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端運算之鑑識平台建置與實做 – iPhone手機鑑識為例 

許耕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mis.keng@gmail.com 
 

楊中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chyang@nknucc.nknu.edu.tw 

 
摘要 

Apple iPhone智慧型行動電話，由於其獨特的硬體系統以及存儲結構，已經吸 
引了許多鑑識科學專家在 iPhone 上進行數位鑑識。然而，目前專為 iPhone 設計鑑識軟
體，其價格與步驟多為昂貴與複雜的，且分析方式多為透過手機備份檔案還原，與邏輯

採集的方式進行，因此其所耗用時間攏長，且能蒐集的資料有限。 
本研究提出了基於雲端運算的鑑識系統雛型，利用雲端伺服器強大的架構與運算能

力，加速鑑識分析與產出報表的時間，並以實體採集的方式，將數位證據，透過雲端鑑

識平台進行資料分析與資料還原，達到雲端鑑識軟體的實現。 
關鍵詞：雲端、手機鑑識、iPhone、資料採集。 
 

 

 

 

 

 

 



壹、 緒論(Introduction) 

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便利，已經帶給現代人生活上的巨大改變，其中又以 Apple公
司 2007年所推出的 iPhone，具有劃時代的代表性，其特有的 iOS作業系統，具有操作
順暢的介面與應用程式的多元化，造成搶購的風潮(Rogers 2009)，也使其在市場佔率上
歷久不衰，針對美國市場，comScore 公司於 2013 年 2 月進行調查，iPhone 市佔率為
38.9%，高於 Samsung的 21.3%與 HTC的 9.3% (comScore 2013)。 

Gartner於 2013年 4月統計，在美國市場，行動手機的出貨量，已經遠遠超過一般
PC的出貨量達 5倍，並預測 2017年將成長到將近 8倍(Gartner 2013)。而近年來，隨著
手機運算速度、功能及第三代行動網路網速度的逐漸增強，改變了人們使用手機的模

式，從一般的對話溝通功能，轉變到了文字簡訊、社交程式等等的溝通應用，這些科技

的演進，帶給了人們莫大的便利，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今犯罪者的聯繫行為，也往

往透過這些智慧型手機的通訊功能，進行溝通安排與規劃執行，故手機內部的各種儲存

資訊，如通訊紀錄、簡訊、社交軟體、乃至於 GPS 定位訊息，均對於案情有絕對的舉
證效力。 
然而現今 iPhone手機的容量日趨變大，從 iPhone第一代的最當初的 4 GB，已經成

長到目前 iPhone5 最大容量的 64 GB (Apple 2013)，這對鑑識程序中數位證據的保存
(preservation)、採集(acquisition)、與檢驗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更是一種挑戰，
雖然目前電腦的運算速度已大幅提升，但面對資料量成長越來越大的數位證據，透過一

般電腦處理仍需耗用大量時間。 
因此，針對以上幾點，本研究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之手機鑑識流程與雲端運算的定義，提出基於雲端運算的鑑識平
台雛形，希望透過雲端伺服器的強大運算能力，以及其快速的磁碟系統，對 iPhone手機
數位證據之保存、採集、鑑識分析的過程，進行效能與完整性的改善。並讓 iPhone手機
於免 Jailbreak 狀態下進行實體採集，透過雲端鑑識平台，達到被刪除資料的還原與手
機內部資訊的呈現。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 iPhone智慧型手機進行實體採集，並於雲端進行資料分析與鑑識報表之
產出，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相關名詞與定義進行文獻探討。 
一、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將雲端運算定義了五個特徵與三個服務模式(Jason & Ayers 2011)。 
（一） 五個基本特徵(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1. 依需求的自助式服務：根據使用者的需求，自動提供使用者所需的服務。 
2. 廣泛的網路存取：只要符合網路的標準存取規則，不論什麼設備均可存取。(如
智慧型手機、PDA…等) 



3. 資源池的共享：資源的彙整讓雲端供應者，透過多重租貸的模式來服務消費
者，並依照消費者的需求不同，可隨時指派或重新分配實體及虛擬的資源，而

使用者並不需要知道實體的配置是如何，只需要知道較高收階層的抽象概念即

可，比如資源是在哪個國家或哪個資料中心。 
4. 迅速且有彈性的：計算的資源可自動做彈性的配置，可快速的被擴展與釋放，
而且對於客戶而言，可以在任何時間購買無上限擴充的配置功能。 
5. 服務的可測量性：計算資源可依照其所提供的服務特性，被自動的控管與最
佳化，且雲端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均能夠透明的監控資源所使用的情形。 

（二） 三個服務模式(Service Models)： 
1.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軟體即服務的模式，使用者可直透過中介程式如 
網頁瀏覽器，直接連結到雲端伺服器的程式端口，即可直接使用雲端所提供的

服務。 
2.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平台即服務的模式，為供應商設計某些應用程式 
平台、編譯語言服務平台等工具，提供使用者使用，也就是使用者雖無法處碰

底層基礎設施，但可透過修改平台，設定自訂為所需使用的平台功能。 
3.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的模式，為用戶使用直接的
使用基礎設施，如處理器、儲存體、網路、伺服器等基礎設施的資源運用。 

本研究之雲端鑑識平台，則是以 SaaS與 PaaS為基礎。 
二、 手機鑑識 
根據 NIST 規範手機的鑑識流程包含為四個階段(Mell & Grance 2010)，分別為保存

(preservation)，採集(acquisition)，檢驗和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與報告的呈現
(reporting)。  
（一） 保存(preservation)：維持犯罪嫌疑人數位設備中的各種原始狀態是非常重要
的，因其存在著與案件相關的各種資料細節，若未能維持數位證據的原始狀態，則其佐

證能力在法庭上將受到影響。 
（二） 採集(acquisition)：將案件相關的數位設備或媒體，以擷取映像檔的方式或其它
方法，取得儲存於數位裝置中的數位資料當為數位證據。本研究是以實體採集製作映像

檔的方式進行。 
（三） 檢驗及分析(examination and analysis)：所採集的數位證據中，可能包含了許多 
隱藏與被刪除的資料，檢驗即是將這些資料做相關的處理。而分析則是將採集到的數位

證據，將其中與案情高度相關的證據，進行數據化或整合，以利案情的釐清。 
（四） 報告(reporting)：將保存、採集、檢驗與分析等步驟的結果，做一個詳細的整
合與總結，並以文字、圖表、照片等方式呈現成可讀性高的鑑識報告。 
三、 資料採集 

iPhone上可以分為 5個級別的資料採集方式(Brother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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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Phone資料採集五個階層 

 
（一） Manual Extraction，透過人工的方式提取設備本身的資料，如直接透過 iOS系
統內建 application採集資料。 
（二） Logical Analysis，透過非 iOS系統中所內建的 application，或其他第三方工具
進行採集 iPhone內的資料。 
（三） Hex Dump (Physical Extraction)，以二進制方式進行 bit to bit的採集，建立一個
完全相同的副本映像檔。 
（四） Chip-Off，當設備無法正常進入起動程序時，將記憶體(如 iPhone上NAND Flash)
直接從設備拔除，並將其放在虛擬環境中直接進行資料萃取。 
（五） Micro Read，與 Chip-Off相似，使用於設備本身已經毀損，透過 physical gates
以 Open, Closed, Open, Open, Closed, Open ,Open, Open 轉換為: 010010000的方式讀取。 
而其中實體採集與�輯採集�種�同方式的比較如表 1(陳聖文、楊中皇、陳世仁，

2012)。 
表 1 實體採集與邏輯採集比較表 

項目 實體採集 邏輯採集 

實體連接線 需要 可有可無 

專屬通訊協定 需要 可有可無 

在鑑�目標手機中

安裝軟體 

不需要 需要 

資料採集方式 記憶體 bit to bit複製 透過 OS API讀取檔案 

揮發性資料取得 低 高 

採集資料所 

需權限 

高 低 

刪除資料 可還原 大多不可還原 

所採集資料 

完整性 

高，因為完整複製故保

持原有系統狀態。 

較低，因安裝程式原來檔

案系統會被修改 



本研究是以實體採集的方式進行數位證據的採集。 
四、 iOS  

iOS是 iPhone，iPod touch和 iPad設備上運行的操作系統。iOS系統管理設備的硬
體資源並提供所需的技術，以運行應用程式。iOS系統還附帶了各種不同的內建系統應
用程式，如電話，郵件和 Safari 瀏覽器…等等。iOS 是一個分層的架構(iOS Developer 
Library 2012)，iOS的系統架構分為四個層次：核心作業系統層 (the Core OS layer)，核
心服務層 (the Core Services layer)，媒體層(the Media layer)與觸控應用層(the Cocoa 
Touch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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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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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OS架構層 

五、 iOS檔案系統： 
iOS的檔案格式為 HFS+ (Morrissey 2010)，在 iPhone中的分區有兩塊，一塊為系統

磁區(system or root partition)，一塊為使用者磁區(user or media partition)(Barer & Baggili 
2010) ，預設狀態下，系統磁區是唯讀的，存放 iOS的系統程式，使用者磁區則提供應
用程式與使用者資料的存放。而 iOS的存放格式分為兩種，一種為二進制的 plist檔案，
大多用來存放設定檔，一種則用來存放如連絡人清單、簡訊、電子郵件等個人資料的

SQLite格式(Iqbal, B., Iqbal, A. & Obaidli 2012) ，在 iOS4以後，HFS+預設加入了 data 
protection的加密系統 (Hoog & Strzempka 2011) 以增加 iPhone的安全性。 
六、 iOS啟動流程： 

iOS的正常啟動流程如圖 3左側，是透過一連串的元件執行所組成，並透過加密與
驗證程式簽署，以確保程式的完整性後才啟動系統。其中的組成元件包含 boot loaders, 
kernel, kernel extensions, and baseband firmware。當 iOS設備被啟動時，其應用程式立即
在 Boot rom執行。Boot rom中含有 CA公鑰，進行 Low-Level Boot loader (LLB)階段中
的驗證，當 LLB階段完成後，它會驗證和運行下一個階段 boot loader (iBoot)，再次的
進行驗證與執行 iOS kernel。這一連串的 iOS簽署驗證啟動程序，可確保 iPhone設備不
被竄改，並只能運行經過蘋果官方驗證過的 kernel (Apple 2012) 。 
七、 DFU mode： 

DFU mode為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mode縮寫，DFU mode為 iOS版本升級或遇
到問題時，透過此模式進行版本的升降(Zdziarski 2008)，DFU mode運行時會先載入 iBSS
並啟動 iBEC後進入還原模式(Halbronn & Sigwald 2010)，在此階段可利用 patch去規避
官方的簽章驗證動作，因此可利用此點，運行使用者所自訂的 kernel。DFU啟動流程如



圖 3右側。本研究將鑑識所用的工具與 kernel製作成 customer ram disk，再透過DFU mode
的執行，上載至 iPhone手機進行鑑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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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OS正常啟動流程與 DFU mode啟動流程圖 
 

八、 usbmux protocol 
在一般的狀況下，iPhone與電腦上的 iTunes是透過 usbmux protocol做連接，usbmux 

protocol是類似 TCP協定的 (Zdziarski 2012)，他可以透過 USB連接線與電腦端進行溝
通，當電腦端 itunes程式與 iOS 裝置上的服務溝通時，實際上是連接到 iOS裝置的一個
監聽的 port，當資料傳遞時，iOS裝置開啟一個 port，透過此 port與 iTunes的電腦做溝
通，iTunes的電腦在背景執行 usbmux protocol並提供對應的 local port做溝通用。 

usbmux protocol的優點是其傳輸速度很快。本研究利用此特點，應用於 iPhone的映
像檔採集傳輸，以加速資料採集的速度。 
九、 Autopsy Forensic Browser鑑識平台 

Autopsy Forensic Browser 是一個 HTML-based 圖形化介面的數位鑑識分析工具
(The Sleuth Kit 2010)，他的底層是 The Sleuth Kit，透過 Autopsy Forensic Browser所提供
如 Windows 檔案總管的直覺性介面，可提供使用者由 web 瀏覽器直接觀看檔案內容，
他可分析目前主流的檔案系統，諸如：Windows 的 NTFS、FAT、 Linux 的 UFS1/2、 
Ext2/3、 MacOS的HFS、與 iOS的HFS+。目前在Unix-like的最新版本為 2.24，在Windows
則為 3.04，版本。本研究主要以 2.24版本執行鑑識資料的檢驗分析與報告呈現。 

參、 系統架構 

在數位鑑識中，資料的採集分為保存、採集、檢驗分析以及產生報告四個階段(Jason 
& Ayers 2007)，然而保存、採集、檢驗分析等階段中，其中的重點就是要維持證據的完
成性，因證據的完整性一旦被破壞，在法律上的效用將大打折扣；然而，在保存階段運



送途中，有可能發生人為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實體證據破壞，且在採集過程中，有可能

因為採集的程式異常等等因素，造成數位證據被破壞甚致毀損。而數位證據依實體與邏

輯採集方式的不同，所能檢驗及分析出的結果亦大相逕庭。 
目前市面上的鑑識軟體，大多安裝於個人電腦端進行，其檢驗分析的分析效能與時

間，普遍需要耗用攏長的成本才可完成，而且大多將採集後的數位證據儲存於個人電腦

端，如此，一但該鑑識電腦故障，則所有的數位證據將遺失殆盡，功虧一簣。雲端運算，

靠著其強大的硬體架構做後盾，其運算能力遠遠高於個人電腦端，且雲端的磁碟系統，

大多為高可用性架構，可將數位證據快速的製作數份備份，以避免所採集到的單一數位

證據被破壞，達到數位證據高完整性的需求，甚至可將多份相同的數位證據，轉送給多

個單位同時進行分析。 
針對以上問題，本研究設計出一套雲端鑑識系統的雛型來解決。本研究將系統分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採集端，使用大多數人所熟悉的Windows 7電腦作平台，進行 iPhone
的實體採集作業，並將所採集的數位證據上傳至雲端鑑識平台；第二部分，即為雲端鑑

識平台伺服器，在伺服器中透過 Autopsy Forensic Browser與自行開發的鑑識平台做整
合，進行檢驗分析、報告產出的功能。整體的雲端鑑識系統流程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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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雲端鑑識系統運作流程 

肆、 系統開發實作 

本研究透過 iPhone手機於 DFU mode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mode)狀態下，可利
用其CPU漏洞，上傳 ram disk到 system partition的特點，將鑑識用 ram disk上載到 iPhone



中，並透過 usbmux protocol與 iPhone手機連結，進行快速的實體採集作業。再將所採
集的數位證據，上傳到自行開發的雲端鑑識平台，進行證據的檢驗分析與報告產出。本

研究所運用之開發環境與測試環境如下表。 
表 2 雲端鑑識平台開發環境與測試環境 

 鑑識採集端 雲端鑑識平台伺服器雛形 

作業系統 Windows 7 64 bit Windows 2008 Server R2 64 bit 

硬體規格 CPU: Intel G860 

RAM: 4GB DDR3 

DISK:SATAIII 7200rpm 

雙 CPU: Intel Xeon X5650 2.67GHz 

RAM:16GB DDR3 EEC 

DISK: SAS 10000 rpm * 4 , RAID 5 

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Net 2012,  

Python SDK, iOS SDK 

Visual Studio .Net 2012,  

Python SDK, iOS SDK 

程式語言 C#.NET, Python C#.NET, ASP.NET, Python 

測試標的、 

雲端鑑識平台 

iPhone 4 16GB 

iOS5.1.1  

Autopsy、自行開發之雲端鑑識平台 

 
一、 鑑識採集端程式：本研究所開發運作於Windows 7鑑識採集端程式化面如圖 5。 
當鑑識軟體採集端程式執行時，程式會自動開啟 usbmux protocol於 port: 2222。透過

此 usbmux protocol加速實體採集映像檔的速度。本鑑識程式的功能主要分為：執行鑑識
用 ram disk、進行 iPhone手機之 Passcode解鎖、進行實體採集映像檔製作，以及雲端之
上傳與開啟雲端平台之功能。其功能分述如下 

 

 
圖 5 雲端鑑識系統採集程式端畫面 

 
 執行 ram disk：漏洞透過此階段，鑑識端工具可將鑑識用 ram disk上載到 iPhone手
機中的系統磁區，並透過鑑識用工具進行實體採集映像檔的作業。首先將手機進入 DFU 
mode，按住 power鍵 3秒，再按住 home鍵 10秒，之後再放開 power鍵約 10秒，iPhone
將進入 DFU mode，待鑑識用 ram disk載入後，畫面會呈現 OK字樣，如圖 6。 



  

圖 6 雲端鑑識系統採集程式端 
 
 進行 Passcode解鎖：本階段將 iPhone的 Passcode密碼進行解鎖，輸出手機的 UDID
以及 Passcode解鎖密碼，呈現於程式畫面。如圖 7所示。 

 
圖 7 Passcode解鎖畫面。 

 
 進行實體採集映像檔製作：此階段透過鑑識用 ram disk，將 iPhone中的使用者磁區
進行 bit to bit的實體採集作業，此舉可將 iPhone中使用者的資訊，進行全面性的蒐集，
並完成映像檔的製作，維持數位證據中完整性的需求。當採集作業完成後，會顯示如圖

8之畫面。 



 
圖 8 實體採集作業 

 
 數位證據上傳雲端伺服器：此階段我們輸入帳號及密碼，連接至雲端伺服器，並將

實體採集的映像檔，做上傳的作業，如此可避免病減少人為錯誤，與減低證據保存階段

的風險。上傳成功後畫面如圖 9。 

 
圖 9 數位證據上傳成功畫面。 

 
 登錄雲端伺服器：其功能為呼叫雲端伺服器的平台畫面，可於鑑識端電腦直接進行

檢驗及分析階段的工作，可節省運送實體以及數位證據過程中，所浪費的時間成本。 
二、 雲端鑑識平台： 
 進行數位證據解密：iPhone自 iPhone3GS後，增加了 data protection的加密機制，
透過 iPhone硬體加密加速器，將資料與 App進行授權與安全的管控(Zdziarski 2012)，本
研究利用雲端的強大運算能力，透過雲端上的解密程式，快速將所採集之實體採集映像

檔案，進行解密。如圖 10所示。 



 
圖 10 透過雲端伺服器解密實體採集映像檔案 

 
 未透過雲端鑑識平台解密前，將所採集的數位證據透 autopsy 鑑識平台瀏覽其中相
片，是無法讀取內容而呈現亂碼的，如圖 11左側所示，一旦經過雲端解密程式執行後，
則如圖 11之右側所示，iPhone中的照片則已經還原為可直接瀏覽的相片。 

 
圖 11 解密前與解密後的相片呈現 

 
 進行數位證據檢驗分析：將解密過後的數位證據，進行自動化的檢驗分析，將 iPhone
中有用的資料萃取匯出，並將隱藏的檔案或遭刪除的檔案做揭示，並將之數據化，以釐

清篩選出與案情有高度相關的資料，如圖 12。 

 

圖 12 進行數位證據檢驗分析。 



數位證據報告產出：本鑑識程式所能產出的報告內容如表 3所示： 
 

表 3 本研究鑑識報告相關檔案 
資料名稱 檔案/路徑名稱 

聯絡人 AddressBook.sqlitedb 

通話紀錄 call_history.db 

簡訊 sms.db 

備忘錄 Note.db 

日曆 Calendar.sqlitedb 

Safari書籤 Bookmarks.db 

電子郵件路徑 /private/var/mobile/Library/Mail  

相片路徑 /private/var/mobile/Media/DCIM 

錄音檔路徑 /private/var/mobile/Media/Recordings 

LINE記錄 talk.sqlite 

WhatsApp記錄 ChatStorage.sqlite 

 
預設的狀況下，iPhone，會將使用者的 GPS location進行記錄，此記錄行為與使用

者有無安裝 GPS 相關 App 並無關，此為系統本身的強制性功能，透過本研究之雲端鑑
識系統可將隱藏在 iPhone中的 GPS軌跡揭露出，如此看到嫌疑犯的行動軌跡。透過本
研究雲端鑑識平台，亦可將已經刪除的簡訊、記事本等內容顯示於雲端鑑識報告平台上。 

 

圖 13 雲端鑑識報告平台揭露隱藏資訊：GPS、已刪除簡訊。(圖經個資遮蔽處理) 

伍、 結論 

本研究透過自行建置與開發的雲端鑑識平台雛型，利用雲端強大的運算能力，進行

數位證據的保存、採集、檢驗分析、報表產出之作業，大量的節省檢驗與分析階段的時

間。 



取得 iPhone後，進行第一次的實體採集，並將手機封存，再利用複製的數位證據檔
案進行鑑識，如此可保有原嫌疑犯手機的原始狀態不被破壞，維持原始檔完整性。雲端

伺服器的檔案系統，大多使用高速磁碟系統架構，且具備高可用性之備援機制，其數位

證據的複製速度，遠遠大於一般個人電腦。本研究比較複製速度之快慢，其測試樣本為

15 GB的 iPhone數位證據映像檔，其測試結果如表 4。	
表 4  數位證據檔案複製速度比較表 

數位證據檔案複製速度

測試	

(複製 15GB	.img 檔)	

所耗用時間	

一般電腦硬碟	

規格	

SATAIII	 	

7200	rpm	

雲端伺服器雛型磁

碟系統	

SAS	 10000	 rpm	 *	 4	

RAID5 磁碟陣列	

測試一	 6 分鐘	 11 秒	

測試二	 7 分鐘	 12 秒	

測試三	 6 分鐘	 11 秒	

結果	 慢	 非常快速	

  
採集後的數位證據檔案，未經過解密無法瀏覽其內部實際的內容，必須將其解密，

故本研究比較一般電腦與透過雲端伺服器，進行解密的時間測試，樣本為 15 GB 的
iPhone實體採集映像檔，測試結果如表 5。 

 
表 5 一般電腦與雲端伺服器數位證據解密時間比較表 

實體採集	

映像檔解密測試	

一般電腦	 雲端伺服器雛型	

測試一	 30 分鐘	 20 分鐘	

測試二	 32 分鐘	 21 分鐘	

測試三	 31 分鐘	 20 分鐘	

結果	 較慢	 快速	

  
解密過後的檔案，必須經過檢驗及分析階段，萃取出有用的資訊，故我們亦進行檢

驗分析階段處理速度的比較。我們將其進行檢驗及分析的處理時間比較，樣本為 15 GB
的 iPhone實體採集映像檔，如表 6。 
 

表 6 一般電腦與雲端伺服器數位證據檢驗分析處理時間比較表 
實體採集映像檔	

檢驗分析測試	

一般電腦	 雲端伺服器雛型	

測試一	 31 分鐘	 10 分鐘	

測試二	 30 分鐘	 8 分鐘	

測試三	 33 分鐘	 11 分鐘	

結果	 較慢	 快速	

透過本研究之雲端鑑識平台雛型測試結果，可證明透過雲端快速的運算能力，加速

並縮短了數位證據檢驗及分析的時程，且對於數位證據的保存，亦提高了其可用性與完

整性。於採集數位證據階段，我們則以實體採集的方法執行，如此可做到一般邏輯採集

方式，大多無法做到的已刪除資料的還原與呈現。綜合以上結果，推論應用本研究的雲

端鑑識平台雛型進行鑑識作業，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用。 



參考文獻 

1. 陳聖文、楊中皇、陳世仁，民 101，『Live SD用於 Android�位鑑�之設計與實現』，
第二十二屆資訊安全會議 (CISC2012)。 

2. Apple, Apple Press Info, 20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ple.com/pr/products/iphone/iphone.html). 

3. Apple, “iOS Security,” Oct 20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ple.com/ipad/business/docs/iOS_Security_Oct12.pdf).  

4. Bader, M., Baggili I. “iPhone 3GS Forensics: Logical analysis using Apple iTunes 
Backup Utility,” Small Scale Digital Device Forensics Journal, 4 (1), September 2010. 

5. Brothers, S. “iPhone Tool Classification,”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pleexaminer.com/iPhoneiPad/ToolClassification/ToolClassification.html). 

6. ComScore Reports “U.S. Smartphone Subscriber Market Share2013,” February 
2013(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omscore.com/Insights/Press_Releases/2013/4/comScore_Reports_February
_2013_U.S._Smartphone_Subscriber_Market_Share).  

7. Gartner, Gartner Says Worldwide PC, Tablet and Mobile Phone Combined Shipments to 
Reach 2.4 Billion Units in 2013, April 201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408515). 

8. Halbronn, C., Sigwald, J. iPhone Security Model & Vulnerabilities, HITB KL,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esec-lab.sogeti.com/dotclear/public/publications/10-hitbkl-iphone.pdf). 

9. Hoog, A., Strzempka K. iPhone and iOS Forensics: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Mobile 
Security for Apple iPhone, iPad and iOS Devices, Syngress, Waltham, 2011. 

10. Iqbal, B., Iqbal, A. & Obaidli, H. A. “A novel method of iDevice (iPhone, iPad, iPod) 
forensics without jailbreaking,” In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IT),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 IEEE, 2012, pp. 238-243.  

11. iOS Developer Library, iOS Technologies, 20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developer.apple.com/library/ios/#documentation/miscellaneous/conceptual/iphone
ostechoverview/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l). 

12. Jason, W., Ayers, R. “Guidelines on Cell Phone Forensics,” NIST, 2007. 
13. Mell, P., Grance, T. The NIST Definition of Cloud Computing, NIST, 2011.  
14. Morrissey, S. iOS Forensic Analysis: for iPhone, iPad, and iPod touch, Apress, New 

York,   2010. 
15. Rogers, M. ” It's for you! : an iPhone development primer for the busy college professor. 

“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s in Colleges, 25 (1), pp. 94-101, October 2009. 
16. The Sleuth Kit, Autopsy,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leuthkit.org/autopsy/desc3.php).  
17. Zdziarski, J. Hacking and Securing iOS Applications: Stealing Data, Hijacking Software, 

and How to Prevent It., O'Reilly Media, California, 2012. 
18. Zdziarski, J.  iPhone Forensics: Recovering Evidence, Personal Data, and Corporate 

Assets., O'Reilly Media, California, 2008.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ensic System  

for iPhone through Cloud Computing 

Keng-Jung Hsu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mis.keng@gmail.com 

 
Chung-Huang Y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hyang@nknucc.nknu.edu.tw 
 

Abstract 
 

Apple iPhone, cause of its unique hardware systems and storage structures, has attracted 
a lot of forensic science to forensics experts on the iPhone. However, the current evidence 
software specifically for the iPhone software, price step for expensive and complex, and the 
analysis process often use logic acquisition method and analysis of mobile phone backup file 
restore, consumed long time and only can collect limited inform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clouding-based analysis of the forensic system, with cloud server 
powerful computing capability, accelerate the time of the forensic analysis and output 
forensic report, In this study, we use physical acquisition method to collect digital evidences, 
and through the cloud forensics platform for data analysis and data recovery for deleted data, 
so the cloud forensic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achieved. 
 
Keywords: Cloud, Mobile forensics, iPhone, Acquisition me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