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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各式各樣的資訊
交流越來越發達，如電子商務、電子公文等越來越
多的數位資訊需要時間證明，而時戳服務機構
（time-stamping authority，TSA）是一個可信任的
機構，它可以提供資料在某一特定時間前即已存在
的證據。本研究透過依據 RFC-3161 標準實作一套
可 信 賴 時 戳 服 務 系 統 (Trusted Time-stamping
Service，TTS)，時戳服務中心是在 Linux 平台上安
裝及修改開放原始碼軟體 OpenTSA 並使其支援
SHA-2 訊息摘要及以 Java Card 保護伺服器私鑰，
提供時戳服務，時戳公佈中心則結合新聞群組來達
到擴大公佈的功能；而客戶端則是在 Windows 平
台上使用 C++ Builder 工具自行開發時戳客戶端軟
體，並結合 USB 讀卡機與 Java Card 來儲存通行碼，
來保護 TTS 系統，客戶端可選擇提出(SHA-256、
384、512)三種演算法來進行時戳要求，且能下載具
時間線性鏈結值的新聞群組來進行驗證，防止時戳
造假，讓時戳服務更具公信力。
關鍵詞：時戳、新聞群組、線性鏈結、Java
Card
關鍵詞

1.緒論
1.緒論

莫大的助益，Usenet 即一般我們熟知的新聞伺服器
所結合出來的網路服務機制，透過新聞群組強大傳
播能力，可以將時戳相關訊息散播出去，達到擴大
公佈的效果，若未來政府機關或者民間具公信力時
戳服務單位，在 Usenet 中開設時戳訊息公佈的新聞
群組，並提供程式驗證，行之有年後，對於數位化
生活的推廣、電子文件的交流、網路社會信譽的建
構將會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2.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2.1 Java Card
Java Card 是一種標準的智慧卡，目前在當今網
路安全應用最重要的三個特點就是：確認性、保密
性及便利性。其內部具有源於Java 技術的Java Card
虛擬機器及Java Card 執行環境此外，Java Card 尚
提供一套具有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特色的API，它所
包含的最重要部分就是與密碼學有關的API，其中
有3DES、RSA、SHA-1、MD5 等密碼技術。這使
得Java Card 本身可以在卡片內部進行資料的加解
密及數位簽章的產生與驗章等安全性功能。

2.2 SHA-2

時戳（Time Stamp）望文生義即為時間戳記，
就像常見的郵戳一般，在數位化時代運用越來越普
及，而日常生活中郵局在處理郵件時所蓋用的郵
戳，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時間證明方式，各式文件常
可見到以「郵戳為憑」來作為時間存在的強力證
明；而時戳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數位化方式的郵戳，
時戳可以為任何電子文件或電子交易提供準確的
時間證明，用來驗證電子文件或交易的內容在蓋上
時戳後是否曾被人修改。時戳服務機構
（time-stamping authority，TSA），通常扮演一個
可信任的第三機構來提供資料在某一特定時間前
即 已 存 在 的 證 據 ， 而 時 戳 服 務 （ time-stamping
service）已成為公開金鑰基礎建設（PKI）的一部份。
建構數位化生活環境時，必須建立一個方便的時戳
服務機制，讓電子資料很容易取得時間證明，以便
得知文件產生時間及相關證明，而時戳的公信力對
於使用者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時戳服務中心若能即
時在具公信力的媒體上公佈時戳訊息並提供使用
者驗證，對於公開金鑰基礎建設信用的建立將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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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雜湊演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SHA ）
由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IST）所發展出來的，在
1995 年將其修訂版本發佈為FIPS PUB 180-1，即現
在所通稱的SHA-1。目前最新的修訂版是FIPSPUB
180-2，其中新增包含SHA-256、SHA-384及SHA-512
等三種雜湊演算法SHA-2輸入的訊息長度不能超過
264個位元，SHA-256 的處理區段為512 個位元，
SHA-384/512則是1024個位元。

2.3 OpenTSA
OpenTSA 計劃的目標是要發展一個穩定的、
安全的，並且符合RFC-3161協定標準的開放原始碼
時戳服務之伺服端與客戶端應用程式（OpenTSA
Project）；該計劃是由Zoltan Glozik 所發展，而相
關之軟體或加密軟體是由發展OpenSSL函式庫的
Eric Young 和Tim Hudson 所編寫，其第一個釋出
的時戳測試套件是在2002年的5月10 日，目前最新

等，且支援微軟的ODBC規格的資料庫整合。

版本在2006年2月25日釋出。OpenTSA為OpenSSL
（ OpenSSL Project ） 的 一 個 工 具 套 件 ， 因 之 與
OpenSSL 相同，其在某些簡單許可條件下可以被自
由的使用在商業或非商業的用途上，在OpenTSA官
方網站可以下載最新的OpenTSA發展套件和支援
Apache 的時戳模組。

2.6 pnews
全名PHP News Reader，是一套國人以php程式
撰寫的網頁介面新聞群組，支援NNTP/NNRP存取
NEWS伺服器，可以簡單且靈活配置設定檔，並支
援多種國家語言。

2.4 時間鏈結

2.7 newsgroup

Stuart Haber與W.Scott Stornetta在1991年所提
出的時戳服務驗證機制，為了讓使用者相信時戳的
公信力，時戳服務中心必須紀錄每一筆簽發的時戳
資訊，而紀錄時戳資訊便是利用鏈結機制，讓使用
者可以驗證每個紀錄檔，時戳服務中心定期公佈紀
錄資訊到具公信力的媒體上，證明發布時戳的公正
性。運作機制如下：時戳服務中心簽發第n筆時戳
時，計算鏈結值Ln=h1(MDn,Tn,Ln-1)，紀錄訊息
MDn、時間資訊Tn、鏈結值Ln，當時戳服務中心公
佈鏈結值Ln時，使用者可以透過Ln來驗證時戳，而
其他任何人也無法更動時戳簽發紀錄檔而不被發
現，流程如圖1。
L2

L3

新聞群組（Newsgroup）是一個通常在Usenet
中用於儲存來自不同地區的用戶所發表訊息的資
料庫，通常是一個討論組，新聞群組通常使用NNTP
協定，使用特定的客戶端軟體來閱讀和發送討論的
內容，大部分新聞群組都被分類歸入Usenet層級，
從理論上使得尋找相關的新聞群組變得更加容易。

3.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
本研究為主從式架構，伺服器端由時戳服務中
心和時戳公佈中心所組成，客戶端為自行開發的應
用軟體，客戶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時戳要求時，時
戳服務中心除了將時戳回應傳遞給客戶端外，並把
進行時戳要求電子文件的相關訊息，如文件雜湊
值、時戳產生時間存入資料庫中，並利用 c 語言與
sql 語法計算時間鏈結值，再透過 perl 程式發布到
時戳公佈中心的新聞群組中，以網頁模式及利用客
戶端軟體下載方式，讓使用者可以參考時間鏈結值
資訊，來進行時戳驗證，來確認時戳是否造假，系
統外部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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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

TSb

TSc

TSd

ha

hb

hc

hd

hash
Da

hash
Db

hash
Dc

hash
Dd

圖 1 時間鏈結流程
時戳服務中心

表 1 時間鏈結運作步驟說明
步驟
1
2
3

使用者

說明
電子檔案Db進行雜湊函數計算得到訊
息摘要hb
訊息摘要附加時間資訊得到TSb
TSa結合TSb進行雜湊函數計算得到線
性鏈結值L1

Internet
網路對時中心

時戳公佈中心

圖 2 系統外部架構圖

2.5 MySQL
MySQL資料庫是免費的程式，屬於關聯式資料
庫，使用SQL(結構化查詢語言)，是由MySQL AB
公司所開發的資料庫伺服器，使用SQL可以連結
C、C++、Java、Perl、PHP語言，而且也可在許多
平台上運作，如：Linux、Windows、Sun Sola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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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TS 伺服器端

時戳服務中心內部以 MySQL 建構三個資料
表，分別儲存文件雜湊值、時間資訊和時間鏈結
值，系統內部架構圖，如圖 4 所示，時戳服務中心
利用時戳要求所送來的文件雜湊值及時戳回應產
生的時戳憑證，產生第一個時間鏈結值後，再利用
客戶端送來的文件雜湊值和資料庫本身的時間鏈
結值及時間資訊繼續算出第二個時間鏈結值。

3.1.1 時戳服務中心
時戳服務中心是在 Fedora Core 3 平台上安裝
及修改 OpenSSL 工具套件 OpenTSA，作為時戳服
務中心，公正的時間來源是相當重要的，故本研究
透過連接國家時間與頻率標準實驗室 NTP 伺服器
進行網路對時，讓時戳服務中心進行定期網路對
時，進而提供可信賴的時間來源，詳細運作流程如
圖 3，使用者可以利用本研究所開發的客戶端軟
體，透過網際網路對時戳服務中心進行時戳要求，
原本 OpenTSA 所支援的訊息摘要演算法為 MD5 與
SHA-1，但是由於這兩種演算法已被中國大陸學者
王小雲博士所破解，證實有安全漏洞，所以我們修
改了 OpenTSA 相關程式與設定，讓時戳服務中心
支援 SHA-2 演算法，客戶端可以從對話方塊選擇檔
案來對時戳服務中心提出時戳要求。

時戳服務中心

時間鏈結值

文件雜湊值

時戳要求

時戳回應
時間資訊

時間鏈結驗證
時戳公佈中心

圖 4 TTS 系統內部運作概念圖
寫入
TSA 私鑰

3.1.2 時戳公佈中心
時戳公佈中心是在 Fedora Core4 平台上安裝新
聞群組軟體 inn 及 web netnews 閱讀軟體 pnews，來
作為公佈時間鏈結值的資訊平台，當使用者從客戶
端連上時戳服務中心進行時戳要求時，時戳服務中
心會利用 MySQL 紀錄時戳紀錄並更動 tsaserial 檔
案流水號，將時間鏈結紀錄公佈在時戳公佈中心網
頁和新聞群組上，便利使用者進行核對，達到時戳
服務中心的公正性。時戳服務中心在簽發完成第 n
筆時戳時，計算鏈結值 Ln=h1(MDn,Tn,Ln-1)，並記
錄訊息彙記 MDn、時間資訊 Tn 與鏈結值 Ln，並將
結果利用 perl 程式自動發佈到新聞群組上，示意圖
如圖 5 所示。

讀取伺服器時間

啟動 Apache

啟動 mod_tsa.so

引入 tsa.conf
時戳設定檔

啟動密碼認證模
組

讀取
TSA 私鑰

Y

N

啟動時戳服務

newsgroup

啟動 web 服務

Y

送出時戳回應

T1

L1

L2

L3

L4

L5

○

○

○

○

○

○ ……. ○

Ln-1

H1

H2

H3

H4

H5

H6

Hn

Ln
○

Hn+1

時戳資訊存入資
料庫

圖 5 時戳服務中心公佈時間鏈結示意圖
圖 3 時戳服務中心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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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戳公佈中心所公佈的時間鏈結值可以利用
網頁的方式瀏覽，如圖 6，也可以利用本研究所開
發的客戶端軟體下載含時間鏈結值資訊的新聞群
組，如圖 7，讓客戶端使用者可以立即進行驗證與
核對。

圖 8 TTS 客戶端主要畫面
表 2 TTS 客戶端工具列使用說明
客戶端工具列使用說明
圖示

說明
置入 Java Card

圖 6 時戳公佈中心以網頁公佈鏈結值
退出 Java Card
進行電子文件時戳要求
開啟時戳舊檔
下載時間鏈結值新聞群組
時間鏈結值計算驗證

圖 7 客戶端下載時間
客戶端下載時間鏈結值
端下載時間鏈結值

3.2 TTS 客戶端
3.2.1 時戳要求
本研究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 Borland C++做
為開發 TTS 客戶端軟體，TTS 客戶端程式主要畫
面，如圖 8，工具列使用說明如表 2。客戶端軟體
以 HTTP 通訊協定連上 TTS 伺服器，TTS 客戶端可
由對話方塊開啟客戶端任一檔案，及選擇訊息摘要
演算法（SHA-256、SHA-384 及 SHA-512）如圖 9
來進行時戳要求，當得到時戳回應時，也可以利用
客戶端軟體來開啟時戳回應，如圖 10 所示。
圖 9 客戶端進行時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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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
Java Card

無法開啟時戳
要求

驗證 PIN
Y

N

存取
PIN 碼

啟動時戳服務

選擇檔案進行時
戳要求

圖 10 客戶端檢示時戳回應
客戶端檢示時戳回應
選擇時戳伺服器

3.2.2 Java Card 驗證
退出時戳要求

連線確認

TTS 客戶端程式使用時，需透過 Java Card 驗
證才能進行時戳要求，藉此來保護 TTS 伺服器端，
當使用者開啟 TTS 客戶端程式時，TTS 客戶端會自
動檢測讀卡機是否有連線，若有則出現圖 11 畫面，
若沒有則會出現提醒訊息，提示使用者確認讀卡機
連線狀況，若讀卡機正常，TTS 客戶端會進行 Java
Card 確認，使用 TTS 系統，使用者需要正確輸入
PIN 碼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如果沒有
PIN 碼認證，則無法使用 TTS 系統，如圖 12，TTS
客戶端運作流程圖如圖 13 所示。

N
Y
傳送時戳要求

退出
Java Card

圖 13 客戶端運作流程圖

3.2.3 時戳驗證
TTS 客戶端也提供時戳驗證，TTS 客戶端可以
利用 NNTP 協定連上時戳公佈中心下載時間鏈結
值，客戶端使用者可以利用原本進行時戳要求的文
件，及輸入時戳的產生時間，和時戳公佈中心所公
佈時戳序號前一項的時間鏈結值，計算出正確的時
間鏈結值，程式畫面如圖 14，運作流程如表 3，以
此來與時戳公佈中心的時間鏈結值進行比對，如圖
15，來確認時戳的公正性。
圖 11 讀卡機連線狀況

圖 12 時戳服務中心要求
時戳服務中心要求認證
要求認證

圖 14 客戶端時戳驗證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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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驗証流程說明
步驟
1
2
3
4
5

說明
客戶端選取進行時戳要求的原本檔案
客戶端選取當初選擇的時戳函數
輸入取得時戳時間
輸入前一筆線性鏈結值
比對客戶端產生之線性鏈結值與新聞群
組發佈是否相同

圖 15 客戶端比對
客戶端比對所公佈
比對所公佈的時間鏈結值
所公佈的時間鏈結值

4.結論
結論
如上所述，本研究實作可信賴的時戳服務
(Trusted Time-Stamping Service)為主從端架構，以
RFC-3161 為標準在 Linux 系統上架設 TTS 伺服
器，在 windows 平台上開發客戶端應用軟體，透過
網頁介面及新聞群組下載，即時公佈時間鏈結資
訊，讓時戳公佈中心訊息傳播更快速、更加多元。
客戶端提供時間鏈結值驗證程式，讓使用者可以利
用產生時戳的電子檔案、時戳的產生時間及時戳公
佈中心所公佈的時間鏈結值，來核對時戳是否公
正。利用 Java Card 讓客戶端需通過身分驗證才能
與伺服器溝通請求時戳，並在伺服器利用 Java Card
保護伺服器私鑰，使得時戳服務更加安全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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