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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手機鑑識指引，手機

的 鑑 識 流 程 可 分 為 保 存 (Preservation) 、 採 集

(Acquisition)、檢驗及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和

報告呈現(Reporting)等四個階段 [21]。手機鑑識的過程

中資料採集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在合理的鑑識條件下，使

用可接受的方法獲得手機內部的電子證據 [21]，手機資

料採集的方式，可分為實體採集(Physical acquisition)與

邏輯採集(Logical acquisition)兩種 [20]，目前大多數手機

鑑識軟體採邏輯採集的方法且都面臨著相同的問題，內部

採集工具必需安裝至手機內部，進行採集動作，這樣的採

集方式，令人遲疑，是否違背了鑑識學門中保留現場的觀

念。 

本研究提出一種 Live SD 的概念，利用 Recovery 的

原理實踐於 Android 智慧型手機中製作實體資料採證與

磁碟映像，這樣的採證方式有別於目前大多數手機鑑識軟

體所使用的採證方法，進而提升刪除資料的還原能力。 

關鍵詞―Android、Recovery、Live SD、手機鑑識、

採集方法 

Abstract―According to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 the mobile forensic 

proces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including Preservation, 

Acquisition, Examination & Analysis, and Reporting. 

Data acquisition is the key part which can acquire 

internal electronic evidences in mobile devices under 

reasonable forensic conditions. There are two main 

mobile data acquisition methods, including Physical 

Acquisition and Logical Acquisition. Presently, most of 

the mobile forensics tools are implemented with logical 

acquisition. However, the method will result in the 

problem where the forensics tools are required to firstly 

install in the mobile devices and the acquisition can in 

turn be performed. This often raises the concern if it i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scene reservation. 

In this work, the concept of Live SD is proposed. It 

makes use of the Recovery theory in Android smart 

phones to perform physical acquisition and produce disk 

image. This propos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 

acquisition method in most mobile forensics tools and can 

improve the data recovery ability. 

Index Terms―Android, Recovery, Live SD, Mobile 

Forensic, Acquisition method 

一、前言 

數位鑑識科學領域中，採集證據是個重要

的關鍵，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數位產品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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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網路環境健全、穩定，導致現代人過度依

賴手機，大量的個人資訊儲存於手機中，迫使

手機鑑識之必要，手機鑑識必需透過一個手機

鑑識工具做資料的採集與分析，手機不僅要透

過一個專屬的資料傳輸線且各廠牌、型號的資

料傳輸埠、內部架構與儲存技術也都不盡相

同，手機鑑識必需克服這樣複雜且多樣化的產

品生態，完整的手機鑑識必需考量多樣化的環

境，本研究將針對市場中的新寵兒 Android 平臺

智慧型手機進行資料採集的探討。 
Android 平臺打著開放式系統的口號，從

2007年 11月 5日出來 [6] 開始一直都是智慧型

手機市場上最大的勁敵，根據 Gartner 組織近年

來的統計數據，2010 年 2 月 Android 的市佔率

為 3.9% [14]，2010 年 8 月提升到 17.2% [12]，
2011年2月市佔率達22.7% [13]從這些驚人的成

長速度看來，造成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大革命，

是我們可以遇期的。2011 年 8 月 Android 的市

佔率已經到達 43.4% [11]，位居智慧型手機市場

佔有率第一名。隨著現代人越來越倚賴手機，

手機內部的儲存資訊，如聯絡人、通話記錄、

簡訊等，成為犯罪案件中非常重要的線索依

據，並且隨著手機提供的功能越廣泛與多樣

化，如全球衛星定位、網際網路、電子郵件、

攝影等，使手機能提供的證據更加豐富，同時

也增加了手機鑑識的必要性。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手機鑑識指引，

手機的鑑識流程可分為保存(Preservation)、採集

(Acquisition) 、檢驗及分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和報告呈現 (Reporting)等四個階段 
[21]。手機鑑識的過程中資料採集是一個重要的

環節，在合理的鑑識條件下，使用可接受的方

法獲得手機內部的電子證據 [21]，手機資料採

集的方式，可分為實體採集(Physical acquisition)
與邏輯採集(Logical acquisition)兩種 [20]，實體

採集的方式，以硬體連結線與鑑識目標手機作

專屬通訊協定，進行記憶體位元複製，取得完

整記憶體內容，進一步分析或恢復使用者已刪

除資料 [15]。邏輯採集的方式，透過作業系統

API 讀取資料或檔案，不受硬體連結線規格與鑑

識目標手機須實作專屬通訊協定的限制 [10]，
但無法進一步分析或恢復使用者已刪除資料。

目前大多數手機鑑識軟體採邏輯採集的方法，

且都面臨著相同的問題，軟體必需安裝至手機

內部，才可進行資料採集動作，這樣的採集方

式，令人遲疑，是否違背了鑑識學門中保留現

場的觀念。 
本研究參考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智慧

型手機工具規範 [16]，提出一種 Live SD 的概

念，利用 Recovery 的原理實踐於 Android 智慧

型手機中製作實體資料採證，這樣的採證方式

有別於目前大多數手機鑑識軟體所使用的採證

方法，進而分析與恢復已刪除資料。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著重於 Android 平臺智慧型手機實

踐 Live SD 手機鑑識實體採證為研究重點，依據

研究所需之相關名詞與定義進行文獻研究。 

(一) 手機鑑識 

手機中的資料都是電磁記錄，凡指針對手

機內數位資料所進行的鑑識，皆稱為數位鑑

識。一般而言，數位鑑識的目的是鑑定調查的

數位證據，擷取手機內的各項重要資訊，包含

通聯紀錄、通訊錄、簡訊、手機多媒體資料等

實體電腦的犯罪。手機鑑識的程序一般分為四

個 階 段  [21] ： 保 存 (Preservation) 、 採 集

(Acquisition) 、檢驗及分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報告呈現(Reporting)。 

(1)保存(Preservation)：主要目的確定搜索及

識別可能存放有數位證據之設備，數位證據因

其無形的特性，造成鑑識過程中容易遭破壞，

或採集證據時因處理不當受損，無妥善保存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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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證據原始狀態，將可能危及到數位證據的佐

證能力。 

(2)採集(Acquisition)：將從犯案現場中取得

的數位設備，以擷取映像檔方式或其它方法，

取得儲存於數位裝置中的數位資料。 

(3)檢驗及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檢驗是將蒐集到的數位證據揭示，包含隱藏檔

案或遭刪除的檔案，分析則是將採集到的數位

證據，透過現有資料將證據中與案情高度相關

的證據數據化或結合，以利協助釐清案情。 

(4)報告呈現(Reporting)：將數位證據分析結

果，以清晰明瞭方式呈現，如報表文件，以提

升法庭審理作業效率。 

(二) 資料採集 

手機鑑識工具依其對鑑識目標手機資料採

集的方式，可分為實體採集(Physical acquisition)
與邏輯採集(Logical acquisition)兩種 [20]，實體

採集的方式使用硬體連結線連接鑑識目標手機

與電腦或鑑識專用硬體，透過專屬的通訊協

定，驅動手機內部的系統服務，以位元為單位

進行手機內部實體記憶體內容做複製，取得完

整記憶體內容，進一步分析或恢復使用者已刪

除資料 [15]。邏輯採集的方式則也可使用連結

線連接鑑識目標手機與電腦或鑑識專用硬體，

或是透過手機支援的外接式儲存媒體，如 SD
卡，做為鑑識軟體與採集資料存放的裝置，並

且軟體透過作業系統的 API 對檔案系統存放的

邏輯性資料進行讀取或複製的方式，取得手機

內部儲存的資訊，但這樣的採集方法無法分析

或恢復使用者已刪除資料。表 1 為實體採集與

邏輯採集兩種不同方式的比較[3]。 

表 1 實體採集與邏輯採集比較 

項目 實體採集 邏輯採集 

硬體連結線 需要 可有可無 

專屬通訊協定 需要 可有可無 

在鑑識目標手

機中安裝軟體
不需要 需要 

資料採集方式
記憶體位元複

製 

透過作業系統

API 讀取資料

或檔案 

揮發性資料 低 高 

採集資料所需

權限 
高 低 

優點 

取得完整記憶

體內容，可進

一步分析或恢

復使用者已刪

除資料 [15]。 

不受硬體連結

線規格與鑑識

目標手機須實

作專屬通訊協

定 的 限 制

[10]。 

缺點 

受硬體連結線

規格與鑑識目

標手機須實作

專屬通訊協定

的限制。 

無法進一步分

析或恢復使用

者 已 刪 除 資

料。 

(三) 數位證據 

數位證據又稱為電子證據。數位證據與傳

統證據不同之處，在於數位證據是以數位的型

態儲存或傳輸、它是可以在法庭成為證據用的

數位電子資訊。數位證據 [17] 並非可以直接察

覺的具體存在事物，通常以電磁或電波的方式

儲存於電子媒體上。因為這個特性，它必須藉

助電子設備加以讀取、分析或顯示，呈現為視

覺可判讀的資訊型態，因此在法律上不易如實

體證據般[5]。 

由於數位資料非實體的物質，其具以下幾

個特性 [2]：難以蒐集萃取與保存、無法直接感

知與理解、易於複製竄改與刪除、難以證實來

源與完整性、難以建立連結關係等性質。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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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在採證的過程中，應注意幾個基本原則：

在取證的過程中，應在不會對原始證物有任何

變更的情況下進行、必須要有辨法證明所採集

之證物源自扣押的證物、進行鑑識分析時亦不

能對證物造成更動或破壞[1]。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智慧型手機

工具規範[16] 所定義的智慧型手機數位證據，

如表 2 所示。 

表 2 智慧型手機數位證據 

手機數位證據 儲存位置 

國際移動設備識別碼(MEI) GSM 設備內存 

移動設備識別碼(EID)、電子

序列號(ESN) 
CDMA 設備內存

縮位撥號號碼(ADNS) SIM 卡儲存器 

地理位置資料、定位點、

GPRS LOCI 數據 
SIM 卡儲存器 

服務提供商名稱(SPN) SIM 卡儲存器 

集成電路卡識別碼(ICCID) SIM 卡儲存器 

最後號碼重撥(LND) SIM 卡儲存器 

國際移動用戶識別(IMSI) SIM 卡儲存器 

移動用戶國際 ISDN 號碼

(MSISDN) 
SIM 卡儲存器 

短信(SMS、EMS) SIM 卡儲存器 

個人訊息管理 (PIM)資料 
(如通訊錄、行事曆、待辦事

項清單、任務、記事) 
設備內部記憶體 

通話記錄(來電和撥出電話) 設備內部記憶體 

應用程式檔案(例如：Word
檔、Excel 檔…等) 

設備內部記憶體 

瀏覽記錄(例如：我的最愛、

存取過的網站、暫存檔…等) 
設備內部記憶體 

多媒體訊息(MMS)/電子郵

件(E-Mail)和相關的資料(例
如：聲音、圖片、視訊…等) 

設備內部記憶體 

文件存儲、獨立的文件(例

如：聲音、圖片、視訊…等) 
設備內部記憶體 

GPS 相關資料(經度和緯度

坐標) 
設備內部記憶體 

(四) Android 

Android 是一套基於 Linux 為核心的開放原

始碼手機作業系統，最初是由 Google 於 2005
年時併購自手機作業系統開發公司 Android，之

後由 Google 接續開發，直到 2007 年 11 月 5 日

由Google與另外33家手機設備製造商所組成的

Open Handset Alliance 共同公佈，目前 Android
的最新版本為 3.0 版，依據 Android Market 於
2011 年 3 月 15 日止的統計，Android 的版本市

場占有比例分別為 1.5 版 3%、1.6 版 4.8%、2.1
版 29%、2.2 版 61.3%、2.3 版 0.7%、2.3.3 版 1.0%
與 3.0 版 0.2% [7]。 

Android 系統架構共分為四層，如圖 1 所

示，最底層是 Linux 核心與硬體驅動程式，它的

上一層是提供底層軟體功能的原生 C\C++函式

庫，與原生函式庫位於同一層的還有 Android 的

執行環境，包含了核心函式庫與 Dalvik 虛擬機

器，目的是提供 Android 應用程式一個執行的環

境，再往上一層是應用程式框架，提供 Android
應 用 程 式 開 發 時 所 需 的 應 用 程 式 介 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最上層

是 Android 的應用程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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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ndroid 系統架構 

(五) Android 啟動流程 

Android 作業系統是由 Linux 衍生而來，在

開機的過程當中與 Linux 是類似的，Android 開

機流程如圖 2 所示，Bootloader(一般常見的

bootloader 有許多種，包含 fastboot、blob、
U-Boot…等) [8, 18] 是在執行 Linux Kernel 前的

段程式，系統開機由 bootloader 對 CPU、記憶

體、RS232、網路卡…等相關硬體作初始化的設

定，接著複製 Flash ROM 中的 Kernel image 至

記憶體，然後設置 Linux kernel 的啟動參數並開

始執行記憶體中的 Linux kernel，將 CPU 控制權

交給 Linux kernel。Linux kernel 在執行完系統初

始化設定之後，會將控制權轉移給 User space
的程式： init(init 一般為 busybox [9])，然後

busybox 會產生 Shell 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特定指

令與作業系統互動。Dalvik 是 Google 開發一個

支援 Java 語法的 Virtual Machine，其特色是

Register-based Virtual Machine，而非 Stack-based 
Virtual Machine(Java Virtual Machine)，因此

Dalvik 可以針對其支援的平臺作最佳化處理，這

也是針對嵌入式系統所作的設計[4]。 

 

 

 

 

 

 

 

 

 

 

 

 

圖 2 Android 作業系統開機流程 

(六) Android Recovery 

 Android 利用 Recovery 模式，還原出廠設

定、更新 patch 及更新 firmware。 
Recovery 一般是使用官方所提供的套件

(update.zip) 達到更新與還原的動作，將該套件

置入 SD 卡，於開機時使用組合鍵開機進入

Recovery 模式。Recovery 模式啟動後，請模式

會 參 考 套 件 中 的 一 個 觸 發 指 令 腳 本

(META-INF/com/google/update-script)，該指令腳

本可操控Recovery的過程，例如 format BOOT…
等。該指令腳本執行完畢後，方可完成 Recovey
動作。Android Recovery 流程如圖 3 所示。 
 

 

 

Bootload 

Linux 核心 

User Spac 
(init) 

開機 

使用者介面 

Dalvik 

APPLICATION 

Home Contacts Phone Brower … 

LIBRARIES ANDROID RU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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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Type WebKit 

SQLite 
  Surface 
  Manager 

Dalvik Virtual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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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APPLICATION FRAMEWORK 

Display Driver Camera Driver 
Flash Memory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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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pad Driver  WiFi Driver Surface 
 Manag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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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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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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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ndroid Recovery 流程 

三、系統架構 

本研究設計與實作 Android 平臺智慧型手

機以 Live SD 方式進行實體資料採集與磁碟映

像檔製作，Live SD 利用 Recovery 模式觸發啟

動，啟動後採實體採集的方式對手機內部底層

之資料庫進行實體檔案採集與磁碟影像檔之製

作，完整的 Live SD 鑑識程式可分為前置作業與

鑑識工作兩部份。 

(一) 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的目地是為鑑識工作準備所需的

軟體與硬體工具，首先是將用來存放鑑識軟體

與採集資料的 SD 卡，進行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化，讓它能夠被 Android 平臺智慧型手機正確掛

載與讀寫，接著再將本研究自行設計與開發的

鑑識工具包(update.zip)複製到 SD 卡中。 

(二) 鑑識工作 

鑑識工作是對 Android 平台智慧型手機執

行鑑識工作的流程，如圖 4 所示，首先置入前

置作業所準備的 SD 卡，接著於開機的過程中進

入 Recovery 模式，Live SD 會自動於鑑識目標手

機中進行實體檔案的完整採集與磁碟映像的製

作，資料採集製作完成後，採集工具會將所有

的資料存放在 SD 卡中，重新啟動系統，卸除

SD 卡，取得相關內部資料以進行後續的資料分

析。 

 

 

 

 

 

 

 

 

 

 

 

 

 

 

 

圖 4 鑑識操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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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實作 

 完整的 Android 平臺智慧型手機鑑識必需

考量各廠牌與內部架構版本多樣化的環境，進

行評估，本研究將利用平臺的共通性，不限任

何廠牌任何平臺版本進行資料採集的探討。 
 本研究利用 Android 平臺智慧型手機容許

使用者自行由 Recovery 模式的操作功能，做到

從開機就可以合法的干預開機流程與開機程

序，並設計與實作一個符合鑑識資料採證的觸

發套件，讓該鑑識套件自動化的完成完整的內

部資料採集與磁碟影像檔製作的動作。表 3 為

Live SD 手機鑑識系統開發所使用的環境與工

具。 

表 3 Live SD手機鑑識系統開發所使用的環境與

工具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開發工具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JDK) 6 
Eclipse 

程式語言 
Shell-Script 
Update-Script 

測試環境 
HTC Desire 
T-Mobile 

  
 將 Live SD 置入鑑識目標手機中，開機進入

Fastboot(也稱 HBoot)。該模式一定會存在，但

會因各廠牌手機的設計不盡相同。本研究以

HTC Desire 為測試手機，由開機時按住降低音

量鍵，方可進入 Fastboot 模式。如圖 5 所示。 

 

圖 5 Fastboot 模式 

 再由 Fastboot 模式選擇 Recovery，切換至

Recovery 模式。如圖 6 所示。 

 

圖 6 Recover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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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Recovery 模 式 下 選 擇 apply 
sdcard:update.zip 的選項，執行鑑識採證工具。

如圖 7 所示。 

 

圖 7 系統執行過程 

 採集完畢後系統會將所有採集到的資料儲

存至 SD卡中。表 4為本研究所採集的相關資料。 

表 4 利用本研究所採集的相關資料 

實體位置 採集檔案 相關資訊 格式

/misc misc.img 磁碟影像檔 img 

/recovery recovery.img 磁碟影像檔 img 

/boot boot.img 磁碟影像檔 img 

/system system.img 磁碟影像檔 img 

/cache cache.img 磁碟影像檔 img 

/userdata userdata.img 磁碟影像檔 img 

/data/data/ 
com.android.
providers. 
contacts/ 
databases/ 
contacts2.db 

contacts2.db 
通訊錄與通

聯記錄 
db

/data/data/ 
com.android.
providers. 
media/ 
databases/ 
internal.db 

internal.db 
多媒體 
資料庫 

db

/data/data/ 
com.android.
providers. 
settings/ 
databases/ 
settings.db 

settings.db 
系統 
相關設定 

db

/data/data/ 
com.android.
providers. 
telephony/ 
databases/ 
mmssms.db 

mmssms.db 簡訊 db

/data/data/ 
com.android.
providers. 
telephony/ 
databases/ 
telephony.db 

telephony.db 

接入點名稱

(Access 
Point 
Name:APN)

db

/data/data/ 
com.android.
deskclock/ 
databases/ 
alarms.db 

alarms.db 
鈴聲 
相關設定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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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Android 是一個發展快速、普及率遽增的智

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它具有彈性可擴充軟體的

功能，同時也比傳統手機更令人依賴，內有豐

富的個人資訊。近年來資訊犯罪案件層出不

窮，個資外洩，殭屍網路等等名詞已不再是新

聞。因此，除了使用者的日常防範外，鑑識人

員如何在事件發生後，從受害手機上蒐集任何

蛛絲馬跡，成為當前必須面臨的重要課題。目

前使用的商業版數位鑑識軟體成本過高，另外

都是採內部邏輯採集的方式，這樣的採集方

式，常令人遲疑內部軟體安裝後是否已經違背

了鑑識學門中的改變現場的大忌加上邏輯採集

的方式是利用 API 做數據的提取，這樣的方式

可能無法將已遭受到破壞的資料還原。 
 本研究利用 Android 容許使用者自行合法

更新套件的特性，並參考電腦鑑識中的 Live 
CD/DVD/USB 鑑識之原理，設計與實作 Live SD
實體採證工具，此種採證方式於開機進入

Recovery 模式後執行鑑識套件就進行底層實體

資料庫採集與磁碟映像的製作，鑑識軟體即不

用安裝且在採集的過程中使用實體檔案的匯

出，完整的將整個底層資料庫與磁碟映像檔複

製出來。未來將朝向受損之資料還原與系統即

時資訊採集 [19]的方向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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