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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行動裝置儲存大量私人與企業資料，因此
維護手機安全非常重要。本研究實作一個針對
Android 的遠端安全管理系統，運用包含 SEAndroid
之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開發手機端
系統，並搭配具有「sepolicy 更新」
、
「權限控管」、
「應用程式管理」三項功能模組之伺服器。本系統
遠端修改 Android 設定，於核心層透過分析與更新
sepolicy 降低資料外洩風險，在應用層透過調整應
用程式危險權限，與分析裝置上是否有雜湊函數不
符之應用程式，並搭配主動移除或重安裝應用程
式，減少惡意軟體攻擊，提升系統安全。主要貢獻
為，實作遠端修改 sepolicy 與整合前述功能，並支
援企業 HYOD (Here is your own device)策略下的
行動裝置管理系統，維護行動裝置安全。
關鍵字：SEAndroid、Security Policy、Permission
Management、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一、緒論
智慧型手機全球用戶預估在 2016 年會高達 20
億[1]。在 2015 年第四季各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中
Android 市佔率高達百分之 80.7[2]位居第一。因行
動裝置普及與廣泛使用在生活中，存放大量私人與
企業資料，導致針對 Android 的惡意攻擊大量增加
[3]。由以上可知，Android 行動裝置安全是一個重
要議題。
基於各式行動裝置安全威脅，本研究蒐集過去
研究，進行整合與加強。核心層 SEAndroid 相關研
究，主要以 sepolicy 內容分析為主[4][5]，鮮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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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狀況即時作出永久性的 sepolicy 更新，故本研究
提供 sepolicy 分析、SEAndroid 錯誤訊息蒐集與遠
端即時永久性修改。應用層方面，有透過遠端方式
修改應用程式權限保護使用者的隱私資訊[6]，與
透過對裝置內所安裝的應用程式進行雜湊值運
算，確保應用程式未遭竄改或版本錯誤，以降低安
全風險[7]。上述應用層研究皆注重少數安全問題
修正，本研究將其擴充與整合，在應用程式發生竄
改或版本錯誤風險時，管理者可主動移除，或重新
安裝版本正確之應用程式，在特定狀態下可主動修
改應用程式權限，在需要時可隨時控制裝置上整體
應用程式權限，降低惡意軟體攻擊可能。結合上述
三項功能，提供更完整的 Android 遠端安全加強系
統。
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整合三項相關功能，實
作一套有效增強 Android 系統核心層、應用層安全
的遠端管理系統，支援企業 HYOD 策略下的行動
裝置管理系統[8]。主針對 Google 原生設備 Nexus 7
II 進行開發，使用 Android 6.0 之原始碼為作業系
統基礎，透過修改與添加遠端管理之客戶端應用程
式 ， 再 搭 配 修 改 後 的 推 播 伺 服 器 AndroidPN
(Android Push Notification) [9]作為遠端管理伺服
器，達到遠端控管行動裝置之效果。目的在於透過
遠端方式修正各項安全問題，降低資訊安全風險。
二、文獻探討
2.1 SEAndroid
SEAndroid 是將 SELinux 安全模組做適度修改
後 ， 加 入 Android 中 ， 此 計 畫 由 Security
Enhancements for Android project 負責，主要是在原
先 coarse granularity 的 DAC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機 制 之 外 ， 加 上 fine-grained 的 MAC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機制，架構與運作流程
如圖 1 [10]。MAC 機制能防止特權提升攻擊與應

用程式漏洞[11]。

label 分配。
/seapp_contexts

/service_contexts
/system/etc/security/
mac_permission.xml
圖 1 SEAndroid 運作流程
在運作過程中參考的 security policy 檔案是由
使用者空間映射到核心內，此判斷採用白名單方
式，需要透過 專用語言撰寫。在行動裝置中的
security policy 檔 是 由 原 始 碼 內 數 個 .te (type
enforcement)檔組合而成，檔案內定義各項要求狀
態，此語言格式如下：
其中 rule_name 有 allow、dontaudit、auditallow 和
neverallow 規則關鍵字。source_type 辨識 subject，
target_type 辨識 object，兩者皆可以是一個或多個
先前定義的 type 或 attribute。class 是 object 的分
類，如檔案或目錄等分類。perm_set 用來指定來
source_type 對 target_type 擁有的 permissions。
因判斷需要，會將系統上不論是進程或文件都
會開機或創建時，被分配一個 security context（也
稱作 security label 或 label），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格式如下：
user:role:type[:range]
可以在 android 內使用 ps -Z 或 ls -Z 查看進程或是
檔案的 security context，其中 type 部分就是前段所
提到識別 subject 與 object 時的識別文字，也可將
多個 type 分成一個群組（稱為 attribute），直接對
一個群組撰寫 security policy。
如果系統拒絕訪問時，會將此次行為紀錄在核
心日誌檔中，於 Android 上可透過 dmesg 指令查
看，關鍵字為 AVC，此訊息內容可以看出發生時
間、source context、target context 等資訊，可作為
分析之用。
有 關 SEAndroid 運 作 相 關檔 案 在 原 始碼 內
/external/sepolicy 目錄下，此目錄在 Android 6.0 原
始碼內有 98 個檔案，其中.te 檔有 72 個，此目錄
下檔案，編譯後會加入 boot.img 中，在裝置內
SEAndroid 運 作 相 關 檔 案 位 置 與 功 能 說 明 如 表
1[12]。
表 1 SEAndroid 運作相關檔案位置與功能說明
裝置內檔案
內容與用途
/sepolicy
/file_contexts
/property_contexts

原始碼內.te 檔結合後的二
進制檔，用於運行時判斷。
使用在 filesystem 的 label
分配。
使 用 在 系 統 property 的

應用程式 process 的 label
分配，主要透過應用程式
UID 與 應 用 程 式 證 書 之
seinfo 作判斷。
分派各項服務 label。
依據應用程式證書分派
seinfo 值，此 seinfo 值用於
seapp_context 分配應用程
式 label 時的參數。

2.2 Android 架構
Android 作業系統是基於 Linux 核心所開發的
而成，此作業系統由 Google 主導的開放手機聯盟
(Open Handset Alliance; OHA)所成立的 Android 開
放 原 始 碼 專 案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AOSP)維護與發展[13]。任何廠商或開發者可依據
此作為主軸，於其之上發展各自的行動裝置作業系
統。
此作業系統架構如圖 2[14]：最底層是 Linux
核心層，於 Android4.3 版本起加入 SELinux，依序
往上有，使用 C 與 C++語言撰寫的原生函式庫、
虛擬機器、系統服務管理員、Android 和 Java API
和最上層的應用程式。

圖 2 Android 作業系統架構圖
2.3 Android Push Notification
AndroidPN (Android Push Notification)是一套
針對 Android 的開放原始碼軟體推播伺服器，主要
使用 JSP 撰寫而成，能在 tomcat 伺服器上執行，
使用 XMPP (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傳輸協定傳送文字訊息至客戶端。本研究
伺服器以此軟體為基礎，將其修改並架設成遠端管
理伺服器，提供管理者遠端遙控行動裝置，藉此達
到管理之效果。

2.4 行動裝置管理系統
行 動 裝 置 管 理 系 統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是提供企業管理內部行動裝置
的管理系統，主要是以遠端控制方式管理，透過此
系統可以有效保護裝置內與企業有關資料，提升裝
置安全性。企業導入行動裝置管理系統會使用不同
策略，主要有四項如下：
 HYOD (Here is your own device)：行動裝置
由企業購買，提供員工公務使用，企業可
於裝置內是先安裝軟體或修改系統，為各
項策略中企業掌控度最高。
 CYOD (Choose your own device)：企業預先
選定一系列設備，提供員工自行選擇使用。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員工使用
自己的設備於工作上，企業有對此類設備
管理。
 OYOD (On your own device)：員工使用自
己設備於工作上，企業無任何限制，此策
略安全風險最高。
本研究以 HYOD 策略為主要發展基礎，但在
員工使用設備規則上較為寬鬆，允許員工私人使
用，在此情境下企業可對行動裝置種類有所限制，
並可在裝置內預先安裝管理軟體，使企業能有更簡
單與更高控制權的方法去管理行動裝置[15]。
三、系統架構與開發
3.1 系統架構
本研究實作 Android 遠端安全功能整合系統。
系統由伺服器與客戶端（行動裝置應用程式）兩部
分組成，系統架構如圖 3 所示。伺服器為包含
「sepolicy 更新」、「權限控管」
、「應用程式管理」
三項功能模組之推播伺服器 (AndroidPN)；行動裝
置主要由 Google 提供之 Android 6.0 原始碼修改並
加入客戶端應用程式。運作方式為伺服器端推播指
令觸發客戶端應用程式，應用程式上實作四項功
能。各功能模組說明如下：
 「sepolicy 更新」管理者依據行動裝置回傳
的 SEAndroid 錯誤訊息 AVC 與 sepolicy 分
析檔，瞭解裝置 policy 設定問題，依據情
境制定不同的 policy，並將其回傳與套用，
在不重新啟動裝置狀態下，即時提升核心
層保護。
 「權限控管」透過關閉裝置上應用程式權
限，達到保護使用者隱私資料之目標。
 「應用程式管理」對裝置內 APK 檔進行雜
湊值運算，也對伺服器端，由管理者審核
通過之 APK 進行雜湊值運算，將此兩者比
對，確認 APK 檔無版本錯誤或遭到竄改，
確保裝置上 APK 正確無誤，如果比對錯
誤，也可即時解除或重新安裝該 APK。

圖 3 系統架構圖
3.2 系統開發
本系統伺服器採用 Ubuntu 為作業系統，搭配
推播訊息之開源軟體 AndroidPN 修改而成，詳細
伺服器開發與測詴環境如表 2；客戶端作業系統為
Android 6.0 原始碼，搭配由 Java 程式語言以及
Google Android APIs 開發之客戶端應用程式，詳
細客戶端開發與測詴環境如表 3。
功能實作上，
「sepolicy 更新」更新 sepolicy 透
過調整 sepolicy 檔與使用指令達到修改 sepolicy 功
能，在分析時分為兩部分，第一為錯誤訊息分析調
用 dmesg 擷取系統核心日誌檔之 SEAndroid 錯誤
log 訊息 AVC，第二為分析 sepolicy 內容，使用開
源程式碼獲得分析訊息。「權限控管」由 Android
指令 pm (Package Manager)調整應用程式權限。
「應
用程式管理」實作分為兩部分，伺服器使用 openssl
計算管理者核准之 APK 計算 SHA-256 雜湊值，客
戶端則是利用 MessageDigest 類別計算裝置內已安
裝 APK 檔進行 SHA-256 雜湊值計算，並將結果傳
至伺服器端，由伺服器端對兩個雜湊值進行比對。
表 2 伺服器端開發與測詴環境
用途

套件名稱

作業系統

Linux (Ubuntu 14.04LTS)

整合開發環境

網頁伺服器

Eclipse
Java、HTML、JavaServer Pages、
JavaScript
Apache tomcat

資料庫

MySQL

程式語言

表 3 客戶端開發與測詴環境
用途

套件名稱

作業系統

Linux (Ubuntu 14.04LTS)
Eclipse
Android Studio
Google Android APIs
Java
C 語言
Nexus 7 II
(Google 提供之 Android 6.0 原始碼)

整合開發環境
套件
程式語言
測詴環境

四、系統功能

4.2.1 sepolicy 更新

4.1 客戶端
本研究基於企業 MDM 的 HYOD 策略，將行
動裝置派發給員工之前將 Android 6.0 原始碼做適
度修改與加入 MDM 客戶端應用程式，將此修改之
原始碼編譯成 ROM 再刷入行動裝置中。客戶端應
用程式提供與伺服器連線資訊，如圖 4 所示。當伺
服器傳輸指令修改設定時，客戶端在收到指令時會
即時完成設定，並顯示通知告知裝置使用者本次修
改訊息，如圖 5。

在「sepolicy 更新」介面，在選擇設備後，點
選更新按鈕即可即時傳送預先準備之 sepolicy 檔案
到裝置上，並即時套用新版本 sepolicy，或選擇
dmesg AVC log 可擷取紀錄於裝置 SEAndroid 之核
心拒絕訊息並將之存送至伺服器，並顯示於下方表
格內，此兩項功能介面如圖 7，或選擇 seinfo 可擷
取裝置內目前透用的 sepolicy 檔案的分析訊息，並
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如圖 8。管理者可透過兩項分
析功能，分析目前裝置內 SEAndroid 執行狀態有無
問題，與 sepolicy 檔案現狀是否符合管理者期望，
並可以透過更新功能即時修復或增強裝置安全性。

圖 4 客戶端使用介面
圖 7 sepolicy 更新與 AVC log 之管理介面

圖 5 客戶端顯示通知
4.2 伺服器端
本研究之行動裝置管理系統伺服器端，在「裝
置管理」頁面裡顯示受本伺服器管理的行動裝置，
在清單中列出目前裝置是否與伺服器連線、管理者
對裝置的命名、連線 ID、該設備註冊日期，伺服
器管理介面如圖 6。

圖 8 seinfo 顯示畫面
4.2.2 權限控管
「權限控管」介面顯示可管理應用程式權限選
項如圖 9，選定欲管理裝置後可透過 ON、OFF 按
鈕，開啟或關閉裝置上所有第三方應用程式指定權
限。

圖 6 伺服器管理介面

圖 9 應用程式權限管理之管理介面
4.2.3 應用程式管理
功能「應用程式管理」管理介面顯示如圖 10
所示，選定裝置後按下計算，可即時計算裝置上所
安裝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APK 檔 SHA-256 計算，將
其計算結果之 hash 值傳送至伺服器上，與伺服器
預先準備之標準 APK hash 值進行比對，當 hash 值
不同時會顯示為紅色，標示為紅色的應用程式可在
管理欄位內選擇解除安裝或重新安裝功能，進行錯
誤修正。

圖 10 伺服器管理介面
4.3 相關研究功能比較
在過去 MDM 研究中，有關注能在多種行動裝
置作業系統中運作 和客戶端與伺服端驗證機制
[16]，也有主要目標為應用程式正確性驗證與產生
安全檢測報告 [7]，而本研究基於過去研究找出較
少被關注的核心層安全加強機制，進行設計與實
作。因主要目標不同，在實作時有不同功能限制和
因應目標的系統特色，上述研究中主要功能比較如
表 4 相關研究功能比較所示。
五、結論
本研究貢獻在於以企業 HYOD 策略下的行動
裝置管理系統為基礎，建設一套支援此環境的
Android 核心層與應用層的遠端管理系統，本系統
能協助管理人員針對行動裝置安全問題做出即時
回應，提升企業內部行動裝置安全，主要針對核心

層 SEAndroid 的 security policy 進行分析，與線上
即時更新，分析目前狀態資訊，由伺服器發送新的
security policy，在行動裝置上即時套用，透過此功
能可從核心限制各 process 權限，即時補強弱點，
應用層方面以管理第三方應用程式為主，可透過權
限控管功能與 APK 驗證功能，限制權限使其在最
小範圍內運作，並驗證目前已安裝之應用程式是否
版本與內容正確，在正確且最小範圍運作，在 APK
驗證錯誤時可立即移除或重安裝應用程式，確保行
動裝置內企業與私人資料不外洩。未來將對
SEAndroid 進行更深入探討與研究，提供更豐富與
細緻的 security policy 管理功能。

表 4 相關研究功能比較
相關研究

功能項目
應用程式管理
裝置功能控管
安全檢測報告
核心層安全加
強
client 安裝方式
認證方式
支援作業系統

Security Policy based Device
Management for Supporting
Various Mobile OS

Android 平台智慧型行動裝
置管理系統設計與實現

無

驗證與解除安裝 APK 檔

驗證、解除安裝和重新安裝
APK 檔

無

提供應用程式權限管理功能

SCAP 安全分數掃描

無
SEAndroid 功能
(sepolicy 更新、sepolicy 分析)
將應用程式加入 AOSP 內，
編譯後刷入裝置內

相機、藍芽、螢幕擷取、
YouTube、熱點、Play 商店
無
無

無

將 APK 安裝至裝置內

將 APK 安裝至裝置內

使用裝置獨特 ID、作業系統
與作業系統版本
Android 、 IOS 、 Windows
Phone

本研究

無

無

Android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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