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屆全國資訊安全會議(CISC 2013) Cryptolog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erence 2013 

 iPhone 電腦鑑識程式設計與實作 
 

陳忠男 1 楊中皇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1,2 

Email:r0941703960@yahoo.com.tw1 

Email:chyang@nknucc.nknu.edu.tw2

 
摘  要 

iPhone 搭載 iOS 的作業系統自 2007 年 6 月

29 日上市至今，已成為最熱門的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之一；隨著其普及和廣泛的使用，儼然已為

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微型電腦，而與其伴隨的安全

性和犯罪議題等問題日趨增加，促使發展 iPhone 

手機的鑑識成為一種必要的趨勢。 

  由於 iOS 平台的逐日發展與其備受重視，因

此 iOS 裝置有開發鑑識程式的需求，本研究針對 

iOS 裝置使用  Obejctive-C 和  Shell Script 進行 

Mac 作業系統鑑識程式的開發與實作，透過本鑑識

程式結合開放原始碼工具 libimobiledevice （簡稱

libiPhone），對裝置進行邏輯採集，經由電腦連線透

過，採集手機內部的通話、簡訊、相片、通訊錄、

網路瀏覽資訊、 SIM 卡資訊、手機資訊、備忘錄

等資料；利用 SQLite 資料庫的特性還原過久與已

刪除資料，可協助鑑識人員進行數位證據資料的採

集分析。 

關鍵詞：iPhone、iOS、libimobiledevice、手機鑑識、

數位證據。 

 

1.  前言 

 
隨著行動裝置的推陳出新與發展，智慧型手機

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設備，由於其受人們的依賴

和喜愛，導致其功能不斷地朝更便利和智慧化演

進；除了傳統手機必須具備的語音通訊和簡訊功能

外，它更具備了網際網路、全球定位系統、數位相

(攝影)機、影音多媒體等功能，並且提供了更高容

量的儲存空間和多樣化的應用程式。因此手機成為

大量個人資訊的資料庫，針對智慧型手機的鑑識程

式系統開發，成為數位鑑識科技發展的必要趨勢。 

iPhone 甫一推出即為智慧型手機市場的銷售

主力之一，根據 Gartner 組織最新的研究指出，

iPhone 2011 年第四季的銷售量超越了 Samsung 和 

LG [3]，位居智慧型手機市場佔有率第三名，屹立

不搖迄今到 2012 年的第三季依舊在前三名的位

置；並且 Apple 公司的 App Store 其應用程式下載

量由 2010 年 1 月有 30 億迄今成長為 100 億[10]，

顯顯示出 iPhone 在智慧型手機中扮演著極具重要

的角色。 

本研究以 Obejctive-C 做為開發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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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設

計與實作 iOS 平台智慧型手機鑑識程式系統，協

助鑑識人員可以透過簡易的安裝與操作步驟，採集

手機內部的重要資料，提供數位證據相關採集調查

和分析報告。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著重於 iOS 平台智慧型手機內部的資

料蒐證，進行手機鑑識與電腦端鑑識程式系統的開

發與設計，依研究所需相關名詞進行文獻探討。 

 

2.1 iOS 作業系統 

 
iOS 是由蘋果公司（Apple Inc.）針對智慧型載

具開發的作業系統，如同 Mac OS X 作業系統，是

以 Darwin一種類Unix核心的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

為其系統開發基礎。 iOS 的系統架構分為四個層

次：可輕觸層（the Cocoa Touch layer）、媒體層（the 

Media layer）、核心服務層（ the Core Services 

layer）、核心作業系統層（the Core OS layer）[4]，

系統占用近 1GB 的記憶體容量。 

  

圖 1  iOS 的系統架構 

 

2.2 手機鑑識 

 
由於手機的資料均為電磁紀錄，凡用可接受的

方法對手機資料進行鑑識，即為數位鑑識。數位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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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數位證據做調查，其中由手機

內部所擷取出來的資訊，包含通話記錄、簡訊、通

訊錄、多媒體資料、網頁瀏覽紀錄、全球衛星定位、

電子郵件等。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IST)定義手機鑑

識 程 序 ， 程 序 分 為 4 個 階 段 [11] ： 保 存

(Preservation) 、採集 (Acquisition) 、檢驗及分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報告呈現(Reporting)。 

保存(Preservation)：為確定識別或搜尋可能存

放數位證據之設備，因數位證據其無形的特性，在

鑑識過程中容易遭破壞或採集時處理不當受損，為

避免影響數位證據的佐證能力，須妥善保存數位證

據的原始狀態。 

採集(Acquisition)：對數位設備以讀取資料庫

檔案或透過映像檔等方式，取出儲存於數位裝置中

的數位資料。 

檢驗及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檢驗：

將蒐集到數位證據揭示，包含隱藏或遭刪除的檔

案；分析：將採集到的數位證據，與現有的高度相

關證據數據化或結合。 

報告呈現(Reporting)：將數位證據的分析結

果，以清晰明瞭的方式呈現，如報表文件。 

 

2.3 數位證據 

 

數位證據又稱電子證據，是以數位的形態儲存

或傳輸具有證據力，可在法庭成證據用的電子資訊

[14]。數位證據是無法直接察覺的具體事物，它必

須借助電子設備加以讀取、分析或顯示，使其資料

型態能以視覺直接判讀。 

 數位證據並非實體的物質，不同於一般的物理

證據，它是以二進制的型態儲存於電子設備中，其

具備以下幾個特性[1]：難以擷取採集與保存、難以

證明完整性與來源、難以建立連結關係、無法直接

感知及理解其內容、易於竄改複製與刪除等性質。 

 在執行數位鑑識時，須確保對原始證物不會造

成改變與破壞的情況下進行，並且可以證明所採集

之證據源自於扣押的證物，進行鑑識分析時亦不能

造成證物的修改或破壞。 

 

2.4 資料採集 

 

手機鑑識工具依其資料採集的方式，可分為實

體採集 (Physical acquisition)與邏輯採集 (Logical 

acquisition)兩種 [13]。 

實體採集：使用硬體連結線連接鑑識目標裝置

與電腦或鑑識工具專用硬體，透過專門的通訊協

定，驅動裝置內部的系統服務，以位元為單位進行

裝置內部實體記憶體的內容複製，取得完整記憶體

內容，以利於後續分析或恢復使用者已刪除的資料 

[9]。 

邏輯採集：使用硬體連結線連接鑑識目標裝置

與電腦或鑑識工具專用硬體，或是藉由裝置支援的

外接式儲存媒體，以做為儲存鑑識軟體與採集資料

的存放裝置，利用軟體對檔案系統存放的邏輯性資

料進行存取的方式，取得手機內部儲存的資訊。 

 

2.5 iPhone 數位證據處理 

 
當 iPhone 或其他 iOS 裝置被扣押，或收取為

證據，應採取一些防範措施，以防止數據被覆蓋。

這些步驟將依賴於裝置的當下狀態。 

如果裝置的電源關閉，保持它的狀態。開啟手

機有資料將被覆蓋掉的可能性風險。 

如果裝置開機時，一定要注意是否是被密碼保

護和裝置上運行的韌體版本。 

  請始終確保為裝置充電。如果該設備是關機

的，要更加注意，連接至充電器將可能會開機。在

這種情況下，這是一個好主意，準備啟動裝置到恢

復模式或 DFU 模式來蒐證，同時連接充電器。[2] 

 

2.6 Strings 傾印(dump) 

 

Strings 傾印是對原生磁碟映像檔提取資料的

最後手段，字串資料可以從其中提取出並儲存成檔

案。 Strings 傾印的輸出量將會是很龐大的，不過

可以針對鬆散文檔的特定資料進行搜尋。 

要從原生磁碟映像檔提取字串資料，須依照 

Mac 或 Windows 作業系統的不同來操作： 

Mac OS X 系統：由於 Strings 工具是 Mac 

OS X 的一個標準的 Unix 工具，所以只要利用終端

機下指令即可執行。 

Windows 系統：可以從微軟官網下載 Strings 

V2.5 

(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

7439.aspx) 進行 Strings 工具的下載，即可利用命

令提示字元下指令執行[6]。 

 

2.7 iOS 資料庫範圍 

 

資料庫可以使用相對應的工具，來查看其目錄

和內部的資訊，藉此獲得鑑識目標的資料[12]。表 1 

為 iOS 的資料庫目錄、類型和使用檢視資料的工

具。 

 

表 1資料庫目錄、類型和使用檢視資料的工具 

目錄名稱 檔案名稱與

類型 

檔案資訊 檢視工具 

AddressBook AddressBook.

sqlitedb 
聯絡資訊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Caches Consolidated.

db 

Safari/Thumb

nails 

手機訊號

塔的地理

資料 

截圖圖片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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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 Calendar.sqlit

edb 
行事曆資

料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Call History call_history.d

b 
通話紀錄 Froq, 

SQLite 

Database 

Configuration

Profiles 

PasswordHist

ory.plist 
密碼紀錄 Property 

List Editor 

Cookies Cookies.plist 網際網路

Cookies 

Property 

List Editor 

Logs ADDataStore.

sqlitedb 
應用程式

使用資料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Keyboard Dynamic-text

.dat 
鍵盤記錄 TextEdit, 

Lantern 

LockBackgro
und.jpg 

Image 桌面背景 Preview 

Maps Bookmarks.pl
ist 

Directions.pli

st 

History.plist 

地圖書籤 

地圖路線

規劃 

地圖路線

紀錄 

Property 
List Editor 

Notes Notes.db 備忘錄資

料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Preferences Numerous 

property lists 
系統/應用

程式資料 

Property 

List Editor 

Safari Bookmarks.pl

ist 

History.plist 

SuspendedSta

te.plist 

Safari書

籤 

網際網路

的紀錄 

暫停中的

網頁 

Property 

List Editor 

SMS sms.db 簡訊資料 Froq,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Voicemail .amr 語音信箱 QuickTim

e 

Webclip .png 

info.plist 
網頁的圖

標 

Preview, 

Property 

List Editor 

 

2.8 開放原始碼資料庫 Libimobiledevice 

 

Libimobiledevice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軟體資

料庫（software library），針對 iPhone, iPod Touch, 

iPad and Apple TV 等 iOS 裝置，主要在 Linux 作

業系統開發使用，並支援 Mac OS X 和 Windows 

作業系統；不須依賴 iOS 現有的專用資料庫，且

不需要對裝置 JB ，即可存取裝置內的系統檔案，

檢索 iOS 裝置內的資料[8]。 

 

3. 系統架構 
 

本研究設計與實作 Mac 對 iOS 平台智慧型

手機鑑識程式系統，經由與 libimobiledevice 開放原

始碼資料庫透過 USB 連線電腦的方式，採用邏輯採

集的手法對手機內部儲存之資訊，如手機硬體、 

SIM 卡內容、通話紀錄、簡訊、通訊錄、相片、網

頁瀏覽、備忘錄等相關資料進行採集。 

  本研究的鑑識操作是對 iOS 平台智慧型手機

執行鑑識工作的流程，如圖 2 所示，首先電腦端需

先安裝 libimobiledevice 與其套件，將手機連接到

電腦端後，需確認螢幕密碼自動鎖定是否解除並於

手機設定中設定，接著執行鑑識應用程式進行資料

採集，隨後於鑑識程式呈現鑑識結果並產生報表，

取得的鑑識結果報表可利於進行鑑識後續的資料

分析。 

 

  

 

圖 2 鑑識操作流程圖 

 

4. 系統功能 
 

4.1 開發工具與環境 

 

程式開發部分，本研究使用 Objective-C 作為

開發語言，搭配 Xcode 應用程式整合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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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與 Mac 

OS X SDK ，進行鑑識程式的設計與實作，表 2 為

系統開發所使用的環境與工具。 

 

表 2 系統開發環境與工具 

作業系統 Mac OS X 

開發工具 

Xcode 4.6 

OS X Library 

OS X SDK 

程式語言 

Objective-C 

Shell script 

SQLite 

測試環境 iPhone 4S 

 
4.2 系統功能 

 

本研究使用簡潔的 GUI 設計概念進行程式設

計 與 開 發 ， 利 用  Objective-C 設 計 結 合 

libimobiledevice 與其相關套件實作一個鑑識程

式，利用 libimobiledevice 透過標準的 USB 連接埠

對 iOS 手機裝置進行邏輯採集，以簡單直覺的操

作方式協助鑑識人員取得 iOS 平台的智慧型手機

裝置的資料。 

首先裝置須先與電腦利用 USB 連接，當鑑識

應用程式執行時，如圖 3 利用執行資料採集功能，

完成對裝置的採集動作，即可使用檢視採集資料來

檢視裝置內部的資訊。執行刪除資料還原功能後，

再使用檢視還原資料，將可以看到已被刪除的資

料。 

  

圖 3  鑑識程式起始畫面 

 

圖 4 為選擇執行資料採集資料後出現的畫

面，鑑識人員可以針對每次不同的裝置依照個案來

編輯檔案名稱，便於鑑識人員處裡鑑識後的資料分

類。 

  

圖 4  鑑識資料採集介面 

 
圖 5 為編輯檔案名稱並點擊執行採集按鈕

後，鑑識程式會對裝置進行資料的採集，並且會出

現執行中的狀態畫面。 

  

圖 5 鑑識資料採集中畫面 

 

當鑑識程式完成採集後會產生一個輸入的檔

名資料夾，裡面包含所有從手機上所採集的資料，

鑑識人員可依照檔案的類型直接開啟檢視採集後

的資料。圖 6 和圖 7 分別為使用對應檔案程式開

啟資料的畫面。 

  

圖 6 裝置的一般性紀錄資訊 

 

  

圖 7 裝置的簡訊資訊 

 

    圖 8 為點擊刪除資料還原按鈕後的畫面，此

功能預設為執行資料採集後方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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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鑑識刪除資料還原介面 

 

圖 9 為點擊執行程式還原按鈕，程式對已採

集到的 SQLite 檔案執行 strings 傾印，以資料

庫類型的檔案來還原資料[5]，執行還原中的狀態

畫面。 

  

圖 9 鑑識資料還原中畫面 

 

    圖 10 為還原後的檔案，依照純文字的方式儲

存匯出後，鑑識人員可以直接檢視還原的資訊紀

錄，以便捷鑑識人員對裝置進行鑑識資料的分析。 

  

圖 10 已還原的部分通話紀錄資料 

 

5. 結論 
 

iPhone 是一個發展穩定、迅速且被普及使用的

智慧型手機裝置，擁有彈性可多元化擴充的應用程

式和廣受信賴的應用程式市場 App Store ，甚至有

許多未經官方認可，卻依然熱銷的應用程式市場存

在，其具備比傳統手機裝置更豐富多樣的鑑識內容

資訊，本研究在 iPhone 發展穩定成熟之際，透過 

Mac 作業系統標準應用程式系統開發平台，採用邏

輯採集的手法，實做 Mac 對 iOS 智慧型裝置的鑑

識應用程式，以無須對裝置執行 JB 程序和額外安

裝其他軟體的情況下[7]，透過官方的 USB 標準連 

結埠，提供鑑識人員快速且方便的取得鑑識資訊。 

本研究未來將朝向豐富採集資訊與多媒體圖像

採集還原，並克服手機螢幕鎖定啟動時無法順利執 

行 的 問 題 ， 此 外 本 研 究 將 提 供  iTunes 與 

libimobiledevice 在進行存取時的程序差異比較，籍 

以提供更完整研究對比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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