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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安全與便便利利性兼具的 App 安全防護產品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讓防護流程更更⽅方便便快速 

Demo：整合 Android Studio 編譯流程的加殼產品 

未來來展望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App 防護產品與分類

主要分為兩兩類，第⼀一類是歐美產品，主要以程式碼混淆技術來來保護 App 。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and etc…



第⼆二類是亞洲產品，主要以程式碼加殼（加密）來來保護 App 。

and etc…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App 防護產品與分類



將原始碼轉換成相同功能，但⼀一般⼈人難以理理解的形式來來呈現。 

基本的混淆可將 Java 類別、函數或變數名稱修改為無意義的⽂文字，企圖⼲干擾駭客理理解原始碼。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程式碼混淆

影像來來源：https://kknews.cc/zh-tw/entertainment/alvmkkj.html

https://kknews.cc/zh-tw/entertainment/alvmkkj.html


混淆功能設定不同，效果也會有所不同。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影像來來源：https://www.ptt.cc/bbs/joke/M.1498828214.A.EC7.html

程式碼混淆



將 App 程式碼加密儲存，App 執⾏行行時才進⾏行行解密，利利⽤用 Android 程式碼動態載入技術將被解密的程式
碼載入執⾏行行。加密的 App 反編譯後僅能看到解密及動態載入的程式碼，無法看到 App 原始程式碼，就
像在 App 外部加了了⼀一層殼⼀一樣。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程式碼加殼（加密）

影像來來源：Google 圖片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混淆與加殼比較

項⽬目 混淆 加殼

安全性 較差，只能增加駭客理理解原始碼的時間 較佳，駭客無法看到任何原始 App 的原始碼

使⽤用便便利利性
較差，需要設定許多混淆規則，且有些無法被混淆的
程式碼需要特別排除

較佳，只需 APK 檔，不須特別設定即可直接套⽤用

相容性 較佳，不太需要依賴作業系統提供的機制 較差，需要依賴作業系統提供的程式碼動態載入機制

效能影響 視混淆程度⽽而有所不同，可能加快也可能變慢
App 啟動時需要先解密原始碼再載入，因此對 App 啟
動時的效能影響較⼤大，之後則無明顯差別

檔案⼤大⼩小影響 視混淆程度⽽而有所不同，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體積
通常會增加，視 Java 程式碼數量量多寡⽽而定，數量量越多
可加密壓縮的空間越⼤大，體積將有可能減少



除錯器（Debugger）：⼀一種幫助開發者觀察⾃自⾝身程式執⾏行行流程與狀狀況，進⽽而找出問題進⾏行行修正的⼯工具。但
某些功能強⼤大的除錯器常被駭客⽤用來來找出他⼈人程式上的漏洞洞或弱點，進⽽而進⾏行行攻擊。 

防⽌止除錯器功能會偵測 App 是否正以除錯（Debug）模式執⾏行行中，若若是的話會立即關閉App。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防⽌止除(偵)錯器（Anti-debugger）

Android App

gdbserver

android_server

Personal Computer Android Device



App 啟動時，CPU 會將程式碼從儲存空間載入記憶體，再從記憶體中執⾏行行載入的程式碼。因此，駭客
可以使⽤用記憶體修改⼯工具如 GameGuardian 直接修改記憶體內容，進⽽而改變程式執⾏行行的邏輯或結果。 

防記憶體修改功能會監測 App 執⾏行行期間記憶體是否遭受其他程式的存取，⼀一發現被存取會立即關閉 
App。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防記憶體修改（Anti-memory hacking）



避免 APK 檔案被惡惡意竄改的⼀一項技術，通常
會透過檢查 APK 檔案內的數位簽章或檔案 
Hash 值，確認 APK 檔案是否為官⽅方版本，若若
為非官⽅方版本，會立即關閉 App 。 

完整性保護功能可阻⽌止駭客對 App 進⾏行行⼆二次打
包，製作成盜版 App 在地下論壇散佈。

市⾯面上 App 防護產品主要功能簡介

完整性保護（Integrity Protection）

SOURCE:Google 圖片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該加密哪個檔案

Android App 以 Java 為主要開發語⾔言，Java 原始碼經兩兩次編譯後最終會變成 dex 檔，⽽而 dex 檔可

經由反編譯⼯工具還原為 Java 原始碼。因此，必須加密 dex 檔以防⽌止反編譯。

Java 
compiler

.java .class.java.java .class.class
Dx 

compiler .dex

加密保護 
防⽌止反編譯



如何加密

Android 的程式碼動態載入機制⽀支援載入 zip 壓縮檔，先壓縮 dex 檔再進⾏行行加密，可縮⼩小 APK 檔案⼤大⼩小。 

加密流程： 壓縮原始 APK 的 classes.dex 為 zip 檔 → 加密 zip 檔 → 將 zip 檔放入 assets 資料夾

assets/ 
lib/ 
META-INF/ 
res/ 
AndroidManifest.xml 
resources.arsc 
classes.dex

assets/encrypted.zip 
lib/ 
META-INF/ 
res/ 
AndroidManifest.xml 
resources.arsc 
classes.dex

加殼後APK原始APK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加密 Dex 檔後，要讓被加密的程式碼在 App 啟動
時能順利利執⾏行行，還需進⾏行行以下步驟： 

1. 開發解密及動態載入的程式碼，編譯成新 
classes.dex，取代原始 App 的 dex 檔。 

2. 編輯 AndroidManifest.xml，修改程式入⼝口點，
讓 App 啟動時先執⾏行行解密及動態載入的程式碼。

assets/ 
lib/ 
META-INF/ 
res/ 
AndroidManifest.xml 
resources.arsc 
classes.dex

assets/encrypted.zip 
lib/ 
META-INF/ 
res/ 
AndroidManifest.xml 
resources.arsc 
classes.dex(新)

加殼後APK原始APK

實作範例例 
修改程式入⼝口點： 
https://github.com/fourbrother/AXMLEditor 
解密及動態載入： 
https://github.com/linchaolong/ApkToolPlus/blob/master/lib.JiaGu/src/com/linchaolong/apktoolplus/jiagu/ProxyApplication.java

解密並動態載入程式碼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s://github.com/fourbrother/AXMLEditor
https://github.com/linchaolong/ApkToolPlus/blob/master/lib.JiaGu/src/com/linchaolong/apktoolplus/jiagu/ProxyApplication.java


加殼 App 啟動時，需修改系統 Class 的 Field： 

1.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 

• mAllApplications: ArrayList<Application> 

• mInitialApplication: Application 

2. android.app.LoadedApk 

• mApplication: Application 

• mApplicationInfo: ApplicationInfo 

• mClassLoader: ClassLoader

加殼後 App 執⾏行行流程

啟動 App

進入殼的程式碼，從 assets 中讀取加密的 dex 檔

解密 dex 檔

⽤用DexClassLoader載入 dex 檔並修改 mClassLoader

修改 mApplication等，執⾏行行原始 App 的 onCreate 函數

殼的任務已完成，將控制權交還原始 App

參參考資料 

ActivityThread： 
http://androidxref.com/9.0.0_r3/xref/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app/ActivityThread.java 

LoadedApk： 
http://androidxref.com/9.0.0_r3/xref/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app/LoadedApk.java 

DexClassLoader： 

http://blog.maxkit.com.tw/2014/02/dexclassloader-dex.html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androidxref.com/9.0.0_r3/xref/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app/ActivityThread.java
http://androidxref.com/9.0.0_r3/xref/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app/LoadedApk.java
http://blog.maxkit.com.tw/2014/02/dexclassloader-dex.html


加殼之後，駭客仍可透過查看保護殼的程式碼
理理解解密過程，進⽽而找出加密⾦金金鑰進⾏行行解密。 

加強安全性步驟： 

1. 使⽤用 C/C++ 搭配 NDK 開發解密及動態載
入的程式碼，取代容易易被反編譯的 Java。 

2. 使⽤用 Obfuscator-LLVM 將 C/C++ 程式碼
進⾏行行混淆。 

3. 使⽤用字串串加密⼯工具將重要字串串進⾏行行加密。 

4. 將加密⾦金金鑰分散儲存，於 App 啟動時才組
合成⼀一把真正⽤用來來解密的⾦金金鑰，或直接使⽤用
⽩白箱加密法隱藏⾦金金鑰。

增加加殼 App 安全性

實作範例例 
Obfuscator-LLVM：http://gnaixx.cc/2017/07/25/20170725-ollvm/ 
字串串加密：https://github.com/adamyaxley/Obfuscate 
⽩白箱加密：https://github.com/ph4r05/Whitebox-crypto-AES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gnaixx.cc/2017/07/25/20170725-ollvm/
https://github.com/adamyaxley/Obfuscate
https://github.com/ph4r05/Whitebox-crypto-AES


Android 系統核⼼心採⽤用 Linux 內核，偵測除錯器的⽅方法也與 Linux 系統類似。 
可透過讀取系統檔案「/proc/pid/status」來來檢查 App 是否以除錯模式執⾏行行。

防⽌止除錯器（Anti-debugger）原理理

實作範例例 
https://github.com/gnaixx/anti-debug

除錯模式下狀狀態正常狀狀態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s://github.com/gnaixx/anti-debug


防記憶體修改（Anti-memory hacking）原理理

Android 系統讀取記憶體的⽅方式是透過讀取系統檔案「/proc/pid/mem」來來讀取記憶體內容。因此，
若若要防記憶體修改，必須先知道此檔案是否被其他程式存取。 

在 Linux 系統中，inotify 機制可以對特定檔案進⾏行行監控，⼀一但檔案被其他程式存取（讀取、寫入、刪
除等）時，系統會立即通報。 

使⽤用 inotify 監控來來檔案「/proc/pid/mem」，收到通報就表⽰示記憶體已被其他程式存取，應立即關閉 
App。

實作範例例 

http://burningcodes.net/%E9%80%9A%E8%BF%87inotify%E5%AE%9E%E7%8E%B0%E5%8F%8D%E8%B0%83%E8%AF%95/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burningcodes.net/%E9%80%9A%E8%BF%87inotify%E5%AE%9E%E7%8E%B0%E5%8F%8D%E8%B0%83%E8%AF%95/


完整性保護（Integrity Protection）原理理

檢查 APK 檔案是否遭竄改的⽅方式： 

1. 實作簡單但安全性較低：只檢查 APK 的數位簽章是否為開發者所簽署，若若非開發者簽署則為盜版。 

2. 實作複雜但安全性較⾼高：將 APK 內所有檔案都列列出，⼀一⼀一計算 Hash 值，最後得到⼀一個校驗和
（checksum），將此校驗和與官⽅方校驗和比對，若若不相同則為盜版。

實作範例例 

http://gnaixx.cc/2016/04/19/android-protect-dex_apk_cert_check/

File in APKAPK section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Checksum

實作⼀一個 App 加殼產品

http://gnaixx.cc/2016/04/19/android-protect-dex_apk_cert_check/


讓防護流程更更⽅方便便快速



讓防護流程更更⽅方便便快速

你還在編譯.上傳.保護.下載.對⿑齊.簽章嗎？

市⾯面上⼤大部份加殼產品使⽤用流程： 

缺點：過程繁雜且需⼈人⼯工⼿手動完成，對使⽤用持續整合（Continuous integration，CI）⼯工具進⾏行行⾃自動化
建置及測試的開發者造成不便便。 

改善⽅方式：開發⼀一個 Gradle Plugin 來來達成⼀一鍵⾃自動化完成「編譯.上傳.保護.下載.對⿑齊.簽章」六步驟。

APK 檔 加殼保護
保護後 
APK 檔

對⿑齊 簽章

上傳⾄至網⾴頁 從網⾴頁下載 下載簽章⼯工具



開發重點

1. Gradle Plugin 開發基礎教學 

實作範例例：https://docs.gradle.org/current/userguide/custom_plugins.html 

2. 開發 APK 檔案上傳及下載功能 

實作範例例：https://www.jianshu.com/p/9cc0a2dd5b67 

3. 取得 Android SDK 中的對⿑齊⼯工具「zipalign」及簽章⼯工具「apksigner」路路徑 

SDK路路徑：properties.getProperty(‘sdk.dir’) 

Build Tools版本：project.android.buildToolsVersion 

zipalign路路徑：SDK路路徑/build-tools/Build-Tools版本/zipalign 

apksigner路路徑：SDK路路徑/build-tools/Build-Tools版本/apksigner 

4. 「zipalign」及「apksigner」使⽤用指令 

zipalign：https://developer.android.com/studio/command-line/zipalign 

apksigner：https://developer.android.com/studio/command-line/apksigner

讓防護流程更更⽅方便便快速

https://docs.gradle.org/current/userguide/custom_plugins.html
https://www.jianshu.com/p/9cc0a2dd5b67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studio/command-line/zipalign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studio/command-line/apksigner


Demo：整合 Android Studio 編譯流程的加殼產品



VIDEO



未來來展望



1. ⾃自動加密資料功能： 

• App 執⾏行行時使⽤用者輸入的個資，以 SharedPreferences、SQLite 資料庫等形式儲存的檔案。 

• APK 檔中的重要資產檔（assets），如 SSL 憑證、Unity3D DLL 檔、HTML 及 JS 檔等。 

• OBB 檔中的重要資產檔（assets），如圖片、⾳音樂等。 

2. 監控及防護機制： 

• 對 App 的 SSL 連線做憑證綁定，避免遭受中間⼈人攻擊（Man-in-the-middle，MITM）。 

• App 發布後如果遭到使⽤用者惡惡意攻擊，能即時回報給開發者。 

• 加密⾦金金鑰應讓開發者⾃自⾏行行設定，不該掌握在防護產品廠商⼿手上。 

• 攻擊永遠比防守簡單，需隨時關注新攻擊⼿手法與⼯工具（如 Xposed、Frida及脫殼機等），增加反制機制。 

3. 展業發展： 

• 期許將來來有更更多⼈人投入 App 防護技術的研究，擺脫對國外產品的依賴，提升台灣資安⾃自主研發的能量量。 

未來來展望

可持續努⼒力力的地⽅方



王羿廷⼁丨Jason Wang  
jason.wang@fourdesire.com

Thank yo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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