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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的十年來，互聯網中創建許多尖端技術

其中瀏覽器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應用程式之一。其

中瀏覽器不僅可以用於瀏覽網路，還可以做為移動

作業系統啟動重要作用。例如，許多用戶經由線上

編輯器，編輯文檔並且將文檔放入雲端儲存。所有

這些工作都是在互聯網瀏覽器的幫助下完成的，因

而導致對互聯網瀏覽器造成大量攻擊。最近互聯網

瀏覽器的保護，實際上已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

題。經由攻擊互聯網瀏覽器，攻擊者可能會獲得私

人的資訊，例如上網習慣和密碼。這是因為互聯網

瀏覽器總是在電腦上保留 cookie，瀏覽歷史記錄和

暫存。為了避免此一有害的攻擊，許多互聯網瀏覽

器都建構了隱私瀏覽模式系統。在隱私瀏覽模式

中，不跟蹤使用者的行為，也不會留下私人資訊。

但是，此種機制仍會建構簽字等檔案。最重要的

是，經由隱私瀏覽所下載的檔將會保存在磁片上，

除非使用者自己加以刪除。此一情況確實是對互連

網的用戶私有安全的嚴重威脅。因此本文在微軟作

業系統上設計了一種機制，用於觀察在私密瀏覽模

式下建構和刪除火狐檔的行為。本文主要專注於在

隱私瀏覽模式下未刪除的檔案，並且可以使用機制

加以清除，提供全面的安全及管理的環境。 

關鍵字：互聯網、瀏覽器、隱私瀏覽、微軟作業系

統、安全及管理。 

 

一、前言 

關於互聯網隱私問題的兩個重要組成

部 分 是 cookie 和 瀏 覽 器 緩 存 。

Cookie(HTTP cookie)是網站在瀏覽器中存

儲的一段資料，然後經由瀏覽器發送回同

一網站。由於 Cookie是為網站設計的，用

於記錄瀏覽器過去所做的資訊，因此可以

為無狀態 HTTP協定提供會話狀態機制。

雖然 cookie不能攜帶病毒或者安裝惡意軟

體，但也可能會被有興趣詳細收集互聯網

用戶上網習慣的相關廠商跟蹤。Web暫存

是瀏覽器的一個元件，用於儲存之前使用

過的檔副本，以便可以儘快的尋求對相同

資料的未來請求。由於請求瀏覽器文檔非

常耗時，因此瀏覽器使用暫存以縮短網頁

的回應時間。然而，在 2000 年 Felten 和

Schneider 曾提出暫緩存在主機作業系統

上的暫存資料可能被攻擊者利用[1]。最糟

糕的是，如果尋求主機作業系統受到網頁

攻擊者的攻擊，則可以輕鬆獲取私有資訊

並竊用於惡意的目的上。 

目前 Chrome，IE，火狐和 Safari四種

主要的瀏覽器，都是支援可以啟用的隱私

瀏覽模式[2]，因此瀏覽器不會將瀏覽歷史

記錄，影像，密碼，Cookie和暫存保存為

檔。儘管如此，仍然可以發現在主機作業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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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上留下了一些東西，例如正在下載的

檔，書簽，瀏覽器的最喜歡的設置等，以

及最重要的是，可執行檔經由經下載驅動

(drive-by download)。因此本文中採取有序

介紹的解決方案。 

本文推薦一種名為守護隱私(privacy 

of the guard)的服務，以保持保證所有重要

瀏覽器無法達到的完全隱私安全性。主要

是做為基於互聯網瀏覽器個人隱私工具的

開發，可以從核心模式中廣泛顯示瀏覽

器。依靠守護隱私，可以經由所跟蹤的瀏

覽器了解正在生成者或下載的所有文檔，

包括 cookie，暫存和下載的文檔。當瀏覽

器關閉時，守護隱私可以立即刪除當前未

被瀏覽器刪除的錄製檔。本文選擇火狐做

為實施平臺的，因為火狐是領先的 3種主

要的互聯網瀏覽器[2]。考慮到 2008 年，

火狐在全球的穩定使用率約為 30％。 

總之，本文計畫為設計守護隱私做出

了貢獻，以刪除與用戶隱私相關的所有

檔。此外還可以刪除火狐關閉後用戶選擇

的下載檔案。如果下載可執行檔可以建構

其他檔案，守護隱私也可以捕獲事件並且

加以刪除。本文的安排如下，在第二節中，

描述了與瀏覽器的隱私有關的相關工作。

第三節介紹了如何設計所提出的系統並且

指定實驗環境。在第四節中，提出了討論

實驗結果和分析的方案。最後，總結並且

說明未來的工作。 

 

二、相關的研究 

本節介紹用於保護瀏覽器隱私和設

計隱私保護軟體的各種技術，同時討論了

文獻中的其他相關工作。由於人們更加關

注其網路隱私，因此越來越多的網路瀏覽

器支援隱私瀏覽模式，例如克隆，火狐和

IE，在圖一中顯示了火狐中隱私瀏覽模式

的圖片。 

 

圖一 火狐中的隱私瀏覽模式 

 

以火狐為例，隱私瀏覽模式不會記錄

瀏覽歷史記錄中的訪問頁面，像是密碼和

帳戶，cookie 以及暫存的瀏覽器的內容。

下載窗口中也未列出下載檔案。使用者在

外部應用程式中打開的任何檔都會從火狐

的暫存檔案夾中清除。但是，當打開隱私

瀏覽模式時，仍會記錄某些檔案。私人瀏

覽期間用戶下載的檔將會永久地保存在硬

碟中。在表一匯總了瀏覽器在私密瀏覽模

式下未記錄的檔[3~5]。 

為了設計瀏覽器隱私保護軟體，本文

也說明一種稱為”Windows API”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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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PI (Windows 應用程式設計發

展介面)，也稱為Win32 API，是微軟發佈

的一組預定義 Windows 功能。Windows 

API是Windows作業系統的一部分。主要

是用於控制每個 Windows 元件的外觀和

行為。每個使用者操作都會導致執行多個

Windows API 函數，這些函數允許

Windows內核知道發生了什麼。在設計應

用程式時，程式師可以使用Windows API

執行複雜的任務，以便在應用程式中編寫

等效的過程，由此可以得知Win32子系統

API和系統服務之間的關係[4]。Win32子

系統是一種 Windows 子系統環境。在

Win32 子系統中， Windows API 由

user32.dll 和 kernel32.dll 之類的模組所定

義。所有這些模組都稱為 Win32 子系統

DLL。在Windows上執行行的應用程式會

將 DLL載入到記憶體空間中，以便可以直

接呼叫Windows API而獲取系統服務。當

DLL 接收函式呼叫時，如果工作不需要

Windows內核處理，會完成所有的操作。

或者經由 ntdll.dll 呼叫一個或多個系統。

例如，當應用程式呼叫Windows API時，

將呼叫由 kernel32.dll 所匯出的 CreateFile 

( )，此時會呼叫 ..調用 ntdll.dll 中的

NtCreateFile ( )。ntdll.dll會將呼叫系統呼

叫進入核心模式並竊進入 ntoskrnl.exe 提

供的服務。圖二是Windows上的應用程式

的工作流程。 

 

表一 瀏覽器在私人瀏覽模式下不記錄檔 

瀏覽器 訊息 

火狐 

訪問過的頁面 

表單和搜索欄條目 

密碼 

下載列表 

cookies 

緩存的網頁內容 

離線網路內容 

使用者資料 

克隆 

瀏覽歷史記錄 

下載列表 

cookies 

HTML5存儲 

IE 

cookies 

臨時互聯網檔 

網頁歷史記錄 

表格資料和密碼 

防網路釣魚緩存 

地址欄 

搜索自動完成 

自動崩潰恢復 

DOM存儲 

 

 

圖二 Windows應用程式工作流程 

 

對瀏覽器的攻擊可分為兩種方式：網

頁攻擊和區域攻擊，本文將介紹關於瀏覽

器的第一種攻擊方式的三個例子。 

1.在 2006年的第一個方案中，Shankar和

Karlof 提出了一個專注於瀏覽器

cookie策略的 Firefox 擴展。能夠動識

別為用戶提供附加功能的 cookie，並且

公開接受這些 cookie 的成本和收益

[5]。 

2.A. Barth，et al.認為用戶端瀏覽器狀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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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可以被利用來跟蹤用戶，因為時常

使用的用戶端瀏覽器狀態沒有在每個

連接上正確分區[6]。完成了兩個瀏覽

器的擴展，用於在瀏覽器暫存和連結上

的實施策略。同時還分析了網站之間各

種程度的合作以便跟蹤用戶，並且表明

即使長期瀏覽器狀態被正確分區，網站

仍然可以使用 Web 功能完成此一攻

擊。 

3.F. Saint-Jean，et al.提出了一個專為搜索

查詢隱私而設計的 Firefox 外掛程式

[7]。在此種機制之下，來自 Firefox的

每個搜索查詢都將經由 HTTP 代理和

Tor用戶端進行路由，過濾關於識別請

求和回應的元件的潛在敏感資訊。此一

方法的優點是防止搜尋引擎將一系列

查詢連結到特定使用者。為了防止對瀏

覽器的網頁攻擊，還有許多保護

Firefox 上的網頁隱私的擴展。例如，

TotalRecall 可以防止瀏覽器指紋識別

技術在網站上連結[8]，而 Torbutton一

般在經由阻止用於瀏覽器上的指紋識

別等各種瀏覽器功能，減少網頁攻擊

[9]。 

除了網頁攻擊外，攻擊者還可以直接

從本地主機進行攻擊。例如，Memento描

述了一種新的側通道攻擊[10]。跟蹤應用

程式記憶體佔用的變化，屬於不同使用者

的併發進程可以了解其秘密。主要使用

Chrome，Firefox和既存的 Android瀏覽器

做為目標，以顯示無特權的本機攻擊過程

如何推斷使用者正在瀏覽的頁面以及其他

敏感資訊，而發現 30％到 50％的頁面是可

區分的，因為這些頁面產生的圖形既穩定

又多樣。同時因為網頁隱私越來越重要，

因此 G. Aggarwal 等人也研究四種主流瀏

覽器中隱私瀏覽模式的安全性和隱私性，

經由測量了私人瀏覽模式的使用頻率，提

出了 Firefox中的一些弱點。此外，也展示

了瀏覽器擴展和外掛程式如何破壞私人瀏

覽器的安全性，並且提出了一種安全性原

則，以便在隱私瀏覽模式下運行擴展[11]。 

 

三、 整體守護隱私系統之架構 

 守護隱私由 Windows 設備驅動程式

和使用者模式動態連結程式庫組成，而本

節主要介紹如何逐步設計守護隱私。首

先，概述守護隱私的基本概念，接著討論

攔截Windows API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方

法，然後詳細地描述守護隱私的每個元

件。在論文中指定了守護隱私的工作流程

和實施環境，因為守護隱私的最初目的是

使用者在隱私瀏覽模式下刪除下載的檔，

並且刪除火狐創建的私人檔。此外還消除

了下載的可執行檔建構的檔案。如果系統

下載的可執行的了惡意檔，稍後也可以經

由守護隱私將其刪除。當火狐建構檔案

時，它會以核心模式進入的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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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而成為 Windows 設備驅動程式

內的守護隱私中的一個元件。 

PrivacyGuard 包括兩個組件為隱私監

控和隱私媒體。隱私監視器中有四個子組

件，包括篩檢程式 (Filter)，檔案儲存

(FileStorage)，檔案執行(ExeStorage)和消

除器(Eliminator)，內容分別為 

1.篩檢程式：為了理解火狐如何下載和建

構檔案，我們使用 Windbg 在完成篩檢

之前跟蹤其行為。當當火狐下載或者建

構任何檔案時，必須呼叫 CreateFile 

Windows API，該 API在核心模式下使

用 NtCreateFile系統服務常式[12]。因此

可 以 使 用 SSDT 鉤 子 技 術 攔 截

NtCreateFile（）和我們在 Filter 中的

MyNtCreateFile常式。在MyNtCreateFile

中，首先確定哪個進程呼叫 NtCreateFile

系統服務的常式，並且過濾火狐的進

程。此時使用 PsGetCurrentProcess( ) 

Windows API獲取當前進程的指標。指

標會指向一個 EPROCESS結構，接著使

用Windbg將其轉儲，如圖三所示。 

 

圖三 EPROCESS的結構 

 

從圖三中，計算出 EPROCESS結構的偏

移量 0x174 是 ImageFileName，當前進

程 的 名 稱 。 因 此 在  

PsGetCurrentProcess( )的返回值上加上

偏移量 0x174，以獲取數值做為識別

字，以判斷檔是否由火狐下載。由於必

須在火狐關閉後啟用刪除檔，因此在

FileStorage或 ExeStorage中記錄檔案的

整 個 路 徑 。 檔 案 的 路 徑 可 以 從

ObjectAttributes得到，這是 NtCreateFile

系統服務常式的參數之一 [13]。由

InitializeObjectAttribues 巨集初始化的

ObjectAttributes是Windows作業系統的

結構，如下所示。 

 

ObjectAttributes 中的 ObjectName 是一

個指向 UNICODE字串的指標，字串包

含名稱，名稱是要為了打開控制碼的物

件的整個路徑之用。在篩選中重的最後

一件事是將檔案分為兩類，分別是可執

行檔和其他文件。主要是因為應該連續

跟蹤可執行檔以了解是否有可執行檔中

所建構的檔案。因為觀察到當從 Internet

成 功 下 載 檔 案 時 ， 總 是 會 得 到

Zone.Identifier 文 件 [13] 。  因 為

Zone.Identifier 檔案是在 Windows 作業

系統中用於存儲 URL 安全區域的地點

因此，如果從 ObjectName 過濾的檔路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ISSN 1812-8572                     (2018)計量管理期刊 vol, 15. no.2 page 6-1~6-12 

 

6-6 

徑中發現具有.exe 的型態，就會產生

Zone.Identifier組件，因此就會被歸類為

可執行的檔案。 

2. 檔案儲存：如果該檔不是可執行檔，會

將其歸類為另一個檔。節點的資料結構

如下 

 

“file_name”是檔案的路徑。”next”是指向

FileStorage 中下一個節點的指標。當使

用：Zone.Identifier標識檔路徑時，首先

從 ObjectName 得到完整的路徑，而

ObjectName 是 ObjectAttributes 的成

員。然後呼叫 RtlCopyUnicodeString( )，

將完整路徑複製到”file_name”內。值得

一提的是即使發現火狐處於隱私瀏覽模

式，仍然會在硬碟中儲存一些敏感的檔

案，可能對用戶構成威脅，因此會這些

敏感檔案。 

3. 執行儲存(ExeStorage)：節點的資料結構

如下： 

 

 “exe_name”是在”IAT功能掛鉤”中提到

的 檔 的 路 徑 ， 而  “next” 是 指 向

ExeStorage 中 下 一 個 節 點 的 指

標。”file_next”是指向此節點所建構的文

件的指標。一旦 ExeStorage中有節點，

也將成為 Filter 中的識別字，用於過濾

呼叫 NtCreateFile 的進程。因此，可以

檢測下載的可執行檔是否建構其他檔，

然後在火狐關閉時加以刪除，而儲存機

制就像之前保存”Inline Hook”中指定的

其他檔案一樣。 

4. 消除器：負責刪除由火狐所建構的敏感

檔案，並且刪除用戶選擇的檔案。然後

釋放佔用的系統資源。為了知道火狐何

時關閉，設計了 MyNtTerminateProcess

常式攔截 NtTerminateProcess 系統服務

常式。 NtTerminateProcess系統服務常

式用於終止進程及所有的執行緒。此時

再 次 使 用 偏 移 量 0x174 加 上

PsGetCurrentProcess（）的返回值，以

確定當前進程是否為火狐。要在核心模

式下刪除檔案，只要將 IRP(I O請求包)

請求發送到目的檔案即可[14]。IRP 用

於在作業系統和設備驅動程式之間進

行通訊，資料包包括應發送給設備驅動

程式的命令和資料。例如，當作業系統

檢測到設備已經連接時，載入相關設備

驅 動 程 式 ， 並 且 向 驅 動 程 式 的

DeviceEntry ( )發送 IRP請求。使用 IRP

請求刪除檔案，能夠刪除正在執行的檔

案。消除器的機制如下所述： 

(1) 打 開 目 的 檔 案 ： 呼 叫

InitializeObjectAttributes（）而經由檔

案名初始化目的檔案的屬性，然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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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oCreateFile（）得到該檔的控制碼。 

(2)刪除 READ_ONLY 屬性：呼叫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已得

到目的檔案的物件。然後使用檔物件

已得到相關設備及並初始化 IRP的請

求 。 將

Parameters.SetFile.FileInformationClas

s 設置為 FileBasicInformation，刪除

READ_ONLY 屬性，並且發送到設

備。 

(3)刪除目的檔案：在第 2步中再次向設

備發送 IRP 請求，不同之處在於將

Parameters.SetFile. 

FileInformationClass 設 置 為

FileDispositionInformation 以刪除目

的檔案，即使它正在執行。 

(4)釋放系統資源：由於火狐即將終止，

因此要釋放 PrivacyGuard所佔用的系

統資源。否則系統遲早會崩潰。此時

使用的 API 是 ExFreePool( )，是由

Microsoft提供以取消分配池區塊。此

一機制是以遞迴方式執行行，直到

FileStorage和 ExeStorage中沒有任何

節點為止。 

5. 隱私媒體：隱私媒體是應用在使用者模

式下設計的動態連結程式庫(DLL)，主

要是 PrivacyGuard和用戶者之間進行通

訊。動態連結程式庫是一個包含著他模

組(例如應用程式和其他的 DLL)使用的

函數和資料的模組。使用隱私媒體為用

戶決定是否開始執行 PrivacyGuard，此

外還使 Privacy Media彈出一個視窗，提

供使用者選擇在火狐關閉時應該刪除哪

些下載的檔案。 

由於刪除檔的任務是由核心模式下的

Privacy Monitor所完成的，因此應該在火

狐呼叫 NtTerminateProcess 系統服務常式

之前，將快顯視窗的結果傳遞給 Privacy 

Monitor。此時使用 DLL 注入技術來完成

目標。雖然有許多方法可以實現 DLL 注

入，但是本文使用遠端執行緒方法做為解

決方案： 

(1)掌握目標流程：當執行火狐時，

Privacy Media 會 呼 叫

GetProcessHandle ( )以得到火狐的控

制碼。 

(2)分配記憶體並且寫入目標進程：此時

呼叫 VirtualAllocEx( )以分配一些記

憶體，並且使用WriteProcessMemory( )

將 Privacy Media 的路徑寫入火狐中

的位址空間中。 

(3)在目標進程中建構新的執行緒：經由

GetProcAddress( )，在 kernel32.dll中

得到 LoadLibrary( ) 的地址。而

LoadLibrary( )是使用於將指定的模組

載入到呼叫進程的位址空間之中，然

後再呼叫 CreateRemoteThread( )要求

火狐建構一個新的執行檔案，此時就

可以呼叫 LoadLibrary ( )在火狐的位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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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空間中載入 Privacy Media。接著作

業系統呼叫 Privacy Media 中的

DllMain( )以完成所設計的任務。 

在 Privacy Media中，攔截 ExitProcess( )，

以便在火狐即將關閉時，快顯視窗可以

立即的顯示，未了要在使用者模式下攔

截Win32 API，使用由Microsoft發所佈

的 Detours庫做此一功能[15]。在 Privacy 

Media的 DllMain( )中，呼叫 Detours庫

提供的 DetourAttach( )將 ExitProces( )替

換 為 MyExitProcess 的 常 式 。

MyExitProcess 常式的目的為體供使用者

之間的通訊，首先從 Privacy Monitor中

得到儲存在 ExeStorage 和 FileStorage 中

的資料，並且彈出一個視窗給使用者，

當用戶選擇快顯視窗中的項目後，

MyExitProcess 會將結果傳遞給 Privacy 

Monitor，最後，MyExitProcess 會返回

ExitProcess( )的狀態，以完成原始的任

務。 

 

四、實驗結果 

本節的重點是介紹隱私瀏覽模式與守

護隱私性能的比較。首先介紹了實際的動

作，以觀察火狐關閉後剩下哪些檔。其次，

在隱私瀏覽模式下對包括火狐、IE和克隆

在內的現代瀏覽器進行了比較。最後，評

估了守護隱私的性能。為了證明在私密瀏

覽模式下清除火狐修改過的檔的重要性，

首先設計了一個實驗以了解火狐關閉後剩

下的檔。在火狐 13.0 做為目標的 Web 瀏

覽器，首先清除了火狐系統資料夾中的檔

案，接著以隱私瀏覽模式打開火狐，並且

連續瀏覽谷穀歌，Facebook，YouTube，

雅虎和百度前五個熱門網站，並且下載檔

案，如表二所示[16]。 

 

表二 火狐修改的檔的結果 

檔案名 內容 

permissions.sqlite 

用於 cookie 的許可權資料

庫，快顯視窗阻止，圖像載

入和附加元件安裝 

places.sqlite 關於書簽和瀏覽歷史記錄 

urlclassifier3.sqlite 
網路釣魚和攻擊網站保護

資料 

 

表二中的檔確實是火狐在私密瀏覽模

式下寫入的資料。根據 Mozilla 發佈的規

範，聲稱火狐沒有以隱私瀏覽模式記錄的

檔與我們的實驗結果相對應[3]。但是發現

火狐在 permissions.sqlite，places.sqlite 和

urlclassifier3.sqlite 中編寫了私有訊息。 

permissions.sqlite是關於 cookie，快顯視窗

阻止，影像載入和附加元件安裝的資料庫

的許可權。places.sqlite與書簽和瀏覽歷史

相關。這些檔對用戶隱私相當敏感。因此，

本文所提出的守護隱私刪除了這些檔，以

確保沒有留下任何威脅用戶的瀏覽器隱

私。 

根據 StatCounter的報告，目前三種主

要瀏覽器是克隆，火狐和 IE [2]。本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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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了公共和私人瀏覽模式下與瀏覽器隱私

相關的(克隆 20.0.1132.57，火狐 13.0 和

IE 9)功能的差異，並且總結了如表三和表

四中的結果。同時在火狐中，還測試是否

使用守護隱私影響了隱私瀏覽模式和公共

瀏覽模式之間的功能。 

在表三中，研究了在公共瀏覽模式中

設置的狀態在私密瀏覽模式下是否仍然有

效。由於瀏覽器隱私的重要性，認為瀏覽

器應該將公共瀏覽模式下瀏覽狀態的繼承

限制為隱私瀏覽模式。在實驗中，首先在

安裝後保留了瀏覽器的原始狀態。當轉向

隱私瀏覽模式時，所有三個瀏覽器都阻止

了 Cookie，Web暫存和 HTML5本機存放

區。在第四列中，由於守護隱私用於在隱

私瀏覽模式下保護瀏覽器隱私，因此不會

影響火狐的功能。 

當所有三種瀏覽器中切換到隱私瀏

覽模式時，仍然可以連結到瀏覽歷史記錄

和下載項。但是，在火狐中，可以設置永

遠不記得瀏覽歷史記錄的選項。而在 IE

中，書簽和擴展可以在私人瀏覽器中持續

使用。在克隆中，轉到隱私瀏覽模式後仍

可以閱讀下載項目列表。如果攻擊者在使

用者退出後，控制了主機作業系統，則必

須捕獲私人資訊。 

    在表四中，研究了在轉向公共瀏

覽模式時私密瀏覽模式中設置的狀態是否

仍然有效，發現到可以在公共瀏覽模式下

訪問瀏覽歷史記錄和下載項。而在火狐

中，密碼和表單自動轉錄在公共瀏覽模式

下，也很有效，這對用戶來說確實是一個

嚴重的威脅。 

在整體的實驗中，發現到無論使用者

使用哪種瀏覽模式，都可以連結下載項。

事實上，即使瀏覽器已關閉，檔仍然由使

用相同主機作業系統的每個人執行。但是

使用守護隱私，火狐清除了隱私瀏覽模式

下的所有狀態，並且在其他人轉向公共瀏

覽模式時刪除了下載項目。這證明了守護

隱私在瀏覽器終止後自動刪除檔的重要

性。 

 

 

表三 從公共瀏覽模式到隱私瀏覽模式的狀態連續性 

功能 IE 9 克隆 20.0.1132.57 火狐 13.0(無守護隱私 ) 火狐 13.0(守護隱私 ) 

瀏覽記錄     

Cookies     

書簽     

擴展     

Web緩存     

密碼     

表格自動轉錄     

下載物品清單     

下載項目     

HTML5本機存放區[22]     

表示公共瀏覽模式下的狀態集在私密瀏覽模式下有效。 

表示在隱私瀏覽模式下，公共瀏覽模式下的狀態設置無效。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77acf3bf35af6ee728864946acad5b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J2EE%E7%BD%91%E4%B8%8A%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sc_us=1750032211280786019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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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從隱私瀏覽模式到公共瀏覽模式的狀態連續性 

功能 IE 9 克隆 20.0.1132.57 火狐 13.0(無守護隱私 ) 火狐 13.0(守護隱私 ) 

瀏覽記錄     

Cookies     

書簽     

擴展  X   

Web緩存     

密碼     

表格自動轉錄     

下載物品清單     

下載項目     

HTML5本機存放區[22]     

表示隱私瀏覽模式下的狀態設置在公共瀏覽模式下有效。 

表示隱私瀏覽模式下的狀態設置在公共瀏覽模式下無效。 

 

五、結論 

網路安全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即使已經開發出對瀏覽器的許多攻擊的防

禦，仍然存在許多對瀏覽器構成威脅的漏

洞。本文主要的想法是保護用戶的瀏覽器

隱私，以防萬一瀏覽器受到攻擊，私人資

訊可以被瀏覽器攻擊者獲取。在本文中，

我們首先做一個實驗，證明瀏覽器關閉後

還剩下很多文件，其中一些文件與用戶的

瀏覽器隱私有關。然後提出守護隱私，主

要由 Windows 設備驅動程式和動態連結

程式庫組成。守護隱私不僅可以刪除火狐

留下的檔，還可以讓用戶刪除那些下載的

檔。最後，在隱私瀏覽模式下對現代瀏覽

器進行了比較。並經由系統監視器測試，

呈現了守護隱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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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Internet has created many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which brows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applications. Browsers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browse the web, but also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For example, many users edit documents and put them into cloud 

storage through an online editor. All of this work is done with the help of an internet browser. This can cause a 

lot of attacks on Internet browsers. The recent protection of Internet browsers has actually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 By attacking an Internet browser, an attacker may gain access to our private 

information, such as surfing habits and passwords. This is because Internet browsers always browse history and 

cache when cookies are kept on the computer. To avoid harmful attacks, many Internet browsers have created a 

private browsing mode system. In the private browsing mode, the user's behavior is not tracked and his private 

information is not left. However, the mechanism still creates files such as bookmarks. Most importantly, files 

downloaded via private browsing will be saved on disk unless the user deletes them themselves. This is inde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private security of users of the Internet. We designed a mechanism on the Microsoft 

operating system to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creating and deleting Firefox files in private browsing mode. In this 

study we focused on files that were not deleted in private browsing mode and used our mechanism to clean them 

up. This paper hopes that through our mechanism, the browser can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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