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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以及行動網路的普及，帶

動了智慧型手機的流行風潮，其功能性也愈來愈強

大。2007年由 Google所發佈的 Android作業系統，

也迅速的發展成為全球市占率最大的智慧型手機

作業系統。 

而數位行動時代的來臨，也讓個資隱私的問題

遂漸受到重視，所以 Android作業系統在使用者的

個資安全性上也針對使用者發展出許多的安全保

護措施，PIN與 Password就是 Android系統的保護

功能中的其中兩種，但這種保護的功能也可能被當

作一種保護犯罪的媒介使用，因此產生了如何在

PIN 或 Password 鎖定的狀態下將完成實體證據採

集並解除鎖定以完成其他鑑識作業的需求。 

本研究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手機鑑識流

程，針對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在 PIN 或 Password

鎖定狀態下進行實體資料採集並解除鎖定狀態，蒐

證出的資料可透過 PC端進行分析並提升刪除資料

的還原能力，而解除 PIN 或 Password 鎖定後，則

可供鑑識人員進行邏輯資料的採集作業。 

關鍵詞：智慧型手機、Android、手機鑑識、實體

採集、Android Screen Lock 

 

1. 前言 

 
依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在 2012 年

第 4 季統計，Android 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以

69.7%的市場占有率，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

機作業系統[9]。隨數位行動時代的來臨，網際網

路的快速普及，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愈來愈強大，手

機不再只是單純的通訊工具，提供了更多便利且可

取代個人電腦的功能，例如：衛星定位導航、網路

即時通訊、照相攝影、多媒體影音…等多樣化的應

用程式，同時個資隱私安全性的問題也逐漸的受到

重視，因此 Android系統也搭載了 PIN、Password…

等螢幕鎖定保護功能[8]，但這種功能若被利用於

犯罪上將會成為鑑識人員在進行數位證據採集時

相當大的阻礙。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手機鑑識流程可分

為保存(Preservation)、採集(Acquisition)、檢驗及分

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 報 表 呈 現

(Reporting)[13]四個階段；在合理的鑑識條件下，

透過鑑識的方法來獲取手機內部的數位證據[2]，

鑑識採集的方式可以區分為實體採集 (Physical 

acquisition)與邏輯採集 (Logical acquisition)兩種

[13]，目前大多數手機鑑識軟體都是採用邏輯採集

的方式，需將鑑識軟體安裝至手機端方能進行採集

動作，若手機呈現鎖定狀態便無法進行軟體的安裝

與執行，且若將軟體安裝於手機內部，將違反鑑識

流程當中的現場資料的保存。 

本研究參考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手機鑑

識流程，Android 智慧型手機在 PIN 或 Password

螢幕鎖定的狀態下，透過 Android Recovery模式對

Android 智慧型手機進行實體證據採集，並於實體

採集完成後對 Android 智慧型手機進行 PIN 或

Password的解鎖，讓鑑識人員針對實體採集所獲得

的資料及解除鎖定後的手機來進行其他鑑識的作

業。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著重於Android平台智慧型手機在 PIN

或 Password 鎖定狀態下進行實體採集並針對

PIN、Password解鎖為研究重點，依據研究所需要

的相關名詞與定義進行文獻研究。 

 

2.1 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除了必備的通訊功能外，還需擁

有 強 大 個 人 資 訊 管 理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IM)應用程式、更快速的處理速度、

更大容量的資料存儲能力，能提供使用者連接網際

網路、收發 E-mail、執行外部應用程式…等如同個

人電腦的功能 [11]，常見的系統有 Android, 

iOS ,Windows Mobile, Research In Motion…等。 

 

2.2 Android作業系統 

 
Android作業系統[6,8]架構，如圖 1所示，可

以分為四層，如圖 1，以 Linux核心(Linux Kernel)

作為基礎，其上架構了函式庫與虛擬機器(Libraries 

and Android Runtime)、應用程式框架(Application 

Framework)以及應用程式(Application)[5]。 

 

* 本研究接受國科會編號：NSC 101-2221-E-017-013研究計

畫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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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Android系統架構圖 

 

2.3 手機鑑識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手機鑑識流程，流

程可分為四個步驟，分別為保存(Preservation)、採

集(Acquisition)、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報表呈現(Reporting)，等四個階段[14]。 

(1) 保存(Preservation)： 

數位證據非常容易受外在的因素破壞，如數

位證據的包裝、傳輸、及儲存…等，所以在手機鑑

識流程中，鑑識人員必須妥善的保存數位證據，以

確保數位證據的正確性，以免影響其佐證的能力。 

(2) 採集(Acquisition)： 

透過製作映像檔或其他的方式，來取得儲存

於數位裝置本身與週邊裝置內的數位資料。 

(3) 檢驗及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檢驗是將收集到的數位證據，包含隱藏和刪

除的內容進行揭示。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從數位

證據中找尋潛在的證據資料或依據數位證據中的

關聯找尋出關聯性的證據，進一步的加強數位證據

的公信力。 

(4) 報表呈現(Reporting)： 

將分析結果做出結論並詳細的於報表中呈

現，報表需清楚記錄採集步驟、採集資料與最後得

到的結論。 

 

2.4 手機鑑識工具 

 
手機鑑識工具依其對鑑識目標手機資料採集

的方式，可以區分為實體採集(Physical acquisition)

與邏輯採集(Logical acquisition)兩種[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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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

體內容複製；邏輯採集的方式則使用連結線連接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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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軟體對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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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為實體採集與邏輯採集兩

種不同方式的比較[4]。 

 

表 1 實體採集與邏輯採集比較 

項目 邏輯採集 實體採集 

硬體連

結線 
可有可無 需要 

專屬通

訊協定 
可有可無 需要 

在鑑識

目標手

機中安

裝軟體 

需要 不需要 

資料採

集方式 

透過作業系統 API

讀取資料或檔案 
記憶體位元複製 

揮發性

資料 
高 低 

採集資

料所需

權限 

低 高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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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取得完整記憶體

內容，可進一步分

析或恢復使用者已

刪除資料。 

缺點 

無法進一步分析或

恢復使用者已刪除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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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數位證據 

 
數 位 證 據 又 稱 為 電 子 證 據 (Electronic 

evidence)[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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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在法庭上成為

證據使用的數位電子資訊，由於它是以二進位的資

料型態儲存於電子媒體當中，因此數位證據具有以

下 5種特性[2]： 

(1) 易於複製與修改，但不易保留其原始的狀態。 

(2) 不易證實其來源及完整性。 

(3) 無法直接被人類所感知、理解的內容。 

(4) 不易蒐集取得。 

(5) 連結關係不易建立。 

因此鑑識人員在採證的過程當中，應該注意

幾個原則：在取證的過程當中，應在不會對原始證

物有任何變更的情況下進行、必須要有辦法證明所

採集證物源自扣押的證物、進行鑑識分析時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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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證物造成更動或破壞[1]。 

 

2.6 Android Recovery 

 
Android利用 Recovery模式，進行恢復出廠設

置、OTA升級、patch 升級及 firmware升級。一般

升級透過運行 update.zip 中的 update-script 腳本來

執行自定義升級，腳本中是一組 Recovery 系統能

識別的 UI 控制文件系統操作命令，而其版本區分

如下表： 

 

表 2 update-script版本區分表(自行整理) 

Update-script版本 

Amem Edify 

 Android1.5~Android 

2.3使用 

 Android 2.3~以上 

 Android 4.0以上都只支

援 update-script[Edify] 

 

2.7 Android Screen Lock 

 
Android Screen Lock[8]是Android智慧型手機

中所提供的安全保護功能，可防止他人未經授權擅

自使用，在完 Screen Lock設定後，手機只要進入

休眠就會自動進行 Screen Lock，其主要的鎖定類

型依安全性強度順序排列有 5種，如表 3所示。 

 

表 3 Android Screen Lock種類表(自行整理) 

Android Screen Lock 

鎖定類型 鎖定說明 安全性 

Slide 

以滑動螢幕圓鎖來快速

解鎖定，無法提供任何防

護，但可讓您迅速進入主

螢幕，或開啟「相機」立

即開始拍照。 

低 

 

 

 

 

 

 
 

 

 

 

 

 

 

 

 

 

 

 
 

Face lock 

透過以臉部偵測的方式

來解除鎖定。 

(Android 4.0後才搭載) 

Pattern lock 

透手機螢幕所顯示的九

宮格以不重覆點的連線

構成鎖定保護，在設定

時，需遵守最少 4點、最

多 9點、每點不重覆且路

徑不允許跳過途中必需

經過的點的規則。 

PIN 

使用者透過由 0~9的數當

中所挑出長度最少為 4，

最多為 16個數字且每個

數字可以重覆，來構成的

保護鎖定裝置，PIN的數

字越多，安全性就越高。 

 

 

 

 

 

 

 

 

 
 

 

高 

Password 

使用者透過由 0~9 、

A~Z、a~z字元及@、#、

$...等字元符號當中以最

少 4 個字元、最多 16 個

字元，而每組密碼一定要

有 A~z 中其中一個字

元，而其餘字元則可以重

覆，來構成的保護鎖定裝

置，只要建立的密碼強度

夠高，這會是安全性最高

的選項。 

 

由圖 2中的 Android Source Code可得知使用

者進行 Screen Lock設定後，系統會把我們所設定

的 PIN或 Passsword以字串的方式傳回，系統會自

動生成一組 Salt[3]與我們所輸入的 PIN 或

Passsword 轉換成 Byte Array 並進行 SHA-1[3]以

MD5[3]的雜湊函數以 SHA-1+MD5 儲存於手機系

統/data/system/下檔名為 password.key[10]的檔案。 

  

            圖 2 Android Source Code 

 

3. 系統架構 

 
本研究針對 Android 平台智慧型手機在 PIN

或 Password 鎖定狀態下進行實體資料採集並對手

機進行 PIN或 Password解鎖，透過 Recovery模式

啟動鑑識解鎖工具，以實體採證的方式對手機內部

底層的資料庫檔案進行採集及磁碟映像檔製作

後，並利用 password.key的 Hash 值及 Salt 值利用

PIN破解系統或Password破解系統對手機進行PIN

或 Password解鎖動作，流程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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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檢測系統流程圖 

 

4. 系統開發實作 

 
因 Android 系統為開放式原始碼的作業系統

[6,7,8]，各廠牌的 Android 手機都會對自身的

Android手機系統進行修改，使得各廠牌的 Android

系統版本、平台及架構皆有不同，本研究利用

Android 平台的共通性，探討如何在不限廠牌及平

台下進行實體資料採集及 PIN或 Password解鎖。 

本研究利用 Android平台智慧型手機允許使

用者可自行進入 Recovery模式的功能，設計並實

作一鑑識採集及圖形解鎖的工具，讓鑑識解鎖工具

完成內部實體資料的採集後，在進行 PIN或

Password解鎖並將採集到的資料於 PC端進行分

析，表 4為鑑識系統所使用的開發環境及工具。 

 

表 4系統開發環境工具 

作業系統 Windows 7 

開發工具 

Jave SE Development Kit (JDK) 6 

Notepad++ 

Visual Studio C# 

鑑識分析 
DiskInternals Linux Reader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程式語言 
Update-Script[Edify] 

Shell Script 

測試環境 
Google Nexus S (Android 4.1.2) 

Google Nexus 7 (Android 4.1.2) 

 
圖 4為 PIN鎖定的狀態、圖 5為 Password鎖

定的狀態，接著重新開機進入 Fastboot 模式，該模

式一定會存在於 Android手機系統中，只是因各廠

牌的設計而不盡相同，本研究以 Google Nexus S

為主要測試環境，由 Fastboot 模式中進入 Recovery

模式。 

 

  

      圖 4 PIN鎖定的狀態 

 

  

       圖 5 Password鎖定狀態 

 

在 Recovery模式下執行 update.zip鑑識解鎖

工具，如圖 6所示；本研究所採集的相關資料如表

5，在完成執行後重新啟動 Android手機，並於 PIN 

破解系統或 Password破解系統中輸入所取得的

Hash 及 Salt碼即可出現解鎖順序，如圖 7及圖 8

所示，在手機上依序輸入解鎖順序後即可解除鎖

定，如圖 9及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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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執行鑑識解鎖工具 

 

  

       圖 7 PIN破解系統 

 

  

       圖 8 Password破解系統 

  

       圖 9 輸入 PIN碼進行鎖解鎖 

 

  

       圖 10 輸入 Password碼進行鎖解鎖 

 

表 5本研究所採集的相關資料 

採集檔案 相關資訊 格式 

bootloader.img 磁碟映像檔 img 

misc.img 磁碟映像檔 img 

recovery.img 磁碟映像檔 img 

boot.img 磁碟映像檔 img 

system.img 磁碟映像檔 img 

cache.img 磁碟映像檔 img 

userdata.img 磁碟映像檔 img 

media.img 磁碟映像檔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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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key PIN或 Password hash hash 

locksettings.db-shm PIN或 Password Salt db 

 
將實體採集所得到的映像檔進行掛載，如圖

11所示，並從中針對通訊錄、簡訊、系統設定…

相關的資料庫及 Facebook、Whatsapp…等第三方

進行分析，如圖 12、13所示，分析相關資料如表

6所示。 

 

  

            圖 11 映像檔掛載 

 

  

       圖 12 簡訊記錄 

 

  

          圖 13 Whatsapp通訊記錄 

 

表 6本研究所分析相關資料 

採集檔案 相關資訊 格式 

contast2.db 通訊錄、通聯記錄 db 

calendar.db 行事曆 db 

internal.db 多媒體資料 db 

settings.db 系統設定 db 

mmssms.db 簡訊 db 

webview.db 瀏覽記錄 db 

webviewCache.db 瀏覽記錄暫存器 db 

fb.db Facebook資料 db 

msgstore.db Whatsapp通話記錄 db 

 

5. 結論 

 
Android作業系統是一個發展快速的作業系

統，它具有可擴充的軟體功能，同時也能提供比傳

統手機更豐富多樣的鑑識資訊。而目前多數開放式

原始碼或試用版本的鑑識軟體及多數的手機管理

軟體，大多使用邏輯性的採集來取得手機內的資

料，再傳回電腦呈現其採集結果，若手機的 usb偵

錯模式未開啟或是手機受到 Screen Lock的保護，

鑑識人員就無法進行鑑識作業。 

本研究利用 Android容許使用者自行合法更

新套件的特性，實作一實體採證鑑識解鎖工具，以

不需安裝的方式透過 Recovery模式下運行，完整 

的取得底層的映像檔及實體資料，並於完成採集後 

進行解鎖動作，讓鑑識人員可依需求進行後續的鑑 

識處理。 

未來本研究將朝向系統即時資訊採集[12]的

方向進行，以求將整個鑑識系統功能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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