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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 的 出 刊 ， 在 2020 的 年 初 , 綜 合 2019 年 , 本 期 2019-JITAS ，
http://jitas.im.cpu.edu.tw/ ，共刊載五篇論文，分列三個領域: 資訊應用、資訊犯
罪、資訊安全。
I. 資訊應用
• 植基於 QoE 之網路電話系統語音品質監測機制之研究
• 資訊用光碟機產業發展策略

第一篇論文，“植基於 QoE 之網路電話系統語音品質監測機制之研究,”作者為陳
建誠、劉興華、傅振華。本研究植基於改良簡易式 E 模型中的 QoE(Quality of Experience)
演算法，建置一個網路電話系統架構上量測語音品質 QoE 的雛型系統，提供管理者有
效且即時監控網路電話服務通話品質的量測工具；透過此一雛型系統，網路電話管理者
可以省略複雜的主動式音頻評估方式，即可及時獲得端點對端點的用戶通話數據，精準
量測語音品質的平均意見得分(Mean Opinion Scores, MOS)。第二篇論文，“資訊用光
碟機產業發展策略,”作者為劉靖華。本研究發現由於光碟片及光碟機相關技術仍持續
演進，強化光儲存設備本身的特性之外，同時增強較其他儲存媒體不足之處，讓光碟機
更適用於新需求領域。
II. 資訊犯罪
• Image Recognition in New and Emerging Drugs (NEDs) Package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 無痕瀏覽模式調查惡意攻擊跡證

第三篇論文，“Image Recognition in New and Emerging Drugs (NEDs) Package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he author is Chih-Ping Ye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channe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CCNN)
architecture to check the suspected packaging by taking photos with smart phones。第
四篇論文，“無痕瀏覽模式調查惡意攻擊跡證,” 作者為莊禾暘、左瑞麟、柯宏叡、
洪國寶、王旭正。目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發展已來到第四階段，也
就是透過既有的Web標準來達成設備間互相通訊，稱之為WoT（Web of Things）。
本 研 究 著 重 於 Web 應 用 程 式 在 無 痕 瀏 覽 模 式 下 的 SQL Injection 與 Cross-Site
Scripting（XSS）的攻擊手法進行分析，藉由記憶體鑑識技術找出攻擊端及受駭
端之證據關聯性，建立完整鑑識程序。
i

III. 資訊安全
• 運用可位移嵌入策略以提高圖像品質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

第五篇論文，“運用可位移嵌入策略以提高圖像品質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 作
者為沈肇基、李金鳳、吳宜蓁。資訊隱藏是將特定的資訊嵌入媒體, 例如文本、
圖像、視頻等。目的在於保護隱藏的資訊不引起監控者的注意，而減少被攻擊的
可能性。本研究使用圖像作為嵌入媒體，並選擇可逆式資訊隱藏(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作為嵌入方法，在取出機密資訊後，能還原至原始影像。本篇論文
提出了一種使用可位移區塊嵌入的策略應用在 PVO 及 DE 系列，來提升偽裝影
像的影像品質。

EiC, JITAS
王旭正/Shiuh-Jeng WANG
http://www.secforens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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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 QoE 之網路電話系統語音品質監測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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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型組織機構中佈署網路電話系統時，雖然使用者可透過網路流量控管語音封包
的 QoS(Quality of Service)或是啟動 MPLS(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來確保語音的
品質；然而，在實務上，網路電話語音品質仍需要依靠即時監控系統來達到有效的量測
結果，讓大型組織的網管人員得以建置一個完整的網路電話管理系統。本研究植基於改
良簡易式 E 模型中的 QoE(Quality of Experience)演算法，建置一個網路電話系統架構上
量測語音品質 QoE 的雛型系統，提供管理者有效且即時監控網路電話服務通話品質的
量測工具；透過此一雛型系統，網路電話管理者可以省略複雜的主動式音頻評估方式，
即可及時獲得端點對端點的用戶通話數據，精準量測語音品質的平均意見得分(Mean
Opinion Scores, MOS)。本研究依據網路電話常見可能的通信環境，提出 5 種實作想定，
藉以瞭解研究所建置語音品質量測 QoE 雛型系統的可行性與實用性，經各想定的測試
後，本研究發現：在不同網路電話系統架構下的語音品質量測，研究所建置的語音品質
量測 QoE 雛型系統均能即時且精準評量用戶的網路電話通話品質，同時在經由語音品
質告警門檻的建立，將使管理者更能確實掌握大型網路電話系統的運作效能。
關鍵詞：網路電話、QoE、語音監控、改良簡易式E模型

2 植基於 QoE 之網路電話系統語音品質監測機制之研究

Abstract
In general, users can control the voice QoS with shaping network traffic or initiate MPLS
to ensure voice quality when they deploy a VoIP system in a large organiz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voice quality of VoIP still relies on a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to achieve
effective measurement results, it allows network administrators of large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complete VoIP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Improved Simplified E-model, this study
implements a prototype system to measure voice quality QoE on the VoIP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implemented prototype system provides a useful measurement tool for administrators to
monitor real-time VoIP traffic over a network effectively. With this system, VoIP
administrators can obtain users’ end-to-end call data instantly without a complex active audio
evaluation method and measure the voice quality, MOS (Mean Opinion Scores), accurately.
Based on several common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telephony, this study
proposed five practical scenarios to understand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implemented QoE prototype system for VoIP quality measuremen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5
scenarios to receive several test results and found out the QoE prototype system can measure
the quality of VoIP calls of users instantly and accurately under different VoIP system
architectures. Meanwhile, with a threshold of VoIP quality setting, VoIP administrators can
handle better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for a large-scale VoIP system.
Keywords: VoIP、QoE、Speech monitoring、Improved Simplified E-mode

壹、緣起
網路語音協定(Voice over IP, VoIP)(Goode, 2002)是一種將電信網路的語音傳輸訊號
以封包為基礎的IP網路技術，近幾年大型企業組織已運用VoIP技術成功運行於電信網路
的通訊服務，語音通訊傳輸系統採IP化之分封交換型網路的構想已然成形。美國網路巨
擘CISCO於2006年即揭示此一發展方向，並指出未來IP電話系統將在各種應用場景中取
代傳統電路交換型網路，由於VoIP的低成本、高擴充功能、新增服務容量及移動性簡單
等優勢，均讓軍事、商業或是政府等大型組織，順利推展業務上並節省成本支出等好處。
VoIP的語音品質受到IP網路服務品質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限制了VoIP的
發展。因此，對大型企業組織而言，如何佈署並全面性達到網路電話系統進行通信品質
監測和評估，是發現問題、改善服務品質的重要基礎。由於IP網路的特性是採用盡力遞
送(Best Effort)方式，並不提供保證服務，所以不同封包有可能採取不同路徑，造成封包
順序錯亂或中途遺失。在網路電話系統這種需要兼顧即時性(Real Time)與語音品質的情
況下，語音的QoS (Quality of Service)(Ferguson & Huston, 1998)及QoE (Quality of
Experience)(Kim等學者, 2008)是服務供應商及使用者急需重視與感受。
現今語音通話品質可採用主觀方法和客觀方法，主觀方法是採用感知語音質量測量
(Perceptual Speech Quality Measure, PSQM)(Rix等學者, 2001)，而客觀方法則是採用語音
品質的感知評價(Perceptual Evaluation of Speech Quality, PESQ)(Rix等學者, 2001)及E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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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E-moedl)來進行評估。前者為人為評估方法，是被廣泛認同的語音品質標準，雖然評
估結果能夠反映大多數人的品質感受，但成本太高且較為費時；而後者中，PSQM及PESQ
主要基於傳統電話網路，用於分析個別設備問題，無法考慮網路故障對用戶感受的影響。
而E模型為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ITU-T)建議書G.107評估網路語音品質計算的
方法，其主要優點是可以即時應用於客觀非侵入性方法，來監控和預測VoIP通話品質。
本研究採用改良簡易式E模型方法，開發雛型系統並透過RTP封包標頭內容相關參數來
做為網路電話語音品質分析的參數。
由於網路電話的興起及其軟硬體的快速發展，使大型組織或企業公司可以VoIP系統
架設來達成節省通話費、設備購置等多項好處。但就現況而言，網路的其他功能同時運
作當下，使得網路電話系統的封包延遲、遺失等影響網路或語音品質情形發生時，無法
讓管理者處理因應並解決問題。現今網路電話服務供應商的重點也只能調整系統的網路
QoS，造成無法精準地管理與評價網路電話的QoE，因此如何建立一套網路電話管理及
語音品質監測系統機制，使系統可即時且有效監測用戶資訊及語音品質，是本研究中亟
欲解決的主要問題。
本研究植基於改良簡易式E模型演算法，藉由C++程式語言開發在網路電話系統架
構上量測語音品質QoE的雛型系統，同時建立VoIP用戶語音品質評分模組，以做為網路
研話管理者配置較佳構型參數的參考依據；研究依據常見網路電話使用的網路環境架構，
結合現有VoIP技術，設計不同的實作想定，藉由所開發語音品質量測雛型系統實際運作
於不同想定，實際量測使用者網路電話的相關數據資料，計算評估封包遺失率(Packet
Loss Rate, PLR)、來回傳送時間(Round Trip Time, RTT)、封包傳送的延遲(Delay)及時閃
(Jitter)等影響網路之重要參數；同時透過所開發雛型系統觸發告警臨界值的設計，將使
得網路電話系統監測語音品質及管理設備具即時性及智慧化，進而能夠提供大型組織具
備即時管理網路電話設備及監控語音品質的雛型系統架構。

貳、文獻探討
網路的快速成長，許多企業開始整合資訊與通訊網路的基礎架構，達到工作效率提
升與降低營運成本之目標。本研究將以網路電話系統的SIP協定及VoIP基礎架構，大型
組織如何管理與佈署語音品質監測裝置，研究將透過VoIP語音數據傳遞擷取RTP封包表
頭內容，然後應用改良簡易式E模型，計算出R因子，然後在加以轉換成平均意見得分
(MOS)值，用來即時監控語音品質，以下將介紹本研究雛型系統應用相關技術的文獻資
料。
一、 網路電話
網路語音協定(VoIP)
VoIP是語音經過壓縮技術，透過IP網路將封包傳送出去，進行語音通話的網路應用
。隨著網路快速發展、頻寬流量大與網路普及化，如今網路電話已經成為企業與個人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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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便利通話功能。在VoIP的網路架構下，所有組成元件必須要能夠執行如同在傳統
PSTN網路一樣的所有功能，包括連線和斷線、訊令協定、編解碼、傳輸技術、資料庫
服務等。其設備主要組成元件有IP網路、管理伺服器、閘道器、用戶終端機等；圖1為
VoIP網路架構圖。

圖 1 VoIP 網路架構圖
資料來源：賴柏洲，2010
SIP 協定
SIP(Handley, 1999)是由IETF在1999年5月所制定的一個協定，後來在2002年3月再次
被修訂成較完整的RFC-3261(Rosenberg et al., 2002)版本。SIP開發目的是用來做為在網際
網路上撥打與接聽網路電話的一種通訊標準，主要在描述建立網路通話所需要的規範，
屬於應用層的控制協定，使其在網路環境中建立、修改和終止一個或多個使用者代理的
會話，實現即時通訊的功能，以支援IP多媒體的應用，如VoIP、IPTV等。
SIP協定基於簡單、容易開發以及擴充性高等優勢，且採用主從架構，可以輕易地
透過XML或Java等方式整合現有應用服務，將語音與數據結合在一起，雖然SIP發展較
慢，但已受許多廠商及網路公司青睞，成為目前的關鍵語音通訊標準。
SIP採用分散式架構來提供服務，主要角色是SIP伺服器與SIP User Agent；User Agent
透過SIP伺服器進行註冊，並且向SIP 伺服器發送INVITE訊息，經由SIP 伺服器與另一
端User Agent建立RTP連線。目前市面上多數的SIP 伺服器產品都同時具有Registrar 伺
服器、Proxy 伺服器以及Redirect 伺服器的功能。UA在透過SIP伺服器建立連線時，會
使用一串文字訊息傳遞通話資訊。根據RFC-3261的定義，SIP訊息可分為請求與回應兩
類，每個SIP訊息又包含三個元素，分別是起始行、訊息表頭以及訊息主體(Message Body,
SDP)。前兩者一定得包含在訊息中，而SDP通常是出現於請求訊息。起始行會以請求方
法為開頭，接著是被請求端位址(Request-URI)以及SIP版本編號。
當User Agent要建立起連線(Session)時，必須先向SIP伺服器進行註冊，若通過註冊
，該SIP伺服器就會儲存使用者的相關資訊，之後才向SIP伺服器發出INVITE訊息，與另
一端的使用者建立RTP連線通話。
2.

3.

RTP 及 R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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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串流媒體在網際網路上的傳輸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 HTTP/TCP為基
礎，另一種是RTP/UDP。語音通話因即時性需求，故多採用UDP傳輸協定來提供語音的
封包傳遞。即時傳輸協定(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 Frederick et al., 2003)是一種
提供端對端點傳輸服務，可傳輸即時性互動式語音或影像資料。由於其運作於UDP之上
，故以RTP協定提供時間戳記，用來達成同步等能力、序號，用來決定封包是否遺失資
訊等，具有即時特性資料的基本功能。RTP也提供資料形式判別，允許各種壓縮格式的
資訊，故以此使用於即時語音資料之傳輸協定。本研究中，也以RTP Header內的時間戳
記及序號數據，應用於改良簡易式E模型演算法，來即時預測QoE。
即時傳輸控制協議(RTP Control Protocol, RTCP)是用來在來源端與目的端之間交換
報告，以獲得目前傳送的狀態，圖2為RTP與RTCP的使用場景。RTCP報告內容包含許多
統計資料，如送出封包數、遺失封包數、時閃等。RTCP功用是提供資料傳輸品質的回
饋、追蹤每一個參與者、控制傳送速率及傳送會談控制資訊。

圖 2 RTP 與 RTCP 運作示意圖
二、 服務品質及量測
服務品質是被VoIP架構最廣泛採用的服務度量標準。服務品質的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網路的頻寬、延遲、封包遺失率、時閃及誤碼率等。然而語音品質的好壞只在使用者當
下瞭解，管理者只能被動的接受服務申訴或是從QoS評價指標中，猜測語音的問題點。
1.

QoS
在封包交換網路領域中， QoS是一種控制機制，它提供了針對不同用戶或者不同資
料流採用相應不同的優先等級，或者是根據應用程式的要求，保證資料流的效能達到一
定的水準。在VoIP網路中，影響語音品質的主要原因為整體網路效能連線問題，在通話
連接的建立、網路塞車的時間長短，及異常終止、錯誤的電話號碼、通話的斷斷續續、
撥號延遲等問題，VoIP必須要面對的影響QoS的因素，包括有傳輸頻寬、傳輸延遲或遲
滯(Latency)、訊號時閃、封包遺失率、雜訊(Noise)、衰落(Fading)、回音(Echo)、串音
(Crosstalk)、語音壓縮(Voice Compression)等。
2.

QoE
QoE是以用戶認可程度為標準的服務評價方法。它綜合了服務層面、用戶層面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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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層面的影響因素，直接反映了用戶對服務的認可程度(林闖等，2012)。目前關於QoE
的研究主要分為QoE的定義及影響因素、QoE量化方法、評價指標、評價方法與模型以
及基於QoE網路管理、服務管理與優化等部分。本研究在網路電話系統架構上開發語音
品質量測雛型系統，其中的QoE伺服器程式即應用Assem等學者(2013)所提之改良簡易式
E模型演算法，預測網路電話用戶感知評價。
 QoE的影響因素
QoE影響因素直接影響到QoE評價，基本目標就是從已知或容易测量的影響因素来
預測難以直接测量的QoE。Volk等學者(2010)也詳細說明QoE的影響因素，如圖3所示。
服務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傳輸層、應用層及服務層的參數；在VoIP系統中，傳輸層
反映網路的傳輸狀況，如網路服務等級與流量處理優先等級等；應用層影響因素包括語
音封包化效果、路由、訊號及編碼等；服務層參數確定通信的內容、優先級、內容類型
配置及品質保證等。用戶層面因素包括有用戶的自身背景、身心狀態、期望及體驗經歷
，此層面屬於用戶當下的主觀評價感知而不同。環境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如
隔音條件、噪音大小及環境的固定或移動情境；人文與社會環境如社會觀念及文化規範
的所產生的狀況；服務運行環境如有軟硬體環境等。

圖3 QoE的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Volk等學者，2010
語音品質量測
ITU-T提供主觀和客觀方法測試網路電話品質，主觀測試需透過提供平均意見得分
評量估語音品質評級，但使用主觀測試耗時、昂貴且無法即時測量。客觀方式(無人感
知)測量MOS(Hanker, 2003)的方法有PESQ、E模型、簡易式E模型及改良簡易式E模型等
。
 PESQ
語音品質的感知評估是預測語音品質的客觀方法，這是一種考慮兩個信號的入侵檢
測方法，一個是參考信號，另一個是實際的退化信號；兩個信號通過使用PESQ算法(Rix
等學者, 2001)的測試發送取得PESQ分數，但此方法無法用於即時端對端點監測。
3.

 E 模型
E模型是由ITU-T G.107(2009)提出一種新的客觀方法，該模型將影響語音品質的所
有損失因子組合在映射到MOS與R因子的對照值中評量。E模型主要在提供網路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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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已有出相當準確性，但它仍無法即時測量網路語音品質。
 簡易式 E 模型
原始E模型涉及許多因素且非常複雜，因此，Jiang & Huang(2011)研究語音品質最重
要的部分導入簡易式E模型，用於網路電話系統的語音品質監控。此模型考慮了編解碼
器和當前網路條件，為影響語音品質的主要兩個因素。簡易式E模型通過計算評估值R
因子由演算公式(1)表示。

R = R0 − I codec − I packetloss − I delay

(1)

其中R0 表示信號雜訊比，Idelay表示從端點到端點的延遲，Icodec 是編解碼器因子，
Ipacketloss是特定時間內的封包遺失率。最後，由所得到的R因子映射到MOS值。
 改良簡易式 E 模型
此模型由Haytham Assem學者等(2013)提出，修改前述E模型簡化修改版本，來確定
語音品質MOS評級，計算模型由數學函式表示，如公式(2)所示。

R = Ry − I d + Α

(2)

其中，Id是特定時間內的平均封包延遲，A是通信系統的預期因素，Ry是依據ITU-T
建議書P.862定義的標準客觀方法PESQ分數，其計算如公式(3)所示。

Ry

2

= aR x + bR x + c

(3)

其中，Rx是簡易式E模型的一部分，可透過公式(4)計算獲得，而a、b及c是網路編解
碼器係數，如表1所示。
表1 改良簡易式E模型編碼特殊係數
編碼方式
a
b
c
G.711
0.180
-27.90 1126.62
G.723.1
0.039
-4.2
166.61
G.726
0.046
-4.53
168.09
G.729A
0.063
-8.08
311.72

Rx = R0 − I e − I p.l

(4)

Ro是信號雜訊比，由於不易計算，此模式依據ITU-T G.113建議書提供的Ro設定值
，將Ro設定為93.2；Ie是設備損耗(編解碼器品質)因素，可參照ITU-T G.113建議書編解
類型資訊(如表2所示)；Ip.l是特定時段內的封包遺失率，可用公式(5)表示。
表2 編碼類型資訊
BitRate
編碼類型
參考
(Kbit/s)
PCM
G.711
64
ACELP
G.723.1
5.3
ADPCM G.726
24
CS-ACELP G.729A
8

Ie value
0
19
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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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l = ( 1 −

Ν
) × 100%
DS

(5)

其中，DS是N個封包的最大(LS)和最小(SS)序列號之間的差異，可從接收到封包的
RTP標頭中的序號欄位獲得計算。
而特定時間內的平均封包延遲(Id)是指封包從網路發話端傳送到收話端所需的時間
，可由公式(6)表示。
(6)
d = t 0 + t1 + t 2 + t 3
其中，t0至t3分別為傳播延遲、傳輸延遲、封包交換延遲及時閃緩衝器延遲。
由於封包延遲涉及四種不同的延遲量測，為簡化封包延遲的量測作業， Cole及
Rosenbluth(2001)二位學者針對封包延遲量測進行實驗研究，發現封包延遲的計算可以公
式(7)表示，因此，本研究QoE演算模型中的封包延遲將依據公式(7) 計算。另ITU-T建議
書中說明，良好的語音品質單向延遲不應超過150 ms。
I d = 0.024d + 0.11(d − 177.3 )H(d − 177.3 ) (7)

A是優勢因素，允許用戶補償損害因素受益於其他類型的訪問優勢（例如，行動通
訊環境）(Sanchez-Iborra等學者, 2016)，在ITU-T G.107(2015)列出A的設定值(如表3所示
)，並引入E模型，用於傳輸規劃計算模型。
表3 優勢因素A設定值
通訊環境
傳統環境
建築物中蜂窩網絡的移動性
地理區域內的移動性或在行駛中的車輛
進入難以到達的位置，例如通過多跳衛星連接

A值
0
5
10
20
資料來源：ITU-T G.107，2015

E模型的R因子最終轉換為MOS分數，如表4所示，理論傳輸範圍性能評級R因子從0
到100。R=0表示最差品質，R=100表示最佳品質。MOS值的估計平均得分的R值可以由
公式(8)表示。
MOS = 1 where R < 0
MOS = 1 + 0.035 × R + R(R-60 )( 100-R) ×
7 × 10 − 6
where 0 ≤ R ≤ 100

(8)

MOS = 4.5 where R > 100
改良簡易式E-model為計算語音品質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其主要優點是可以即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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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應用於客觀非侵入性方法，適用於監控和預測VoIP通話品質。依據ITU-T所訂定
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在傳統電話系統(PSTN)中，一般用户能接受
的R因子不低於70，所以在研究實作中設定端對端點的語音R因子70(換算MOS值3.6)以
上為正常，MOS值低於3.6則列入告警。
表4 ITU-T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
語音品質
R
MOS
使用者滿意度
非常滿意
90
4.34
滿意
80
4.03
一些使用者不滿意
70
3.60
許多使用者不滿意
60
3.10
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
50
2.58
資料來源：ITU-T G.107(2015)
3. 網路電話監測相關研究
在學術研究上，對於網路電話語音品質上有許多探討，如Fonseca D.等學者(2001)提
出基於RTCP封包在端點對端點效能分析方法，量測封包以監測語音封包遺失率、延遲
及時閃等情形。張軍及張德運兩位學者(2006)提出了一種基於語音信號頻率特性和網路
傳輸條件的評價方法，其中網路傳輸參數、往返時間、延遲和時閃，均依賴解析RTCP
封包來獲得。但在RFC-3550中，已說明RTCP封包計算QoS值之準確度，會因丟包問題
，無法真實反映語音的品質。Jiang & Huang(2011)透過確認已建立通話連線期間的品質
資訊，以不同流量負載監測語音品質延遲、封包延遲等情形。Bayley T.等學者(2011)也
針對連線中的語音通話品質實施監測，依接收端所發送的請求產生相對應的訊息以評估
語音品質。
Calyam P.等學者(2007)使用Gap-Model間接測量模型，藉由即時監測IP封包資訊估計
在IP網路傳輸語音的收聽品質，但Gap-Model模型缺乏對VoIP系統特性的分析，模型的
建立也缺乏理論與實驗證明。Lee, C. Y.等學者(2008)提出監控與偵測網路電話服務威脅
的架構，藉由蒐集SIP訊息、VoIP網路監控及流量異常監測，得知是否有異常情形。Sun
& Ifeachor二位學者(2006)採用非線性回歸模型，透過RTP封包取得參數，以網路封包遺
失率和和端對端點延遲做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預測通話語音品質；但此研究僅把
用戶端的延遲納入品質考量參數，而未把當下影響語音品質的重要參數-時閃納入評比
。

叁、植基於 QoE 之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監測雛型系統
本研究在網路電話環境與系統架構上開發VoIP網路電話語音品質量測雛型系統，此
一雛型系統將植基於改良簡易式E模型演算法，透過C++程式語言開發，並運作於linux
作業系統環境中，可以針對當下廣泛運用的網路電話進行通話語音品質監測，可運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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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之網路電話監控系統架構，使大型網路電話系統可即時達成各IP-PBX端點用戶之
監測管理功能，協助網路電話系統管理者瞭解VoIP網路電話的語音通話品質，藉以進一
步調控企業或組織內網路電話整體的運作品質。
此一網路電話語音品質量測雛型系統將針對VoIP網路電話通話的網路封包傳送相關
數據資料，計算出網路電話通話的封包遺失率、網路電話封包來回傳送時間、封包傳送
的延遲及時閃等重要參數，然後依據這些影響電話網路封包傳送的重要參數計算出改良
簡易式E-model中的R因子及網路電話用戶語音的平均意見得分(MOS)，做為量測網路電
話通話品質的依據；此外，研究所開發的網路電話語音品質量測雛型系統將透過網路電
話通話語音品質臨界值觸發告警的設計，使得網路電話管理者能夠具備智慧型處理模式
及時地掌控網路電話的通話語音品質，同時透過可運作於分散式之網路電話監控系統架
構，使大型網路電話系統可即時監測管理各IP-PBX端點用戶之通話語音品質，進而能夠
提供大型企業或組織具備即時管理網路電話設備及監控語音品質的雛型系統架構。
一、 植基於 QoE 的網路電話系統監測架構
研究所提監測架構將在每台IP-PBX上之交換器節點均架設乙套QoE伺服器，提供註
冊內之端點用戶IP-Phone設備、Soft-Phone軟體(手機或電腦設備)預測語音QoE，使得QoE
伺服器能於網路電話通話期間即時擷取完整之語音RTP封包Header及SIP協定之請求及
回應訊息，VoIP網路系統監控架構如圖4所示。

圖 4 VoIP 網路系統監控架構圖

其中，QoE伺服器負責解析RTP表頭中影響QoS重要參數後，然後計算通話中用戶上
的平均意見得分。另外QoE伺服器具探針(Probe)作用，可彙整IP-PBX內SIP協定取得在
端點對端點間的收發話端通話開始與結束時間、通話總時間、用戶號碼、URI位址、RTP
埠、通話編碼方式、呼叫狀態碼等訊息，提供QoE 伺服器的語音通話管理。為達到即
時且精準監測用戶在通話過程中的實際通話品質，QoE伺服器的設計邏輯是以每五秒為
單位算出MOS值。
研究所提監測架構將可佈署於每套IP-PBX伺服器端點，讓每一套IP-PBX伺服器之註
冊端點用戶均可納入管理，再將每套QoE伺服器所計算之語音MOS值資料傳送顯示Q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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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大型網路電話系統架構整合圖
網路管理系統，使網路服務商或是管理人員即時掌握大型網路電話系統語音品質及產生
之告警提醒，如圖5所示。
二、 系統架構說明
研究所提監測機制系統所需主要硬體設備如表5所示。

項次
設備
1 電腦
2 手機
IP-PBX 伺服
3 器
4 IP-PHONE
5 QoE 伺服器
6 網路交換器
7 QoENMS

表5 網路電話監測系統所需設備一覽表
數量 單位
功能
2
台 傳送與接收語音，並進行參數設定
2
台 傳送與接收語音，並進行參數設定
2

台 網路電話系統用戶註冊、SIP 設定等

2
2
2
1

組
台
台
台

傳送與接收語音，並進行參數設定
管理網路電話語音品質資料及計算語 MOS 值
網路設備資料交換
彙整 QoE 伺服器及 SIP 伺服器資料

監 測 系統網路電話的應用軟體則使用Microsip軟體，MicroSip 是一款可執行於
Windows作業系統上的VoIP軟體，它使用非常方便且實用，它可以允許用户撥打免费電
話和低價的國際長途電話。MicroSIP軟體兼容符合SIP協定標準、乾淨的介面及良好的
語音解碼器等功能。本研究實驗使用它的主要原因為其開放資源性且免費支援下列語音
編解碼器：G.711A(PCMA)、G.711U(PCMU)、G.722、G.723、G.729、iLBC、GSM、
AMR、AMR-WB、Speex、SILK和線性PCM。
在實作過程中的Soft-Phone係以電腦及手機為電腦網路通話所需的主機，並配合
IP-PBX伺服器所支援的G.711及G.729等兩種編解碼器為主。其中，使用者可在Soft-Phone
上設定主機位址、帳號名稱、密碼及傳送方式等帳號設定，均需與SIP伺服器相同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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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此外，使用者可設定Soft-Phone之通訊編碼格式、自動接聽及拒接來電等功能。
設定通訊編碼時需注意雙方用戶設定需相同，且SIP伺服器需有支援此編碼方可建立通
話連線。
3. QoE 演算法處理流程
在網路電話系統建置中，QoE伺服器傳輸採鏡像(Mirror)方式，在時間同步下透過封
包表頭解析SIP session的回應碼資訊。由RTP封包中，瞭解編碼方式及SSRC碼並分析序
列編號及時間序，從QoE演算公式取得影響語音品質之重要數據，即時量測出R因子及
換算MOS值，最後計算雙方用戶之語音品質納入QoE伺服器管理，演算法及相關處理程
序流程圖如圖6、圖7、圖8及圖9所示；其中，圖6顯示QoE演算法運作處理的流程，而
圖7、圖8及圖9則分別顯示QoE演算法運作處理作業會呼叫執行的處理流程：「處理SIP
連線」作業、「儲存RTP資訊」作業及「每5秒計算MOS值」作業。
在圖6所顯示QoE演算法運作處理流程中，首先進行同步化與封包時戳訂閱初始化設
定，包括：與其他QoS服務時間進行同步設定及向其他QoS服務訂閱RTP封包的時戳。
完成初始化設定後，QoE演算法將從網卡開始讀取封包資訊的作業處理，如果持續接收
到封包，將進行一系列封包類型判斷的處理，否則QoE演算法處理作業將結束運作。QoE
演算法對接收封包進行類型判別作業處理流程如下：首先，演算法將判斷是否為UDP封
包，如果不是UDP封包，則會回到從網卡開始讀取封包的處理步驟；如果是UDP封包，
則繼續判斷是否為SIP封包，如果是SIP封包，則進行「處理SIP連線」作業處理；如果
不是SIP封包，則繼續判斷是否為RTP封包，如果是RTP封包，則進行「儲存RTP資訊」
作業處理，如果不是RTP封包，則演算法會回到從網卡開始讀取封包的處理步驟；當演
算法完成儲存SIP資訊作業處理或是儲存RTP資訊作業處理後，則會回到從網卡開始讀取
封包的處理步驟。由前述的處理流程說明可以知曉：當網卡持續接收到封包，QoE演算
法會持續進行封包類型判別及相關封包資訊儲存的處理，直到網卡沒有接收到封包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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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QoE演算法處理流程圖
在「處理SIP連線」作業中，QoE演算法將依據所接收到SIP封包的類型，針對SIP連
線進行不同的處理方式。在圖7所顯示處理SIP連線作業流程中，首先判斷SIP封包是否
為「SIP INVITE」類型，如果是「SIP INVITE」類型封包，則建立新的SIP連線資訊，
然後結束處理SIP連線作業；如果不是「SIP INVITE」類型封包，則繼續判斷是否為「
SIP BYE」類型封包，如果是「SIP BYE」類型封包，則關閉這條SIP連線資訊，然後結
束處理SIP連線作業；如果也不「SIP BYE」類型封包，則更新這條SIP連線資訊，然後
結束處理SIP連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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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處理SIP連線作業流程圖

圖 8 儲存 RTP 資訊作業流程圖
在「儲存RTP資訊」作業中，QoE演算法將判斷所接收到RTP封包的類型，針對RTP
封包資訊連線進行不同的處理方式。在圖8所顯示儲存RTP資訊作業流程中，首先判斷
RTP封包是否屬於接聽方或是通話方，如果是屬於接聽方或是通話方的封包，則取得封
包編碼內容，進行RTP事件的剖析處理，並進行RTP資訊儲存處理，然後結束儲存RTP
資訊作業；如果不是屬於接聽方或是通話方的封包，則發布RTP封包時戳給其他QoS服
務，然後結束儲存RTP資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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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每 5 秒計算 MOS 值作業流程圖
「每5秒計算MOS值」作業中，QoE演算法將依據先前所儲存RTP資訊計算每5秒鐘
的MOS，以做為後續判斷網路電話通話品質的依據。在圖9所顯示每5秒計算MOS值作
業流程中，首先取得封包編碼內容，然後判斷在5秒內是否有已接收的RTP封包，如果在
5秒內有已接收的RTP封包，則依序計算封包單趟延遲、lpl及時閃；如果在5秒內沒有已
接收的RTP封包，則依序計算Rx值、Ry值及R值；然後判斷R值是否小於0，如果R值小於
0，則回傳值1，如果R值大於0，然後繼續判斷R值是否小於100，如果R值是大於100，
則回傳值0，如果R值是小於100，則回傳R值。

肆、實驗結果與分析
實驗想定以用戶在不同網路設備架構下之情況，實作IP-PBX 伺服器及端點設備架
設VoIP設備，來驗證QoE資料庫蒐集端點對端點的RTP封包Header內容，以改良簡易式E
模型來推導QoE。每通語音通話建立後，主叫端透過QoE伺服器，擷取在被叫端聽到之
語音數據(RTP封包)，並將RTP表頭影響通話品質之數據回饋至QoE 伺服器，然後解析
出封包損失率、時閃及延遲數值與R因子及MOS值換算；相同地，被叫端亦是以此方式
計算相關語音品質，各想定均以G.711及G.729等兩種不同通訊編碼方式驗證實作評比。
此外，為瞭解網路電話語音封包遺失率、延遲及時閃與語音監測R值及MOS質的變
化關係，研究將以想定及通訊編碼方式為基準，依據研究網路電話語音監測實作所獲得
的五種數據，加以整理，分別計算出這五種網路電話語音監測數據的變化範圍（即每種
數據的最大值減去最小值），然後再將每種所獲得的監測數據減去該種監測數據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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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一計算出來的結果再除以該種數據的變化範圍，即可獲得該種數據的相對變化量
，如公式(9)所示。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𝑓𝑓𝑓𝑓𝑓

𝑑𝑑𝑑𝑑𝑐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_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𝑑𝑑𝑑𝑑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𝑑𝑑𝑑𝑑𝑓𝑓𝑓𝑓𝑓

(9)

透過此一計算處理將使得網路電話語音監測所獲得的五種數據變化均以百分比的數
值呈現，進而繪製不同想定及通訊編碼方式的網路電話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經由
此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的比對，將有助研究進一步瞭解網路電話語音封包遺失率
、延遲及時閃與語音監測R值及MOS質的變化關係。
一、 想定一：通話二端為兩台 IP-Phone
此想定為網路電話通話二端為兩部IP-Phone，其分別位於不同區域網路內，分別跟
不同IP PBX伺服器註冊，以分機對分機實測通話，電話網路架構如圖10所示；然後利用
QoE伺服器計算影響用戶網路環境通話品質的相關數據，取得雙方用戶的語音MOS值，
以知

圖10 VoIP系統通話二端均為IP-Phone架構圖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2879
4.32931
4.32779
4.32929
4.32928
4.32879
4.31857
4.31532
4.15599
4.08606

表6 主叫端語音監測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89.5885
0
11.4443
2.09175
89.6091
0
10.5891
1.44695
89.5488
0
13.1012
3.60609
89.6083
0
10.6217
1.52749
89.608
0
10.6316
1.46885
89.5886
0
11.4413
2.89349
89.1868
0
28.1854
5.02268
89.0611
0
33.4221
5.6882
83.7045 0.787402
75.8295
10.7372
81.6847
1.20482
67.9227
9.92585

SSRC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表7 被叫端語音監測數據表(G.711)
No MOS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1 4.33044 89.6545
0
8.69434
0.40433 0x8CC52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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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4.33044
4.33048
4.3304
4.33049
4.33048
4.33045
4.33034
4.33046
4.33003

89.6546
89.6559
89.6528
89.6562
89.6559
89.6547
89.6501
89.6553
89.6381

0
0
0
0
0
0
0
0
0

8.69318
8.63574
8.76808
8.6248
8.63753
8.68738
8.87742
8.66473
9.38069

0.409101 0x8CC5228E
0.287168 0x8CC5228E
0.854942 0x8CC5228E
0.875834 0x8CC5228E
0.416258 0x8CC5228E
0.288524 0x8CC5228E
1.14376 0x8CC5228E
0.426835 0x8CC5228E
2.08528 0x8CC5228E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69564
3.72284
3.64459
3.72916
3.72682
3.67298
3.64543
3.69782
3.61742
3.6569

表8 主叫端語音監測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72.1387
0
45.2576
3.75242 0xA573F25C
72.7424
0
20.1066
2.50685 0xA573F25C
71.0227
0.4
54.2262
5.03838 0xA573F25C
72.8836
0
14.2222
2.5112 0xA573F25C
72.8313
0
16.3998
2.82568 0xA573F25C
71.6408
0
66.005
3.25098 0xA573F25C
71.0409 0.396825
53.7608
4.05551 0xA573F25C
72.1868
0
43.2533
5.23149 0xA573F25C
70.4369 0.787402
43.0818
4.97103 0xA573F25C
71.29 0.401606
42.9385
4.63668 0xA573F25C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73516
3.73524
3.73512
3.73526
3.73519
3.73525
3.7352
3.73524
3.7353
3.73532

表9 被叫端語音監測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73.0178
0
8.62864
0.87221 0xD207D7F9
73.0196
0
8.55369
1.76515 0xD207D7F9
73.0169
0
8.66651
1.02471 0xD207D7F9
73.0202
0
8.52917
1.63372 0xD207D7F9
73.0186
0
8.59748 0.670234 0xD207D7F9
73.0199
0
8.54237 0.667211 0xD207D7F9
73.0189
0
8.58328 0.858142 0xD207D7F9
73.0197
0
8.55077
0.75143 0xD207D7F9
73.0211
0
8.49335 0.781826 0xD207D7F9
73.0215
0
8.47499 0.707565 0xD207D7F9

曉網路電話通話QoE值及語音品質；主叫端分機撥打被叫端分機通話測試的編碼格式為
G.711及G.729，用戶端語音數據及G.711/G.729 CODEC語音監測數據統計如表6~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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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定一 - G.711主叫端語音監測品質變化

想定一-G.711被叫端語音監測品質變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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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定一-G.729被叫端語音監測品質變化

想定一-G.729主叫端語音監測品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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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想定一G.711及G.729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
由表6~9所顯示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想定一，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11編碼方式的
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4.09，最高PLR為1.20%，延遲最差為75.83ms，時閃最
差為10.74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可以得知：當通話二端
均為兩台IP-Phone時，透過G.711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等數值，使
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可片定為「滿意」等級。此外，當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29編碼方
式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3.62，最高PLR為0.79%，延遲最差為66.01ms，時
閃最差為5.23ms；依據表4，發現當通話二端均為兩台IP-Phone時，透過G.729編碼方式
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的數據，其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均屬「一些使用者
不滿意」等級，故整體而言，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可接受的情形。
另外，進一步檢視想定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如圖11所示)，可以發現：在G.711
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延遲及時閃呈現反向關
聯現象，特別是與延遲及時閃；當延遲及時閃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高升時，R值及MOS值
則會變化波動相對降低，當延遲及時閃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降低時，R值及MOS值就會變
化波動相對高升。而在G.729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
延遲數值變化波動呈現較為明顯的反向關聯現象。
由想定一所獲得的通話數據，可以知曉：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IP-Phone時，網路電
話透過G.711與G.729編碼方式，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使用者體
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可分別判定為「滿意」等級及「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此一結果
顯示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IP-Phone時，其網路電話語音品質均能維持在可接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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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確保網路電話一定的通話語音品質。
二、 想定二：通話二端為在相同 4G 無線網路的兩部靜止狀態 Soft-Phone
此想定為網路電話通話二端為兩台智慧型手機，分別執行MicroSIP App軟體，提供
網路電話通話所需Soft-Phone的功能；這二部Soft-Phone都在相同4G無線網路內，分別跟
不同的IP PBX伺服器註冊，以手機對手機實測通話(如圖12所示)；然後利用QoE伺服器
計算影響用戶網路環境通話品質的相關數據，取得雙方用戶的語音MOS值，以知曉網路
電話通話QoE值及語音品質；主叫端撥打被叫端通話測試的編碼格式為G.711及G.729，
用戶端語音數據及G.711/G.729 CODEC語音分析統計如表10~13。

圖12 VoIP系統通話二端均為在相同4G無線網路中且為靜止狀態Soft-Phone的架構圖
表10~13所顯示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想定二，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11編碼方式的
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4.32，PLR為0，延遲最差為26.33ms，時閃最差為91.48ms
；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可以得知：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靜止
狀態的Soft-Phone且在相同4G無線網路時，透過G.711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
與MOS值等數值，使用者體驗語音品質可以判定為「滿意」等級。此外，當主叫端及被
叫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3048
4.33052
4.3305
4.33053
4.33032
4.33048
4.33049
4.33052
4.3305
4.33052

表10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89.6558
0
8.64089
1.91024 0xFDF4060A
89.6576
0
8.5666
3.5055 0xFDF4060A
89.6569
0
8.59613
2.69871 0xFDF4060A
89.658
0
8.55062
3.62458 0xFDF4060A
89.6494
0
8.90811
3.4391 0xFDF4060A
89.6562
0
8.62716
3.31217 0xFDF4060A
89.6563
0
8.62242
2.94854 0xFDF4060A
89.6575
0
8.56999
3.18049 0xFDF4060A
89.6568
0
8.60174
6.30972 0xFDF4060A
89.6574
0
8.57538
3.68465 0xFDF4060A
表11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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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2713
4.31971
4.32893
4.32892
4.32911
4.32919
4.32903
4.32893
4.32874
4.32728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89.5228
0
14.1851
21.8240 0x4C6AC942
89.2312
0
26.3326
58.2122 0x4C6AC942
89.594
0
11.2169
42.7438 0x4C6AC942
89.5935
0
11.2365
91.4837 0x4C6AC942
89.6014
0
10.9095
50.9585 0x4C6AC942
89.6045
0
10.7811
85.4075 0x4C6AC942
89.5979
0
11.0522
34.8792 0x4C6AC942
89.5943
0
11.2037
10.4301 0x4C6AC942
89.5867
0
11.5206
11.3826 0x4C6AC942
89.5287
0
13.9372
42.6481 0x4C6AC942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7334
3.73335
3.73317
3.73246
3.73287
3.73254
3.73319
3.73121
3.73268
3.73252

表12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72.9784
0
10.2708
4.63882
72.9773
0
10.3172
5.55227
72.9732
0
10.4873
7.13233
72.9574
0
11.148
6.07882
72.9666
0
10.7618
6.51958
72.9593
0
11.0682
5.22683
72.9738
0
10.4624
3.5474
72.9295
0
12.3107
3.89282
72.9623
0
10.9403
3.95431
72.9586
0
11.0949
3.88775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73538
3.73539
3.7354
3.73543
3.73539
3.73539
3.73542
3.73545
3.73543
3.7354

表13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73.0229
0
8.41799
6.41523
73.023
0
8.41307
5.63062
73.0233
0
8.39962
5.37644
73.024
0
8.37231
5.39446
73.0231
0
8.40818
5.9618
73.0231
0
8.40734
4.96097
73.0239
0
8.37748
4.74546
73.0245
0
8.35076
4.96855
73.024
0
8.37093
4.57676
73.0233
0
8.40254
4.05297

SSRC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0x5F323BF6

SSRC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0x63222814

端以G.729編碼方式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3.73，PLR為0，延遲最差為11.15ms
，時閃最差為6.08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發現當通話二端
均為兩台Soft-Phone時，透過G.729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的數據，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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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想定二G.711及G.729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
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均屬「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故整體而言，其語音品質將歸
類為可接受的狀況。
另外，進一步檢視想定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如圖13所示)，可以發現：在G.711
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延遲呈現顯著的反向關聯現象
；當延遲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高升時，R值及MOS值則會變化波動相對降低，當延遲數值
變化波動相對降低時，R值及MOS值就會變化波動相對高升。而在G.729編碼方式，網
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亦與延遲數值變化波動呈現較為明顯的反向
關聯現象。
由想定二所獲得的通話數據，可以知曉：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相同4G無線網路靜
止狀態的Soft-Phone時，網路電話透過G.711與G.729編碼方式，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使
用者滿意度對照表，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可以分別判定為「滿意」等級及「一些
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此一結果顯示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相同4G無線網路靜止狀態的
Soft-Phone時，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可接受的狀況，尚可提供網路電話一定的通話語音
品質。
三、 想定三：通話二端為在不同 4G 無線網路的兩部靜止狀態 Soft-Phone
此想定與想定二內容相近，網路電話通話二端為兩部Soft-Phone，而這二部Soft-Phone
呈現靜止狀態，分別在不同4G無線網路內，同時跟不同的IP PBX伺服器註冊，以手機對
手機實測通話(如圖14所示)；然後利用QoE伺服器計算影響用戶網路環境通話品質的相
關數據，取得雙方用戶的語音MOS值，以知曉網路電話通話QoE值及語音品質；主叫端
撥 打 被 叫 端通話測試的編碼格式為G.711 及G.729 ，用戶端語音數據及G.711/G.729
CODEC語音分析統計如表14~17。
由表14~17所顯示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想定三，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11編碼方式
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4.09，最高PLR為1.20%，延遲最差為75.83ms，時閃
最差

圖14 VoIP系統通話二端均為在不同4G無線網路中且為靜止狀態Soft-Phone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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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2879
4.32931
4.32779
4.32929
4.32928
4.32879
4.31857
4.31532
4.15599
4.08606

表14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89.5885
0
11.4443
2.09175
89.6091
0
10.5891
1.44695
89.5488
0
13.1012
3.60609
89.6083
0
10.6217
1.52749
89.608
0
10.6316
1.46885
89.5886
0
11.4413
2.89349
89.1868
0
28.1854
5.02268
89.0611
0
33.4221
5.6882
83.7045 0.787402
75.8295
10.7372
81.6847
1.20482
67.9227
9.92585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3044
4.33044
4.33048
4.3304
4.33049
4.33048
4.33045
4.33034
4.33046
4.33003

表15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89.6545
0
8.69434
0.40433 0x8CC5228E
89.6546
0
8.69318 0.409101 0x8CC5228E
89.6559
0
8.63574 0.287168 0x8CC5228E
89.6528
0
8.76808 0.854942 0x8CC5228E
89.6562
0
8.6248 0.875834 0x8CC5228E
89.6559
0
8.63753 0.416258 0x8CC5228E
89.6547
0
8.68738 0.288524 0x8CC5228E
89.6501
0
8.87742
1.14376 0x8CC5228E
89.6553
0
8.66473 0.426835 0x8CC5228E
89.6381
0
9.38069
2.08528 0x8CC5228E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69564
3.72284
3.64459
3.72916
3.72682
3.67298
3.64543
3.69782
3.61742
3.6569

表16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72.1387
0
45.2576
3.75242 0xA573F25C
72.7424
0
20.1066
2.50685 0xA573F25C
71.0227
0.4
54.2262
5.03838 0xA573F25C
72.8836
0
14.2222
2.5112 0xA573F25C
72.8313
0
16.3998
2.82568 0xA573F25C
71.6408
0
66.005
3.25098 0xA573F25C
71.0409 0.396825
53.7608
4.05551 0xA573F25C
72.1868
0
43.2533
5.23149 0xA573F25C
70.4369 0.787402
43.0818
4.97103 0xA573F25C
71.29 0.401606
42.9385
4.63668 0xA573F25C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73516
3.73524
3.73512
3.73526
3.73519
3.73525
3.7352
3.73524
3.7353
3.73532

表17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73.0178
0
8.62864
0.87221 0xD207D7F9
73.0196
0
8.55369
1.76515 0xD207D7F9
73.0169
0
8.66651
1.02471 0xD207D7F9
73.0202
0
8.52917
1.63372 0xD207D7F9
73.0186
0
8.59748 0.670234 0xD207D7F9
73.0199
0
8.54237 0.667211 0xD207D7F9
73.0189
0
8.58328 0.858142 0xD207D7F9
73.0197
0
8.55077
0.75143 0xD207D7F9
73.0211
0
8.49335 0.781826 0xD207D7F9
73.0215
0
8.47499 0.707565 0xD207D7F9

SSRC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0x8727B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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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0.74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可以得知：當通話二端均
為兩部Soft-Phone且在不同4G無線網路，均呈現靜止狀態時，它們透過G.711編碼方式傳
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等數值，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可判定為「滿意」等級
。另外，當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29編碼方式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3.62，最
高PLR為0.79%，延遲最差為66.01ms，時閃延遲最差為5.23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
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發現當通話二端均為兩台Soft-Phone且在不同4G無線網路時，
透過G.729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的數據，其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
可歸類為「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故整體而言，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可接受的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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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想定三G.711及G.729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
另外，進一步檢視想定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如圖15所示)，可以發現：在G.711
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延遲及時閃呈現反向關
聯現象，特別是與延遲及時閃；當延遲及時閃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高升時，R值及MOS值
則會變化波動相對降低，當延遲及時閃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降低時，R值及MOS值就會變
化波動相對高升。而在G.729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
延遲變化波動呈現較為明顯的反向關聯現象。
由想定三所獲得的通話數據，可以知曉：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不同4G無線網路靜
止狀態的Soft-Phone，網路電話透過G.711與G.729編碼方式，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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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滿意度對照表，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可以分別判定為「滿意」等級及「一些使
用者不滿意」等級；此一結果顯示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不同4G無線網路靜止狀態的
Soft-Phone時，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可接受的狀況，尚能提供網路電話一定的通話語音
品質。
四、 想定四：通話二端為在不同 4G 無線網路的兩部 Soft-Phone，一部為靜止狀態，另
一部則呈現行動狀態
此想定與想定三內容相近，網路電話通話二端為兩部Soft-Phone，而這二部Soft-Phone
分別在不同4G無線網路內，二部Soft-Phone均呈現靜止狀態，而另一部Soft-Phone則呈現
動態狀況，其行動時速超過40公里；此二部Soft-Phone將分別跟不同的IP PBX伺服器註
冊，以手機對手機實測通話(如圖16所示)；然後利用QoE伺服器計算影響用戶網路環境
通話品質的相關數據，取得雙方用戶的語音MOS值，以知曉網路電話通話QoE值及語音
品質；主叫端撥打被叫端通話測試的編碼格式為G.711及G.729，用戶端語音數據及
G.711/G.729 CODEC語音分析統計如表18~21。

圖16 VoIP系統通話二端均為在不同4G無線網路中且一端為靜止狀態/另一端為行動狀態
Soft-Phone的架構圖
由表18~21所顯示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想定四，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11編碼方式
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應為1.2，最高PLR為43.24%，延遲最差為44.12ms，時
閃最差為114.1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可以得知：當通話
二端均為兩部Soft-Phone且在不同4G無線網路時，其中一部為靜止狀態而另一部為行動
狀態時，
No
1
2
3
4
5
6

MOS
1.2

2.72732
2.45738
4.33051
4.33049
2.67942

表18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18.1842
43.2432
8.60502 0.583627 0x5ED51678
52.8934
9.2
8.60941 0.340167 0x5ED51678
47.7514
12
8.65726 0.214798 0x5ED51678
89.6572
0
8.58201 0.401577 0x5ED51678
89.6564
0
8.61568 0.401461 0x5ED51678
51.9848
9.6
8.66595 0.217043 0x5ED5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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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4.3305
3.3413
4.33046
4.33053

89.6566
64.7332
89.6553
89.6578

0
5.30612
0
0

8.60897
8.65226
8.66254
8.55806

0.80803 0x5ED51678
0.223196 0x5ED51678
0.189454 0x5ED51678
0.506431 0x5ED51678

MOS
2.31007
3.30282
4.12903
4.26922
4.32686
3.75782
4.11612
4.0816
3.70761
3.11266

表19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44.9013
17.3077
44.1234 114.1060 0x2026CBE1
63.9664
5.4878
12.527
69.2685 0x2026CBE1
82.9084
1.23457
10.4732
62.0393 0x2026CBE1
87.3647 0.401606
10.7361
86.5467 0x2026CBE1
89.512
0
14.6317 15.32860 0x2026CBE1
73.5285
3.14961
13.2801
1.79095 0x2026CBE1
82.5352
1.2987
12.1369
3.23161 0x2026CBE1
81.5606
1.49254
11.1578 27.07480 0x2026CBE1
72.4036
3.40909
11.8046 21.69740 0x2026CBE1
60.2446
6.56934
10.7018 40.81320 0x2026CBE1

MOS
3.57549
3.73547
3.73543
3.7354
3.7354
3.7354
3.04178
3.7354
3.53655
3.73551

表20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69.5429
1.6
8.32377 0.281034 0x440D491C
73.025
0
8.33151
3.05566 0x440D491C
73.024
0
8.3708
3.37276 0x440D491C
73.0233
0
8.4001
6.28508 0x440D491C
73.0234
0
8.39603
2.73132 0x440D491C
73.0234
0
8.39796
2.42001 0x440D491C
58.8793
7.96813
8.35411
6.99279 0x593019D5
73.0234
0
8.39872
3.10219 0x593019D5
68.723
2
8.31194
3.30539 0x593019D5
73.0259
0
8.29445
1.83788 0x593019D5

MOS
3.73338
3.73334
3.73342
3.73349
3.73342
3.73347
3.73329
3.73329
3.73327
3.73338

表21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72.978
0
10.2868
4.56246 0x4A3A166D
72.9771
0
10.3279
2.91172 0x4A3A166D
72.979
0
10.2469
3.84377 0x4A3A166D
72.9805
0
10.1857
6.70584 0x4A3A166D
72.9788
0
10.2544
3.72067 0x4A3A166D
72.9801
0
10.2016
5.02714 0x4A3A166D
72.9761
0
10.3683
3.31392 0x4A3A166D
72.9761
0
10.3691
2.79616 0x4A3A166D
72.9757
0
10.3855
3.55004 0x4A3A166D
72.978
0
10.2879
3.86028 0x4A3A166D

它們透過G.711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等數值，可以發現：由於網路
電話通話一方為行動狀態，使得初始主叫端與被叫端的PLR分別達43.24%及17.31%，語
音封包遺失狀況相對嚴重，造成R值與MOS值等數值極差，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可判
定為「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等級，然隨著網路電話通話的持續進行，語音封包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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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持續改善，但能有少許封包遺失現象，使得R值與MOS值等數值亦隨之改善與小幅
波動，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在「滿意」等級及「許多使用者不滿意」等級之間變化。
另外，當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29編碼方式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3.04，最高
PLR為7.97%，延遲最差為8.40ms，時閃最差為6.99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
照表(請詳表4)，發現當通話二端均為兩台Soft-Phone且在不同4G無線網路，其中一部
Soft-Phone為靜止狀態而另一部Soft-Phone為行動狀態時，透過G.729編碼方式傳送RTP
封包，檢視主叫端與被叫端的R值與MOS值數據，在主叫端方面，其使用者體驗的語音
品質多在「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與「許多使用者不滿意」等級之間波動，僅有一筆
為「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等級，而被叫端方面，其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可判定為
「一些
想定四-G.711主叫端語音監測品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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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想定四G.711及G.729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
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故整體而言，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不太穩定的狀況。
另外，進一步檢視想定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如圖17所示)，可以發現：在G.711
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數值變化波動呈現顯著的
反向關聯現象；當PLR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高升時，R值及MOS值則會變化波動相對降低
，當PLR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降低時，R值及MOS值就會變化波動相對高升。在G.729編碼
方式，主叫端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數值變化波動亦呈現顯
著的反向關聯現象，而被叫端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則與延遲數值
變化波動呈現顯著的反向關聯現象。
由想定四所獲得的通話數據，可以知曉：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不同4G無線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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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Phone時，且其中一部為靜止狀態而另一部為行動狀態，其網路電話透過G.711與
G.729編碼方式，其語音通話品質均受封包遺失的影響，其PLR的數據不佳，造成網路
電話通話品質出現無訊號或是斷訊的情形。探究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其主要肇因於網
路電話通話雙方其中一方係以行動狀態進行通話，持續的行動位移造成在不同4G基地台
間產生交遞(hand over)現象，行動通訊封包往往會因頻繁的交遞處理，產生封包遺漏的
現象。因此，當兩部在不同4G無線網路的Soft-Phone時，且其中一部為靜止狀態而另一
部為行動狀態時，容易產生網路電話通話語音品質不佳的狀況。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
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網路電話透過G.711與G.729編碼方式，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
質在「滿意」等級及「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等級之間波動；此一結果顯示當通話二
端均為兩部Soft-Phone且在不同4G無線網路時，其中一部為靜止狀態而另一部為行動狀
態時，其網路電話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等級變化很大，顯示網路電話通話品質相
對不穩定。
五、 想定五：通話二端為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WLAN)的兩部 Soft-Phone
此想定與想定三內容相近，網路電話通話二端為兩部Soft-Phone，而這二部Soft-Phone
呈現靜止狀態，分別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WLAN)內，同時跟不同的IP PBX伺服器註冊
，

圖18 VoIP系統通話二端均為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WLAN)Soft-Phone的架構圖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2932
2.81627
4.32474
4.32921
4.32919
4.32908
4.32194
4.32632
4.33046
4.33046

表22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89.6096
0
10.5651
1.40204 0x628DB2E3
54.5805
7.69231
102.363
6.87973 0x628DB2E3
89.4281
0
18.1311
4.16879 0x628DB2E3
89.6051
0
10.7552
1.57597 0x628DB2E3
89.6043
0
10.7861
1.63439 0x628DB2E3
89.6003
0
10.9554
1.51685 0x628DB2E3
89.318
0
22.7164
3.39517 0x628DB2E3
89.4908
0
15.5185
1.95827 0x628DB2E3
89.6554
0
8.65954 0.505243 0x628DB2E3
89.6553
0
8.66075 0.383369 0x628DB2E3
23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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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4.33042
4.33049
4.33043
4.33045
4.33045
4.33047
4.33045
4.33045
4.1284
4.3168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SSRC
89.6537
0
8.72958 0.113403 0xD756B19D
89.6564
0
8.61738 0.432289 0xD756B19D
89.6538
0
8.72583 0.513441 0xD756B19D
89.6546
0
8.6921 0.412637 0xD756B19D
89.6549
0
8.67957 0.262722 0xD756B19D
89.6556
0
8.65202 0.230938 0xD756B19D
89.6548
0
8.68161 0.278936 0xD756B19D
89.6546
0
8.69066 0.361569 0xD756B19D
82.8902 0.806452
151.909
7.07399 0xD756B19D
89.118
0
125.613
5.73547 0xD756B19D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53493
3.49579
3.57385
3.49469
3.42067
3.31345
3.45906
3.38416
3.49587
3.31355

表24 主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68.689
1.99203
10.402
4.62849
67.8742
2.4
10.3456
4.34604
69.5083
1.59362
10.3177
5.84155
67.8514
2.40964
10.5018
6.82028
66.3332
3.2
10.408
5.84556
64.1777
4.4
10.2988
5.19437
67.1172
2.78885
10.2883
4.63272
65.594
3.6
10.3947
4.04379
67.8759
2.4
10.2765
4.32317
64.1797
4.4
10.2189
5.46548

SSRC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0x3902A38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MOS
3.73546
3.73546
3.73541
3.73543
3.73544
3.73542
3.73542
3.73542
3.73542
3.73546

表25 被叫端語音分析數據表(G.729)
R
PLR(%) 延 遲 (ms) 時 閃 (ms)
73.0246
0
8.34594
10.1266
73.0246
0
8.34646
8.20975
73.0234
0
8.3958
9.5206
73.024
0
8.37127
8.11777
73.0242
0
8.36509
9.04659
73.0238
0
8.37791
8.44095
73.0238
0
8.38174
9.13504
73.0237
0
8.38342
8.40315
73.0238
0
8.38012
10.4802
73.0245
0
8.34984
10.9064

SSRC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0x3A030D9

以手機對手機實測通話(如圖18所示)；然後利用QoE伺服器計算影響用戶網路環境通話
品質的相關數據，取得雙方用戶的語音MOS值，以知曉網路電話通話QoE值及語音品質
； 主 叫 端 撥 打 被 叫 端 通 話 測 試 的 編 碼 格 式 為 G.711 及 G.729 ， 用 戶 端 語 音 數 據 及
G.711/G.729 CODEC語音分析統計如表22~25。
由表22~25所顯示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想定五，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11編碼方式
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低為2.82，PLR值最差為7.69% ，延遲最差為151.91ms，
時閃最差為7.07ms；依據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請詳表4)，可以得知：當通話
二端均為兩部Soft-Phone且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WLAN)時，它們透過G.711編碼方式傳
送RTP封包，檢視R值與MOS值等數值，除一組數據因PLR值較高，造成使用者體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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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品質為「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等級，其餘使用者體驗的語音品質均可判定為「
滿意」等級。另外，當主叫端及被叫端以G.729編碼方式的20筆RTP封包中，MOS值最
低為3.31，最高PLR為4.4%，延遲最差為10.50ms，時閃最差為10.91ms；依據語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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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者滿意
圖19 想定五G.711及G.729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
度對照表(請詳表4)，發現當通話二端均為為兩台Soft-Phone且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
(WLAN)時，透過G.729編碼方式傳送RTP封包，檢視檢視R值與MOS值的數據，主叫端
的使用者體驗語音品質可判定為「許多使用者不滿意」等級，而被叫端的使用者體驗語
音品質可判定為「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故整體而言，其語音品質將歸類為不太能
接受的狀況。
另外，進一步檢視想定一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如圖19所示)，可以發現：在G.711
編碼方式，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延遲及時閃數值變化波
動呈現的反向關聯現象，其中，以PLR數值變化波動與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
值變化波動最為顯著；當PLR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高升時，R值及MOS值則會變化波動相
對降低，當PLR數值變化波動相對降低時，R值及MOS值就會變化波動相對高升。在G.729
編碼方式，主叫端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與PLR數值變化波動亦呈
現顯著的反向關聯現象，而被叫端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則與延遲
數值變化波動呈現較為顯著的反向關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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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想定五獲得的通話數據，可以知曉：當通話二端均為兩部在不同無線區域網路
(WLAN)的Soft-Phone，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網路電話透過G.711
編碼方式，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幾乎為「滿意」等級，提供網路電話的一定通話
語音品質；相對地，依據ITU-T語音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照表，當網路電話透過G.729
編碼方式，主叫端的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均為「許多使用者不滿意」等級，被叫
端的使用者體驗的語音通話品質則為「一些使用者不滿意」等級，顯示網路電話通話語
音品質不太理想。

伍、結論
由於各種網路型態及通訊架構的日漸複雜，如何確保網路電話通話品質的暢通、穩
定且能夠有效地管理網路效能，同時能夠提供大型機構使用網路電話所需的網路服務品
質，是目前網路電話服務商及管理者迫切探究的重要議題。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導入
改良簡易式E模型演算法，以QoE伺服器建立VoIP QoE評分機制，提供網路電話系統管
理者明瞭網路電話通話品質的參考依據，藉以做為調整網路電話系統配置組態參數的考
量基準，進而能夠改善網路電話通話及服務品質，滿足大型機構使用網路電話所需通話
品質；本研究藉由應用改良簡易式E模型演算法於QoE伺服器，提供網路電話通話品質
的具體數據，除了能供網路電話系統管理者改善網路電話通話品質的依據外，亦兼具管
理網路電話設備及監控通話語音品質之系統功能。
透過複雜度不同的網路架構，本研究執行五種不同想定實作，以瞭解研究所提網路
電話通話語音品質評量機制的運作功能，本研究分別在網路電話用戶設備端(呼叫端及
被呼叫端)，以每五秒擷取RTP封包，利用密集的封包擷取方式，可以立即分析網路電話
通話封包的延遲、時閃及PLR，並即時計算R因子及換算MOS數值，然後依據MOS數值
來評量用戶網路電話通話的體驗品質，以做為後續網路電話服務品質的參考與改進的依
據。
本研究利用五個想定實測五種網路電話通話環境，透過VoIP系統的實際運作通話，
得到下列的實測結果：
 想定一：
網路電話透過有線網路及IP-phone的網路環境下進行通話，使用者體驗語音品質效果
屬最佳也最穩定。
 想定二╱想定三：
網路電話透過分別透過相同與不同的4G網路環境下進行通話，其網路複雜度稍有不
同，實作結果顯示使用者體驗語音品質維持在「滿意」等級及「一些使用者不滿意」
等級，網路電話通話維持一定的品質。
 想定四：
通話雙方的其中一方係以高速移動方式在4G通訊環境中進行網路電話通話，囿於行
動通訊環境的運作特性，高速移動將造成通訊傳送封包遺失的機率增高，因此造成網
路電話通話封包傳送容易受到影響，所以有較高的PLR，進而造成網路電話通話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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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不佳，使用者體驗語音品質在「滿意」等級及「幾乎所有使用者不滿意」等級之
間波動，顯示行進間通話的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相當不穩定；因此，此通話環境因素是
網路電話QoE須考量的範疇。
 想定五：
網路電話透過不同的無線區域網路通話，其通訊環境相對穩定，故網路電話可以維持
不錯的通話品質；惟網路電話透過G.729編碼模式，因受PLR稍高的影響，使得通話
語音品質變稍差。
 透過五個想定所產生的網路電話語音監測品質變化對照圖可以發現：在多數想定中，
當網路電話沒有發生封包遺失的現象時，代表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的R值及MOS值變
化波動與延遲數值變化波動會呈現相對顯著的反向關聯的現象；當網路電話PLR相對
偏高時，代表網路電話語音品質的的R值及MOS值變化波動則與PLR及延遲數值變化
波動會呈現相對顯著的反向關聯的現象。
本研究對於網路電話通話品質評量主要係透過在VoIP系統架構下實測網路電話通訊
封包，擷取相關重要參數，以計算獲得QoE評分；針對研究想定實測過程所獲的數據及
相關結果，提出下列建議：
 在系統管理上，未來可在資料庫上使用統計軟體，搭配告警臨界值使系統分析更視覺
化。
 網路電話通話語音品質的量測需透過QoE伺服器的運作，如何針對大型組織網路環境
有效地部署QoE伺服器，藉以提升組織整體網路電話通話語音通話品質為一重要的研
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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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用光碟機產業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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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顧過去用於儲存數位資料的磁帶機經過六十多年科技演進，現今仍然持續使用
中；光儲存產業裡的光碟片和光碟機，也是儲存電腦數位資料不可或缺的裝置之一。儘
管光儲存特性目前並沒有其他類似產品可以取代，但因為網路興起、消費者使用習慣改
變等因素使得其重要性逐漸降低，在研究機構統計數據中也顯示資訊用光碟機需求量確
實逐年下降。光儲存產品公司如何運用本身在光碟機技術上的優勢，持續精進並發展出
符合供需變化之可行策略，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經由個案研究的方式，從外在的產業變化到個案公司內部的資源配置，分別以五力
分析和SWOT矩陣策略進行綜合探討，嘗試理解現今光碟機產業出現的機會、威脅、產
業結構變化、產業競爭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採用SWOT矩陣解析個案公司本
身的優勢和劣勢，並與產業機會和威脅交互分析。
研究發現由於光碟片及光碟機相關技術仍持續演進，強化光儲存設備本身的特性之
外，同時增強較其他儲存媒體不足之處，讓光碟機更適用於新需求領域。一旦有了適當
且符合需求的產品，光碟機能與磁帶機同時持續被使用於數位資料儲存的機會大幅增
加。期望經由本研究能提供個案公司具體可行之攻擊、差異化、防禦及退避等經營策略
組合調整之方向。
關鍵詞: 光碟機、光儲存、備份系統、競爭策略。
Abstract
In this information explosion era, the digital data storage devic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veryone’s daily life. Improvement over several decades, tape and hard disk devices using
magnetic technology are still in use these days. Optical disc and optical disc drives (ODD)
employing optical technology also take essential roles in storing digital data.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ODD related products should have their own market position, but with the
widespread usage of the Internet and changing behavior of customers, the optical storage is no
longer a must-have device in current PC configuration. Also, many reports show that the selling
number of ODD is decreasing over time.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optical technology
employed in storage system cannot be overlooked due to its long term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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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study company is inevitably facing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product value
declining, industrial changes and impact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attempting to
sort out the case-study company’s current advantages on ODD techniques and keep developing
strategies adaptive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By apply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we
use the Porter five forces and SWOT analysis to breakdown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relative
factors. In industrial analysis, we collect market data and apply Porter five forces analys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opportunities, threats, structural changes, competitors and future trends of
ODD industry. In company internal analysis, we go through SWOT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way
we could take to capturing the future trends and ma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 that the new techniques of optical disc and ODD have still been
brought forward and many competitive features of optical storage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continuously and all these progression makes ODD more viable in cloud systems. We hope to
provide various suggestions in management portfolio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Optical disc drive, optical storage, archiving system, competitive strategy
一、緒論
『蒸氣機開展了工業化大量生產的時代，電報在十九世紀發明之後，人類傳遞訊息
可以打破時間和地域的疆界，而電晶體的發明則帶來了「資訊的時代」。西元1947年電
晶體在AT&T的貝爾實驗室中被發明，可以稱為一個科學革命的開端，電晶體的發明帶
來一連串的新科技的發展』，上面這段話係引用自吳俊逸1997年發表在iTHome上的引
言[4]。
Intel的創辦人Moore[18]曾經表示，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兩年便
會增加一倍，半導體行業大致按照摩爾定律發展了半個多世紀，對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世
界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並驅動了一系列科技創新、社會改革、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經濟
增長。個人電腦、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等技術改善和創新都離不開摩爾定律的延續，
引領個人電腦的普及且加速推陳出新，個人電腦及其相關零組件價格也是呈現愈來愈便
宜的態勢。早期光碟機重要零組件（光學讀取頭、主軸馬達和控制晶片）一半以上的技
術規格多被歐美及日本廠商掌握，自從西元1985年荷商Philips和日商Sony一起訂定
CD-ROM標準規開始，光儲存技術便導向資訊應用領域。
台灣光碟機的發展歷史由CD-ROM的零組件採購組裝生產開始，漸漸朝向自我技術
發展。同時由於台灣在半導體、資訊、電子等產業在管理製造質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產生
群聚效應，使台灣製造業能大者恆大，也幫助了資訊產業結合上下游供應鏈運籌管理，
像個人電腦的各式主要零組件都可以在台灣當地供應配送，因此整體成本、運送時效、
製造效率等形成強大的競爭力。因此台灣廠商紛紛投入光碟機設計製造後漸漸掌握部份
重要零組件技術及規格，促使光儲存硬體成本持續降低，出貨量持續增加。再加上光儲
存媒體具有不可抺除、攜帶方便以及保存容易等優點，光碟機產業也隨著低成本個人電
腦的繁榮發展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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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
西元2000年時台灣光電產業總值台幣4,564億元，光儲存約佔整體光電產業15%。十
年後西元2010年台灣光電產業總值雖高達台幣23,618億元約成長5倍，光電協進會[2]，
但光儲存僅佔整體光電產業6%，佔比不及西元2000年的一半。
光儲存產業包含了光碟機和光碟片，光碟機又分為消費用及資訊用。資訊用光碟機
在蓬勃發展之初與個人電腦幾乎同步成長，從圖一中觀察看到西元2006年個人電腦數量
約為281百萬台；光碟機數量為278百萬台，差距僅為3百萬台，個人電腦配有光碟機的
比例接近99%。西元2010年個人電腦數量約為351百萬台；光碟機數量是326百萬台，差
距為25百萬台，同時個人電腦配有光碟機的比例降為92%。
西元2010年到西元2016年光碟機數量由326百萬台衰退為130百萬台衰退比例高達
61%，如此衰退的速度可以說是相當驚人，對從事光碟機設計製造的企業而無異是個嚴
重的警訊。

圖一，個人電腦與光碟機數量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20]、本研究整理

影響光碟機無法持續成長的最主要原因，是網際網路迅速發展以及網際網路普及而
產生的社群或交流平台。據統計Facebook是全球用戶數最多的平台，建立於西元2004
年、西元2008年達到1億用戶、西元2010年達5億用戶、西元2012年有10億用戶，而現在
西元2017年正式破20億用戶。其他分享平台YouTube15億、WeChat8.89億、Instagra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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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Twitter3.28億與Snapchat2.55億。另外，WhatsApp與Messenger，也都各擁有12億用
戶。
根據Meeker[17]發表的網路趨勢報告，參見圖二。目前全球網路使用者約為34億人，
依全球人口75億來看表示全球至少有45%的人使用網際網路。這些社群及分享平台的特
色都是在將個人資訊及資料存放於雲端也就是提供平台者的資料中心而非使用者端，因
此在終端個人儲存資料的需求以及對多媒體在地儲存的需求明顯驟降。

圖二，全球網路使用人數
資料來源：Meeker[17]
雖然個案公司在研發技術及生產能力具有競爭力，但應如何面對上述大環境的變
化、挑戰以及尋求後續發展的策略，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2.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是產品的市場壽命，即一種新產品從開始進
入市場到被市場淘汰的整個過程。依據產品不同呈現不同的曲線，資訊產業的迅速進化
過程中許多盛極一時的產品生命週期曲線比較接近圖三右上方之時尚型曲線。產品上市
後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也許是技術進步，也許是需求改變而進入需求衰退的狀
態。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3.5英吋軟碟機（Floppy disk）大量使用在個人電腦上作為數
位資料儲存用途，西元1996年時全球有多達50億台軟碟機正在使用。直到在西元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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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捨棄軟碟機的電腦Apple Mac問世，軟碟機銷量才逐漸下滑。西元2011年軟碟機
市佔率最大的廠商Sony正式停產，軟碟機歷時20餘年後正式走進歷史。

圖三，產品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Kotler[15]、本研究整理
同樣是數位資料儲存裝置磁帶（Magnetic tape）目前是電腦領域中最古老的儲存標
準，從西元1951 年開始應用在UNIVAC 電腦算起，已經有超過六十年歷史。磁帶儲存
的銷售從西元2008年開始下滑，在西元2012年甚至出現了14%的下跌。當我們正準備向
這個歷史悠久的儲存技術致意道別之際，卻在西元2012年最後一季度，磁帶儲存銷量再
次出現逆襲，增長了1%。至今，碟帶仍然廣泛應用在資料中心及中小企業，而且持續
在改善儲存密度及速度後，完全沒有任何消失的態勢。
光碟機也是數位資料儲存裝置之一，曾經欣欣向榮但近年來市場需求卻持續低迷，
它的產品生命週期曲線發展趨勢可能類似軟碟機消失無踪或是如同磁帶至今仍然持續
發展。明顯地資訊用光碟機設計製造生產為主的廠商因為產業發生變化進而影響企業持
續經營的可能性。希望經由研究光儲存產品特性、後續發展的機會以及全球科技應用趨
勢後能提供給企業經營管理決策參考，企業可以思考未來持續發展的方向。本研究期望
達到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經由五種競爭力量的分析，探討資訊用光碟機產業發展現況以及未來發展趨
勢，以了解個案公司因科技進步和產業變化在經營上所受到的影響。
二、 運用SWOT分析工具，對個案公司進行內部優勢與劣勢分析。本研究期望透
過此四大構面的分析以了解外部發展的機會，避開主要的威脅，善用自身的優勢，充份
發揮本身資源來補強個案公司劣勢，使得經營策略能較易掌握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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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章節主要是針對本研究之相關議題進行文獻的蒐集與探討，包含產業結構、企業
競爭策略及企業成長策略等相關文獻，進行有系統之整理，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同時，經由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整理，深入探討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生存因素，並用
以探討個案公司之競爭優勢與未來之經營策略。
1. 採用方法
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大類，其一為依統計分析程序之量化方法；其二是屬於探索性
研究之質化方法。質化方法中依楊國樞[9]認為分敘述性研究及因果性研究二種，而將個
案研究歸屬於敘述性研究，特別專於研究探討有限數目的事件和情況之相互關係，對少
數樣本討論，做為決策或判斷相類似事物的參考。吳琮璠[5]則認為透過個案研究法可以
獲得現場第一手資料，蒐集到企業真正運作的資料，特別是在管理相關學門的探索性研
究議題上，有其存在的意義。Leonard[16]認為個案研究是由多重資料來源所重組的一段
過去歷史或正在發生現象，也可包括直接觀察作為研究。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探索研究單一主題，並非僅僅是描述或說明某一個現象。考
慮商業競爭，本研究不揭露個案公司資訊。這個探索研究中提供對此主題多元化、多構
面的資料，相互之間的分析，來做進一步研究的探討與建議，因此比較屬於敘述性研究
之質化方法。由於敘述性之研究，不在於找出量化、具體化或代表性結論，也不會著重
於驗證現象之關係，而是以廣泛且深入的觀察與了解研究主題可能會有變數，以利發現
研究中可能產生關鍵影響的因素。本研究以多元方式蒐集資料，包含公開文獻資料、個
案初級資料、次級資料以及觀察法蒐集資料。從相關理論文獻探討、次級資料整理並參
考個案分析架構，期望能對個案公司進行客觀且深入的探討，以求對光碟機產業及個案
公司競爭優勢策略能有更深一層了解。
2. 個案分析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個案公司在環境變化時以Porter[19]提出之五力分析模型來深入探究
對產業以及個案公司的影響，以及Barney[12]所提出SWOT之分析模型探討個案公司所
處競爭環境，同時進行個案公司內部經營能力與外部經營環境分析，以了解個案公司的
機會所在並妥善運用自身優勢及資源以避開主要威脅，進而分析如何發揮優勢，補強劣
勢，使用準確快速方式掌握趨勢，將個案公司未來經營方向及策略依此分析結果提出建
議。本研究主要分析方向及架構，如圖四 所示。
 個案公司所處產業現況及趨勢分析。
 個案公司內部能力盤點，深度了解企業本身。以及客觀分析外部環境。
 依分析得知的結果提出未來發展及經營策略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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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研究個案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資料收集和分析
為能廣泛收集相關資料作為研究基礎，嘗試在最大範圍內收集各類型資料，並有系
統研讀整理與完整架構下分析歸納，經由互相之間分析來增強本研究信度及效度。雖然
報章雜誌撰述之文章內容不具備學術理論基礎，但對於整體大環境變化所衍生出對產
業、企業以及個案公司之影響之分析有相當助益。資料收集方向主要分為三大類：
(i) 大環境演變以及光碟機產業技術相關資料：政府單位及機構出版品例如工業研究院
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針對光碟機技術出版品；經由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收集歷年
產業數據和資料加以匯總整理或是產業專刊如光連雙月刊。專業調研機構付費研究
報告例如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TSR）、Gartner Research；會員制研究報告
例如電子時報；報章雜誌撰文以及網站分析報導資訊等等
(ii) 個案公司資料：包含公司內部正式及非正式資料、證券交易所公開資料以及個案公
司依法揭露之年報、財務報表等。
(iii) 學術理論相關：書籍；期刊報告；論文研究；學術單位研究報告等
4. 研究範圍和對象
資訊用光碟機產業在興盛時期台灣至少有十家廠商，資策會MIC[6]，隨著網路興
起、時代變遷、科技進步以及消費者使用習慣改變等因素研究分析，資訊用光碟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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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逐年衰退中。目前台灣僅存一家資訊用光碟機供應商將以此個案公司為個案研究對
象，從產業現況、未來趨勢、新市場機會以及個案公司本身能力等要素，以期能提供個
案公司在制定未來經營方向和策略時作為參考。
三、個案分析
1. 光碟機產業介紹
光碟機的發展歷程由西元1985年單倍數CD-ROM光碟機開始，在西元1992年西元
1994年間增長幅度最為迅速。當西元1996年光碟機成為個人電腦標準配備不僅吸引台灣
許多廠商投入，相關技術也快速進步，例如光碟機速度由8倍、12倍到西元1997年進展
到24倍，雖然技術已經可以達到52倍但現今仍以24倍為主流，以資訊用DVD光碟燒錄機
而言，半高型24倍，薄型8倍性價比最佳 ; 規格上從CD-ROM光碟機進入到CD-RW光碟
機、COMBO光碟機、DVD光碟機甚至Blu-ray 藍光光碟機。Blu-ray 藍光光碟機技術相
當成熟，但在實際應用上DVD光碟機較為廣泛。
從圖五、綜觀光碟機各類規格在西元2002年到西元2007年出貨數量以CD-ROM光
碟、CD-RW光碟機以及COMBO光碟機數量為主每年均佔總出貨量至少50%，這期間
DVD-ROM光碟機一直有存在但需求卻沒有增長的趨勢，而DVD-RW光碟機西元2006年
大約僅佔30%，到西元2008年開始出貨數量激增，佔比接近70%快速成長，DVD-RW光
碟機可以向下兼容CD-ROM光碟機以及CD-RW光碟機，所以CD-ROM自然容易被取
代。CD-RW以及DVD-RW到西元2016年出貨數量佔全體光碟機比重已經超過95%成為主
要光碟機規格。西元2012年Blu-ray光碟機看似有增長的機會，但西元2013年起出貨量反
而萎縮，其中價格是主要因素，因為除了重要零主件成本較DVD光碟機高之外，授權金
較昂貴也是原因之一。僅管DVD-ROM光碟機和Blu-ray光碟機出貨數量佔整體比例較低
但自西元2002年到西元2016年此二類型光碟機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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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光碟機規格出貨數量
資料來源：曾煥雄[7] 、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20]、Gartner[14] 、
本研究整理
光碟機各類規格描述如下：
CD-ROM（Read-only）：不可寫入，可重覆讀取
CD-RW（Write-once） ：僅可寫入一次，可重覆讀取但不可重覆寫入
COMBO ：僅可寫入CD，可讀取CD及DVD
DVD-ROM（Read-only） ：不可寫入，可重覆讀取
DVD-RW（Write-once） ：僅可寫入一次，可重覆讀取但不可重覆寫入
DVD-RAM（Rewritable） ：可重覆寫入及讀取
2. 光碟產業特性
早期（西元1999年-西元2008年）光碟機產業大部份的需求是與個人電腦一起出貨，
與個人電腦需求呈現正相關。掌握關鍵零組件及專利技術的廠商經常會以結盟的型態藉
以瓜分市場、穩定價格等。
以專利技術授權來說，通常是多個專利權人將專利權以交互授權方式予以整合，使
多個專利權可由其中某個專利權人直接授權給被授權人或透過其他特別建立以管理該
專利授權聯盟之機構授權。因此凡是要生產光碟機的廠商如果其產品涉及有專利權必須
向聯盟獲得許可並支付專利使用費，才得以合法生產及銷售。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海關
都積極採取法律行動禁止未經授權產品進入，對光碟機製造商而言是極大的成本，也自
然形成光碟機產業進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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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機產業上游主要關鍵零主件為光學讀取頭、控制晶片組及主軸馬達等。中游則
為光碟機之設計、製造、及組裝，下游產業為電腦系統品牌廠商、電腦組裝市場以及其
他特殊用途例如拷貝業、自動提款機等。
如上述提及光碟機產業以結盟瓜分市場，結盟形態大致分為五大類，如圖六所示。

圖六，光碟機產業結盟型態
資料來源：電子時報[8]、本研究整理

五大類的結盟形態說明
(i) 技術（含權利金）、生產互補：
日立樂金數據儲存（Hitachi-LG Data Storage，HLDS）便由Hitachi與LG結盟成立之
公司除了有權利金的互惠外，也包含生產光碟機滿足結盟商的需求。李孝揚[1]東芝三星
存儲技術公司（Toshiba 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TSST）由日商Toshiba結盟韓商
Samsung 成立公司，包含權利金互惠以及生產。
(ii) 技術、生產互補：
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hilips & BenQ Digital Storage，PBDS）是典型
結盟。飛利浦（Philips）負責技術和權利金，佔合資公司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權51%，明基電通（BenQ）負責生產及銷售佔49%。
(iii) 技術互補，二組：
技術互補的共有二組都是日系公司，各自都握有光碟機重要零主件技術。第一組索
尼（Sony）和恩益禧（NEC）；第二組先鋒（Pioneer）和蒂雅克（TEAC）他們技術共
享但自行開發、生產自有品牌沒有另行成立結盟公司。
(iv) 純代工合作，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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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索尼（Sony）和建興（Lite-On）是握有關鍵技術日系公司與善於大量生產以
降低成本的台灣廠商經典組合。彼此經由客戶與廠商的關係，廠商進而由代工過程中獲
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技術。
第二組是蒂雅克（TEAC）和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蒂雅克（TEAC）
是日系公司原本自行生產光碟機並擁有關鍵技術，便將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作為其工廠
大量生產以降低成本。
(v) 生產互補：
建興（Lite-On）和明基電通（BenQ）強項都是生產，2006年建興電子收購了明基電
通（BenQ）光儲存事業部取得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權，隨即更名為飛
利浦建興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hilips & Lite-On Digital Solutions Corporation， PLDS）
銷售光碟機。
在初期產業蓬勃發展時，全球約有九家較具規模光碟機製造商包含LG、Samsung、
LITE-ON、TEAC、Toshiba、BTC、Matsushita、API等。隨著產業變化，光碟機價格持
續走低，許多製造商陸續退出市場或是以結盟方式合併，2000年Hitachi與LG進行首波整
併，陸續有Philips與BenQ整合為PBDS，Toshiba與Samsung整合為TSST聯盟，西元2006
年建興電子收購BenQ光儲存事業部躍升為全球第二大廠商，接著LITE-ON與Philips合資
成為PLDS。自此形成三家鼎立的態勢HLDS、PLDS、TSST，直到西元2016年TSST宣佈
停止光碟機事業，目前全球僅存二家資訊用光碟機設計製造廠商HLDS 以及PLDS。
3. 光碟機技術特性與其他儲存媒體
光碟機是一個結合光學、機械與電子科技的高科技產品。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雷射
光穿過光柵之後，再由偏光板反射到瞄準鏡，最後透過接物鏡打在光碟片上。經過這一
連串的光學處理之後，光線變得更集中，更容易控制，然後由光碟片反射回來，再藉光
感測器來拾取訊號，並將其解碼成我們需要的資料，便完成整個資料讀取的動作。而寫
入的原理是因為物鏡所射出的光束聚焦在光碟片的記錄膜時，記錄膜上因為熱形成一個
「光點(Spot)」，隨著碟片規律轉由內圈到外圈記錄下來，而這就是燒錄器如何進行寫
入的流程。因為光碟機設計原理，讓光儲存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i) 資料可保存時間長（Longevity）：資料寫入後可保存100年甚至更久。
(ii) 資料確實性（Data authenticity）
：如果使用一次性寫入可多次讀取WORM（Write Once
Read Many）的光碟片，資料寫入後無法修改，可確保資料之確實性。
(iii) 總體擁有成本最佳化（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光碟機在無運作情況下低
耗電量；運作和保存沒有空調的需求；單一GB儲存成本相對低於其他儲存媒體。
市場被普遍使用的主要儲存媒體之一磁帶（Magnetic Tape）是非易失性存儲介質，
由帶有可磁化覆料的塑料帶狀物組成（通常封裝為捲起），適合傳統的存儲和備份以及
順序讀寫大量資料的使用場景。光碟片（Optical Disc）是用雷射掃描的記錄和讀出方式
儲存資訊的一種介質，傳統硬碟機（Hard Disk Drive，HDD）是由碟片和讀寫頭組成的
非揮發性（Non-Volatile）存儲裝置，以及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rive，SSD）則是近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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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發明以快閃記憶體（NAND Flash）作為儲存媒介，現在主流MLC（Multi-Level
Cell）、TLC（Triple-Level Cell）與SLC （Single-Level Cell）。經由表一、各類媒體比
較表中可得知固態硬碟是其中存取速度最快的可達2000MB/sec，一部高畫質電影約
50GB寫入固態硬碟僅需25秒，可說是相當快速但成本也是最高。由於磁帶機持續改良
每GB的單位成本為美金0.01元，其儲存成本最為低廉，磁帶機讀取資料是線性方式速度
慢是其缺點之一。 范仁志[3]。固態硬碟每GB的單位成本是磁帶機的二十倍。儲存媒體
中光碟片能保存的年限最長約50-100年是大幅領先其他儲存媒體的，同時光碟機待機耗
電量最低、光碟片每GB儲存成本僅略高於磁帶機，依此特質是非常適合需要大量長久
儲存的資料。黑底標註部份表示該儲存媒體優於其他媒體的項目。
表一: 主要儲存媒體比較

儲存媒體種類 / 條件
每一GB美金單價
環境要求
資料保存期限
待機耗電量
目前最大容量
資料寫入速度

固態硬碟
SSD

硬碟機
HDD

$0.20
需空調
5-10年
1.7W
1TB

$0.04
需空調
3-5年
9W

光碟片
Optical
Disc
$0.02

磁帶機
TAPE

$0.01

無需
30-50年
1.5W

需空調
10-30年
13W
12TB
300GB
4TB
2000MB/sec 200MB/sec 54MB/sec 150MB/sec

資料來源：Archival Disc Technology[11] 、本研究整理
主要儲存媒體比較中可以得知雖然光儲存特性適合Cold資料，但單一儲存容量是全
部媒體中最少的，如果希望增加在單一光碟片上儲存資料量，就必須在針對Blu-ray碟片
材質和寫入技術同時加以改良，由目前300GB增加至少到1TB才有機會經由多張碟片組
成片匣的設計方式擴大儲存容量。因此Sony & Panasonic結合技術和資源共同開發改良
光碟片，將碟片儲存軌道間距（Track Ptich）由原本Blu-ray碟片的320nm調整到新的
225nm，同時採用新的容錯管理機制整體稱之為Archival disc（AD disc）規格，這一新
的AD規格可以讓碟片每一層的儲存密度相對於Blu-ray碟片增加百分之四十，以期望達
到單一光碟片能儲存1TB。
4. 個案公司競爭策略及競爭環境分析 – 五力分析
波特五力分析Porter[19]架構對企業戰略制定產生全球性的深遠影響。此一產業分析
架構用以分析產業結構與競爭者之間的交互影響，這五種競爭力密切影響公司服務客戶
及獲利的構面組成，其中之一的力量改變都可能吸引公司退出或進入市場。經由分析此
五種力量有助於建立產業之競爭策略。
4.1 現有廠商之間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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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光碟機廠整併與聯盟可以看到，經過一段時間的結盟重組後資訊用光碟機市場目
前有二家製造商。二家製造商分別以60%和個案公司40%的市佔率持續競爭，以目前市
場總需求量（Total Available Market，TAM）而言，正好是二家製造商最佳產能下可以
持續經營的均衡狀態，但隨著資訊用光碟機市場總需求量下滑，為了能維持二家製造商
產能最佳化，雙方競爭會愈發激烈。
雖然光碟機整體需求是向下的趨勢，但依現有的文獻和市場調研資料顯示其需求仍
存在，短期內不會在一夕之間全部消失，再加上客戶也希望至少有二家製造商可以選擇
的情況下，整體市場需要維持合作競爭關係。假設無法維持合作競爭關係，有極大的可
能性會造成較為弱小的一方無法生存而退出市場，如果只剩一家製造商現有客戶無法得
到最佳的價格與服務時，可能會加速將光碟機從個人電腦或筆記本電腦系統中移除，以
避免單一供應商市場可能帶來的風險，一旦進入整體性的移除規劃，勢必讓已經處在衰
退的光碟市場雪上加霜加大衰退的幅度及速度將迅速擴大。
上述提到合作競爭關係對此加以說明，「競合」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耶魯管理學院
Jeffrey K. Barry Nalebuff和哈佛商學院Adam M.Brandenburge 於20世紀 90年代中期提出
的。他們認為：“創造價值是一個合作過程，而攫取價值自然要通過競爭，這一過程不
能孤軍奮戰，必須要相互依靠。企業就是要與顧客、供應商、雇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密切
合作。”簡單講，“競合”就是：競爭中求合作，合作中有競爭。競爭與合作是不可分
割的整體，通過合作中的競爭、競爭中的合作，實現共存共榮，一起發展，這是企業競
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競合的著眼點在於使企業能在一個較小風險、相對穩定、漸進變
化的環境中獲得較為穩定的利潤。競合的實質是實現企業優勢要素的互補，增強競爭雙
方的實力，並且將其作為競爭戰略之一加以實施，從而促成雙方建立和鞏固各自的市場
競爭地位，這競合關係正是目前個案公司和現有廠商競爭的現況。
4.2 供應商議價能力
光碟機產業上游主要關鍵零組件為光學讀寫頭（Optical Pickup Head Unit，OPU）、
主軸馬達（Spindle Motor）、控制晶片（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DSP）以及控制件電
路板等，中游為光碟機設計、製造及組裝，下游則為個人電腦系統或筆電品牌商及電腦
組裝市場。請參考圖七為資訊用光碟機上、中和下游產業結構。在上游關鍵零組件中除
了控制年電路板外，其他光學讀寫頭、主軸馬達全球僅有各二家供應商；控制晶片在多
次洗牌後目前僅存一家供應商全球獨家別無分號。由於光碟機所使用的零組件都有極高
的技術含量，需要大量投注研發資金。以光學讀寫頭技術為例，從市場初期到現今仍然
全部掌握在日本廠商手中；而現在光碟機市場呈現衰退更沒有足夠吸引力讓其他廠商投
入。分析整體環境後可以得知光碟機製造商對於供應商議價能力相對弱勢。因為市場終
端價格非常透明，供應商深知若因為獨家獲取暴利無異是殺雞取卵，唯有上游和中游大
家攜手合作才有機會共同延伸資訊用光碟機市場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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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光碟機產業結構上中下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購買者議價能力
談到下游的購買者，個人電腦系統或筆電品牌商及電腦組裝市場，原本多家製造商
的時代，選擇性多價格範圍大，好像有利於購買者。投入市場者眾多造成產品的品質差
異相當大，需要由購買者自行投入成本建立嚴密完整的檢核系統為採購產品的品質把
關。
隨著市場技術成熟，供應商逐漸變少的過程中品質已相對穩定，購買者無須再投入
成本為採購產品的品質把關，所以相對產品本身價格就比較穩定，不容易產生太大的議
價空間。除此之外，對於下游的購買者能消化的數量，供應商也都能掌握，因此購買者
也不易經由大量採購的方式來議價，現階段因為資訊用光碟機供應商少，需求雖穩定但
整體市場需求變少等環境因素，購買者的議價能力與供應商的議價能力理當維持在均衡
的情況，但光碟機供應商為平衡生產成本仍在激烈爭取市場佔有率而造成購買者議價能
力略高於供應商。
4.4 潛在新進者
以目前資訊用光碟機市場的現況來說，不會有潛在新進者，基本上有三個原因：
(i) 市場總需求量明顯逐年下降，在整體市場不大又已經進入衰退期的產業，對於新進
者不具吸引力。以獲利為主要條件的公司，沒有理由要進入一個處在衰退期的市場。
(ii) 由於光碟機產業的特性，關鍵零組件掌握在少數廠商手上，他們深知市場在縮小，
產業在衰退，寧願花時間投入新興技術及產業也不會擴充其產能供應給新進者。同
時他們不會相信新進者有能力將現有供應商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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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光碟機市場是個極需要專利權保護及交換的產業，新進者如果取得專利權成本過
高，產品價格不具競爭性，也很難在此產業存活，因此必須要找到適當結盟對象以
期能以合理的成本取得專利權。然而經由圖六光碟機產業結盟形態分析和說明，現
有廠商已經依各自專長結盟合作相當長的時間，新進者不易打破現有默契再形成其
他結盟形式。
4.5 替代品的威脅
不論是那一種類型的產品總是會有相當多可替代的選項，光碟機也不例外。只是光
碟機的替代品並非只是終端消費者使用其他的儲存裝置而己，也包含因為網路速度加快
以及觀念改變形成的雲端概念、互聯網等。過去需要以光碟片來儲存裝置的驅動程式以
及作業系統，都被網路或其他便宜的方式取代，例如小容量閃存。這些替代品都對資訊
用光碟機市場產生重大威脅。其中以網路發展迅速影響最為深遠，如果可以輕易從網路
上隨時取得檔案或資料，是否仍然有必要在終端也儲存備份，因此除了法律要求或是對
於個人是極為重要的資料外，一般而言不會再次備份在終端消費者處。即使確實有需要
備份，這時仍有許多其他儲存裝置例可以替代備份的功能。
5. 個案公司SWOT分析
針對資訊用光碟機產業的競爭策略，本研究根據五力分析結果，了解個案公司所處
產業之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並列出公司內部經營的優勢與劣勢，繪製出個案公司
SWOT分析表，如表二所示。同時運用SWOT分析，藉以探討個案公司以資訊用光碟機
技術建構新型態備份系統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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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案公司 SWOT 分析表
項目
說明
O1：光碟機產業具有明顯進入障礙
「機會」
O2：雲端儲存及 IOT 興起，大量資料儲存需求增加
(Opportunities) O3：光儲存技術適用於雲端海量資料儲存運用
O4：預估2025年後仍有光儲存需求
外部
「威脅」
(Threats)

T1 : 資訊用光碟機需求逐年衰退
T2 : 原本已退出資訊用光碟機供應商搶進新領域商機

優勢
Strengths

S1 : 光碟機技術能力佳
S2 : 研發人員15年以上技術經驗
S3 : 關鍵零件供應商關係良好
S4 : 台灣唯一有光儲存技術廠商

內部
劣勢
Weaknesses

W1 : 前景不明, 員工人心浮動
W2 : 資訊用光儲存技術轉換到新領域備份系統的能力
W3 : 覓才不易
W4 : 關鍵零件沒有替用料風險高

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依前述Porter[19]五力分析模型以及SWOT分析等面向，針對個案公司之發展新型
備份系統作以下小結及結論，並提供個案公司未來制定策略之參考依據。
從五力分析模型得知個案公司是台灣資訊用光碟機廠商，並在世界光碟機產業佔有
一席之地，在現有產業及市場雖然具有競爭實力，市場有進入障礙並無其他新競爭者，
但目前光碟機市場是處於衰退期整體需求大幅衰退外，因為有其他替代品出現光碟機本
身銷售價格也無法抬升；對於上游供應商以及下游的個人電腦品牌商和組裝市場議價能
力均有限等情況下。個案公司必須積極評估進入以現有優勢在新領域發展新型備份系統
策略和方案。針對個案公司之個案研究及SWOT分析說明以下四類策略，
(i) 積極攻擊策略（SO策略）：即依優勢最大化與機會最大化（Max - Max）之原則來
強化優勢、利用機會。
目前有二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產生資料的來源不斷增多且資料量持續成長，產生
的資料數量將持續超越我們的目前儲存能力。例如到了西元2025年，要儲存全球產
生的163ZB總資料量，大約會需要160億顆現今最高容量的12TB企業級硬碟。過去
20年來硬碟產業也才累計出貨了80億顆硬碟、儲存了將近4ZB的容量，可以得知
163ZB有多麼的龐大。據統計，這些海量資料中有85%到90%屬於Cold資料，寒凝雪
[10 ]，雖然Cold資料使用率很低仍有相當大量的資料需要進行備份和存檔，由此可
知海量資料儲存與維護成本負擔相當高，如何儲存及維護海量資料也成為新的挑
戰。一方面需要定期檢測儲存裝置的健康情況及資料的完整性，在發現壞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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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及時進行更換；另一方面是資料的搬遷，儲存介質大都有相對固定的使用壽命，
在裝置生命週期結束之後，需要將資料備份轉換（Data Migration）到新的儲存介質
上。儲存大量Cold資料的儲存裝置質必須具有儲存成本低、保存期間長以及確保資
料完整性等特色才足以解決海量資料中Cold資料的需求。；第二個事實是資料三項
主要運用不會改變，資料一定是用來分析、傳送或是儲存，不論資料類型、資料量
增減或時代變遷每個資料都脫離不了這三個使用方式。作為資料儲存用途的儲存裝
置也許會改變但資料被儲存的需要是不變的，因此更應積極投入新型態備份系統研
發。一旦光儲存的備份系統在資料中被廣泛運用後，光儲存的需求將更加延長。有
鑑於IDC調查資料儲存媒體會以HDD以及SSD為主，但二者產能及出貨量卻明顯趕
上不上資料的成長幅度。依此情況勢必須要由其他儲存媒體例如像光學或是磁帶來
補足。調研公司Fujiwara-Rothchild Ltd [13]，它指出光碟片出貨量在企業儲存市場
（Enterprise Market）的運用，在2015年是0.6EB （Exabyte），並逐年緩慢增加，預
估西元2020年時的需求約為32.7EB。西元2019年到西元2020年增加近230%的快速增
長。由此得知光儲存在未來雲端企業資料中心資料儲存的運用需求是確實逐年成長
中。
(ii) 差異化策略（ST策略）：即依優勢最大化與威脅最小化（Max - Min）之原則來強化
優勢、避免威脅。換言之，外部有威脅，但公司有優勢。
資訊用光碟機在個人電腦需求降低，但同時中小型企業以及大型資料中心對於資料
備份系統需求是劇增的，善用公司優勢在需求增加的領域中，鎖定有成本考量的中
小企業備份系統需求，與非資訊光碟機之供應商挾其原始技術優勢，針對大型資料
中心開發備份系統作出產品差異化。
(iii) 階段性補強策略（WO策略）：即依劣勢最小化與機會最大化（Min - Max）之原則
來減少劣勢、善加利用機會。
結盟非資訊光碟機製造商，直接買入模組（Module），例如像Sony、Panasonic 和
Pioneer 他們自己集團幾乎擁有完成新型態備份系統需要的關鍵零組件，共同將新領
域光儲存的市場作大。培訓現有研發人員發展新型態備份系統需要技術以減少個案
公司覓才不易的劣勢。
(iv) 防禦及撤退策略（WT策略）：即依威脅最小化與劣勢最小化（Min- Min）之原則降
低威脅、減少劣勢。此時需置之死地而後生之策略。
雖然產業衰退無法改變，公司需用實際資源投入及政策強力表達進入新領域備份系
統的決心，避開因前景不明人心浮動帶來的劣勢，讓員工安心一同向前邁進才能兼
顧現有事業及營收。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了Porter[19]五力分析模型和SWOT分析等理論，對個案公司所處的產業
環境、內部的優勢、劣勢以及外部所面臨的機會和威脅進行分析並針對未來方向作探
討。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本章節主要針對本研究做一結論並提出實務上的建議，並說明
本研究限制以及後續研究提出可以繼續探討之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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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總結
依照經濟學家對各個市場結構定義，目前個案公司所處的市場應為寡占競爭市場。
寡占競爭市場之定義為，(i) 廠商數目不多：一般為二家到二十家之內，每一家產量佔有
顯著的比例，此個案公司所處市場僅二家光碟機廠商；廠商間具有高度競爭性及依賴
性；互相制衡且對價格變動極為敏感。(ii) 市場資訊不流通，各別廠商保有獨到的生產
技術、市場行銷模式及商業情報，其他廠商無法得知相關市場資訊。三、新生產者不易
進入市場，前面章節也提過，光碟機市場由於專利權互相授權情況相當複雜，再加上重
要關鍵零組件皆為技術密集，新生產者要進入此市場可說是相當不容易。
在寡占競爭市場結構中、光碟機市場處於衰退但預期會有長尾的情況下，建議個案
公司必須針對新領域需求，以既有資訊用光碟機技術開發適用於新領域的新型態資料備
份系統。雖然光碟機主要功能一直都是資料備份，大部份使用情境是以單一光碟機以及
單一光碟片作為資料備份，因此儲存的資料量受限於單一光碟片容量擴充不易。雖然專
業拷貝業者也曾設計將數台光碟機放在同一個機箱中同時運作，但其目的是為了快速複
製或備份完全相同的資料在光碟片中，無法快速讀出或寫入不同資料。在新領域中需要
的資料備份系統，是能模擬類似硬碟機（HDD）或固態硬碟（SSD）的功能，將完整資
料分別儲存於數個硬碟機或固態硬碟中，並且可以隨時快速的讀取完整資料。因此新型
態的光碟機資料備份系統由數個或數十個光碟機同時運作儲存不同資料內容於數張光
碟片中，也必須能夠隨時經由系統運作自動將完整資料由數張光碟片中讀取出來。這些
特性及需求都不是單一光碟機可以滿足的。依據新型態的光碟機資料備份系統概略需求
說明，可以觀察到它與資訊用光碟機產業結構也不盡相同，因此對個案公司而言朝向此
新領域發展不僅是新型態的產品同時也需要調整經營策略方向。
2. 研究意涵
本研究在個案分析過程中，力求客觀謹慎。在綜合相關文獻資料探討和個案研究結
果後，本小節針對個案公司在新型態資料備份系統提出未來經營策略方向之建議：
(i) 投入資源開發新領域適用的新型態備份系統
(ii) 善用個案公司本身技術及過去累積的資源調整組織及部份經營型態。
個案公司在光碟機產業深耕多年，對於光碟機產業上、下游關係也經營的相當不錯。
再加上自身技術能力及專業順勢跟上因產業變化、科技進步以及環境改變化產生新領域
所帶來的商機。同時可以逐漸降低對處在衰退中光碟機產業的營收比重，讓公司發展更
加均衡健康。建議個案公司以攻擊策略（SO）積極開發新型資料備份系統，同步配合微
調公司組織建立新型組織及小組，並依實際需要建立新型經營型態。
因應科技進步可以超越既有技術限制與瓶頸，更適合發展新用途以符合新需求，例
如碟片儲存容量的大幅增加後，原本受限於單片儲存容量較小，運用領域難以擴展的情
況也同步緩解。因為環境變化而產生新的需求或原本需求增加，例如物連網興起各類型
資料快速增長，資料儲存需求也相對增加造成原本對應的儲存裝置硬碟（HDD）、固態
硬碟（SSD）等無法短期內擴充產能造成數量不足無法配合資料成長的速度，這便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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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型態資料備份系統的最佳時機。光碟機產業下游客戶自身也應因趨勢積極投入新領
域產業，例如雲端運算服務、大數據以及資料中心等，個案公司過去與客戶之良好關係
與現有客戶攜手合作的機會大於新進者，可以善用此優勢降低在新領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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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many new and emerging drugs (NEDs) are packaged in a "foodized" way
by mixing ingredients such as coffee, candy powder, jelly, etc. In an attempt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take and avoid police investig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spread and
abuse of drugs. Because people can't recognize the contents of the package as drugs,
they are almost exposed to drugs without defense, and naïve teenagers are the most
direct victims. In order to quickly identify whether it is an NED package that has been
seized in the past by first-line staff.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his study will propose a
Multi-channe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CCNN) architecture to check the
suspected packaging by taking photos with smart phones. We will use very few NEDs
packaging images and applied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methods, including
brightness, scale, translation,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blur, rotation, and random crop
to expand the training image data. Next, the proposed MCCNN method compares
Uniform LBP (i.e. non-CNN) and other well-known CN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include AlexNet, VGG-16, VGG-19, GoogleNet, and ResNet. Finally, experiments
have proven that the proposed MCCNN has the best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e
non-CNN and state-of-the-art CNN methods, and reaches 98.56%.

Keywords: New and emerging drugs (NEDs), Deep learning, Multi-channe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CCNN), Data augmentation

1. Introduction
New and emerging drugs (NEDs), or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are also
known by many other names, such as synthetic drugs, bath salts (monkey dust), herbal
aromas, herbal highs, aphrodisiac teas, NBOM and legal higher drugs [1].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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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s may have cute names like Devil, Hello Kitty, Green Giant, Joker, N-bomb, or
Flakka. Looking at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e proliferation of NEDs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As of December 2018,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reported a total of 888 NEDs reports [2]. In Taiwan, up to 132 new
drugs have been seized as of 2018. These NEDs are often packaged in bright logos as
shown in Figure 1 [3], and in "foodized" way by mixing ingredients such as coffee,
candy powder, and jelly, in an attempt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take. Coup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NEDs are becoming more widespread. The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n the types of drug abuse reported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he methamphetamine abuse ratios from suspected suspects’ urine test
between 2016 and 2018 was 29.4%, 34%, 45% respectively [3]. In this regard, the
statistical data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year by year.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moti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 framework that
assists the first-line staff to use the smartphone to quickly identify the NED package
image. The query will quickly retrieve the input package image to identify whether it
is an emerging drug packaging that has been seized in the past. This will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investigating drug crimes in the futur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D
package images, the more similar research is logo recognition. Among the many logo
recognition methods, the LBP-based approach is the most classic. In the past 3 years
of logo-like recognition research, Shirazi et al. [4] directly applied the LBP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Persian logo recognition syste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ach class of training
images. Wasim et al. [5] also believe that the LBP method is a very simple and
reliable technology that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identify objects of different shapes,
so it i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surveillance, medicine, industry, and so
forth. Yu et al. [6] proposed an OE-POEM based vehicle identification method, which
is an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POEM descriptor; since LBP encodes rich edge
information and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object image, the POEM feature uses
gradients in each direction and captures self-similarity between image regions by LBP.
Sotoodeh et al. [7] also present two adaptive color descriptors for color image
retrieval, named WCRMCLBP and WPDM based on LBP; which has the appropriate
speed and the highest retrieval accuracy than the well-known methods b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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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e introduction of deep learning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recognition.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applied it to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omputer vision, image recognition, image
restoration, language processing, speech recognition, bioinformatics, visual art
processing, robotics, etc. Thereby, deep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method
in machine learning [8] [9]. Based on deep learning, our work will propose a pattern
recognition framework to assist first-line police officers in performing duties, such as
pull over, spot check, and when checking for suspicious packaging, taking photos
with smart phones to quickly identify whether it is a NED package that has been
seized in the past, thereby increasing the police's ability for drug investigations.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we describe related
work in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s, image processing, data augmentation,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Section 3 proposes an architecture of
Multi-channel CNN (MCCNN) and details each step. In Section 4, we describe the
experimental NED package database, loss function, validation, and evaluated the
MCCNN method we proposed. Finally, Section 6 concludes the whole paper.

Figure 1: NEDs are packaged in bright logos [3]

2. Related Work
2.1 Uniform local binary pattern (Uniform LBP)
LBP is the classic method, first proposed by Ojala and colleagues [10], which
labels the pixels of an image by thresholding the 3×3 neighborhood of each pixel and
considers the result as a binary number. In Figure 2, given an example of LBP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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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be describ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𝑝
𝐿𝐿𝐿𝑅,𝑃 = ∑𝑃−1
𝑝=0 𝑠�g 𝑝 − g 𝑐 � ∙ 2 ,

where,

𝑠�g 𝑝 − g 𝑐 � = �

1 g𝑝 ≥ g𝑐
,
0 g𝑝 < g𝑐

(1)

(2)

gc and gp denote the gray values of the central pixel and its neighbor
p is the index number of the neighbor
R is the radius of the circular neighborhood and
P is the number of the neighbors.

Figure 2: An example of the pattern and LBP

Many methods of local binary mode (LBP) [10] and its extension have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pattern fields, including face recognition [11],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12], pedestrian detection [13], texture classification [14], and Content
based image retrieval (CBIR) [15], satellite image detection [16], and medical image
detection [17], etc. Since the LBP method combines structural and statistical feature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exture analysis, many combining other feature or
LBP-like methods have subsequently been proposed, such as Uniform LBP, LTP,
LDiP, CLBP, VLBP, LGBP, DLBP, LDeP, LTrP, etc [18]. Among the foregoing
methods, Uniform LBP [19] has a relatively small feature dimension and can be
suitably applied to smartphone of which is limited in computing power.
A LBP is called uniform if the binary pattern contains at most two bitwise
transitions from 0 to 1 or vice versa when the bit pattern is considered circular. For
instance, the pattern 00001000 is uniform; while the pattern 00001001 is non-uniform
considering contains 4 transition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totally 58 different
uniform patterns in neighborhood of eight sampling points, as shown in Figure 3 and
occupying more than 90% of the ratio. The 58 uniform patterns are expressed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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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BP values, which are 0, 1, 2, 3, 4, 6, 7, 8, 12, 14, 15, 16, 24, 28, 30, 31, 32, 48, 56 ,
60, 62, 63, 64, 96, 112, 120, 124, 126, 127, 128, 129, 131, 135, 143, 159, 191, 192,
193, 195, 199, 207, 223, 224, 225 , 227, 231, 239, 240, 241, 243, 247, 248, 249, 251,
252, 253, 254, 255. The above 58 different uniform patterns are aggregated into
58-bins histograms, and all non-uniform patterns are assigned to the same bin, so the
final dimension size of the Uniform LBP histogram is 59.

Figure 3: The 58 different uniform patterns [19]

The Uniform LBP is used in image classification by dividing the package image
into multiple non-overlapping local regions, extracting local Uniform LBP histograms
from them, and then joining them into a single spatial feature histogram, as shown in
Figure 4. The resulting histogram has the advantage of encoding both the local texture
and the global shape of the packag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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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LBP histogram
convert RGB
to
graylevel
59 bins

Uniform LBP histogram

Figure 4: Uniform LBP based image description

In addition,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 uniform pattern is statistical robustness.
Using a uniform pattern will be better recognized in many applications than using all
possible patterns because they are more robust and less prone to noise.

2.2 Entropy of an Image
Information entropy (also called “Shannon entropy”)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Shannon [20]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at exists in a system. For an
event X with n possible outcomes and probabilities p1, …, pn, The Shannon entropy of
X is defined as
𝐻(𝑋) = 𝐻(𝑝1 , … , 𝑝𝑛 ) = − ∑𝑛𝑖=1 𝑝𝑖 𝑙𝑙𝑙2 (𝑝𝑖 ),

(3)

where pi i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event i and
∑𝑛𝑖=1 𝑝𝑖 = 1 ,

0 ≤ 𝑝𝑖 ≤ 1.

(4)

According to Shannon’s definition of entropy (3), Pun [21] first proposed the
entropy of the gray image which grey level is {0, 1, ···, L−1}:
𝐿−1
𝐻 = − ∑𝑖=1
𝑝𝑖 𝑙𝑙𝑙2 (𝑝𝑖 );

𝑝𝑖 = 𝑁𝑖 /𝑁,

(5)

where N is bin number, Ni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cases in each bin, and pi is just the
probability of each gra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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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lor images, convert to grayscale images and then use Equation (5) to
evaluate entropy.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complex the texture in the image, the
higher the entropy value. Therefore, when doing random crop for data augmentation,
the blocks with the higher entropy value are taken.

2.3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Deep learning is a subfield of machine learning (ML)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at uses multi-laye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o provide state-of-the-art accuracy in
tasks such as computer vision, image recognition, object detection, speech recognition,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o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or ConvNet) is a
class of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and one of the well-known algorithms in deep
learning, proposed by Lecun et al. [22] in 1998. They designed the classic model
LeNet, which is simple,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for the implement of CNN
architecture, while effectively solves the recognition of handwritten and machine
printed characters. As shown in Figure 5, the LeNet architecture has seven layers,
consists of two sets of convolution and subsampling layers, followed by a flat
convolutional layer, then two full connection layers and finally a softmax classifier.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ach layer is as follows:
Layer C1: The input to LeNet is a 32×32 grayscale imag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with six filters of size 5×5 and a stride of one pixel. The
original image size changed from 32×32×1 to the feature map 28×28×6.
Layer S2: Subsampling the feature maps of the upper layer, that is, using a filter
of size 2×2 and a stride of two pixels to perform average or maximum pooling. The
resulting maps dimensions will be reduced to 14×14×6.
Layer C3: Feature maps of the previous layer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second
convolutional layer with 16 filters of size 5×5 and a stride of one pixel. The maps size
changed from 14×14×6 to 10×10×16.
Layer S4: Do the same subsampling as Layer S2, and the resulting map size will
be reduced to 5×5×16.
Layer C5: This layer is a full connection with 120 feature maps each of size 1×1.
Each of the 120 units is connected to all 400 nodes (=5×5×16) in the previous S4
layer. After adding 120 bias parameters, there are a total of 48,120 trainabl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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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F6: The sixth layer contains 84 units and is fully connected to layer C5.
After adding 84 bias parameters, there are a total of 10,164 trainable parameters.
Output Layer: Finally, there is a fully connected softmax output layer with 10
possible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numbers from 0 to 9.

Figure 5: An illustr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LeNet [22].

Until 2012, Krizhevsky et al. [23] proposed another CNN architecture, AlexNet
shown in Figure 6, consisting of eight layers with millions of weighted parameters;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layers and runs on two GPUs considering memory space. If
there is enough memory space, we can also combin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wo paths
into one path, also known as the CaffeNet architecture shown in Figure 7, and then
execute on single GPU [24]. In the competition of ImageNet Large-Scale Visual
Identity Challenge (ILSVRC), AlexNet won the championship and with a superior
performance of 15.4% error rate, exceeding the gap of 10%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ach layer is as follows:
Layer 1: The input to AlexNet is a 227×227×3 RGB imag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with 96 filters of size 11×11×3 and a stride of 4 pixels.
The original image size changed from 227×227×3 to the feature map 55×55×96.
Layer 2: Feature maps of the previous layer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second
convolutional layer with filter of size 5×5 and a stride of one pixel. Then, using a
filter of size 3×3 and a stride of 2 pixels to perform max pooling. The feature maps
size changed from 55×55×96 to 27×27×256.
Layer 3: This layer is same as the second layer except it has 384 feature maps.
The resulting maps dimensions will be reduced to 13×13×384.
Layer 4: Repeat the same processing as the upper layer.
Layer 5: Repeat the same processing as the upper layer except it has 256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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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 The resulting maps size is 13×13×256.
Layer 6: The previous layer of output is flattened by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with
4,096 feature maps, each of which has a size of 1×1.
Layer 7: This is again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with 4,096 feature maps each of
size 1×1.
Layer 8: The final step is a layer of softmax with 1000 possible values.

Figure 6: An illustration of the AlexNet architecture and running on two GPUs [23]

Figure 7: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affeNet architecture and running on single GPU [24]

Later, some CNN designs such as ZFnet, GoogleNet, and ResNet also won the
championships in the 2013-2015 competition with error rates of 11.7%, 6.7%, and
3.57%,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VGGNet, which won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ILSVRC competition in 2014,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with an error rate of 7.3% [25].
Thereby, CNN is currently the most popular and leading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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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ata augmentation
Some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use of data augmentation can improve the
overfitting learning caused by deep learning [23] [26] [27]. Moreover, the amount of
data is a key factor in whether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can be successfully trained.
Since the training data is too small, the accuracy will be reduced. Therefore, when the
training data is limited, the data augmentation method becomes one of the options for
expanding the data volume. In the AlexNet architecture, some data augmentation
techniques are also used for training data, including image translations, horizontal
reflections, and chang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RGB channels [23].
NEDs packaging images are often the ev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by smart phones or general digital cameras, and often take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r indoors, not in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is not easy to collect NEDs packaging image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collected NEDs packaging images conduct data
augmentation, which commonly use include horizontal flip, vertical flip, brightness,
noise, rotation, translation, zoom, stretch, and blur to enlarge database. Figure 8 is a
partial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Ds package image after data augmentation, and
the description is as follows:
Horizontal flip: Mirror the image along the center vertical line.
Vertical flip: Mirror the image along the center horizontal line. In fact, vertical
flip is equivalent to rotating the image 180 degrees and then performing a horizontal
flip.
Brightness: Adjust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image becomes brighter and darker.
Scale: Adjust the size of the image outward or inward. When scaling outward, the
image size will be larger than the original image size. Otherwise, it is smaller than the
original image siz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fers to moving an image in the X or Y direction or both,
which can help CNN look everywhere in the image.
Noise: Over-fitting occurs when CNN learns high-frequency features that may be
useless (a large number of patterns). This condition can be improved by adding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noise. Commonly used are Gaussian noise or salt-and-pepper
noise.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An affine transformation is a linear mapp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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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reserves points, lines, and planes. It can be used for scaling, translation,
cropping, rotation, etc., where the shear transformation shifts each point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by an amount proportional to its coordinates.
Blur: Image blurring is achieved by convolving the image with a low pass filter
kernel that helps to eliminate noise. It actually removes high frequency content (e.g.,
noise, edge) from the image, causing the edges to blur when the filter is applied.
Commonly used are Gaussian, average, median, etc.
Rotation: Rotate the image at different angles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Random crop: Randomly crop the specified range from the image, then resize
this range to the original image size.

origin

(a) horizontal flip

(b) vertical flip

(c) +30% brightness

(d) 1.3 scale

(e) translation

(f) Gaussian noise
with 0.01 variance

(g)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h) motion blur

(i) 100 rotation

(j) random crop

(k) random crop

Figure 8: Data augmentation of NEDs packaging images

3. The Proposed Multi-channel CNN (MCCNN) Architecture
Since this study is going to propose a pattern recognition architecture to assist the
first-line police officers in performing duties, such as pull over and spot check, use
smart phones to take photos of suspicious NED packages to quickly identify whether
they have been seized in the past. Thereb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at the
first-line policeman is shooting a suspicious NED package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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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handheld smart phone. Some of these shots may have a slight translation,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rotation, blur, darker or lighter, larger or smaller. Therefore,
based on CNN and reference to Multi-column DNN (MCDNN) [28], we design a
Multi-channel CNN (MCCNN) architecture for recognition of NED package, as
shown in Figure 9. In order to match the actual situation when using the mobile phon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training image must pass through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However, the testing image is not needed, in the case of limited
computing resources of smart phones. Then, each column of CNN is used to process
different images which are generated by pre-processing and Uniform LBP
transformation. In more details, the MCCNN i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subsections.

Value
image
t ti

Uniform
LBP image

CNN

RGB to HSV
conversion
t ti

Hue
image

CNN

Testing
image

Resize
image

Saturation
image

CNN

Training
image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s

FC

Softmax

Figure 9: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roposed Multi-channel CNN (MCCNN)

3.1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We considered that the first line of police officers used the smart phone to shoot
the NED package on duty. These images will have 7 possible differences, including
brightness, scale, translation,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blur, rotation, and random crop.
Therefore, the experimental database will expand 8 images for each of the 7 possible
conditions, that is, each original training image will be enlarged by 56. The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will be explained in detail in Section 4 below.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ITAS) 65

3.2 Resize image
The NED package image taken by the smart phone has a large size, which is not
favorable to the computing speed when recognizing. For example, the HTC 10 has a
size of 4208×3120, 4208×2368, 2976×2976, and 1920×1080 pixels. In fact, the
higher-order smart phone, the larger the size of the photos that can be taken.
Therefore, both the training image and the testing image of this study need to be
reduced in size to 224×224 pixels. In addition, the shrink algorithm uses bicubic
interpolation, whose output pixel value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pixels in the nearest
4-by-4 neighborhood.

3.3 RGB to HSV conversion
HSV color model is commonly used in computer graphics, image processing,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other fields. In this space, the color is represented by three
components based on cylinder coordinates: hue (H), saturation (S), and value (V).
Hue is used to distinguish colors, saturation is the percentage of white light added to a
pure color, and the value represents the brightness perception of a particular color.
The advantage of HSV is that each of its properties directly corresponds to a human
understanding of color, with the ability to separate color and achromatic components.
Therefore, so as to identify NED package images with similar logos but different
tones, as shown in Figure 10, the HSV color model is the best choice. So the
converted H and S image will be fed into the next stage of CNN to achieve this.

origin image

hue image

saturation image

value image

Figure 10: NED package images with similar logos but different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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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Uniform LBP image
According to Subsection 2.1, Local Binary Pattern (LBP) is a simple but powerful
spatial feature descriptor that reduces computational effort and improves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us, the Uniform LBP further reduces the LBP dimension (or complexity)
to suit the computing conditions of the smart phone. So the V image generated in the
previous stage performs a Uniform LBP conversion as the CNN input for the next
stage, as shown in Figure 11.

V image to
uniform LBP
conversion

Figure 11: V image to Uniform LBP conversion

3.5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have powerful feature extraction capability,
which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extract features from images. In our MCCNN, we
design three proposed CNNs to handle hue, saturation, and Uniform LBP image. Each
CNN structure is based on CaffeNet, with five convolution layers and one fully
connected layer,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2. But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efficiency of
implementation, each convolution layer uses only one-eighth of the number of filters,
while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works with 2,048 neural units for logo images.

Figure 12: Overview of the proposed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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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ully connected (FC) layer
The proposed CNN in the previous layer can extract features. Then, this fully
connected layer itself can classify these features. In addition, the more neural units in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the more complex the objects that can be described.
Sometimes only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does not solve the nonlinear problem. 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layers, the nonlinear problem can be solved well, that is, the
nonlinear expression ability of the model is improved. Hence, add a fully connected
(FC) layer at this stage and combine the outputs of the three proposed CNNs, as
shown in Figure 13.

Figure 13: Overview of the fully connected (FC) layer

3.7 Softmax
Softmax is used for multi-classification problems, prior to applying softmax, some
outputs may be negative, or greater than one, they may not sum to 1. Instead, the
softmax layer is used to output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s illustrated Figure 12,
and then the output sum is 1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here
Pi

probability of the i-th output,

Zi

output score,

𝑃𝑖 = 𝑒 𝑍𝑖 / ∑𝑛𝑗=1 𝑒 𝑍𝑗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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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he j-th class,

n

number of classes, in this case 2,048.

Finally, we select the maximum probability node as our prediction target. This
additional constraint of the softmax helps the training converge faster.

4. Experiments and Results
This section will describe the NED package and non-NED package image
database we collected, and explain how to use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methods
to expand the image amount of the databas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correct
prediction better under softmax output, we use the loss function of cross-entropy. And
then the experiment will apply hold-out as the validation method, and 70% of the data
is used for training, and the remaining 30% is used for testing. Finally, the experiment
is implemented in Matlab programming and run on a PC-based machine with an Intel
Core i5-6500 CPU, 3.2GHz, and 8G RAM.

4.1 NED package image database
The experimental database of this study collected 82 kinds of NED package
images published on the Anti-Drug website [3], some of which are shown in Figure
14. These package images are seized by actual crimes, but data augmentation is
required due to the number of restrictions. We judged that the first line of police
officers used the smart phone to shoot the NED package on duty.

Figure 14: Partial images in the NED package datab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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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mages will have 7 possible differences, including brightness, scale,
translation,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blur, rotation, and random crop. Therefore, the
experimental database will expand 8 images for each of the 7 possible conditions, that
is, each original package image will be enlarged by 56. At the same time, we collect
logo images of the brands that are not NED packages on the Internet. A total of 1,966
images belong to 50 different categories, for example advertising, arts and design,
business, education, food and drinks, game, media, music, shopping, sports, etc.
Finally, this database contains 116,736 (57×2,048) images with original images.
In addition, since each of the seven types of data augmentation requires four
parameters, we conducted experimental statistics with 20 people. The method is for
each of 20 people, each taking 8 photos for 7 kinds of data augmentation. Then,
summarized the appropriate 8 parameter values, shown as Table 1.

Table 1: List of data augmentation parameters
Data
augmentation

Parameter description

The number
images

brightness

brighten 10%, 20%, 30%, 40%, and darken
10%, 20%, 30%, 40%

8

scale

scale factor 0.6, 0.7, 0.8, 0.9, 1.1, 1.2, 1.3, 1.4

8

translation

10% and 20% displacement of image sizes in 4
directions up, down, left, and right

8

shearing
transformatio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hearing with shear
factor m=-1, -0.5, 0.5, 1, respectively

8

Gaussian filter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σ = 0.5,
blur

1, 2, 3; motion blur with angle 𝜃=00, 100 and
corresponding length L=5, 10 pixels

8

rotation

rotated by 30, 45, 90, 135, 150, 180, 225, 315
degrees

8

random crop

size n×n and a stride of x pixel, cut the image
first, then take the top 8 with the highest image
entropy value, by Equation (5)

8

total

56

4.2 Loss function
The loss function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the neural network.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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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optimizing neural network weights is achieved by minimizing the loss
function. The loss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loss function by matching the actual value
with the predicted value through the neural network. Then, the gradient descent
method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weight of the network until the loss is minimized. In
order to make the correct prediction probability as high as possible under softmax
output, the following cross-entropy equation is used to make the convergence rate
faster when it is close to accurate classification [29].

where

Cross-entropy=− ∑𝑀
𝑐=1 𝑦𝑖,𝑐 log(𝑝𝑖,𝑐 ),

(7)

M: number of classes,
yi,c: a binary indicator (0 or 1) of whether class label c is the correct classification for
observation i,
pi,c: predicted probability observation i is of class c.
The cross entropy will calculate a value which summarize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and predicte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for predicting class 1. The
value is minimized and the perfect cross entropy value is 0, but the experiment is set
to be less than 10-4 or epoch up to 6 times to stop training.

4.3 Validation
The purpose of validation is to confir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or system).
The number of collected data in the database determines the validation method used.
When the amount of data is large enough, usually using the hold-out method, as
shown in Figure 15, it splits the data set into "training" and "testing" sets, such as 70%
of the data for training, and the remaining 30% of the data for testing. The training set
is what the model is trained on, and the testing set is used to see how well that model
performs on unseen data.

Figure 15: Hold-out validation [30]

While the amount of data is insufficient, it will tend to use Cross-validatio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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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as k-fold cross-validation). This method randomly divides the data set into k
groups. One of them is used as a testing set, and the other is used as a training set.
Thereby, the model is trained on the training set and evaluated on the testing set. The
process is then repeated until each group is used as a test set. Here, if the value of k is
equal to the amount of data in the entire database, it is called leave-one-out cross
validation (LOOCV). This applies when the collected data is really scarce.
Since the NED package image of this research has used data augmentation to
increase the image amount of the database, the experiment will apply hold-out as the
validation method, and 70% of the data is used for training, and the remaining 30% is
used for testing.

4.4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proposed MCCNN method compares non-CNN and other well-known CN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e former non-CNN method is Uniform LBP, and the latter
CNN methods include AlexNet, VGG-16, VGG-19, GoogleNet, and ResNet.
Accuracy is the score that matches the predicted label to the true label of the
validation set. As shown in Table 2, CNN technology has bett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an non-CNN technology, and more than 10%, of which our proposed
MCCNN has the highest accuracy of 98.56%. As further analys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proposed MCCNN has high performance. When the foreground objects of
the two logo images are similar, but the background color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can be correctly classified, so that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is the lowest. Compared with
the Uniform LBP method,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is the highest.

Table 2: Results of recognition for NEDs package image
Method

# layers

Accuracy rate (%)

Uniform LBP
AlexNet
VGG-16
VGG-19
GoogleNet
ResNet-50
Proposed MCCNN

Non-CNN
8
16
19
22
50
9

82.89
92.59
95.67
95.78
95.20
98.32
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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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We propose a novel 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 named MCCNN, to assist the
first-line police officers in performing duties, such as pull over and spot check, using
smart phones to take photos of suspicious NED packages to quickly identify whether
they have been seized in the past. In order to better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D package image recognition method under actual conditions, we collected and
labeled 82 NED package images and 1,966 non-NED package images, and then
expanded them into an experimental database with 116,736 images using data
augmentation. Experiments have proven that the proposed MCCNN has the best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e non-CNN and state-of-the-art CNN methods, and reaches
98.56%. In the future,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can be built us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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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發展已來到第四階段，也就是透過既有的 Web
標準來達成設備間互相通訊，稱之為 WoT（Web of Things）。對於新的趨勢，所會面臨
到的安全議題不僅止於 IoT 連線設備，亦包含 Web 應用程式漏洞。而諸如無痕瀏覽模式
等匿蹤技術的發展，使得鑑識人員於調查過程中遇到阻礙。因此，本文將著重於在無痕
瀏覽模式下的 SQL Injection 與 Cross-Site Scripting（XSS）的攻擊手法進行分析，藉由
記憶體鑑識技術找出攻擊端及受駭端之證據關聯性，建立完整鑑識程序。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has reached the fourth stage.
That is to say, being in the stage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devices through existing Web
standards, which is called WoT (Web of Things). For the upcoming new trends, the security
issues not only face IoT connected devices, but also include web application vulner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hidden technologies such as incognito browsing modes has made
forensic investigator encounter obstacles in the evidence checking proc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SQL Injection and Cross-Site Scripting (XSS) attack
methods in incognito browsing mode. It is by the exploration of memory forensics to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acking and hacked terminal-ends. Then establish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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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forensic procedures in our study works.
關鍵詞: 記憶體鑑識、Web 應用程式漏洞、SQL Injection、Cross-Site Scripting
壹、前言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快速成長及進步，網際網路的各種創新應用不斷地被提出，改變
了人們的生活及溝通方式。從雲端運算開始，這些創新技術更有爆炸性的發展，近年來
熱門的大數據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應用，更是風靡全世界。IoT 目前可運
用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智慧家庭（Smart Home）或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皆是
目前熱門的發展方向。尤其穿戴式裝置的普及，更促進了 IoT 的蓬勃發展。
IoT 的核心是實現設備之間能彼此互連，為達成此一願景，目前正邁向 IoT 發展的
第四階段- WoT
（Web of Things）
，也就是使用現有之 Web 標準來達成設備之間互相通訊。
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駭客亦可使用瀏覽器之無痕瀏覽模式，透過 SQL Injection、
Cross-Site Scripting(XSS)等針對 Web 應用程式的漏洞攻擊，以減少所會留下之數位跡證。
比起電腦，IoT 的相關應用涉及更多的隱私以及人身安全。若遭受到駭客進行攻擊，不
僅會造成使用者損失，甚至會危害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Web 應用程式的漏洞諸如 SQL Injection、XSS 等，多年來皆為常見之 Web 應用程
式安全漏洞。顯示出雖然攻擊手法並非運用最新的技術，卻依然可以達到有效的攻擊。
Kaur 等人即從 Web Hacking Incident Database(WHID)以及多個網路安全相關新聞網站等
蒐集了網路攻擊事件，並且進行統計分析[11]，發現各個領域所遭受到的攻擊雖然不盡
相同，但是 SQL Injection 以及 XSS 等都是各領域常見的攻擊。而根據 WhiteHat Security
發佈的第十二期《2017 應用安全統計報告》[25]，大多數的 Web 應用程式包含有至少三
個安全漏洞，且其中近一半是極具威脅性的，也就是說，多數的 Web 應用程式都是置
身於易受攻擊的環境。因此對於了解 Web 應用程式安全漏洞形成原因，以利後續預防
之依據，亦不可忽視。
此外，由於執行 Web 應用程式時須透過瀏覽器，而瀏覽器業者在基於隱私的概念
下，提供了無痕瀏覽模式。無痕瀏覽模式可以讓使用者在關閉瀏覽器後，不會紀錄使用
者的瀏覽紀錄以及使用者於表單中所輸入的資訊等。在此模式操作下所會留下的資訊較
少，對於駭客而言，是個可以藏匿所做之惡意行為的媒介。卻也使得鑑識人員在調查的
過程更為艱辛，將會造成鑑識人員較難以完整的還原案件，然而任何應用程式執行時，
作業系統都會將資料暫存於隨機存取記憶體(以下簡稱記憶體)中，使其得以順利執行。
這顯示出記憶體鑑識的重要性。
本文嘗試使用記憶體鑑識技術作為鑑識蒐證方法，研究受到 Web 應用程式漏洞如
SQL Injection 及 XSS 攻擊後，於記憶體中所會留下的數位跡證，以協助鑑識人員還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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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資安事件。本文結構編排如下:在第二節將會介紹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以及就相關
文獻進行探討；在第三節提出記憶體鑑識分析方法；並且在第四節針對本文所提出的記
憶體鑑識分析方式進行驗證，同時將所得到結果進行整理與說明，最後於第五節提出研
究結論。
貳、相關研究
本文基於記憶體鑑識技術探討受到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及感染惡意程式後所會
留下的跡證，其中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以影響重大的 SQL Injection 及 XSS 作為範例，
在此先介紹 SQL Injection、XSS 及其相關研究文獻。

2.1 SQL Injection
由於網站中大多數的重要資料，如商品資訊、個人資料等皆儲存於系統的資料庫中，
因此資料庫的保護特別重要，而駭客也最常針對資料庫進行攻擊。資料庫攻擊包括有漏
洞入侵、SQL Injection、猜測使用者帳號密碼以及使用資料庫預設帳號密碼等攻擊手法，
其中 SQL Injection 是最常見的資料庫攻擊。若要透過預防措施減少攻擊的發生機率，首
要條件為須先了解此類攻擊的手法。因此，Sharma 等人將 SQL Injection 攻擊手法分為
代碼注入(Orderwise Injection)、盲注(Blind Injection)以及攻擊資料庫(Against Database)
三大類進行探討[21]。
SQL Injection 是常見的 Web 應用程式攻擊手法，由於 Web 應用程式在開發設計過
程中設計不良，或系統工程師疏於檢查，導致攻擊者能夠惡意輸入夾帶 SQL 指令的字
串，使得資料庫伺服器誤認為是正常的 SQL 指令而執行，造成資料庫遭到破壞或入侵。
而依據其攻擊語法類型，主要可區分五大類型:
一、可聯合查詢注入(Union Based Injection)
在 SQL 語法中，「/*」、「--」以及「#」皆代表了註解之意，通常在 login 欄位之後
為 password 欄位，假如攻擊者在 login 欄位輸入<SQL 語法>#即表示#後面的 password
欄位將被註解掉，因此攻擊者可以不需要輸入密碼即可登入網站。由於通常注射點和攻
擊點是一樣的，因此也較容易被發現。
二、二階 SQL 注入(Second Order Injection)
不同於直接把惡意 SQL 指令的字串語法輸入到資料庫伺服器中，爾後立即得到回
應。此種類型將 SQL Injection 分成兩個階段進行攻擊，即分為輸入惡意 SQL 指令並儲
存於資料庫中以及透過相關請求使得系統執行此惡意 SQL 指令。如網站管理者對於「發
佈文章」的功能只分配 INSERT 權限，對於「顯示文章」的功能只分配 SELECT 權限，
而對於「修改用戶」的功能只分配了 UPDATE 權限。而攻擊者則可透過先發佈包含有
惡意 SQL 指令的文章後，執行顯示文章的功能，以便觸發惡意 SQL 指令。又如一個可
能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當攻擊者冒充他人身分打電話給某公司之客服人員，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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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基本資料有誤，需做更改，如此一來，攻擊者便可更輕鬆的冒用他人身分進行非法
行為。
三、基於錯誤的 SQL 注入(Error Based Injection)
此種攻擊方式為攻擊者刻意輸入不正確的語法，藉由資料庫回傳的錯誤訊息，如顯
示資料庫表格某欄位輸入值錯誤等資訊，藉此可以得知此資料庫含有那些欄位，以獲取
資料庫的相關資訊。
四、基於布林值的注入(Boolean Based Blind Injection)
此種方式稱為盲注，當網站伺服器沒有回傳任何錯誤訊息時，可藉由 TRUE &
FALSE 的邏輯關係，推測資料庫的版本、欄位名稱等資訊，如可藉由語法查尋資料庫的
某個字元值是否為某個數值等。
五、基於時間的延遲注入(Time Based Injection)
若網站伺服器沒有回傳任何錯誤訊息且無法透過 TRUE & FALSE 的邏輯關係，推
測資料庫的資訊，則可藉由時間延遲之技術，得知資料庫的資訊，也就是說，可以藉由
若 A=1 則等待 10 秒等方式，藉由回應時間進行推測。
根據 OWASP TOP 10 2017 報告[24]，可知 SQL Injection 為其調查報告排名第一的
Web 應用程式安全漏洞。有鑑於此，多位學者即針對 SQL Injection 進行相關研究。Johari
等人即研究了在延遲/容錯移動感測器(Delay/Fault Tolerant Mobile Sensor Network)和移
動對等網路(Mobile Peer to Peer)中的不安全查詢[10]，並且實作於 Oracle 9i 企業版
9.2.0.1.0 版本，描述這些 SQL 查詢如何成為攻擊手法。另外 Moh 等人提出了一套多階
段的分析架構[14]，藉由分析日誌文件，檢測最常見的網路攻擊 SQL Injection，透過使
用機器學習和模式匹配的方法檢測是否發生 SQL Injection。而 Suteva 等人則針對三種常
見類型之 Web 應用程式攻擊：SQL Injection、Stored XSS 以及 Remote File Injection 進行
實驗[22]，分析攻擊端主機和受駭端主機之數位證據，在攻擊端主機上，可找到在瀏覽
器上所留下來的歷史文件，而在受駭端主機，則可從日誌文件中找到相關跡證，這些都
可以幫助鑑識人員重建網路攻擊行為，以利成為法庭上的有效證據。
2.2 Cross-Site Scripting (XSS)
由於網站中「記住密碼」功能是將會員密碼儲存於 Cookies 中，使得有心人士可以
藉由 XSS 漏洞竊取會員的 Cookies 值，進而獲取該會員的權限。XSS 亦是常見的 Web
應用程式攻擊手法。攻擊者能夠透過注入使用者端腳本語言如 HTML、JavaScript、CSS
等的惡意程式碼，讓使用者瀏覽網頁時，會自動執行攻擊者所注入的惡意程式碼進而導
向攻擊者所指定的另一個網站，而此網站可能會執行自動下載惡意程式、自動抓取使用
者 Cookie 值等行為。而依據其攻擊類型，主要可區分兩大類型，分別是需要使用者點
擊特定連結的反射攻擊(Reflected Attack)以及因瀏覽已植入惡意語法的網頁的持續性攻
擊(Persistent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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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射攻擊(Reflected Attack)
又稱為非持續性(Non-persistent)攻擊，主要是指惡意的網頁並非存在於目標網站中，
而是被動的需要使用者點擊觸發。攻擊者先製作一個惡意網站，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含有
此惡意網站連結給使用者，藉由吸引人的標題以及內容，如某知名品牌線上特賣會等的
資訊，引誘使用者點擊信件中的網址，而此網址所導向的網站，即為攻擊者所製作的惡
意網站。當使用者欲購買商品時，所輸入的個人資料甚至信用卡資訊，便會落入攻擊者
手中。
二、持續性攻擊(Persistent Attack)
又稱為儲存性 XSS(Stored XSS)攻擊，主要是指所注入的惡意程式碼，被儲存在目
標網站的伺服器中，不需要使用者點擊特定連結及可發生攻擊。此種攻擊手法常見於網
站內留言格式不拘的留言板中。攻擊者先將惡意語法藉由網頁中的 XSS 漏洞存入網站
伺服器中，當使用者正常的瀏覽目標網站時，網站會從伺服器中讀取惡意攻擊者事先注
入的惡意程式碼並且執行。若惡意程式碼的指令為取得使用者 Cookies，則當使用者登
入後瀏覽目標網站時，攻擊者即可取得使用者之 Cookies，使得攻擊者不需要知道使用
者的帳號密碼便可冒用使用者的身分。
2.3 私密瀏覽與無痕瀏覽
許多人目前都是透過瀏覽器來上網，並透過瀏覽器來尋找文章、購物或是交易等。
瀏覽器會記錄並儲存使用者的瀏覽活動，包括所訪問過的網站連結、關鍵字搜尋、cookie
與 cache。這些訊息通常會留在使用者的電腦上一段時間，也未有加密，所以若有涉及
犯罪行為，數位鑑識人員就能從這些紀錄中進行蒐證。
然而有些攻擊者，會試圖去竊取使用者的網路蹤跡，導致許多使用者愈來愈重視在
網路環境中保護個人隱私，這也使得瀏覽器開發人員必需處理這些涉及隱私的功能。如
今主流的好幾項瀏覽器均已有私密模式或無痕瀏覽的功能，如 Internet Explorer 的
"InPrivate 瀏覽"、Google Chrome 的無痕瀏覽（Incognito）、Safari 的私密瀏覽，另外像
是 Opera 與 Firefox 均有類似的功能[23]。
原本私密瀏覽的功能在於讓使用者瀏覽網站不會在他們的電腦上留下瀏覽紀錄，也
可以避免意外留下網站登入帳號，甚至是密碼的機密訊息[18]。然而一些攻擊者卻反而
利用這種模式來進行不法行動，對網站進行攻擊時使用私密瀏覽或無痕模式，藉以隱藏
上網紀錄，使鑑識人員無法取得有效的證據。以 Google Chrome 的無痕瀏覽模式為例如
圖 1，其未紀錄的檔案如表 1 所示。
表 1: 無痕瀏覽模式未記錄之檔案
瀏覽器

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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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瀏覽紀錄
2.下載清單
檔案資訊

3.Web cache
4.Cookies
5.自動填入表單
6.帳號/密碼

圖 1 : Google Chrome 無痕瀏覽模式
以無痕模式方式瀏覽網站，其實還有可能留下證據，Chivers 等人就微軟的 Internet
Explorer 10 進行分析，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的 InPrivate 模式後若尚未關機，關閉瀏
覽器後未再重開瀏覽器，還是有可能由硬碟中以工具方式取得部分的瀏覽紀錄[3]。在
Montasari 等人的研究中，發現若在無痕模式瀏覽時，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
可被發現還是有活動紀錄會存在硬碟中，而 Chrome 則是未被發現有儲存活動紀錄[15]，
因而推測出活動紀錄應可於記憶體中取得。
2.4 記憶體鑑識
無痕瀏覽可提供一般民眾使用後不會留下瀏覽紀錄，犯罪者亦可藉此進行網路攻擊，
以隱匿犯罪行為之證據，犯罪者亦可在惡意程式中寫入自毀指令，也就是執行程式後自
我刪除。然而這些行為皆會暫存於記憶體中，因此，記憶體鑑識已是數位鑑識領域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記憶體鑑識的相關研究中，Ahmed et al.與 Heriyanto et al.均針對記憶體鑑識工具
進行比較[1][8]。除了現有的記憶體鑑識工具之外，Petroni et al.自行開發記憶體萃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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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17]；而 Schatz et al.則是結合基於硬體設備及軟體的記憶體萃取方式之優點自行開發
記憶體萃取工具[19]。Ghafarian 針對無痕瀏覽器所會留下的數位證據進行研究[6]，而
Hua 則是在匿蹤技術的情況進行記憶體鑑識探討[9]。
無論是使用硬碟中的資料、複製文件、連線上網抑或是在螢幕上顯示相片等在電腦
中的行為，都必須要透過記憶體才得以完成。也就是說，所有的訊息都會暫存於記憶體
中。因此記憶體中所含有的數據對於鑑識人員而言是重要的線索，其中具有價值的數據
如程序(Process)、一般文件(General Files)、網路流量的訊息(Information on Network
Traffic)、網路數據(Internet Data)、密碼及加密密鑰(Passwords and Cryptographic Keys)甚
至是解密的內容(Decrypted Content)等[7][13]。
不同於一般電腦，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絕大多數時間皆為開機狀態，並不
會關機，且系統相關資料皆儲存於記憶體中。由於嵌入式系統時常用於工業基礎設施，
若被攻擊造成損壞，可能會影響全國。因此研究者 Seo 等人針對嵌入式系統之記憶體鑑
識進行探討[20]。並透過實驗驗證透過記憶體的萃取及分析可以獲得當下記憶體映像檔
之作業系統訊息等重要的訊息。
由此可知記憶體中含有大量可以協助釐清事件的關鍵數據。鑑識人員為了要能夠分
析記憶體，首要條件即為取得記憶體。而萃取記憶體的方法可分為透過硬體設備或者軟
體工具兩種方式。雖然透過硬體設備取得記憶體之方法可靠度較高，但因硬體設備價格
高，使得便利性不足。
最常見的方式是透過軟體工具萃取記憶體。然而使用軟體工具有個缺點，啟用軟體
時，工具本身也會像其他電腦中的程序暫存於記憶體中，可能會覆蓋掉一些重要的數據。
因此多位研究者針對不同工具對記憶體的影響程度進行探討。也有多位研究者自行開發
記憶體萃取工具。
Ahmed 等人針對 Windows 系統之記憶體萃取工具 MoonSols DumpIt、Access Data
FTK Imager、WinPmem 1.6.2、Belkasoft RAM Capture、Mandiant’s Memoryze 及 Magnet
RAM Capture 此六套工具，透過一般情況及安裝反偵錯器(Anti-debugging tool )的條件下
進行工具比較[1]。實驗結果顯示，在一般情況下，所有工具都能萃取記憶體，然而在安
裝反偵錯器的條件下，並非所有記憶體萃取工具都能準確地獲得記憶體的數據。鑑識人
員可藉由此研究之工具比較結果，依照需求選擇適合之記憶體萃取工具。
惡意攻擊者可能會對操作系統的程序進行修改，以達到隱藏惡意程式的目的，若
使用一般的記憶體鑑識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可能已遭竄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Hua 等
人基於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MM)的方法提出了 VmRecoverySystem[9]。不同於傳
統的安全檢測系統是在被監控的主機中運行，VmRecoverySystem 設置於被監控的主機
外部，以提高準確性及抗干擾能力，確保數位證據的正確性和有效性。
而研究者 Schatz 為改善基於軟體的記憶體萃取工具會影響記憶體數據之缺點，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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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軟體工具的可用性，提出了 BodySnatcher[19]，其結合了硬體設備萃取記憶體的可靠
性，透過獨立的作業系統，取得硬體設備的控制權，讓目標主機暫停，在不受時間影響
的情況下取得完整的記憶體數據。然而此方法受限於只能用一個中央處理器的 Windows
2000 虛擬機驗證。
Dave 等人則認為現場鑑識是數位鑑識中最大的挑戰[4]，由於現場鑑識最重要的一
環為記憶體萃取。然而記憶體具有易逝性且容易遭到破壞，因此鑑識人員須具備專業知
識以達成預期成果。透過介紹適用於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之記憶體萃取工具，如
Windows 系統可以使用 FTK Imager、WinPmem。並展示萃取後的記憶體映像檔中存有
電子郵件及社群軟體等相關資料，有助於鑑識人員於調查中獲取重要訊息。
Ghafarian 等人提出了一種新的記憶體鑑識架構[6]。此架構可分為三部分，首先為
選擇記憶體萃取工具標準，其次為記憶體分析工具選擇標準，最後為取證步驟。透過所
提出的架構，在 Firefox、IE、Chrome 和 Safari 瀏覽器的無痕瀏覽模式下使用後，探索
所會留下的跡證。實驗結果表明，儘管關閉此四種瀏覽器，但仍然可以從記憶體中找到
電子信箱的相關訊息。而 Ke 等人[12]則針對主流的三款瀏覽器：IE、Google Chrome 以
及 Firefox 比較其無痕瀏覽模式及一般瀏覽刪除網頁紀錄的情形，並提出了在此兩種情
況下萃取網頁紀錄的鑑識方法。換句話說，無痕瀏覽模式並非完全無痕。
此外，Periyadi 等人則特別透過三種網路攻擊行為說明記憶體鑑識有助於獲得事件
真相[16]。藉由實際演練 Session Hijacking、FTP Attack 及 Illegal Access 此三種網路攻擊
行為，爾後萃取記憶體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三種攻擊行為的情境下，皆可從中找出
可靠和有效的數位證據。Dija 等人[5]則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透過分析 Windows 7 系統
的記憶體中的可執行檔，以重建可執行檔。透過重建的可執行檔可以從中發現一些惡意
程式的訊息，以協助鑑識人員進行調查。
參、記憶體鑑識分析方法研究
為達萬物互聯的目的，WoT 時代已悄悄來臨，間接使得 Web 應用程式的漏洞不可
忽視。在不遠的將來，駭客可能會透過 IoT 設備上的 Web 應用程式漏洞取得或更改使用
者的帳號密碼，攻擊流程如圖 2 所示。並將使用者的帳號密碼存入惡意程式的字典檔中，
以增加惡意程式暴力破解後感染 IoT 連線設備的成功機率。
針對 WoT 的攻擊，本文認為可以將記憶體鑑識分析的方向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針對駭客之攻擊端主機進行鑑識分析，主要目的是要找出駭客確實有利用 Web 應
用程式漏洞進行攻擊行為之跡證，提出一套完整的記憶體鑑識分析方式，藉由本文所建
議的方法，完成記憶體鑑識分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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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IoT 攻擊流程圖
3.1 Web 應用程式鑑識分析研究
對於 Web 應用程式鑑識分析，首要探討的議題為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以下說
明兩種不同的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並說明如何透過記憶體鑑識技術找出攻擊端之
不法行為。
3.1.1 Web 應用程式漏洞之攻擊
根據 OWASP TOP 10 2017 報告[24]，目前存在幾種主要的 Web 應用程式安全漏洞，
表示雖然某些攻擊手法雖然存在已久，也並非運用最新的技術，但依然是最有效的攻擊
手段，如 SQL Injection、XSS 等在 Web 應用程式安全漏洞統計報告中時常為榜上名單。
本文透過情境一及情境二分別說明駭客如何使用 SQL Injection 及 XSS 攻擊手法取
得使用者帳號密碼以達到擴散惡意程式之目的，並探討在駭客以無痕瀏覽模式作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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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該如何使用記憶體鑑識方式找出數位跡證。
情境一:
駭客透過 SQL Injection 攻擊方式取得網站資料庫中存放帳號密碼之表單，並添加於
惡意程式的字典檔中，以增加感染 IoT 連線設備的成功率，流程圖如圖 3 所示，其詳細
攻擊流程說明如下:
1. 駭客在無痕瀏覽模式下利用 SQL 語法對資料庫進行查詢。
2. 藉由資料庫所回傳之訊息，推測資料庫結構。以此方式找出記錄使用者帳號
密碼的表單。
3. 駭客取得表單後，即可將此表單上之帳號密碼寫入惡意程式的字典檔。
4. 便可破解符合此字典檔帳號密碼的 IoT 連線設備。

圖 3：情境一攻擊流程圖
情境二 :
駭客可藉由 XSS 攻擊方式取得含有帳號密碼資訊的 Cookie 值，以便假冒使用者登
入網站，並且更改使用者密碼，將此訊息寫入惡意程式的字典檔中，便可感染此 IoT 連
線設備，詳細攻擊情境流程如下圖 4 所示:
1. 駭客在無痕瀏覽模式下利用網頁漏洞將欲取得 Cookie 值之惡意 Script 儲存於網站伺
服器中。
2. 當使用者登入此網頁後，網頁會從網站伺服器中回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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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網站伺服器已儲存惡意 Script，因此所回傳給使用者之資料即包含惡意 Script。
4. 駭客即可獲得使用者之 Cookie 值。
5. 駭客利用所得到的使用者 Cookie 值登入網站，即可冒用使用者身分進行密碼更改。
6. 駭客將帳號資訊及更改後的密碼寫入惡意程式的字典檔中。
7. 即可成功感染該 IoT 連線設備。

圖 4: 情境二攻擊流程圖
3.1.2 Web 應用程式漏洞之記憶體鑑識
倘若駭客使用無痕瀏覽模式進行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其所會留下的數位證據
較少。使得其惡意行為不易被人發現，也讓鑑識人員在調查的過程更為艱辛，造成鑑識
人員較難以完整的還原案件的全貌。
雖然瀏覽器在無痕瀏覽模式時，並不會於電腦中的快取(Cache)、Cookies 或歷史紀
錄(History Record)留下任何紀錄，但執行大多數程式時，作業系統都會將資料儲存在記
憶體中，使其得以順利執行。由此可推論，當開啟瀏覽器執行無痕模式瀏覽網頁時，雖
然不會在電腦中儲存任何檔案，但是可能會將瀏覽網頁的紀錄、輸入之字串等資訊暫存
於揮發性記憶體中，因此，本文嘗試使用揮發性記憶體鑑識技術作為鑑識蒐證方法。
而在數位鑑識的過程中，對於鑑識人員而言，除了從受駭主機中找出被攻擊的證據以外，
如果能夠從攻擊主機中找到與攻擊有關的數位證據，將可使整體調查結果更加完整，使
證據更有說服力。如此一來，不僅能藉由數位證據還原犯罪過程，更可以證明攻擊端確
實有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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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將針對攻擊端主機進行記憶體鑑識分析，以證實其確實有進行攻擊行為，
詳細流程如下：
步驟 1: 查看日誌檔
每種連網裝置都會產生系統服務的紀錄檔案，也就是俗稱的日誌檔(Log)。在不同的
作業系統中，鑑識人員可以透過日誌檔，查看不同應用程式的紀錄。藉由異常行為的日
誌檔紀錄，可以幫助鑑識人員縮小調查範圍，如發現有異常行為之網際網路協定(IP)位
置，便可協助鑑識人員鎖定可疑的嫌疑人，進而能將調查資源著重於特定惡意紀錄進行
分析，而非如大海撈針，茫然於系統中找尋惡意行為紀錄。
步驟 2: 揮發性記憶體萃取
選擇萃取揮發性記憶體工具取決於不同因素，如處理時間、使用者介面及所支援的
作業系統等。本文使用 FTK Imager 且在電腦未關機的前提下進行揮發性記憶體萃取。
FTK (Forensic Toolkit)是由 Access Data 公司所開發的一套數位鑑識工具。而旗下的軟體
FTK Imager 則專門用於獲取映像檔，其他功能如匯入多種類型之映像檔及進行數位證據
的預覽等，且可透過圖形介面提供數位鑑識人員更便利的操作，從左上角之 File 欄位中
選擇 “Capture Memory”則可進行記憶體之萃取，如圖 5 所示。

圖 5 : 使用 FTK Imager 萃取記憶體
步驟 3: 揮發性記憶體分析
鑑識人員可透過查看日誌檔的方式從中發現異常行為，藉此協助鑑識人員鎖定目標，
建立偵查方向，例如在記憶體分析過程中，可將相關資訊以關鍵字搜尋方式進行偵查，
鑑識人員不僅可從分析結果得知嫌疑人是否有進行惡意行為，亦可藉由關鍵字之上下文
的記憶體資訊，推測嫌疑人之惡意行為。本文即從日誌檔中找出攻擊行為相關資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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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揮發性記憶體後，使用 WinHex 工具分析暫存於記憶體中的資訊，並從中搜尋既定
的關鍵字串或關鍵檔案，證明嫌疑人確實有進行不法行為。WinHex 是由 X-Ways Software
Technology AG 公司所開發的一套十六進制編輯器，可以用來復原數據並且提供數位鑑
識人員進行資料的剖析。如圖 6 所示。

圖 6 : WinHex 畫面
肆、記憶體鑑識分析實驗
本文將記憶體鑑識分析分為兩大方向探討，一為針對攻擊端主機之記憶體鑑識分
析，證明駭客確實有透過 Web 應用程式漏洞進行非法行為，從中找出其特徵值。相
關實驗環境資訊如表 2、3、4 所示。
表 2 :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端主機環境
SQL Injection

XSS

硬體規格

intel i7-4790/8 GB RAM

intel i7-4790/8 GB RAM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64 bits)

Windows 7 (64 bits)

瀏覽器

Chrome 67.0.3396

Chrome 67.0.3396

表 3 : Web 應用程式漏洞受駭端主機環境
SQL Injection

XSS

虛擬機

VM Workstation 11

VM Workstation 11

受駭網站

OWASP Mutillidae II,
Version 1.2

OWASP WackoPicko,
Version 1.2

瀏覽器

Chrome 67.0.3396

Chrome 67.0.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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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Web 應用程式漏洞鑑識端主機環境
SQL Injection

XSS

硬體規格

intel i7-4790/8 GB RAM

intel i7-4790/8 GB RAM

作業系統

Windows10 (64 bits)

Windows 7 (64 bits)

FTK Imager

3.1.2.0

3.1.2.0

WinHex

19.1.0.0

19.1.0.0

4.1 Web 機制實驗方法
依據 NetMarketShare（https://netmarketshare.com）近幾年所做的調查， Google
Chrome 為目前全球最多人使用的瀏覽器之一，因此本文使用 Google Chrome 的無痕
瀏覽模式進行攻擊行為之實驗。
情境一攻擊方式 :
駭客以 Google Chrome 無痕瀏覽模式訪問具有漏洞的網站 OWASP Mutillidae II(圖 7)，
並進行 SQL Injection 攻擊。

圖 7 : OWASP Mutillidae II
假設使用者的帳號為「user」且密碼為「pass」
，則在正常情況下輸入帳號密碼後，
SQL 敘述會執行:
“ SELECT * FROM accounts WHERE username='user' AND password='pass' ”
但當駭客輸入一段有語意的 SQL 敘述，例如:「'OR 1=1 #」，
“ SELECT * FROM accounts WHERE username='' OR 1=1 # 'AND password='' ”
如圖 8 所示，則會使得 SQL 在實際執行時會執行下列敘述(表)並成功顯示名為 accounts
表單之內容，駭客便可成功取得多個使用者的帳號密碼，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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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輸入 SQL Injection 攻擊指令

圖 9: 顯示名為 accounts 表單之內容

情境二攻擊方式 :
駭客以 Google Chrome 無痕瀏覽模式訪問具有漏洞的網站 WackoPicko(圖 10)，並
進行 XSS 攻擊，以下將依序逐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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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WackoPicko
步驟 1. 駭客在 Guestbook(此網站的留言板)輸入惡意程式碼(3)，如圖 11 所示。此惡
意程式碼用意為將受駭者導向 http://xxx.xxx.xxx.142/test.php，且其 output 內容為受駭
者之 Cookie 值。

<script>
location="http://xxx.xxx.xxx.142/test.php?output="+document.cookie;
</script>
圖 11 : 輸入 XSS 攻擊指令
步驟 2. 當駭客成功將惡意語法注入網站後，即可等待受駭者瀏覽 Guestbook，以觸
發駭客自製的網頁 http://xxx.xxx.xxx.142/test.php (圖 12)並取得受駭者 Cookie 值。

圖 12 : 駭客監聽受駭網站
步驟 3. 當受駭者登入網站後瀏覽 Guestbook 頁面時，便會自動執行駭客設計的網頁，
使駭客順利取得 Cookies (圖 13)。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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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受駭者的 Cookies
步驟 4. 當駭客取得受駭者 Cookies 後，可藉由 Google 套件 EditThisCookie，置換
Cookies(圖 14)，即可假冒受駭者身分登入網站(圖 15)，亦可於該網站中以受駭者的身分
上傳惡意程式或更改其密碼等行為。

圖 14: 置換 Cookies

圖 15 : 假冒受駭者身分登入網站
4.2 Web 機制討論分析
本文以常見的 Web 應用程式漏洞 SQL Injection 及 XSS 為例，說明當駭客以無痕瀏
覽模式進行不法行為時，鑑識人員該如何從記憶體中找出跡證。
A. 情境一分析流程
步驟 1. 鑑識人員先從網站伺服器中查詢連線紀錄，如圖 16 所示，發現 IP 192.16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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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 2 時 53 分時，有大量連線紀錄，且其時間間隔相近，所以懷疑網
站於此時遭受駭客攻擊。

圖 16: 可疑 IP 位置連線紀錄
步驟 2. 在進一步調查之下，發現網站伺服器可能遭到 SQL Injection 攻擊，於 mysql.log
日誌檔內搜尋其連線資訊，發現有遭受 SQL Injection 攻擊之指令字串，如圖 17 所示。

圖 17: SQL Injection 攻擊之指令字串
步驟 3. 由上述鑑識調查結果，調查人員已可知駭客的 IP 位址為 192.168.24.1，經過一
連串的 IP 追查後，發現該 IP 的使用者為 Bob，於是調查人員會同刑警鎖定 Bob 後，經
由合法程序進入 Bob 家，發現正在運作的電腦一台，同時發現 B 君有使用無痕模式瀏
覽網頁的習慣，鑑識人員為避免揮發性證據逸失，立即透過 FTK Imager 進行記憶體的
萃取，如圖 18 所示。

圖 18: 使用 FTK Imager 進行記憶體萃取
步驟 4.

鑑識人員利用 FTK Imager 取得記憶體的映像檔後，以 WinHex 工具搜尋記憶

體的內容，查看是否有 Bob 電腦連線到該網站伺服器的紀錄，故以該網站網址為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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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搜尋，如圖 19 所示，而其搜尋結果，確實發現 Bob 曾經連線瀏覽該網頁，如圖 20
所示。

圖 19: 以網址「192.168.27.129」為關鍵字搜尋

圖 20: 找出連線到該網站的紀錄
步驟 5. 因為已經搜尋到連線資訊，於是鑑識人員進一步搜尋是否有輸入 SQL Injection
語法之紀錄，並利用已知的攻擊語法，嘗試進行關鍵字搜尋，如圖 21 所示。而且所得
鑑識結果，發現 Bob 不僅曾經連線至該網站，並涉嫌以 SQL Injection 手法發動攻擊（如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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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以「' OR 1=1 #」及轉換編碼方式進行關鍵字搜尋

圖 22: 疑似 SQL Injection 語法之字串
B. 情境二分析流程
步驟 1. 鑑識人員於網站伺服器中查詢連線紀錄，發現 IP 140.xxx.xxx.34 在 2017 年 8 月
28 日 2 時 13 分時，有連線紀錄，如圖 23 所示，且使用者以 scanner2 身分登入網站，
其 id=5，如圖 24 所示。除此之外，亦發現在短時間內，有另一個 IP 140.xxx.xxx.142 以
不同的作業系統卻以同樣身分登入網站，如圖 25 所示，這引起鑑識人員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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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IP 140.xxx.xxx.34 連線紀錄

圖 24: 以 scanner2 身分登入網站，其 id=5

圖 25: IP 140.xxx.xxx.142 連線紀錄
步驟 2. 在鑑識人員調查下，發現可能是網站使用者的身分遭到冒用，於是進一步在
mysql.log 日誌檔內搜尋紀錄，發現在使用者登入前，網站的留言板(guestbook)被嵌入了
XSS 攻擊語法，如圖 26 所示。且使用者也確實有查看 guestbook 網頁，如圖 27 所示，
因此鑑識人員推測，使用者可能觸發了 XSS 攻擊。而根據圖 28 所示，可知攻擊手法除
了將使用者導向另一個網頁，同時也取得了使用者的 cookie 值，由此可推斷使用者的身
分可能遭到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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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XSS 攻擊之指令

圖 27: 使用者點擊 guestbook 頁面

圖 28: 編輯 Cookies 以冒用使用者身分
步驟 3. 根據上述鑑識調查結果，合理的推斷 IP 140.xxx.xxx.142 為可疑目標，經過一連
串的 IP 追查後，發現該 IP 的使用者為 Alice，於是調查人員鎖定 Alice 後，經由合法程
序進入 Alice 住所並發現一台正在運行的電腦，因此立即透過 FTK Imager 進行採證，避
免失去揮發性證據，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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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使用 FTK Imager 進行記憶體萃取
步驟 4. 鑑識人員利用 FTK Imager 取得記憶體的映像檔後，以 WinHex 工具搜尋是否有
該網站的網址，如圖 30 所示，而其搜尋結果，確實發現 Alice 曾經連線瀏覽該網頁，如
圖 31 所示。

圖 30: 以「140.xxx.xxx.142」為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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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找出連線到該網站的紀錄
步驟 5. 因為已經搜尋到連線資訊，於是鑑識人員進一步搜尋是否有輸入 XSS 語法之紀
錄，並利用已知的攻擊語法，進行關鍵字搜尋，如圖 32 所示。透過所得鑑識結果，確
實發現 Alice 不僅曾經連線至該網站，並涉嫌發動 XSS 攻擊（如圖 33）。

圖 32: 以「document.cookie」為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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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疑似 XSS 語法之字串
步驟 6. 由於已知的 XSS 攻擊語法包含有抓取 cookie 值，因此鑑識人員進一步搜尋，發
現 Alice 有從 guestbook 這個被攻擊的頁面抓取使用者的 cookie，如圖 34 所示，因此可
確認 Alice 確實涉嫌發動 XSS 攻擊並偽裝其他使用者上線。

圖 34: 攻擊者在 guestbook 頁面抓取使用者的 cookie
4.3 研究比較與研究貢獻
本文提出在 WoT 時代下可能會發生的攻擊模式，即駭客可能透過 Web 應用程式漏
洞從網站資料庫中取得受駭者之帳號密碼，並寫入惡意程式的字典檔當中，以成功感染
IoT 連線設備。因此本文透過記憶體鑑識之技術針對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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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文獻整比較如表 5 所示。
表 5: 研究文獻比較表
比較項目

Ghafarian 等,2015[6]

Periyadi 等,2017[16]

我們的方法

主要機制

主要針對隱私瀏覽模
式提出記憶體取證框
架，協助鑑識人員有效
的萃取與分析隱私瀏
覽相關的訊息。記憶體
取證框架由記憶體萃
取工具標準、記憶體分
析工具選擇標準及取
證步驟此三部分組
成。最後透過 4 款常用
之瀏覽器之隱私瀏覽
模式進行實驗。

主要針對受駭端主機
進行記憶體鑑識調
查。透過三種網路攻擊
手法模擬攻擊情境，並
針對受駭端主機記憶
體中所殘留的跡證進
行分析。同時詳細說明
攻擊流程以及分析流
程。結果闡明，透過記
憶體鑑識調查可以有
效地找出攻擊跡證。

對 WoT 時代可能會面
臨到的安全問題之
一:Web 應用程式漏洞
進行探討。針對常見之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
擊，並在駭客以無痕瀏
覽模式下進行攻擊行
為的條件下，藉由記憶
體鑑識技術透過受駭
端主機進行記憶體鑑
識調查，並從跡證中找
出與攻擊端之關聯性。

我們的方
法與其他
機制之綜
合比較

1. 除了針對受駭端主機之記憶體中所殘留的跡證進行探討外，更藉此找
出與攻擊端之間的連結，以協助鑑識人員鎖定可疑嫌疑人。
2. 由於 WoT 時代是未來的趨勢，因此針對 WoT 時代所會面臨的安全議
題進行探討。並提出 WoT 時代，駭客可能會透過 Web 應用程式漏洞
進行攻擊，透過實驗說明記憶體鑑識技術可協助鑑識人員釐清案情。

伍、結論
IoT 能讓許多設備都透過各種不同的網路建立連結，進而構成物聯網，而 WoT 則是
讓 IoT 設備透過現有的 Web 標準互相溝通，這也導致出現常見 Web 應用程式漏洞。然
而多數人皆會忽略 IoT 連線設備之安全性，如未更改預設帳號密碼等，也因此需要大量
殭屍電腦的攻擊者自然而然地將具有龐大數量的 IoT 連線設備做為攻擊目標。本文針對
WoT 時代所會面臨的安全議題，即 Web 應用程式漏洞所會帶來的威脅，提出一套完整
的記憶體鑑識機制。首先針對 Web 應用程式漏洞的部分，透過 2 種常見之 Web 應用程
式漏洞攻擊手法：SQL Injection 及 XSS 進行實驗，探討於記憶體中所會留下的跡證。結
果表明，透過本文所提出的記憶體鑑識機制，在 Web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的部分，可於
記憶體中找出跡證，並可從中推測出可疑的嫌疑人，以協助鑑識人員鎖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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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隱藏是將特定的資訊嵌入媒體(如:文本、圖像、視頻)，目的在於保護隱
藏的資訊不引起監控者的注意，而減少被攻擊的可能性，本研究使用圖像作為嵌
入媒體，並選擇可逆式資訊隱藏(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作為嵌入方法，在取
出機密資訊後，能還原至原始影像，著名的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如： 2003 年 Tian
學者所提出的差值擴張法(Difference Expansion, DE)、2013 年 Li 學者等人提出的
像素值排序法(Pixel Value Ordering, PVO)等等，諸多學者都思索如何改善資訊隱藏
的演算法，以求獲得更大的嵌入容量及更高的偽裝影像品質，本研究亦提出了一
種使用可位移區塊嵌入的策略應用在 PVO 及 DE 系列，來提升偽裝影像的影像品
質。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的確有效的提升影像品質與藏量。
關鍵詞:資訊隱藏、可逆式資訊隱藏、影像品質、可位移雙層嵌入策略

Abstract
In data hiding methods, secret information is embedded into the cover media (e.g. text,
images, video)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from any malicious attacks. This paper uses
images as embedded media an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 as the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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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RDH methods can restore the original image after extracting secret data. The
famous RDH methods include: Differential Expansion method (DE) proposed by the
Tian in 2003, Pixel Value Ordering method(PVO) proposed by Li et al. in 2013. Many
scholars a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hiding algorithm in order to
obtain greater embedded capacity and higher stego image's 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using shiftable blocks embedding strategy based on PVO series and DE
series to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of stego imag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age quality for the proposed method is enhance.
Keywords: data hiding、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image fidelity、shiftable blocks
embedding strategy

一、背景介紹
資訊隱藏是指將特定的資訊嵌入媒體，目的在於保護隱藏的機密資訊，減少
被攻擊的可能性 [1]。資訊隱藏分為空間域及頻率域，其中空間域又分為不可逆式
資訊隱藏(Irreversible Data Hiding; IDH)與可逆式資訊隱藏(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IDH 在取出機密資訊後，無法還原至原始影像，具有較高的藏量，由於藏
量與影像品質屬於互補關係，因此影像品質並不高，在醫療、軍事等需要較高影
像品質的圖像較不易被接受；RDH 在取出機密資訊後，能還原至原始影像，雖然
藏量通常較低，但影像品質和實用性較高，常被用於軍事、醫療、等需要高影像
品質的重要領域上。IDH 著名的方法如 2004 年 Chan 學者提出的 LSB 取代法(Least
Significant Bit Substitution) [2]或 2003 年由 Wu 學者提出的像素值差異法(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3]。而 RDH 著名的方法如： 2003 年 Tian 學者所提出的差值
擴張法(Difference Expansion, DE) [4]、2004 年由 Thodi 學者等人提出的預測誤差
擴張法(Prediction Error Expansion, PEE) [5]、2006 年 Ni 學者等人所提出的直方圖
位移法(Histogram Shifting, HS) [6]。
2013 年 Li 學者等人提出了像素值排序法(Pixel Value Ordering, PVO) [7]，屬
於可逆式資訊隱藏，此方法減少了位移像素的數量來達到高影像品質，吸引很多
學者致力於改進此方法 [8] [9]，本研究亦是致力於提升 PVO 系列的影像品質。
本研究將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應用在以下三個 PVO 資訊隱藏方法: PVO [7]、
IPVO [10]、PVO-k [11]，目的是提升這些方法的多層嵌入的影像品質，另外我們
也嘗試將此方法應用在 DE 系列，實驗結果請見第 4 節。
本研究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第 2 節回顧了 PVO 系列及 DE 系列的可逆式資
訊隱藏方法，第 3 節介紹本研究提出的多層資訊隱藏策略，實驗結果與改善後的
比較請見第 4 節，第 5 節總結了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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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在本節我們首先回顧三個 PVO 系列及兩個 DE 系列的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2013 年 Li 學者等人提出了像素值排序法(Pixel Value Ordering, PVO) [7]，在
Li 學者的方法中，將原始圖像切成不重疊的區塊，將像素值排序後，將最大值減
第二大值和最小值減掉第二小值來得到預測誤差，在預測誤差為 1 或 -1 的時候
藏入機密資料，像素值最多改變正負 1，所以擁有相當高的影像品質。
2014 年 Peng 學者等人提出的 IPVO [10] 改良了 Li 學者的方法，使最大值等於
第二大值或最小值等於第二小值時也可藏入機密資訊，提升了藏量。同年 Ou 學者
等人也提出 PVO-k [11]，此方法擴展了 Li 學者的方法，讓所有的最大值，都能嵌
入機密資訊，使圖像更有效的被利用，優化了嵌入容量。
2003 年 Tian 學者提出差值擴張(Difference Expansion, DE) [4]，在此方法中 Tian
學者將機密資訊嵌入在相鄰像素值的差值中，能達到高嵌入容量及保持低失真。
在 2007 年 Liu 學者等人提出了改善 DE 的方法：RDE [12]，此方法使用對數變換
函數來減少由差值擴張引起的失真，來提升影像品質。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能夠增強 PVO 系列與 DE 系列的多層影像品質，使用可位
移區塊嵌入策略，在第一層以後改變切塊模式來避免取到與前一層重複的區塊，
目的是在改善多層嵌入的影像品質，詳細方法請見第 3 節。

三、 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將詳細介紹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由於現今的許多方法進行多層藏
入後，能大大的提升藏入容量，但相對的影像品質也會大幅降低，所以我們針對
這方面進行思考後，發現影像品質大幅降低的原因在於同一個像素值藏入兩層後
會被擴張的更大，於是我們提出了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在第一層以後改變切塊
模式來避免取到與前一層重複的區塊，減小像素值被擴張的幅度，希望能提升多
層嵌入的影像品質，實驗結果後證明我們提出的方法能提升 PVO 系列及 DE 系列
方法的多層影像品質。
(一)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
在我們的方法中，假設圖像為 W × H 大小，基於 PVO 的嵌入方法，第一
層先將圖像切為𝑛1 × 𝑛2 的區塊大小，𝑛1 , 𝑛2 ∈ {2, 3, 4, 5}，使用可調式區塊大
小𝑛1 , 𝑛2 ，選擇能達到最高影像品質的𝑛1 , 𝑛2 ，通常較大的區塊複雜度較大，
很多區塊不藏入機密資訊，能藏入的容量較小但影像品質較高。本例使用 2 ×
2 的區塊大小，第二層從第二列第二行開始掃描，如圖一、二、三所示，目的
是為了第一層和第二層不會取到重複的區塊，避免降低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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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一層切塊模式

圖二: 第二層切塊模式

圖三: 第三層切塊模式

另外我們也將此方法應用在 DE 系列，DE 系列的嵌入方法為兩個像素值為
一組，在第一層將圖像橫切為 1 × 2 的區塊，如圖四所示; 第二層往右位移一
個單位，從第一列第二行開始掃描，如圖五所示，而第三層則使用第一層的
切塊模式，如圖六所示，以此類推。目的是為了不會取到和上一層重複的區
塊，保持低失真。

圖四: 第一層橫向切塊
模式

圖五: 第二層橫向切塊
模式

圖六: 第三層橫向切塊
模式

另外本研究也將圖像縱切成 2 × 1 的區塊做實驗，圖七、圖八、圖九所示:

圖七: 第一層縱向切塊
模式

圖八: 第二層縱向切塊
模式

圖九: 第三層縱向切塊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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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 PVO 方法的嵌入流程
本方法嵌入的過程與 Li 學者所提出的方法相同，但第二層開始改變切塊
模式，假設圖像為 W × H 大小，第一層先將原始影像切成𝑛1 × 𝑛2 大小的區塊，
𝑛1 , 𝑛2 ∈ {2, 3, 4, 5}，第二層從第二列第二行開始切成𝑛1 × 𝑛2 大小的區塊，如
圖二所示。分別對每一個區塊的像素值進行排序(x1, x2, …, xn)，獲得排序後的
像素值(𝑥𝜎(1) , 𝑥𝜎(2) , …, 𝑥𝜎(𝑛) )，
計算區塊複雜度 NL 等於次大值減掉次小值：NL = 𝑥𝜎(𝑛−1) - 𝑥𝜎(2) ，大於
門檻值 t 則這個區塊不藏。𝑥𝜎(𝑛) 是最大值，𝑥𝜎(𝑛−1) 是第二大值，計算預測誤差

PEmax 為最大值減第二大值：

PEmax = 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1)

計算出 PEmax 後，生成 PEmax 直方圖，由於 PEmax = 1 通常是直方圖峰值，
所以 Li 學者等人將 PEmax = 1 當作嵌入機密數據的區域，大於 1 則位移以確保
可逆性。b ∈ {0, 1}是要嵌入的數據，最大值被修改為：
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𝑥𝜎(𝑛) ,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0 ,
� max = �𝑥𝜎(𝑛) + 𝑏,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1,
+ 𝑃𝐸
𝑥𝜎(𝑛) + 1,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1,

(2)

最小值以此類推，𝑥𝜎(1) 是最小值，𝑥𝜎(2) 是第二小值，計算預測誤差𝑃𝑃𝑚𝑚𝑚 為

最小值減第二小值：

𝑃𝑃𝑚𝑚𝑚 = 𝑥𝜎(1) - 𝑥𝜎(2)

(3)

注意𝑃𝑃𝑚𝑚𝑚 只會是負值，Li 學者等人將𝑃𝑃𝑚𝑚𝑚 = -1 當作嵌入數據的區域，
小於-1 則位移以確保可逆性。b ∈ {0, 1}是要嵌入的數據，最小值被修改為：
𝑥�𝜎(1)

=

𝑥𝜎(2)

𝑥𝜎(1) ,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0 ,
� min = �𝑥𝜎(1) − 𝑏,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1,
+ 𝑃𝐸
𝑥𝜎(1) − 1, if 𝑃𝑃𝑚𝑚𝑚 < −1,

(4)

圖十為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應用於 PVO 方法的嵌入範例，假設圖像大小
為 5 × 5，首先我們會將圖像從第一列第一欄開始切成 2 × 2 大小的區塊，並
執行嵌入的步驟，在完成第一層的嵌入後，我們使用獲得的偽裝影像從第二
列第二欄開始切成 2 × 2 大小的區塊，並進行第二層的嵌入後，可以得到藏入
兩層機密資訊的偽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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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基於 PVO 方法的嵌入範例
(三)基於 PVO 方法的取出流程
本方法取出機密資訊的方法是先將偽裝影像切成𝑛1 × 𝑛2 大小的區塊後
進行排序，檢查是否有藏入機密資訊，取出機密資訊以及修改回原始的像素
值。本方法取出數據的順序先從第二層開始還原，也就是先從第二列第二行
開始將偽裝影像切成𝑛1 × 𝑛2 大小的區塊，𝑛1 , 𝑛2 ∈ {2, 3, 4, 5}。分別對每一個
區塊的像素值進行排序(x1, x2, …, xn)，獲得排序後的像素值(𝑥𝜎(1) , 𝑥𝜎(2) , …,
𝑥𝜎(𝑛) ) 。
取出機密資訊：
STEP 1: 最大值減次大值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
-

如果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 2，沒有藏入資料，原始最大值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 - 1。
如果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 1 or 2，機密資訊 b = 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 1，原
始最大值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 - b。

如果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1) = 0，沒有藏入資料，原始最大值為𝑥𝜎(𝑛) = 𝑥𝜎(𝑛) 。
STEP 2: 最小值減次小值𝑥𝜎(1) – 𝑥𝜎(2) ：
-

如果𝑥𝜎(1) – 𝑥𝜎(2) < -2，沒有藏入資料，原始最小值𝑥𝜎(1) = 𝑥𝜎(1) + 1。
如果𝑥𝜎(1) – 𝑥𝜎(2) = -1 or -2，機密資訊 b =𝑥𝜎(2) – 𝑥𝜎(1) – 1，原始最
小值𝑥𝜎(1) = 𝑥𝜎(1) + b。

如果𝑥𝜎(1) – 𝑥𝜎(2) = 0，沒有藏入資料，原始最小值為𝑥𝜎(1) = 𝑥𝜎(1) 。
再來還原第一層，將原始影像從第一列第一行 W × H 開始再切成𝑛1 × 𝑛2 大小
的區塊。
圖十一為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應用於 PVO 方法的取出範例，假設圖像大
小為 5 × 5，首先我們會將圖像從第二層開始取出機密資訊並還原，我們將偽
裝影像從第二列第二欄開始切成 2 × 2 大小的區塊，並進行取出和還原的步驟，
在完成第二層的取出與還原後，我們將還原後的偽裝影像繼續從第一列第一
欄開始切成 2 × 2 大小的區塊，並進行第一層的取出與還原，最後可以得到藏
入的機密資訊與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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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基於 PVO 方法的取出範例

四、實驗結果
我們的方法主要是使用 MATLAB 撰寫，並在配備 i7 7700 3.6 GHz CPU 及 8 GB
RAM 的 Windows 10 -64 位元系統上完成實驗。本實驗使用六個標準圖像包含：4
張 512 × 512 大小的圖像: Lena、F16、Peppers、Boat，及 2 張 256 × 256 大小的
圖像做測試，圖片皆來自於 SIPI image database [13]，如圖十二所示。本實驗分別
使用不同的切塊模式應用在 PVO 系列及 DE 系列方法上，目的是提升多層藏入的
影像品質。

(a)Lena

(b)F16

(c)Boat

(d)Peppers

(e)Aerial

(f)Clock

圖十二: 六張測試圖像
本 實 驗 將 使 用 以 下 兩 種 的 參 數 來 評 估 方 法 的 表 現 ： Peak signal-to-noise
ratio(PSNR)，典型的 PSNR 值在 30dB 到 40dB 之間，愈高愈好，代表失真越少。
另一個則是 embedded capacity(EC)代表一張圖像能嵌入的機密資訊數量，愈高愈
好。
PSNR 值的定義如下：
𝑃𝑆𝑆𝑆 = 10 × log

2552
𝑀𝑀𝑀

(
5)

110 運用可位移嵌入策略以提高圖像品質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

𝑚−1 𝑛−1

𝑀𝑀𝑀 = � � [𝐼(𝑖, 𝑗) − 𝐾(𝑖, 𝑗)]2
𝑖=0 𝑗=0

(
6)

本實驗機密訊息使用亂數產生。本方法將每一層運用不同的切塊模式來進行
實驗分析，每一層都不會取到重複的區塊，以保持低失真。
表一中的 PVO 欄位為 Li 學者等人提出的方法[7]，在每一層的嵌入容量和影
像品質，每一層皆使用一樣的切塊模式，欄位為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的是本
研究方法應用在 PVO 方法後的實驗結果，每一層使用的切塊模式如圖一、二、三
所示；IPVO 欄位為 Peng 學者等人提出的方法[10]，每一層皆使用一樣的切塊模式，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欄位為本研究方法應用在 IPVO 方法後的實驗結果；
PVO-k 欄位為 Ou 學者等人提出的方法[11]，每一層皆使用一樣的切塊模式，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欄位為本研究方法應用在 PVO-k 方法後的實驗結果。從實
驗結果可以看出經過本方法確實有提升 PVO 系列多層嵌入的影像品質並且提升藏
量。
表一: PVO 系列使用不同切塊模式的藏量與影像品質

圖十三為在 Lena、Boat、F16、Peppers、Aerial、Clock 圖片下進行的實驗結
果，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PVO 系列方法使用可移位區塊策略方法前後的 PSNR 值
及藏量，橫坐標為能藏入的資訊量(EC)，縱座標為影像品質 PSNR，從圖中可以看
出使用我們提出的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後的影像品質及藏量皆高於原始的 PVO 系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ITAS) 111

列。
54
PVO

PSNR(dB)

52
50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48

IPVO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32000 48000 56000 61000 70000 80000 90000

EC(bits)

(a) Lena
54
PVO

PSNR(dB)

52
50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48

IPVO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24000

36000

42000

52000

61000

EC(bits)

(b) Boat

64000

112 運用可位移嵌入策略以提高圖像品質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

54
PVO

PSNR(dB)

52
50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48

IPVO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38000

50000

68000

76000

83000

95000 120000

EC(bits)

(c) F16
54
PVO

PSNR(dB)

52
50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48

IPVO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28000

30000

42000

49000

54000

70000

73000

EC(bits)

(d) Peppers
54
PVO

PSNR(dB)

52
50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48

IPVO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4000

5900

6900

8000

EC(bits)

(e) Aerial

10000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ITAS) 113

58
PVO

56

PSNR(dB)

54
5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

50

IPVO

48
46

Our scheme based on
IPVO

44

PVO-k

42

Our scheme based on
PVO-k

40
9600

14000

16000

19000

25000

32000

37000

EC(bits)

(f) Clock
圖十三: PVO 系列方法使用可移位塊策略方法前後的 PSNR 值及藏量
另外我們也將此方法應用在 DE 系列，如表二所示。表二中的 DE 欄位為 Tian
學者提出的方法[4]在每一層的嵌入容量和影像品質，每一層皆使用一樣的橫向切
塊模式；欄位為 Our scheme based on DE-Horizontal block mode 的是本研究方法應
用在 DE 方法後的實驗結果，每一層使用不同的橫向切塊模式，如圖四、五、六所
示；Our scheme based on DE-Vertical block mode 欄位亦為本研究方法應用在 DE 方
法後的實驗結果，每一層使用不同的縱向切塊模式，如圖七、八、九所示；RDE
欄位為 Liu 學者等人提出的方法[12]，剩餘欄位則是本研究的不同切塊模式應用在
RDE 方法後的實驗結果。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經過本方法也能提升 DE 系列多層
嵌入的影像品質及藏量。
表二: DE 系列使用不同切塊模式的藏量與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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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提出增強 PVO 系列多層影像品質的方法，我們將此方法應用在以下三
個 PVO 系列方法: PVO、IPVO、PVO-k，使用可位移區塊嵌入策略，在每一層使
用不同的切塊模式，避免取到與上一層重複的區塊，以保持低失真，並將此方法
應用在兩個 DE 系列方法：DE、RDE。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經過本方法確實可以
提升 PVO 系列及 DE 系列的影像品質及藏量。

致謝
本研究由科計部計畫「基於像素值排序技術之高資訊負載量可逆式資訊隱寫
技術研究」(MOST 108-2221e324-014) 補助支持，特此誌謝。

參考文獻
[1] Johnson N.F., Jajodia S., Exploring steganography: Seeing the unseen, pp.26-34(1998)
[2] C.-K. Chan and L.-M. Cheng, Hiding data in images by simple LSB substitu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vol. 37, no. 3, pp. 469-474(2004)
[3] D.-C. Wu and W.-H. Tsai, A steganographic method for images by pixel-value differencing,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ITAS) 115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vol. 24, no. 9-10, pp. 1613-1626(2003)
[4] J. Tian, Reversible data embedding using a difference expans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13, no. 8, pp. 890-896(2003)
[5] D. M. Thodi and J. J. Rodríguez, Reversible watermarking by prediction-error expansion,
6th IEEE Southwest Symposium on, pp. 21-25(2004)
[6] Z. Ni, Y.-Q. Shi, N. Ansari, and W. Su, Reversible data hi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16, no. 3, pp. 354-362(2006)
[7] X. Li, J. Li, B. Li, and B. Yang, High-fidelity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 based on
pixel-value-ordering and prediction-error expansion, Signal processing, vol. 93, 51no. 1, pp.
198-205(2013)
[8] B. Ou, X. Li, and J. Wang, “Improved PVO-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A new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multiple histograms modification,” J. Vis. Commun. Image
Represent., vol. 38, pp. 328–339, Jul. 2016.
[9] C.-F. Lee, J.-J. Shen, Y.-C. Kao, and S. Agrawal, “Overlapping pixel value ordering
predictor for high-capacity reversible data hiding,” J. Real-Time Image Process., pp.1-21,
May 2019.

[10] F. Peng, X. Li, B. Yang, Improved pvo-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Digital Signal Process,
vol.25, pp. 255–265(2014)
[11] Bo Ou, Xiaolong Li, Yao Zhao, Rongrong Ni, Reversible data hiding using invariant
pixel-value-ordering

and

prediction-error

expansion,

Signal

Process:

Image

Commun.vol.29, pp.760–772(2014)
[12] H. Yi, S. Wei, and H. Jianjun, “Improved reduced difference expansion 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 for digital images,” in 2009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Measurement & Instruments, 2009, pp. 4-315-4–318.
[13] The USC-SIPI Image Database, http://sipi.usc.edu/databas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ignal and Image Processing Institute.

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科技與社會』學報
學報徵稿
一、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科技與社會』學報性質：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科技
與社會』學報每年六月、十二月發行，徵稿主題包括：資訊管理、資訊技術、
資訊社會，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
二、各主題內容如下：
（一）資訊管理類
1. 管理資訊系統
2. 資訊系統應用
3. 資訊管理與策略
4. 資訊系統績效之評估
5. 政府部門資訊系統
（二）資訊技術
6. 網路應用與服務
7. 資訊安全技術
8. 警用資訊技術
9. 電腦網路犯罪
10. 數位證據與電腦鑑識
11. 資訊技術與犯罪偵防實務

（三）資訊社會
12. 資訊倫理
13. 資訊產業與新經濟
14. 資訊與教育
15. 資訊社會之法律規範及犯罪預防
16. 資訊警察之角色擔任與任務
17. 網際網路社會及相關法律問題
三、稿件格式：
（一） 來稿請以電腦排版 A4 稿紙橫寫，中文字體用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用
Times New Roman，字型 12 點為原則，單行間距。
（二） 文長以兩萬字為上限。
（三） 來稿的裝訂順序為：首頁資料、次頁資料、正文（及參考文獻或注
釋）。
1. 首頁須載有：(1)論文題目（中、英文）
，(2)作者真實姓名（中、英文），
(3)最高學歷，(4)任職機構及職稱，(5)通訊地址及電話。
2. 次頁：論文題目 1，中、英文論文摘要及關鍵詞，摘要五百字以內。
3. 正文：中文採用細明體，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皆為 12
1

16 點字型，粗體。

點字型，單行間距，不需分欄。
（四） 段落標明方式
1.以中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問題
1.假設
（1）······
a.······
（a）······

2.以英文撰寫者，段落標明如下：
1.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Methodology
1. Research Design
(1) Assumption
a. ······
(a) ······

（五） 注釋：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該頁頁底。
（六） 圖片、表格與方程式
1. 圖片：圖片[圖一]說明必須置於圖片下方。必須置中。

圖一: XX 圖
2. 表格：表格[表一]說明必須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
表一: XX 表

3. 方程式：方程式(1)應置中，並且於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應編

號，編號靠右對齊並從 1 開始。
2x 2 + 3y = 0

(1)

（七） 文獻引用：英文請參考 MIS Quarterly 之格式，中文則以類似該期刊
之格式處理如下例：
例一：外包的資訊系統也涵蓋通訊網路及系統人員的轉移等（Loh &
Venkatraman 1991；Due 1992；Takac et. al. 1994﹔張一飛 1993）
例二：Mason (1978) has suggested that one method of measuring ILS
impact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output of the system causes the
receiver to change his or her behavior
（八） 參考文獻：文獻部份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畫或
字母順序排列。中文參考書目之年份可用民國歷年或西元歷年，請
忠於原文獻之使用方式。請參考下面例子：
1. 中文書籍
例：季延平、郭鴻志，1995，系統分析與設計，台北：華泰書局。
2. 中文期刊
例：楊惠貞、范錚強，2004，
『以縱貫性研究探討學生學習焦崩及
電腦學系成效之因素』
，資訊管理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
77～104 頁。
3. 中文編輯書
例：林清山，1978，『實驗設計的基本原則』，收錄於社會及行為
科學研究法，上冊，楊國樞等（編），87～130，台北：東華
書局。
4. 中文博、碩士論文
例：張國哲，2001，在超大型政府資料庫中進行資料探勘之研究
─以汽、機車失竊犯罪資料為例，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5. 中文學術研討會論文
例：鍾昌達、何靜雯、吳國清，2003，『應用 Java 技術於警察機
關刑事案件管理系統軟體開發』，第五屆 2003 年網際空間：
資訊、法律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
6. 中文討論稿（Working Paper, Manuscript）
例：侯君溥，1992，製造策略、環境不確定性、管理者之選擇與
績效：一個結構方程式之入手方法。
7. 英文中譯書
例：羅友志譯，FUECKS, HARRY 著，2004，專業 PHP 5 程式設
計指南，台北，上奇科技。

8. 其他
例：資訊傳真，1997，
『筆記型電腦發燒熱賣』
，5 月 5 日，31-34
頁。
9. 英文期刊論文
Stuart F. Oberman and Michael J. Flynn: “Division Algorithms and
Implementa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1997, 46, (8),
pp.833-854.
10. 英文書刊
Abraham Silberschatz and Peter B. Galvin,
Concepts, 6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2001.

Operating System

四、稿件交寄：請將電子檔（.doc）以 e-mail 寄至 im@mail.cpu.edu.tw。電話：
(03)328-2321 轉 4223、4224。
五、論文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
六、相關資訊請至學報網站 http://jitas.im.cpu.edu.tw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