因為傳統的出版品，如：書本、唱片與電影等，

以數位化格式呈現與流通，漸漸取代部份傳統的出版模式。數位內容有許多的特性，例

如容易完整地被複製、傳輸散播速度快、可攜性高等，而近年來儲存裝置的發展迅速，

例如：光碟或隨身碟，就可儲存大量的數位內容檔案，加上網路頻寬日益增快，服務品

質日漸提升，只要透過的網路傳輸技術，便可快速地將數位內容散佈到網路可及的地方。 

數位版權管理包含了法律的保障、科技的提供技術、經濟面的營運模式[24]，在

Brian A. LaMacchia1, 在 DRM 2002 研討會的一篇論文中，也曾對 DRM 終極的目標，

下過這樣的註解[18]: 

 “the ultimate goal of a distributed DRM system is for content authors to be able to project 
policies governing their content into remote environments with confidence that those policies 
will be respected by the remote nodes” 

其含意即說明 DRM 系統是創作內容者(Content Authors)藉由使用規範的產生與執

行，來確保數位內容能在另一平台上被合法地使用，而不會有數位內容被非法使用情形。 

但無論是分為法律層面、經濟層面、科技層面，若以 DRM 的功能分類，可以被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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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為這兩種領域，管理(Management)及執行(Enforcement) [24]。有關數位版權管理的

研究，除了上述 REL 之外，還有針對數位內容本身的保護的加解密[1]、浮水印[20]等保

護技術等。 

2.1.2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運作模式 

首先，數位版權管理架構中運作模式中所需的各種角色，如下: 

 創作者  

創作者(Creator)產生出數位內容，並且在法律保障之下，擁有散布出去給予他人使用的

權利。通常創作者可以親自與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訂定合約的形式，提供其創

作，例如歌手與唱片公司的關係，即為創作者與內容提供者的關係。 

 內容提供者  

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代理各創作者的數位內容，以數位音樂為例，唱片公司即

為內容提供者。其他方面，諸如數位電影、電子書、數位相片，也都會有相關的內容提

供者，替創作者代理處理分布的事宜。 

本研究，我們假設內容提供者提供數位內容的同時，亦提供數位內容的保護機置

(DRM Module)，通常這種機置可以由數位內容的提供者或分送者來提供，我們假定以

內容提供者來提供其釋放出來的相對應的保護機置，以所有欲參與使用此 DRM 系統的

使用者來使用，並假設此系統是使用者端無法輕易破壞下的信用系統(Trusted System)。 

 分送者 

來自各處的內容提供者在使用規範的前提下(例如付費)提供數位內容給予分送者

(Distributor)使用其權。例如數位音樂的分送者收集各式的數位音樂並進一步分散給予使

用。例如 Apple's iTune 和 Microsoft’s Windows Media Audio Application 等。分送者同時

也可以將內容提供者的數位內容保護機置等同的方式釋放給使用者使用。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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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Consumer)從分送者選擇他們所喜愛的數位內容。 

 交換中心 

有關資金方面的來往，可透過交換中心(Clearinghouse)加以確認，另外，交換中心同時

也扮演者核發授權條款的授權條款伺服器(License server)的角色。 

傳統的 DRM 系統是基於主從(Client-Server)架構來加以運作。授權條款伺服器用來做為

消費者提供授權條款許可服務，它包含以下的 7 個過程︰包裝(Packaging)，分送

(Distribution)，建置授權條款伺服器(Establishing A License Server)，授權條款獲得(License 

Acquisition)、播放內容(Playing The Content)[10]。典型的數位版權管理系統運作模式例

子，如圖 1 所示：  

 
圖 1 典型的數位版權管理系統運作模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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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作者授權其創作之數位內容授權給內容提供者。 

(2)內容提供者利用加解密技術封裝原始的數位內容。 

(3)封裝完成的數位內容傳遞給分送者，內容提供者同時也提供播放工具(Player) 給

分送者，播放工具之中包含用來管控數位內容操作的 DRM Module，分送者封

裝後的數位內容及播放工具的通路。被包裝後的數位內容及播放工具，可以自

由下載，不受限制，但是其使用者若是沒有交換中心交所授予的授權條款，將

無法對該數位內容進行應用。 

(4)內容提供者將解密鑰匙-密祕金鑰(Secret Key)放入欲授予之授權條款給予交換

中心。  

(5)消費者向分送者得到加密後的數位內容。 

(6)消費者向交換中心要求授權條款之購買，而交換中心收到消費者的請求後，再

依據其要求檢查其資格是否符合，確認後再給予其要求之授權條款，其授權條

款以消費者的公開金鑰(Public Key)加密，只有擁有此相對應的私有金鑰方能將

此授權條款解密。  

(7)消費者得到授權條款後，則可以依據此授權條款所允許執行之項目，來解開封

裝的數位內容，並進行利用，消費者用利用播放工具中消費者的私有金鑰將以

消費者公開金鑰加密的授權條款解密，取出祕密金鑰，以便能將封裝的數位內

容解密，得以使用數位內容，然而使用者仍無法知道祕密金鑰的實際面貌。 

 

2.1.3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架構元件 

在上述 DRM 運作模式中，我們了解到與使用者密切關係的有三種主要的元件:內容伺服

器(Content Server)、授權條款伺服器(License Server)與客戶端(Client)之播放數位內容工

具。在使用者端(Client)之播放數位內容工具中，需包括 DRM 控制器(DRM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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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應用(Rendering Application)及確認使用者身分機制等機置，其中 DRM 控制器擔任

DRM 系統的中樞神經控制角色，使用者透過 DRM 控制器，再配合數位內容及授權條

款之使用權利描述，使用者方能應用數位內容，其詳細運作流程架構如圖 2 所示[5]: 

 
圖 2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架構元件[5] 

(1)使用者可利用一般的檔案傳輸或串流的方式取得數位內容。 

(2)使用者意圖開啟數位內容，因為沒有使用此數位內容的使用權利，使用者透過

客戶端的 DRM 控制器要求授權。 

(3)客戶端的數位版權管理系統向授權條款管理伺服器要求授權條款，傳給授權條

款伺服器的要求，此要求包含使用者的資訊與數位內容的辨識碼，再一起封裝

後送至伺服器。 

(4)授權條款伺服器根據使用者原註冊資訊辨識使用者身份。 

(5)授權條款伺服器查詢此數位內容的授權條款規則。 

(6)授權條款伺服器檢查使用者的付費狀況，若條件符合則允許產生授權條款。 

(7)授權條款伺服器製作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授權條款檔案，此檔案包括使用權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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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內容的解密金鑰等訊息。 

(8)授權條款可利用伺服器端與客戶端協調好的資訊做加密，透過安全的網路連線

傳送到使用者。 

(9)使用者透過客戶端的數位版權管理系統解開授權條款，並利用它來開啟數位內

容。 

(10)若順利通過上述數位版權管理系統的檢驗，內容會依據顧客先前的要求被使

用。 

 

2.1.3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相關技術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涵蓋各種技術，DRM 包含那些技術大致可分為授權條款管理

(Management)面與授權條款執行(Enforcement)面，版權管理方面需要版權表達語言表，

執行方面，需要可信賴運算(Trusted Computing)的技術。 

 

 版權表達語言 

Xerox PARC 實驗室的 Mark Stefik 首度提出 REL 的關念，並於 1998 年成立 Digital 

Property Rights Language(DPRL)，最後在演進成為 eXtensible Rights Markup 

Language(XrML) [3]。 

另外， Renato Ianella 在 IPR 實驗室也提出了 Open Digital Rights Language 

(ODRL)，之後被 Open Mobile Alliance 採用，應用於手機的領域上，而 ODRL 是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的一項計畫，Nokia 並已計畫採用 ODRL 的版權表達語言，

應用在手機的數位內容上[13]。ODRL 與 XrML，皆是以 XML-based 的版權表達語言，

其核心 entity部份，以ODRL為例，包含表達有關使用者(Party)和資產(Asset)的權利(Right)

等，如圖 3 所示，在 XrML 也同樣定義三種核心 Entity 包含:Principal、Right 及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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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即為 ODRL 中之 Party 描述，意指使用者，而 Resource 即為即為 ODRL 中之

Asset 意指數位內容。在 Right 部份，在 1998 年 Xerox PARC 實驗室的 Mark Stefik 曾對

權利模型進行深入的研究，並定義了權利的三種基本類型：呈現權利(Render Rights) 、

運轉權利(TransporRights)、衍生權利(Derivative Rights)三種不同的類型[26]：  

1.呈現權(Render right)：版權內容是經由轉換或者呈現內容在輸出端的媒體上。例如

列印(Print)、顯示(Display)、播放(Play)等權利。 

2.運輸權(Transport right)：此版權模式為將內容複製(Copy)或者移轉(Transfer)。使用者

擁有複製權，將可以複製內容給予另一個使用者，而在移動權中，使用者將存

取權利移轉給另一位使用者後，原使用者即喪失原先的權利。  

3.衍生權(Derivative right)：版權擁有者可以將內容應用在創造再利用上，例如將內容

的擷取(Extract)、編輯(Edit)，或將內容嵌入(Embed)至其他的不同的內容。 

 

 
圖 3 ODRL 之核心 Entity [19] 

在圖 4 中，此授權條款的即以ODRL描述Alice可以對音樂有播放的權利，另一方面，

Creative Commands(CC)台灣正式名稱為創用CC，是一個非營利組織，是一種創作的授

權方式。此組織的主要宗旨是而基於開環境下的開放使用，增加創意作品的流通可及

性，作為其他人據以創作及共享的基礎，並尋找適當的法律以確保上述理念。 

創用 CC 提供多種可供選擇的授權形式及條款組合，創作者可與大眾分享創作，授

予其他人再散佈的權利，卻又能保留其他某些權利。Creative Commands 提倡開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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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尊重原創作者的著作，由於開放分享的概念，Creative Commands 不強調做資源存取

設定，反而訴諸法律的條文式宣告合理使用，常用於學術、教育、文化等領域上。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o-ex:rights xmlns:o-ex="http://odrl.net/1.1/ODRL-EX"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o-dd="http://odrl.net/1.1/ODRL-DD" 
xsi:schemaLocation="http://odrl.net/1.1/ODRL-EX 
../schemas/ODRL-EX-11.xsd http://odrl.net/1.1/ODRL-DD 
../schemas/ODRL-DD-11.xsd"> 

<o-ex:asset> 
<o-ex:context> 

<o-dd:uid>urn:music/spanish/mfalla-001</o-dd:uid> 
<o-dd:name>Noches en los jardines de 

Espana</o-dd:name> 
</o-ex:context> 

</o-ex:asset> 
<o-ex:permission> 

<o-dd:play> 
</o-dd:play> 

</o-ex:permission> 
<o-ex:party> 

<o-ex:context> 
<o-dd:name>Alice</o-dd:name> 

</o-ex:context> 
</o-ex:party> 

</o-ex:rights> 
圖 4 ODRL 授權條款的描述例子[19] 

 

Creative Commands以語意網的RDF(S)來描述資源，透過開放式的環境，較著名的

有MIT的OCW(OpenCourseWare)( http://ocw.mit.edu/index.html )，將MIT學校教材資源，

提供大眾以非商業方式的分享利用學習資源，Creative Commons將創作者之著作資源依

其授權程度的不同，利用RDF(S)標記該資源之授權條款，此標記可讓機器判讀，我們

可以結合經由有提供搜尋Creative Commons註記資源之搜尋引撆，使用者可以找到創作

者所提供的著作資源，以著名的MIT OpenCourseWare為例子，在上述的MIT 

OpenCourseWare的授權條款標記中，透過http://web.resource.org/cc/位置的連結，定義

License、Requires、Prohibits、Permits等詞彙涵義，因此使用者可以了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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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ourseWare的教材資源時，需要註明出處(Attribution)、禁止商業利用

(Noncommercial)及相同方式分享(Share Alike)，以避免侵犯原著作者保留的權利。其標

記則為下圖5所示。 

 
<rdf:RDF xmlns="http://web.resource.org/cc/" 
xmlns:rdf="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License 
rdf:about="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 
  <permit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Reproduction"/> 
  <permit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Distribution"/> 
  <permit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DerivativeWorks"/> 
  <require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Notice"/> 
  <require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Attribution 

http://web.resource.org/cc/Attribution "/> 
  <require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ShareAlike"/> 
  <prohibits rdf:resource="http://web.resource.org/cc/CommercialUse"/> 
</License> 
</rdf:RDF>  

圖 5 MIT OpenCourseWare 引用 Creative Commons 的授權條款 

本論文以 SWRL 語言表示數位版權語言 REL，為了方便論文寫作，我們命名 SWRL 

REL 為 SWRL-R。SWRL-R 與 XrML ODRL 及 Creative Commons 的所使用的結構，如

圖 6 所示。 

 
圖 6 REL 及相對應所使用的語言 

 可信賴運算 

可信賴運算(Trusted Computing)的概念，是指系統完成的每件工作其結果與過程，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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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們所期望的方式運作，我們就說我們可信賴它，在數位版權管理中，必須仰賴可

信賴運算(Trusted Computing)技術，確保數位內容只能被合法授權者使用。在 1999 年由

Intel 公司發起可信賴運算平台聯盟(Trusted Computing Platform Alliance, TCPA)，它的相

關標準由 Compaq、HP、IBM、Intel 和 Microsoft 共同制定。TCPA 的目標是致力於促成

具有安全、信任能力的硬體運算平台透過一個由硬體搭配軟體來運作的模組，這個模組

稱為「可信任平台模組」TPM (Trusted Platform Module）硬體安全架構的標準。 

可信賴運算有需達成三種重要目標：  

1.機密性(Confidentiality)：使用者相信系統能確保資料的私密性，資料不會被未經

授權者獲得。  

2.鑑別性(Authentication)：電腦系統的使用者可以確定與他們進行運作的真實身份  

3.完整性(Integrity)：使用者確保資訊能被正確傳輸與儲存，內容不會被不當的增

加、刪除或更改[28] 

為了達到上述屬性，目前衍生相關技術有:技術有安全輸入輸出(Secure Input and 

Output)、記憶體屏蔽(Memory curtaining)、封裝存儲 (Sealed storage)等技術。 

 

 密碼學技術 

保護數位內容的能力好壞，是提供數位版權的出版商所重視的地方，因為它是數位出版

品不會被盜版與濫用的最基本要素，有了保護數位內容的方法，才能對盜版與竄改達到

最有效的防制效果，而加密技術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 

目前的加解密演算法繁多，主要可分為兩類，對稱式加密 (Symmetric Encryption) ， 

以及非對稱式加密 (Asymmetric Encryption) 或是公開金鑰加密 (Public-key 

Encryption)。在對稱性加解密機制中，加密或解密皆為使用同一把祕密金鑰，加密 

(Encrypt) 是將明文資料 (Plain Text) 轉變為密文資料(Cipher Tex) 之處理過程而解密

(Decrypt) 是將密文資料反轉為明文資料之處理過程，因此在網路上傳遞過程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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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加密成密文的方式傳遞，可以阻止惡意第三者得到真實的文件內容。 

在數位版權管理技術中通常也是以密碼學技術來阻止數位內容、及授權條款不被非

法存取。在保護數位內容上，最常是以用對稱式加密的方式，如圖 7 所示，加密者與解

密者皆使用同一把祕密金鑰，因為此種系統執行速度比非對稱式加解密系統快，因此常

被用來保護數位內容本身。 

 

圖 7 對稱式加密用於數位內容 

在授權條款保護上，由於授權條款包含使用的規則及祕密金鑰(用來將包裝後的數

位內容解密)，因此資料量相對的比數位內容小很多，但是授權條款內存放著用來解密

數位內容的祕密金鑰，所以通常則是以非對稱式加密系統，因為該系統所需的計算量較

大，因此較適合用來保護重要且的資料量較小的文件[1]。 

在播放數位內容工具中，需要藏者一對公開金鑰與私有金鑰，公開金鑰用以將授權

條款加密保護，私有金鑰用以將授權條款解密保護，如圖 8 所示，假設內容提供者將授

權條款以分送者的公開金鑰加密，因此只有分送者的播放工具內藏有私有金鑰方能將此

授權條款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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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非對稱式加密用於授權條款 

 
 數位浮水印 

我們常常看到圖片裡，往往著名出處，這個附在圖片上的顯性標記，即為浮水印，功能

常作為判斷來源出自何處。除了資料來源方可以用數位浮水印的方式，註明出處外，在

DRM 中， DRM 系統也可以加入數位浮水印機制，就如同公家機關的公文一樣，每簽

章一次代表這不同地點的到達。但是浮水印仍然有遭到竄改、移除的問題，如何具備強

韌性(Robustness)，是數位浮水印技術最大的關鍵。 

數位浮水印除了可以用來宣告出處之外，然而其結合指紋檔(Fingerprint)的技術，當

數位內容遭到竄改時，指紋檔就會不同，能有效達到對於數位內容追蹤(Track)、監視

(Monitor)的效果。其作法是在釋出的數位內容中放入數位指紋，萬一日後發覺了非法的

散播產品時，利用指紋能追蹤(Track)到不法使用者。相較版權管理語言事前的防止使

用，數位浮水印的技術，如同是事後的補救措施，可用於追蹤數位內容使用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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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商業數位版權管理系統概述 

目前的商業數位版權管理系統中，較為知名的有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IBM Electronic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EMMS)及 Adobe 的電子書 Adobe 

Content Server，他們所使用的版權表達語言(Rights Expression Languages ,REL)是以

XML-based 的 REL，例如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 是以 XrML 為的

REL，IBM Electronic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EMMS)及 Adobe 的電子書 Adobe 

Content Server 系統則使用 Open Digital Rights Language (ODRL)為的 REL[25] 

2.2 語意網與語意網規則語言 

2.2.1 語意網 

語意網(Semantic Web)的概念與技術發展源自於 Tim Berners-Lee 在 XML 2000 

Conference 上所提出的 Layer Cake 概念圖。其中本體論(Ontology)名稱源自於哲學，本

體論常利用樹狀結構及關聯的方式來表達事物及其特性，另外可透過規則描述這些事物

之間的關係。本體論可定義為「大家所共享的概念(An 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這個共同的概念，因而了解不同領域所要表達的涵義。本體論的構

成要素有：類別(Class)、屬性 (Property)、定理 (Axiom)等等，而類別具有分類(Taxonomy)

的概念，屬性描述類別之間的關係(Relation)，在本體論之上，可以結合規則(Rule)描繪

本體論(Ontology)類別(Class)之間的邏輯關係。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是 W3C 推薦的本體論描述語言，OWL 是從 DAML 

和 OIL 所結合演變而來。OWL 的目的是延伸 XML 及 RDF(S)的能力。OWL 也提供一

些規則(Axioms)描述資源間的關係及限制。因此在 OWL 中所提供的推論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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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語意網規則語言 

語意網規則語言(Semantic Web Rule Language, SWRL) 在結合 OWL DL 本體論與 Horn 

logic 形成[11]，其部分概念是由 RuleML 所演變而來，如圖 9 所示。在 RuleML 中以

Head 標記表示推論結果，Body 標記表示推論前提的基本型態也保留在 SWRL 中，所以

SWRL 可視為法則和本體論的結合，透過兩者的組合可使撰寫法則時，直接使用本體論

中所描述的關係和字詞， 這些類別之間的關係本來可能還需要額外的法則描述，但

SWRL 中可以直接使用本體論的描述。 

以下是 SWRL 的規則描述可用下式表示: 

Antecedent  Consequent →

其中Antecedent即是Horn Logic中的Body代表前因，而Consequent則是Horn Logic

中的 Head，也就是所得的結論，另外箭頭“ ”表示中文“則”的意思，SWRL 的規則意

指若 Antecedent(前因)為真，則將會得到 Consequent(結論)。例如最常見的例子則為 If 

parent(?x,?y) and brother(?y,?z) then uncle(?x,?z)，意思是如果 y 是 x 的父親，而且 z 是 y

的兄長，則那麼 z 會是 x 的叔叔。 

→

 
圖 9 基本規則分類關係圖(資料來源:www.ruleml.org) 

回顧專家系統的組成要素，應該具備圖10的結構。在這張圖中推論系統包含規則

(Rule)及事實(Fact)兩種資料。而其中本體論、規則與事實存放於知識庫(Knowledge 

Base)，規則是透過本體論所建構出的詞彙，呈現前因後果的邏輯知識概念。在我們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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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之前提過的各種規則分類都是屬於Rules的部分，至於Facts就是實際資料的部分，

訊息資料分解成一條條的資料格式，也就是Facts的形式。 

 
圖 10 規則和事實載入推論引擎 

一般來說，Facts的知識表達法有兩種： 

c(x)：x 是Class C 的實例(Instance)。實例是Class概念上的具體例子。 

例如Alex(Instance x)是User(Class)。 

p(x, y)：x 跟y 有Property的關係，例如Alex (Instance x)對於“Gravity.mp3”(Instance y)

擁有播放的權利屬性(Property)，可以用play(Alex,Gravity.mp3)表示。 

這兩種格式通常也是資料組成的最小元素，因此訊息處理器會將訊息中的資料拆解

成上述兩種格式中的任一種，再透過介面程式將資料輸進知識庫中。舉一個資料整合的

範例，假設規則“if p(x,y) and p(y,z) then p(x,z)”，配合從訊息解析得來的p(a, b)和p(b,c)

兩條事實，那麼可以透過推論系統得到p(a,c)的事實。 

所以推論的過程中，可分為4個步驟: 

Step 1. 規則被置入推論引擎內 

Step 2. 知識庫中的實例被置入推論引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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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經由推論引擎推論，推導出新的事實 

Step 4. 推論得到的新事實，在放回原知識庫中的新實例  

推論可分為向前推論及向後推論兩種。向前推論(Forward-Chaining)，指由已知的事

實，推導出想要的結論而向後推論(Backward-Chaining)，從所要的結論向已有的事實來

驗證先前的前提(Conditions)。  

2.2.3 相關本體論與規則的研究 

研究本體論與規則結合的研究中，最常被引用介紹的有關於家族關係建立[7]，而在生物

科技方面的研究，有大腦各區域關係的探討[8]，還有醫學名詞的建立和名詞之間的屬性

規則關係[9]。另外，也有探存取控制方面(Access Control)的應用[22] [23]。 

規範語言(Policy Language)已經發展一段的時間，用以表示存取控制宣告，例如

XACML(eXtensible Access Control MarkupLanguage ) [21] ，X-RBAC (XML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14]，KAoS(Knowledge-able Agent-oriented System ) [2], Rei[15] and 

Ponder[4]。其中，XACML 已是目前 OASIS 組織的標準規範語言，它以 XML 定義規範

語言來保護資源存取決定的語言。X-RBAC 是傳統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的擴展，

它提供了架構能讓使用者的角色與存取資源的關係條件作比對[14]，XACML 和

X-RBAC 都基於 XML，應用於一些企業環境裡。但是在語意層級上的規範互通處理是，

會遭遇到困難的，特別是在 Entities 實體關係上的定義，主因 XML 是缺乏正式的意思

(Formal Meaning)，為了使能夠 Entities 實體在方面將系統分發給正確地被理解並且解

釋，描述規範語言發展了語意層級的規範語言，例如以 RDF-S，DAML+OIL 或者 OWL 

[16]， KAoS 發展的最初目的是為了要能提供軟體代理人在分散式架構下表示那些行動

控制規範，而 Rei 是一種基於概念、為權利、禁令、義務和分發包括架構的規範語言。

另一政策語言是 Ponder，是一種以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的規範語言，能用來明確描

述“安全”和“管理”的規範語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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