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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存取控管規則語言 

本章節會介紹如何來設計細緻化的存取控管規則(AccessControl)。不僅支援一般的認證

(Authentication)及功能層次(Function-level)的存取控管，並包含資料面的存取控管：個別

(Instance-level)與屬性(Attribute-level)層次。此外，我們亦提出系統對應的想法

(SystemMapping)，用來降低規則與系統間的耦合度，並簡化安全管理人員在撰寫規則對

於系統資源的引用名稱。最後會介紹如何來撰寫符合不同層次的存取控管規則。 

4.1設計目標 

現有的存取控管，大都只提供使用者或角色(User/Role)，及功能層次的存取控管，

如圖 4.1 所示，若以 User、Function、Data三種面向來表示使用者與網站的互動模式。

現有的機制只涵蓋 User、Function的存取控管。這樣的控管層次已不敷當前對資料進行

存取控管的需求。因此，我們的設計目標，是希望能將資料面的存取控管– 包括個別層

次(Instance-level)及屬性層次(Attribute-level)包含進來，最後達到涵蓋功能及資料層次的

存取控管機制，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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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一般功能層次的可設定式存取控管機制。 

 

圖 4.2 涵蓋資料層次的可設定式存取控管機制。 

 

此外，為了作到更細緻的控管機制，相對地也提高規則撰寫的複雜度。為了降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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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學習門檻，在這套機制中，我們會提供系統對應文件(System Mapping file)，讓使

用者能夠在無須熟悉系統原始碼的情況下，輕鬆地訂定規則;同時也能降低規則與系統之

間的隅合度。 

 

4.2規則設計 

此套語言是由兩個檔案所組成的 : AccessControl.xml、SystemMapping.xml。

AccessControl.xml即為存取控管規則，網站的存取控管規則都會在此訂定 ; 

SystemMapping.xml則是系統元件對應檔，則是用來作為 AccessControl.xml與系統元件

之間的橋樑。 

在撰寫存取規則時經常會指稱到(refer to)系統中的元件，但是這些元件往往分散於

眾多系統模組之中，若不是熟悉系統設計的使用者，可想而知所花的時間會比熟悉系統

的使用者要來得長 ; 對於同時有好幾套系統要管理的使用者而言，在初學習時更是一大

惡夢。因此我們提供系統元件對應檔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個安全管理人員與系統之間

的橋樑，如圖 4.3所示。除了讓規則撰寫更加簡潔之外，安全管理人員也可以在不需瞭

解系統細節的情況下來撰寫規則，降低使用學習的門檻，增加管理上的效率。另一個好

處是，系統對應檔能降低規則與系統之間的隅合度，當系統作元件替換時，管理者無須

重新改寫規則，只要修正對應檔即可。 

由於在撰寫 SystemMapping.xml時需要瞭解系統的細節，通常會由網路應用系統的

設計人員來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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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存取控管規則訂定流程。 

4.2.1 AccessControl  

在一個程式元件上，使用者可以撰寫多條授權規則，如下所示： 

 
EnforcePoint = (Rule1, Rule2, Rule3, …RuleN) 

 

EnforcePoint對應到一個程式元件，Rule1, Rule2, Rule3代表該元件的授權規則，上

述式子所代表的意義是，任何的存取要求都會先經過 “Sequential Evaluation”的檢查，由

Rule1到 RuleN依序作授權檢查。若沒有任何一條規則符合，則拒絕存取 ;在檢查過程

中若發現某條規則成立，則會停止接下來的檢查，然後執行該程式。 

在授權控管上，為了達到功能面(Function-level)的存取控管，以及資料面的存取控

管– 包括個別層次(Instance-level)及屬性層次(Attribute-level)，因此在規則(Rule)設計上

主要包含了下列數種面向，如下所示：  

 
Rule = (FuncConstraint , DataConstraint , AttributeActions) 

 

Constraint即為條件限制，用來描述使用者的存取資格。FuncConstraint是用來決定

是否允許該元件的執行;DataConstraint 是用來決定是否能存取個別的資料

AccessControl.xml 

Security  
Administrator 

write

SystemMapping.xml 

reference 
mapping 

WEB  
Application

Web Application Developer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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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Actions 則用來決定個別欄位讀取的權限。 

 

此外在網路應用程式的認證方面，通常會根據不同的安全等級需求給予不同的認證

方式，如下所示： 

EnforceDomain1(LoginMethod) = Password 
EnforceDomain2(LoginMethod) = Digital Certificate 

 EnforceDomain3(LoginMethod) = FingerPrint 
 

每個 EnforceDomain 都會限定一種認證方式(LoginMethod)。每個 EnforceDomain

可以由多個 EnforcePoint所組成，如下所示。 

 
EnforceDomain = (EnforcePoint1, EnforcePoint2, EnforcePoint3, ... , EnforcePointN) 

 

如上所示，在 EnforceDomain1下的 EnforcePoint1, EnforcePoint2, ... , EnforcePointN

皆採用密碼檢查(Password)的認證方式。 

根據上列需求，我們設計出存取控管規則的 XML文法結構：AccessControl.xsd，

結構如圖 4.4所示。使用者可遵循這套語法來撰寫 xml的存取控管規則。詳細的 schema 

可參考附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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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AccessControl.xml 文法結構。 

 

使用者可以在每個<EnforcePoint>中撰寫 0條以上的授權規則(Rules)，每一條授權

規則(Rule)可以作功能層次(Funcion-level)的授權(FuncConstraint)，以及個別資料層次

(Instance-level)的授權(DataConstraint)，兩種規則的關係可由<Rule>內的 combination屬

EnforceDomain | *

EnforcePoint | +

LoginMethod | 1

Rule | *

FuncConstraint | 0-1 

AttributeActions | 0-1

AttributeAction | +

AccessControl | 1

Constraint | 1 

Action | 1 

Attributes | +

DataConstraint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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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定義，combination包括了「and」、「or」兩種關係。 

在<FuncConstraint>及<DataConstraint>中我們可以撰寫由變數(Var)、常數(Literal)、

運算子(Operator)所組成的條件限制式(Constraint)，Constraint文法如表 4.1所示： 

 

表 4.1  Constraint 文法表。 

 描述 

變數 以 a-z、 A-Z、 $為起始符號，後續可使用 0-9、a-z、 A-Z

為符號。 

合法的變數如 : var1,$1。 

若要引用變數的某個屬性值， 可以用

$Var.getAttribute(([AttributeLabel]) 

常數 1. 整數，如 1 、 -9999 、 1234567。 

2. 浮點數，如 0.005 、500.0。 

3. 字串，如"Hello world"、'Hello world'。 

4. 布林值，true及 false。 

5. 空集合，null。 

運算子 目前提供的有 

邏輯運算子： 

and、or、not。 

算數運算子： 

+、–、*、/、%。 

其餘不足之處，可使用SystemMapping.xml內FuncMapping

中所定義的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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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ruts架構中，變數(Var)主要可以分為五類：Form、Data、User、Context、

Application。如圖 4.5所示，網路元件之間所傳遞的資料稱之 Form ;元件執行後所產生

的資料稱之 Data; User是使用者認證後的資訊; Context是環境資訊，包括 Client端及

Server端的一些資訊，像是 Client Address , Server Name等等; 在 Application中可以儲存

一些資訊為網路元件共用。 

 
圖 4.5  在 struts架構中變數(Variables)的分類。 

 

<AttributeActions>是用來訂定欄位讀取的授權規則，達到欄位層級(Attribute-level)

的授權管理。我們能夠訂定 0或 1條以上的欄位授權(AttributeAction)，其中包含邏輯限

制式(Constraint)及欄位動作(Action)，這裡的 Constraint文法除了如表 4.1所示之外，還

能夠重用<Rules>內的條件限制式，如圖 4.6所示，Constraint透過 label，不僅能夠直接

引用<FuncConstraint>及<DataConstraint>的內容，還能夠以關聯符號結合

<FuncConstraint>及<DataConstraint>的邏輯，整合成單一的邏輯限制。 

Form 

Data 

Data 

Controller 

Client 

Application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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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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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可分為幾種類型(type)，例如：mask是用來遮蔽欄位，change是用來改變

欄位的值，log是用來記錄訊息.....等等。在<Attributes>內可以指定要作用的欄位名稱

(AttributeName)。 

AccessControl.xml如圖 4.6所示，這條規則是用來限制唯有管理者(Manager)及客

服人員(Service)才能瀏覽訂單(ViewOrder)，且只能看到管理者所負責區域(Country)的訂

單，另外，除了信用卡號碼(CreditCard)會被遮蓋(Mask)外，其他資料皆能被管理者及客

服人員所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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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AccessControl.xml 範例。 

4.2.2 SystemMapping 

系統對應文件(SystemMapping)是存取控管規則(AccessControl)與應用系統之間的橋樑，

避免讓使用者在規則中直接指稱(refer to)應用系統的元件，且能降低規則與系統間的隅

合度，同時也讓規則更容易閱讀。其次，也可以讓使用者在訂定規則時，無須閱讀龐雜

的程式碼，只要參考系統對應文件，即可開始撰寫規則。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PWD</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Rules> 

   <Rule combination="and"> 

    <FuncConstraint label="Manager-Service_ViewOrder"> 

  _Library.equals($User.getAttribute("Role"),"Manager") or 

_Library.equals($User.getAttribute("Role") ,"Service") 

    </FuncConstraint> 

    <DataConstraint label="Restrict_Country">  

 _Library.equals($User.getAttribute("Country"),$Data.getAttribute("Country"))

    </DataConstraint> 

   </Rule> 

  </Rules> 

  <AttributeActions> 

   <AttributeAction> 

    <Constraint>[Manager-Service_ViewOrder] </Constraint> 

<Action type="Mask"> 

     <Attributes> 

      <AttributeName> CreditCard </AttributeName> 

     </Attributes> 

    </Action> 

   </AttributeAction> 

 </AttributeActions> 

 </EnforcePoint> 

</Access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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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對應文件中包含了四種組成元素，如下所示： 

SystemMapping = (EnforcePointMapping , AttributeMapping , LoginMethodMapping , 

FuncMapping) 

這四個元素分別是指系統元件的對應(EnforcePointMapping)、屬性元件的對應

(AttributeMapping)、認證元件的對應(LoginMethodMapping)、關聯函式元件的對應

(FuncMapping)。EnforcePoint是指存取控管所要保護的元件，Attribute是指在條件限制

式中所用到的變數屬性，LoginMethod則是作為認證用，Function則是指在條件限制式

中所用到的擴充函式。在存取控管規則中可透過別名(alias)的方式來使用這些元件。 

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在為系統元件(EnforcePoint)撰寫規則時，不是所有的屬性元

件(Attribute)都能夠隨意地使用，有的屬性元件只能在特定的系統元件(EnforcePoint)能夠

使用，例如在幫訂單程式(ViewOrder)撰寫規則時，就不能使用看購物車程式(ViewCart)

的屬性元件 Cart。關於在不同的系統元件所能夠取得的屬性元件(Attribute)，這些資訊都

會定義在系統元件對應(EnforcePointMapping)中。如下所示，在 EnforcePointMapping中

定義了 EnforcePoint1, EnforcePoint2,EnforcePoint3等等系統元件。每個系統元件所能取

得的屬性元件(Attribute)不盡相同。例如在系統元件 EnforcePoint1中可以取得屬性元件

Attribute1、Attribute2、Attribute3 ;在系統元件 EnforcePoint2能取得屬性元件 Attribute1、

Attribute2、Attribute4 ;至於在系統元件 EnforcePoint3則能取得屬性元件 Attribute1、

Attribute2、Attribute5。 

 

EnforcePointMapping = (EnforcePoint1, EnforcePoint2, EnforcePoint3) 

EnforcePoint1＝(Attribute1、Attribute2、Attribute3) 

EnforcePoint2＝(Attribute1、Attribute2、Attribute4) 

EnforcePoint3＝(Attribute1、Attribute2、Attribu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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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提供屬性元件的取得資訊外，系統元件對應(EnforcePointMapping)還會依據屬

性元件特性來對屬性元件作分類。如前小節所述，在 struts架構下，屬性元件可分成幾

大類：User、Data、Form、Context、Application。除了 User之外，其餘四類都會在系統

元件對應(EnforcePointMapping)被定義，如下所示。 

 

EnforcePointMapping = (EnforcePoint1, EnforcePoint2, EnforcePoint3) 

EnforcePointMapping(Context)= (Attribute1) 

EnforcePointMapping(Application)=(Attribute2) 

EnforcePoint1(Data) =(Attribute3) 

EnforcePoint2(Data) =(Attribute4) 

EnforcePoint3(Form) =(Attribute5) 

 

由於 Context、Application是每個系統元件(EnforcePoint)都能取得的資訊，因此這

兩類會定義在系統元件對應(EnforcePointMapping)下，代表這兩類的屬性元件會被所有

的 EnforcePoint所共用。至於 Data、Form，由於每個系統元件所存取的資料(Data)類別

不同，所獲得的外界資料(Form)也不同。因此這兩類會宣告在系統元件(EnforcePoint)下 

至於 User，因為每種認證方式會用到的屬性元件不同，因此會宣告在認證元件對應

(LoginMethodMapping)的每個認證方法(LoginMethod)中，如下所示。 

LoginMethodMapping = (LoginMethod1, LoginMethod2, LoginMethod3) 

LoginMethod1(User) =(Attribute6) 

LoginMethod2(User) =(Attribute7) 

LoginMethod3(User) =(Attribute8) 

 

根據上列需求，我們設計出存取控管規則的 XML文法結構：SystemMapping.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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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節點(root)是<SystemMapping>，其中包含<EnforcePointMapping>、 

<AttributeMapping>、<LoginMethodMapping>、<FuncGroupMapping>標籤，分別對應到

四種元件的命名設定，如圖 4.7所示。詳細的 xml schema 可參考附錄 B。 

 

圖 4.7  SystemMapping之組成元素。 

 

<EnforcePointMapping>包含了<EnforcePoint>、<Signature>、<VarGroup>三種標籤，

<EnforcePoint>代表系統元件的名稱設定(Label)，允許多次宣告。<Signature>是用來宣

告系統元件參數(Parameter)、回傳型態(Return Type)、執行函式(Method)。<VarGroup>

是用來宣告有哪些變數(Var)，<Var>中可以宣告多個屬性群組元件(AttributeGroup)。變

數及屬性元件都會在規則撰寫時使用。此外，在<EnforcePoint>也有<VarGroup>的宣告，

與<EnforcePointMapping>不同的是，這裡所宣告的變數和屬性元件只能在該

<EnforcePoint>中使用，換句話說，無法在為其它<EnforcePoint>撰寫規則時使用，如圖

4.8、4.9所示。 

 

<SystemMapping> 
<EnforcePointMapping> ….. </EnforcePointMapping> 
< AttributeMapping > ….. </ AttributeMapping > 
<FuncGroupMapping> ….. </FuncGroupMapping> 
<LoginMethodMapping> ….. </LoginMethodMapping> 

</System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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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EnforcePointMapping文法結構。

EnforcePointMapping | 1 

EnforcePoint | +

VarGroup | 0-1 

Signature | +

Return-value | 1 

Method | 1 

Params | 1 

Var | + 

VarGroup | 0-1

Var | +

AttributeGroup | +

AttributeGro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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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EnforcePointMapping範例。 

 

<AttributeMapping>可宣告多組屬性群組元件(AttributeGroup)，每一組屬性群組元

件可透過<Attributes>對應到元件的屬性，如圖 4.11、4.10所示。 

<EnforcePointMapping> 

 <VarGroup> 

   <Var label="Context"> 

<AttributeGroup ref="ClientInfo"/> 

   </Var> 

   <Var label="Application"/> 

 </VarGroup> 

 <EnforcePoint  label="ViewOrder" type= 

"org.springframework.samples.jpetstore.web.struts.ViewAllOrderAction" 

signature="struts">  

  <VarGroup> 

   <Var label="Data"> 

    <AttributeGroup ref ="Order"/> 

   </Var> 

  </VarGroup> 

 </EnforcePoint> 

 <Signature label="struts"> 

  <Method label="execute" scope="public"/> 

  <Params> 

   <Param type="org.apache.struts.action.ActionMapping"/> 

   <Param type="org.apache.struts.action.ActionForm"/> 

   <Param type="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Param type="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Params> 

  <Return type="org.apache.struts.action.ActionForward"/> 

 </Signature> 

</EnforcePoin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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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AttributeMapping文法結構。

 

圖4.11  AttributeMapping 範例。 

 

<LoginMethodMapping>可宣告多組認證元件(LoginMethod)，每一組 LoginMethod

包含 label、forward-to及<Var label= ‘User’>的設定，forward-to表示認證功能位址、<Var 

<AttributeMapping> 

<AttributeGroup label="Order" scope="Request" key = "order" 

type="org.springframework.samples.jpetstore.domain.Order"> 

  <Attributes> 

   <Attribute label="CreditCard" map-to="Account.Username" 

type="String"/> 

   <Attribute label="Owner" map-to="Account.Username" 

type="String"/> 

   <Attribute label="BillToFirstName" map-to="Account.Username" 

type="String"/> 

   <Attribute label="BillToLastName" map-to="Account.Username" 

type="String"/> 

   <Attribute label="BillAddress1" map-to="BillAddress1" 

type="String"/> 

   <Attribute label="BillAddress2" map-to="BillAddress2" 

type="String"/> 

  </Attributes> 

 </AttributeGroup> 

</AttributeMapping> 

AttributeMapping | 1 

AttributeGroup | +

Attributes | 1

Attribu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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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User’>表示在認證通過後，哪些元件可用來保存來賓的身份資料，如圖 4.13、4.12

所示。 

 

圖4.12  LoginMethodMapping 文法結構。 

 

圖4.13  LoginMethodMapping 範例。 

<LoginMethodMapping> 

        <LoginMethod label ="PWD" forward-to="global-signon">

   <VarGroup> 

    <Var label="User"> 

     <AttributeGroup ref="PWDAccount"/> 

    </Var> 

   </VarGroup> 

  </LoginMethod> 

  <LoginMethod label ="DC" 

forward-to="double-authentication"> 

   <VarGroup> 

    <Var label="User"> 

     <AttributeGroup ref="PWDAccount"/> 

    </Var> 

   </VarGroup> 

  </LoginMethod> 

</LoginMethodMapping> 

LoginMethodMapping | 1 

LoginMethod | + 

VarGroup | 1

Var | +

AttributeGro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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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GroupMapping>可宣告多組關聯函式元件(FuncGroup)，每一組 FuncGroup包

含名稱(label)及元件型態(type)的屬性設定，以及多個關聯函式(Func)的子元素設定，每

一個<Func>包含名稱(label)及函式名稱(map-to)的屬性設定，如圖 4.15、4.14所示。 

 

 

圖4.14  FuncGroupMapping文法結構。 

 

圖4.15  FuncGroupMapping範例。 

4.3規則訂定實務 

在本節中我們將會介紹撰寫規則所能表達的各種存取控管層次，及如何找到在規則撰寫

<FuncGroupMapping> 

    <FuncGroup label ="Library" 

type="tw.nccu.cs.plsm.acrt.Library"> 

        <Func label ="eqs" map-to="equals"> 

   <Params> 

    <Param>String</Param> 

    <Param>String</Param> 

   </Params> 

  </Func> 

 </FuncGroup> 

</FuncGroupMapping> 

FuncGroupMapping | 1 

FuncGroup | + 

Func | +

Para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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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需要的各種資料，最後來談談剖面程式是如何來檢查多條規則的。 

 

4.3.1存取控管的層次 

在網路應用程式中，除了認證(Authentication)及功能面的存取控管外

(Function-Constraint)，AccessControl亦支援資料面-包含個別層次(Instance-level)、及屬

性層次(Attribute-level)的存取控管。如圖 4.16，使用者透過連結可看到多筆訂單，以及

個別訂單的細項。在查閱所有訂單的頁面中，我們可以限制單筆資料可否被檢閱，這就

是個別資料的限制(Instance-Constraint)。在查閱單筆交易的頁面中，我們可以限制個別

欄位的檢閱，這就是屬性資料的限制(Attribute-Constraint)。 

 

圖4.16  存取控管層次示意圖。 

 

如果只要對頁面作認證的存取控管，則無須對該頁面撰寫授權規則，如圖 4.17所

示。此外，由於不同的頁面可能會需要不同安全等級的認證方式，規則亦提供給予不同

頁面不同認證方式的語法，如圖 4.18所示。

Instance-Constraint

Attribute-Constraint

Function-Constraint 

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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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認證層次的存取控管範例。 

 

圖4.18  多樣化認證的存取控管範例。 

 

如果只需要對頁面作功能層次的存取控管，那麼只需要如圖 4.19撰寫規則即可。 

<AccessControl>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PWD</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EnforcePoint name = “ViewCart“/> 

 … 

</EnforceDomain>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DC</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Secret“/> 

   <EnforcePoint name = “ViewBank“/> 

</EnforceDomain> 

… 

</AccessControl>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PWD</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EnforceDomain> 



 41

 

圖 4.19  功能層次的存取控管範例。 

 

如果需要另外對頁面作到個別資料的存取控管，那麼需要如圖 4.20撰寫規則。功

能限制(FuncConstraint)與資料限制(DataConstraint)之間的關係可以為「and」、「or」。此

外，如果要達到屬性層次的資料控管，可參考圖 4.6的規則範例。 

 

圖 4.20  功能與個別層次的存取控管範例。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PWD</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Rules> 

<Rule combination=“or"> 

     <FuncConstraint label=“⋯＂> …….</FuncConstraint > 

      <DataConstraint label=“⋯＂> …….</DataConstraint > 

</Rule> 

    <Rules> 

</EnforcePoint> 

</EnforceDomain> 

<EnforceDomain> 

 <LoginMethod>PWD</LoginMethod>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Rules> 

<Rule> 

        <FuncConstraint label=“⋯＂> …… 

</FuncConstraint> 

</Rule> 

    <Rules> 

</EnforcePoint> 

</Enforce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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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取得存取控管所需的資料 

在撰寫規則時，可以參考系統對應文件(SystemMapping)取得所需要的資料：包括系統元

件(EnforcePoint)、認證方法(LoginMethod)、擴充函式 (Function)、變數(Var)、屬性元件

(Attribute)。其中變數及屬性元件會因為所選擇的系統元件(EnforcePoint)及認證方法

(LoginMethod)而有所不同。詳情可參閱 4.2.2 SystemMapping介紹。 

 

4.3.3 存取控管規則的檢查方式 

根據文法設定，使用者可以針對一個 EnforcePoint 列出多條的規則，包括功能及資料層

次的規則，如圖 4.21所示。 

 

 

圖 4.21  訂定多條授權規則。 
 

<EnforcePoint name = “ViewOrder"> 

<Rules> 

<Rule combination=“and"> 

<FuncConstraint label=“…”> …….

</FuncConstraint > 

<DataConstraint label=“…”> …….

</DataConstraint > 

</Rule> 

<Rule> 

<FuncConstraint label=“…”> …….

</FuncConstraint > 

</Rule>…. 

    <Rules> 

</EnforcePoint> 

 

<AttributeActions> 

 <AttributeAction type = “Mask”> 

    <Constraint> …</Constraint> 

<AttributeNames>   

<AttributeName>  

 CreditCard  

</AttributeName> 

</AttributeNames> 

</AttributeAction> 

<AttributeAction type = “Mask”>

<Constraint> … </Constraint> 

<AttributeNames> 

<AttributeName>  

Address  

</AttributeName> 

</AttributeNames> 

</AttributeAction> 

</AttributeActions>

 

Action 1 

 

 

 

 

Action 2 

 

Rule 1 

 

 

R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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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規則在轉譯成剖面程式(Aspect)後，會依照其先後順序，逐一地進行規則的檢

查(Sequential Evaluation)，如圖 4.22所示。檢查會一直進行到某一條規則是真為止，然

後跳出檢查(Short-circuited)。倘若存取要求符合 Function Constraint 及 Data Constraint，

然後才會進行 Attribute Constraint的檢查。 

 

圖 4.22  Sequential evaluation 及 Short-circuited 

EnforcePoint  
Rule_1 : FuncC and DataC 
Rule_2 : FuncC or DataC 
Rule_3 : FuncC 
Rule_4 :          DataC 
…  
Rule n :  

AttrAction_1 
AttrAction_2 
…  
AttrAction_n 

(C : Constraint) 
Sequential 
Evaluation 

Short-circu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