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系統架構 

 

我們將利用目前知識平台Protégé，外掛SWRL plugin及Jess，將存放的事實透過所建置的

本體論及規則，驗證是否符合我們預期的實驗結果。例如，derivative權利屬性，第三章

所描述之權利本體論及規則擴充權利屬性之設計，推論出隱含的權利屬性事實(Facts)。

另一方面，我們也將仿照第二章的數位版權管理架構中運作模式中所需的各種角色，創

作者、內容提供者、分送者、交換中心(授權條款伺服器)到末端的使用者做數位內容使

用上的描繪，但由於我們並無考量資金來往，交換中心我們並沒有建置，而我們直接以

內容提供者來提使用者供授權條款使用，實際驗證第三章第四節案例2之使用者Alex、

Bob及Christ權利事實與推論結果，而對數位內容加以使用應用。 

4.1 實驗架構步驟:推論模組 

我們以Protégé OWL Plugin [17]建置數位版權管理的本體論(Ontology)，再利用SWRL 

Plugin編輯DRM規則，再以Jess推論引擎Pluggin於Protégé 3.2推論規則，做為數位版權權

利範圍的推論模組，從分送者存放者權利屬性事實(Facts)，能有相對應的預期使用範圍，

因此可以再推論出新的權利屬性事實，Protégé 3.2提供SWRL Pluggin，JessTab Pluggin

也可以處理本體論轉換至Jess的程序，只要使用者必須事先裝好Jess推論引擎於Protégé 

3.2版中，以Jess實現專家系統中規則的推論。Protégé是一個具有開放性架構、用來開發

本體論與知識庫的工具軟體，也可以藉由各種的Plug-in來擴充Protégé的能力，而JessTab

則是Plug-in的其中一項，其成功地整合了Jess與Protégé，讓我們可以JessTab提供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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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管理Protégé 知識庫內容的推論，可以做到單純本體論所缺乏的規則判斷，如此一來

便整合了表示本體論與表示規則知識。我們透過Protégé 所提供的IDE界面，編輯本體論

與規則，再將推論引擎Jess安裝plug-in於Protégé平台上，Protégé是相當強大本體論編輯

工具，可提供語意網實驗場景。 

使用者根據其本身的授權條款中的權利屬性事實(Facts)，透所建置的SWRL-R及推

論引擎推論，可能衍生新的權利屬性，其過程可分為6個步驟: 

Step 1. User原先有的權利屬性事實(Facts)，傳給推論器推論 

Step 2. 載入DRM規則 

Step 3. 將事實載入Jess 引擎 

Step 4. 在Jess得到新權利屬性事實 

Step 5. 新權利屬性事實傳回Protégé知識庫 

Step 6. 將Jess所得的事實，傳回給User，並做進一步結合事實的使用控制 

 
圖 23 實作架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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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驗證 SWRL-R 與事實的關係 

本體論與規則推論 

Step 1. User原先有的事實(Facts)，傳給推論器推論: 

假設User對於某數位內容擁有“衍生”權利(Derivative)，如圖24所示。 

 
圖 24 使用者原先所擁有的使用者畫面 

 

Step 2. 載入DRM本體論規則:  

我們用Protégé 3.2 with SWRL plugin的IDE環境，載入所編輯好的DRM ontology、rule其

結果如圖25所示: 

 

圖 25 載入 DRM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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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將事實載入Jess引擎: 

我們將所建立的本體論、規則及實例(Instances)載入Jess推論引擎，本體論所建立的知識

成為推論的基礎知識，這些本體論中的實例(Instance)在Jess中即為事實(Facts)，而所建

立的規則是專家系統推論的判斷法則，但因本體論、規則及實例原先不存在於Jess推論

引擎，因此需要將這三者導入Jess推論引擎中。 

 

Step 4. 以Jess推論得到新事實: 

事實(Facts)透過 Protégé 3.2 載入於 Jess，另一方面規則，事實結合規則，推過 Jess 推論，

可以產生新的事實。在 OWL 本體論中，是以描述邏輯(Description Logic)允許我們建立

詞彙之間的階層(Hierarchy)關係，透過本體論的推論，可以更進一步了解了彼此本體論

中內部詞彙間邏輯關係。例如，在建構 DRM 本體論的同時，DRM 詞彙階層關係隱含

了先後的邏輯概念，在描述邏輯中常見的有“subClassOf”和 “subPropertyOf”建構子，此

為在 FOL 中 DL 和 Logic Program 有互通的地方，在本研究所建立的本體論屬性類別階

層中，derivative(?x,?resource)為 render (?x,?resource)的子屬性(subPropertyOf)類別，隱含

著“若 derivative(?x,?resource)則 render(?x,?resource)”的邏輯關係，可用(derivative(?x,?y) 

→ render(?x,?y))表示。 

例如，假設事實derivative(User_1,Resource_1)存在，可以透過第三章所建置的“規則

用於擴展權利屬性”(請參考表格2)，我們可以透過規則推導出各式隱含的權利如

play(User_1,Resource_1)、print(User_1,Resource_1)、extract(User_1,Resource_1)、

embed(User_1,Resource_1)及edit(User_1,Resource_1)權利屬性，如圖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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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Jess 所推論出的新事實 

Step 5. 新事實傳回 Protégé 知識庫: 

在 Jess 所得到的新屬性，需傳回 Protégé 知識管理平台。 

 

Step 6. 將 Jess 所得的事實，傳回給 User，並做進一步結合事實的使用控制: 

知識庫中的新屬性傳回給 User 端介面，如圖 27 所示。 

 
圖 27 新事實傳回使用者介面 

 48



4.3 實驗場景:從創作者、內容提供者到末端使用者的完整案例 

我們假設剛開始時，Alex向Content Provider要求play(Alex,Gravity.mp3)、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及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三種權利，並且Content 

Provider同意其所要之權利事實，之後Bob再向Alex要求play(Bob, Gravity.mp3)與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並且Alex同意和授予其所要之權利事實，最後Christ向Bob

要求play(Christ,Gravity.mp3)與transfer (Christ,Right,Gravity.mp3)權利並且Bob同意和授

予其所要之權利事實，而Bob移轉給Christ之前，Bob由於同意移轉播放規則與移轉規則

予Christ，因此Bob先後喪失其原先的play(Bob,Gravity.mp3)及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權利後，便產生給予Christ之play(Christ,Gravity.mp3)與

transfer (Christ,Right,Gravity.mp3)權利。 

4.3.1 Bob 向 Alex 要求 play 與 transfer 權利事實 

假設Alex已擁有play(Alex,Gravity.mp3)、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及

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權利，欲複製產生其播放play(Bob,Gravity.mp3)權利和移

轉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權利給予Bob，因此執行複製播放規則、複製移轉規則

推論: 

複製播放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duplicate 
(?x, ?rights, ?resource)  ∧
play(?x, ?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x,?y) 
→   
play(?y, ?resource) 

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 
 
play(Alex,Gravity.mp3)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 

play(Bob,Gravity.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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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移轉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duplicate 
(?x, ?rights, ?resource)  ∧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7 (?x,?y) 
→   
transfer(?y, ?resource) 

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 
 
transfer 
(Alex,Right,Gravity.mp3) 
 
permitDuplicatePolicy_7 
(Alex,Bob)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Alex需允許此2項事實為真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permitDuplicatePolicy_7 

(Alex,Bob))，而其結果就會產生play(Bob,Gravity.mp3)及移轉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以2事實transfer_1(Bob,Right)及

transfer_2(Right,Gravity.mp3)表示)權利(如圖28所示)。 

 
圖 28 根據 Alex 的權利屬性所產生的新權利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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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Christ 向 Bob 要求 play 與 transfer 權利事實 

承接上節，當Bob已擁有play(Bob,Gravity.mp3)和移轉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 就

可以執行移轉播放規則及移轉規則產生play(Christ,Gravity.mp3)和移轉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給予User Christ使用。 

移轉播放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lay(?x, ?resource)  ∧   
permit TransferPolicy_1 (?x,?y)
→   
play(?y, ?resource)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play(Bob,Gravity.mp3) 
 
permitTransferPolicy_1 
(Bob,Christ) 

play(Christ,Gravity.mp3) 

移轉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7 
(?x,?y)→   
transfer 
(?y, ?rights, ?resource)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permitTransferPolicy_7 
(Bob,Christ) 

transfer 
(Christ,Right,Gravity.mp3)

 

 (Bob需允許此2項事實為真:permitTransferPolicy_1 (Bob,Christ)、permitTransferPolicy_7 

(Bob,Christ))，其結果如圖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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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根據 Bob 的權利屬性所產生的新權利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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