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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科技（Benetech）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通过与其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并支持 Martus 这款用于人权
状况监视的安全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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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科技（Benetech）提开发的新技术解决方案，旨在为全人类服务、将权力赋予人民并解决社会公
正问题。福利科技（Benetech）的几项举措。 

全球扫盲计划（Global Literacy Program）以书籍共享为主，是一项针对有视力和阅读障碍人士的计
划。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福利科技（Benetech）业已创建了世界最大的网上数字扫描资料图书馆。 

 

环境计划（Environmental Program）专为环保项目创建了一款称为 Miradi 的项目管理工具。 

 

福利科技（Benetech）人权计划（Human Rights Program）开发了 Martus 这款种免费的开源安全备
案软件，使用户能够加密、搜索、分析并备份数据到安全网络的服务器。 

 

由于能够安全备案侵犯人权的事件，Martus 保护目击者的身份并增加人权捍卫者的安全。Martus 

有 12 种语言的版本，已在 100 多个国家下载，且福利科技（Benetech）已在 40 多个国家培训了 

Martus 用户。对 Martus 技术和培训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我们的安卓（Android）移动 Martus 应用
程序于 2013 年 9 月发布，能够隐秘、安全地采集移动数据，实在令人兴奋。Martus 是希腊语目击
者的意思。 

 

福利科技（Benetech）的最新举措是福利科技实验室（Benetech Labs），这是一个孵化器项目，目的
是明确针对当今重大挑战的宏伟构想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发展新技术或改进现有技术
的起点，从而最终能够启用对社会有益的成功、有用和相关的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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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科技（Benetech）的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福利科技
（Benetech）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政府拨款和个人捐赠。 

 

人权计划（Human Rights Program）有六名全职员工和相关的工程师和培训师，负责开发 Martus，
为 Martus 用户提供支持，向想要学习如何利用该程序的人士推广 Martus 并提供培训。福利科技
（Benetech）人权计划于 2003 年发布了 Martus 的第一个版本，此后一直在培训并支持全世界的 

Martus 用户。 

 

若有问题或需要协助排除 Martus 的故障，请随时发送电子邮件到 help@martus.org 或 

info@mart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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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人权倡导者最宝贵的资产，必须加以保护和妥善利用。为了更好地了解福利科技（Benetech）
开发 Martus 的原因，让我们从危地马拉开始谈起。 

 

这是一张危地马拉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 (National Police Archives)的照片，馆中藏有数百万页的警
事记录，详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危地马拉长期内乱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由政
府部门主要针对危地马拉的玛雅族人犯下的残害、杀戮、拘禁和其他违法行为。您可能在新闻中听
到过，危地马拉的一位前领导人因在这个期间所犯的种族灭绝罪而被判刑。 

 

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 (National Police Archives)和近 10 年前在此偶然发现的信息为此次判决提供
了重要的证据。但是，显而易见，这些证据容易被盗、遗失和毁灭。纸质档案既难搜索，也无法进行
分析。 

 

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 (National Police Archives)精心保藏并数字化了满仓库的信息，在 Martus 中

安全存储了数据的样本，旨在能够保藏、保障其安全，使其可搜索、分析并转化为强有力的证据。该
证据所提供的证明导致危地马拉前领导人因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而被判 80 年监禁。关键的一项
是保障数据的安全，这正是 Martus 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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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科技（Benetech）设计 Martus 就是为了给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 (National Police Archives)这
种组织和情形使用，相关的人权倡导者和捍卫者需要保藏、备份并保障信息的安全，阻止未经授权
阅读，但同时又可在信息被盗或遇袭时能够追回。当福利科技（Benetech）询问其人权合作伙伴，需
要从专为人权组织设计的信息管理程序中得到什么时，他们给了福利科技（Benetech）这个心愿单。
他们说该程序需要： 

• 易于使用 

• 价格实惠 

• 易于定制 

• 提供灵活的数据分享 

• 包括保障信息安全的备份服务器 

• 能够搜索并报告信息 

• 提供一种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共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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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福利科技（Benetech）开发了 Martus，以满足所有这些需求： 

• 为尽可能使 Martus 得到广泛使用，Martus 完全免费，可在 https://martus.org 网站下载。 

• Martus 也是开源软件，即程序的源代码公开，任何人均可免费使用、审阅或二次开发，并验证软件
确实名副其实。开源软件意味着您不必信任开发者，可自己验证不仅得到了*真实*软件，而且软件也
确实名副其实。例如，您可将其与 Skype 对比。Skype 加密且免费，但为微软拥有，无法看到软件背
后的代码，因此无法验证其是否名副其实。福利科技（Benetech）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贡献并利用开
源社区。 

• Martus 对安全极为重视，使用的标准加密类似于银行或 Google.com 等网站常用的加密。加密是一
种隐藏数据的方法，使其只能由授权人士阅读。 

• 最后，Martus 提供了一种存储、规范、组织、搜索并分享数字信息的方法，使其成为有用的工具，将
信息转化为有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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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一些在过去十年与福利科技（Benetech）人权计划合作过的组织的徽标。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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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截图提供了 Martus 功能的快速直观概览，但个人培训可提供如何在您的项目中成功应用 

Martus 的更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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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数据输入表模板可以定制，所以可编制您的输入表，以匹配您正在采集的数据和您已在使
用的任何访谈/录入表单。Martus 允许使用各种字段类型，包括文本字段、下拉菜单、复选框、网格
（表）、日期和日期范围字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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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Martus 公告都可随意附上任意大小、类型和数量的文件。这包括视频文件，但请记住，若要备
份到服务器，通过互联网发送视频的费用高、时间长（想象一下上传 1 GB 的视频文件到 Dropbox 

或 Google Drive 是什么情况，发送附带 1 GB 文件的 Martus 公告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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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上，您的 Martus 帐户中的所有数据都加密存储，因此，只有您或 您指定的人士才能阅读。如
果您愿意，可选择将这些信息的一部分发布到 Martus 公共搜索引擎，也可确保所有数据绝不会出
现在搜索引擎上。在 Martus 中，公告部分周围的红色边框表示信息为隐私，即绝不会出现在搜索
引擎上。如果公告部分的边框是灰色，一旦密封并存储于服务器后，该部分的信息可在开放的互联
网上获得。这包括边框区内的附件，一旦将公告存储到 Martus 服务器上，灰色/公共部分中的任何
附件都将出现在 Martus 搜索引擎上。每个公告上都有一个可公开或隐私的部分和一个始终隐私的
部分。大多数 Martus 用户都不会让所有数据公开，但会公开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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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采用与大银行和商业网站相同的加密方法来保护其数据。PGP 是一种已存在多年的开源标
准，而 Martus 使用相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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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以多种方法加密隐私公告数据。在您的电脑上将数据加密后，才会发送到服务器。而且，连接
本身也被加密，使窥探攻击者无法看到两端往来的是何信息。 

 

即使他们能够解密（非常非常困难）连接，他们所能看到的也仅仅是服务器收发的加密数据。而服务器
上的数据也保持加密状态，这样，没有人（包括福利科技（Benetech）或服务器操作员）能够阅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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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加密示例，说明了加密的想法。这并不是 Martus 所使用的加密。若是那样，加密
可能瞬间就能破解。相反，Martus 使用非常非常先进的加密方法，将原始数据改变成若无解密密钥将
无法阅读和破译的东西。 

 



这就是您的数据在 Martus 中加密后的样子。在 Martus 中加密的数据只能在 Martus 内部并仅限创建
该数据的 Martus 用户或您授权解密并阅读的人士解密和查看。如果您尝试在您的电脑上不使用 

Martus 打开含有您的 Martus 公告中数据的加密文件，这就是您将看到的。您能看到有数据，但却无
法阅读。万一攻击者或有关当局能够访问 Martus 服务器，这也是他们将看到的：有数据，但却不可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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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科技（Benetech）服务器免费供 Martus 用户使用。目前，您可在服务器上备份的数据没有数量
限制，服务器每天相互“镜像”几次，所以您的备份另有备份。 



Martus 4.3 和更高版本允许在 Tor 上与 Martus 服务器通讯的选项。Tor 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工具，为
互联网用户提供更大的在线匿名和更好的规避审查能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互联网上收发信息时，即建立起一个与联络的网站或服务器较为直接的连接。例
如，如果通过 Gmail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沿途容易被人看到您正在连接到 Gmail.com，而且容易让管
理服务器的 Google 看到有关您的电脑和所处地点的信息。相反，Tor 通过在一种由全世界志愿者运
行的分布式中继网络中弹跳您的通讯并使用加密掩盖您的踪迹。 

 

由此预防他人根据您访问的网址来窥视您的互联网连接，预防您访问的网站查出您的物理位置。如果
您需要或想要掩盖您与 Martus 服务器的连接或规避审查以连接到 Martus 备份服务器，在 Tor 上使
用 Martus 能够帮您做到这一点。 但使用 Tor 也将使 Martus 服务器收发公告的速度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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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与其他 Martus 用户分享数据。在 Martus 中发送数据时，收发帐户称为“联
系人”。Martus 帐户持有人可随意配置不限量的“关系人”帐户。 



19 

通过服务器与其他 Martus 用户分享数据。数据在您的电脑上加密，加密后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您

信任和已授权的人士下载该加密数据，然后在其电脑上解密。整个信息交换在无法看到明码、未加密
的讯息。 



端到端加密意味着您的数据在您的电脑上本地加密，只有加密后的数据才能通过互联网发送。加密的
数据然后由收件人下载并在其电脑上解密恢复成能够阅读的明码文字。在数据从一台电脑传送到服
务器再到另一台电脑的过程中，数据从未被解密。 

 

Martus 使之容易且自动完成。端到端加密要求，解密数据的密钥不得存储于进行信息交换的服务器。
这意味着，即使未经授权的人（无论是接受贿赂或受到威胁的服务器管理员，还是其他用户或黑客）访
问到服务器上的数据，也无法解密数据。 

 

这也意味着，您无法通过在线门户网站访问您的 Martus 帐户并查看您的数据，这需要将您的密钥存
储在您的数据所存储的服务器上。这样做会显著减低您的数据的安全性。 

 

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公司能够将其用户的电子邮件或数据交给审查当局的原因。在那些情况下，即使数
据已在其服务器上加密，但因其自己持有密钥，在通过法律途径发出传票时，加密几乎毫无保护。福
利科技（Benetech）却不同，因为福利科技（Benetech）并不拥有加密数据的密钥，就无法交出您的加
密数据，而且也不想这样做！ 

 

这张幻灯片显示，若无端到端加密，“中间”人可能阅读正在发送的内容（或如果您的电脑被盗/被收缴
，数据也可能被阅读，因为其上的数据也未曾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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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端到端加密，“中间”人就无法阅读任何内容（也无法阅读两端电脑上的东西，因为其上的文件
已经加密）……  

21 



22 

您可以选择您是否与其他帐户分享信息及分享的方法。Martus 系统没有预设的组织方法。个人、组
织和团体必须对其信息流或想要的信息流深思熟虑，培训师帮助用户配置其 Martus 帐户，以匹配
所需的信息流。这些是 Martus 帐户能够配置相互收发数据的某些方式。每个从您的帐户收发数据
的 Martus 帐户（无论是在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称为一个“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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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电脑上的 Martus 帐户能够从另一个“联系人”收发数据。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移动 Martus 帐
户只能将数据发送给联系人，而无法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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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很复杂，但却是一种相当典型的信息流。几个现场办事处向区域经理汇报，后者与执行总监分
享信息等等。Martus 的数据分享很灵活，可设置匹配贵组织当前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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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看到各种字段类型，包括下拉菜单、复选框、网格（表）和日期范围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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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有一定的益处，包括尽量减少打字错误（影响搜索和报告）和规范各个帐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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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提供了稳健的搜索功能，包括使用多个搜索条件、保存搜索的具体信息、规定某个字段（或
多个字段）或搜索所有字段查找具体字词。 



Martus 还提供了报告功能，允许用户将其数据的某些部分收集在一起作为报告使用。有两种报告格
式 – 报表（表格）报告中一行一份公告； 页面报告按其在公告中出现的顺序显示字段（可打印所有字段
或仅打印子集） 

 

可选择某些字段和出现的顺序； 通过搜索条件筛选公告； 选择打印全部公告信息、汇总数或两者； 选
择公开数据、隐私数据或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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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图和饼图概括所选择的任一公告字段，且只含与所定义的搜索条件相匹配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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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Android）版移动 Martus 允许更隐蔽地使用 Martus，例如，可用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拍照，
并迅速将其安全备份，供以后检索。如果您在某地担心手机会被收缴时，此功能特别有用。 

 

“只写” 意味着可发送公告到服务器，以便您或其他用户在您的电脑的 Martus 客户端进行检索和查
看，但看不到您在手机上创建的公告。从技术上讲，这是因为用来加密数据的密钥（称为公共密钥）
中仅有一部分存储于手机，而用于解密（或阅读）该数据的密钥部分（称为隐私密钥）仍然只存在连
接到您的移动帐户的桌面“联系人”帐户中。 

 

您能够使用其他创建文件的应用程序的标准 “分享” 功能 “发送到 Martus”（例如， 照片/视频库）  

 

数据在手机上和在传送到服务器的过程中加密，之后公告数据会从手机上删除（Martus 不会自动删
除原始附件（例如，照片库中的照片），但您可在发送到 Martus 后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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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互联网活动受到封锁的地方工作，Tor 会有所帮助，使监视者更难识别您的活动。 

 

与电脑上的 Martus 客户端一样，移动 Martus 将接受、加密并发送任何类型的附件（图像、视频、语
音笔记、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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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利用照片库中的“分享”或“发送到”功能安全发送到 Martu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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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S（The Amnesic Incognito Live System，无痕隐身直播系统）是一种便携式操作系统，可安装
到 U 盘、DVD 或 SD 卡上，在几乎任何电脑上启动。TAILS  确保无法篡改底层文件系统，所有互联
网上的流量均通过 Tor 网络，始终只写入 RAM（且关机时擦除 RAM），并提供最新开箱即用的先进
加密软件，额外增强了安全性。TAILS 完全免费且开源，在 U 盘或 SD 卡上使用时，用户可安装并
运行 Martus。 

 

并非所有 Martus 用户都需要 TAILS，但对需要使用的用户而言，TAILS 能够提供最高级别的访问
和使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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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有 12 种语言的版本（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缅甸语、波斯语、越南语、泰语、法
语、高棉语、尼泊尔语、亚美尼亚语），且正在筹划的其他语言（如汉语）。 

 

上面的地图仅显示了 Martus 用户生活和工作的部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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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备案网络（Network for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缅甸是福利科技（Benetech）的长期合
作伙伴和 Martus 用户之一，由十几家组织组成，协作使用 Martus 来提供有关缅甸境内侵犯人权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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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示例即是上述危地马拉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 (National Police Archives)，该
馆于 2006 年开始使用 Ma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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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us 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其他一些工具可用来保护用户的数据和通讯： 

•电子邮件加密用 PGP 

•加密聊天用 Pidgin (Windows/Linux) 或 Adium (Mac) 

•加密语音和视频电话用 Jitsi 

•在线匿名和隐私用 Tor福利科技（Benetech）已在 Martus 中集成了 Tor（包括移动和桌面版本）。 

•要了解全磁盘加密，请参阅 https://prism-break.org 上的“磁盘加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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