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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可設定式存取控管服務之實現方式 

本章節一開始會介紹剖面導向程式設計(Aspect-Oriented Programing, AOP)，以及可設定

式細緻化存取控管模型，我們如何利用 AOP 來實現這套服務。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

我們還會利用符合Web應用程式的 A&A安全需求的剖面導向樣版(Aspect 

Framework)[10]。 

為了解決 A&A安全模組與應用邏輯之間的糾結問題，我們採用最近興起的剖面導

向程式設計(Aspect-Oriented Programing, AOP)[8]作為貫徹可設定式存取控管方式。 

從AOP的觀點來看，除了應用系統的功能邏輯以外，像A&A安全需求這樣的其他

種類的系統關注應該要從功能模組中分離出來，自成一模組並成之為aspect；並且提供

橫跨點(pointcut)來定義aspect與功能模組的界接點，以有效支援aspect在”where”

與”when”方面的需求，最後再透過織入(weaving)的機制將aspect的程式碼整合入功能模

組中，從而滿足系統的整體需求。如圖3.1展示以AOP技術與工具組合應用系統A&A安

全程式模組的方式，依照weaver的工作方式與時機可分為靜態與動態兩大類，在

compile-time或load-time時將aspect code織入功能模組的做法稱為靜態織入，若可在

runtime時動態更換aspect code則稱為動態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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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以 AOP方式組合應用系統的 A&A安全程式模組。 

 

我們實驗室的國科會計畫「以剖面導向程式語言研製Web應用程式安全框架」，就

是要以 AspectJ語言為主要工具，研究如何針對Web應用程式的 A&A安全需求，發展

一套類似物件導向應用框架[9]的 Aspect Framework[10]。 

首先，我們從 A&A安全需求分析以及剖面導向技術機制的設計分別著手。在 A&A

需求分析方面，我們以(user, function, Data)的角度來捕捉應用系統使用者與系統間的互

動與存取控管的需求，表示某 user提出執行一 function的要求並可能會存取某些 Data。

這樣的方式不僅合乎直覺，也可以充份掌握不同細緻度(granularity)的存取控管需求，其

中 user 層級表示控管規則只要求確認使用者的身份及可，屬於最粗的控管層級

(coarse-grained)，function層級次之，因為某些 function的執行需要使用者滿足進一步的

控管限制；Data層級最為細緻(fine-grained)，使用者跟所欲存取的資料之間必須符合特

定的限制條件。例如，在 B2C 應用程式中，商品瀏覽與選購是不需身份認證就可以執

行的，但是要結帳下單就必須先確認其身份，這即是 user層級的控管；下單後，訂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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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瀏覽就只能限於屬於自己的訂單，而不能看別人的，這就是 Data或 instance層級的

控管[11][12]。更進一步地，顯示訂單內容時，應該將如信用卡號碼等敏感資料欄位隱

藏，這是 attribute層級的控管。我們採用了下列形式的存取控管規則來模型化這些需求： 

 

Rule : < funName , authType,  DataClassName[-fieldNames],  constraint> 

 

funName指的是被限制存取的功能函式名稱，DataClassName則是在函式中被存取

的物件型態，fieldNames 則是指明了哪些物件的屬性(欄位)是必須加以限制不讓使用者

看到的，這些屬性的資料在呈現給使用者之前會被遮蔽(Mask) ; 如果沒有列出，則表示

使用者可存取物件中所有的屬性。其次，authType表明執行此功能必須先通過的認證方

式(password or digital certificate, etc.)。最後的 constraint 則是用來決定是否允許使用者

的存取要求，它是一個布林運算式(Boolean expression)，我們採用了一些基本的關聯運

算子，像是等於(equals)、小於(less)，以及集合運算等，方便權限管理者來制訂 constraint。

舉例來說，有一條規則:「使用者必須先以 password 認證後才能查詢訂單，而且只能瀏

覽自己的訂單，並不得顯示信用卡號碼」，就可以表示成下列規則： 

 

Rule: < viewOrder, PWD,  Order[-creditCardNumber],  　 　 　 　 　 　 　 

equals(User.getAttr(“Name”), Data.getAttr(“Owner”))> 

 

其次，在支援 A&A 的程式機制方面，我們實驗室已完成一套 Aspect framework 

[14]，將如何去貫徹這些存取控管規則的程式分類整理，並且以 AspectJ為工具搭配 OO 

framework [9]的技術來實現。目前我們的研究進行的相當順利，我們以採用 Struts[15]

結構的 Web 應用程式為標的，並以貫徹上述各類的存取控管規則為目標，初步得出了

一個(如圖 3.2)所揭示的 Aspect framework [14]。圖中左上邊代表認證的方式，右上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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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存取控管的 aspects，認證的方式我們用 classes 來實作即可，而存取控管我們用 aspects

來實作，因為 aspect中的橫跨點可以很方便的指定在應用系統中，哪些地方需要做存取

控管。除了認證檢查用的 authentication aspect 外，我們將各種存取控管的 aspect code

分為三種 abstract aspects：Precheck, PostFilterSingle, PostFilterCollection，分別用來貫徹

function 和 data (單值與多值)層級的存取控管需求。至於實際需要的 constraint 以及

pointcuts就留由繼承這些 aspects的 concrete aspects 來提供了，這樣不僅可以達到重用

程式碼的效果，也將 A&A相關程式碼適當的封裝模組化，大幅提昇了應用系統的可維

護性。 

 

 

　 　 圖 3.2： A&A剖面導向框架樣版. 

 

相較於以往將處理 A&A安全程式碼 hard-wired在各應用模組中的作法，我們利用

AOP 的技術來發展可設定(Configurable)的機制與工具，以達到像 JAAS 那種宣示性

（declarative）的實作[18]，不必撰寫程式碼就可以貫徹 A&A的安全管理規則。但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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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存取控管的細緻度要比 JAAS 強，必須能夠達到資料層級的細緻度，得以實現

Instance-level甚至 Attribute-level的控管規則。從控管的細緻度與實做技術兩個維度來看

本研究所欲達到的目標(如圖 3.3)：可設定式的細緻存取控管。 

 

 

圖 3.3：各種存取控管方式的比較與我們的目標。 

 

基於上述的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以實驗室研製的 Aspect framework為基礎，發展

一套可供 Web 應用程式採用的可設定式(configurable)的認證與授權管理機制。具體而

言，一旦控管規則有所異動時，程式設計師在瞭解規則變動部分後，必須改寫搭配的

aspects，並且重新編譯與部署，這樣的人工過程容易出錯。比較理想的作法是採用可設

定的方式來實現存取控管規則，也就是說我們計畫要以 XML訂出一套嚴格的存取控管

規則描述語言，並發展規則編譯工具，將存取控管規則翻譯成所要搭配 A&A aspect 

code，再以 weaving方式將這些 code織入應用模組之中。這樣一來，如果規則更動時，

不必再修改程式，只要重覆這些步驟就可以改變應用系統的 A&A安全行為模式，貫徹

新的規則，不僅可減少錯誤，也加快對需求變更的反應速度。圖 3.4揭示我們所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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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設定作法的程序。最後我們將產生 AspectJ 剖面導向程式。 

 

圖 3.4：本研究所欲實現的Web應用程式可設定 A&A管理方式。 

 

與現有的幾個Web應用程式存取控管機制比較，我們所規劃的基於 AOP之可設定

式作法較能夠全面性地滿足第二章所提到的需求。從架構與效能面來看，在執行效率

上，因為將存取控管規則編譯成 aspect程式碼，只將 aspect程式碼織入需要存取控管的

模組，因此不會去執行不必要的檢查而浪費時效，應當可以比 RM interpreter有較好的

執行效率。從管理與維護面及存取控管的需求面來看，現有的工具大都只提供以角色為

基礎(Role-based) [23]的存取控管規則。例如 J2EE的 Declarative Security[24]所開發出來

的存取控管機制，僅只提供角色檢查(Role-based)的存取控管模式;若要提供更細緻化的

檢查，例如：使用者與資料的關係等等，則只能在其它獨立模組作開發。相較於此，我

們所規劃的可設定式存取控管規則，提供全面的高階抽象的機制，涵蓋了資料面的存取

控管，讓安全管理人員更能掌握系統的存取控管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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