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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Martus 介绍 
 
移动 Martus 是一款安全的、基于安卓系统的以 Benetch 的 Martus 系

统技术为基础的移动文件应用，它能让用户在全球任何角落安全搜集

与整理涉及到侵害人权的相关信息。 
 
移动 Martus 应用程序允许用户通过文本、照片、音频和视频等格式发

送重要数据到 Martus 安全网络服务器上。这些数据在移动手机或其他

移动设备上会自动加密，当被发送到服务器上时也会自动加密，因此

能预防设备丢失，被盗或被没收。随后用户或用户指定的使用者可使

用他们的 Martus 计算机客户端取回他们的数据，也可以对数据信息进

行搜索、分析和报告。 
 

移动 Martus 功能 

创建公告 
移动用户可以创建的公告内容包括标题、概述字段和不同类型的附件(

例如：图片，视频，音频和文本笔记)。这些经过加密被发送到 Martus

服务器上(可选择使用 Tor 工具来发送)的公告，可以通过 Martus 系统

计算机帐户取回用作进一步的编辑，报告或者分享给他人。 
 

从其它应用中发送文件 
用户可以在很多第三方应用的“发送到”(或“分享”)选项中选择 “Martus” 

图标发送文件到 Martus (作为一个公告附件)。例如，用户可以拍摄一

副照片或者一段视频或者录制一段音频然后通过默认图片库或者媒体

播放器应用发送这个多媒体文件到 Martus 上。 
 

https://www.tor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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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移动 Martus 系统要求 
 
 安卓 2.3.4 版本(Gingerbread—姜饼)(例如手机或平板电脑)或更新版

本的设备(推荐安卓 4.2 版本(Jellybean)或更新的版本)。 

 如果想要取回你自己从移动 Martus 中发送的公告，你必须同样安

装 Martus 计算机客户端(可从这里下载)。更多信息请查看“Martus

计算机帐户设置”。 

 如果他人想要取回你从移动 Martus 中发送的公告，他们必须提供

他们的 Martus 计算机帐户访问令牌和服务器信息给你。 
 

Martus 计算机帐户设置 
任何人(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如果要从移动 Martus 上把公告取回到

Martus 计算机帐户中，必须完成下面的步骤： 
 
1. 要创建一个可以从移动 Martus 中取回公告的 Martus 计算机帐户，

请参考(可在这里找到的)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节 2e ("账户设置")以

获取帮助。 

2. 在计算机 Martus 帐户上配置一个服务器。如果在你创建帐户时并

未配置一个服务器，请参考(可在这里找到的)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

节 2g("设置服务器连接")以获取帮助。如果你需要服务器连接信息

，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martus@benetech.org。 

3. 为了从服务器添加帐户联系人，需要为你的 Martus 计算机帐户的

访问令牌提供证明文件。如果你无法连接到服务器，也可以把

Martus 计算机帐户的公告信息文件(*.mpi)导出来并复制到移动电话

或设备上(或把文件给到你，然后再复制到移动设备上)。请参考(可

在这里找到的)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节 9f ("与联系人分享您的隐私

数据")中的“与其他 Martus 账户分享您的账户信息”以获取帮助。 
 

注意：如果你的安卓设备支持 SD 卡，理想地把公共账户文件转移

到一张 SD 上然后把 SD 卡插入到你的设备中。交互功能方面，你也

可以把文件电邮到一个你的安卓设备可以获取到的地址上然后从上

面把附件下载下来。 

https://www.martus.org/cgi-bin/download_martus.cgi#download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mailto:martus@benetech.org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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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Martus 设置 
1. 从谷歌 Play 商店上把移动 Martus 应用下载到你的安卓设备中。如

果你无法访问到谷歌 Play 商店，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martus@benetech.org  以获取其 ta 取得移动 Martus 应用的办法。 

2. 安装移动 Martus 应用要求用户必须接受标准安卓隐私声明，这个

应用将被许可获得(用来发送公告到服务器上的)网络权限和(用来保

存帐户和加密公告文件的)设备存储。 

3. Martus 应用可在你的手机主屏幕上或在其它手机应用的地方找到。 
 

 

mailto:martus@bene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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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 Martus 应用 

5. 创建一个仅供移动 Martus 应用使用的新密码。为了安全起见，请

确保该密码与你任何的 Martus 计算机帐户密码是不同的。密码必

须至少为 8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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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配置你的 Martus 服务器连接前，你可以选择打开 Tor 工具。查

看下面的“额外的安全性”章节以获得更多关于 Tor 工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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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一个服务器 

 在不需要手动输入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使用默认服务器”把你连

接到默认 Martus 备份服务器上。 

 “服务器高级设置”允许你通过手动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公共密码

和魔术语来连接到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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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添加一个你将要发送移动 Martus 公告数据到的联系人。这个联系

人可以是你自己的 Martus 计算机帐户。 

 要使用访问令牌来添加联系人，则选择“从服务器中添加联系人”

。输入联系人的访问令牌然后再选择“从服务器中添加联系人”。 

通过检查与联系人访问令牌有关系的公开密码的办法来验证联系

人，然后选择“是”。 

 要从 Martus 计算机公开信息文件(.mpi)中添加联系人，则选择    

“从文件中导入联系人”。首先选定“选择 Martus 计算机帐户

(.mpi)文件”，然后使用你选定的安卓文件浏览器来挑选要导出的

Martus 计算机公开信息文件 (*.mpi)。包含的文件浏览器只能查

看在 SD 卡中内容。 

输入 Martus 计算机帐户的公开密码然后选择“是”。 
 

请参考(可在这里找到的)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节 9f (“分享你的隐私信

息给联系人”)中的“添加和验证联系人”以获取帮助。 
 

 
 

请确认你输入的联系人信息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使用了错误的账户

信息，其他不同于你预期的接收者可能会接收到这个设备上传的数    

据。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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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设置 

在菜单的设置页面上，你有这些附加功能： 

1. 超时：选择任意活动后 Martus 应用要求你重新登录或输入密码的

时长。为了更大的安全性，请选择一个较小的时间值。 

2. 作者：设置一个你想要显示在公告中的作者名。 

3. 公告语言：选择你将要输入你的公告的文本语言(在 Martus 计算机

客户端上用来搜索、报告、制图的语言)。 

4. 仅在 Wi-Fi 下使用：在这个选项打开的情况下，除非在有 Wi-Fi 的

环境下否则 Martus 公告将不会被发送到服务器上，因此你不能使

用你手机的移动数据来发送公告。如果这个选项关闭了，Martus 公

告在 Wi-Fi 或移动数据中都可以被发送到服务器上。 

5. 更新联系人：更改你发送公告到的 Martus 计算机联系人帐户。 

6. 选择服务器：允许你发送你的公告到不同的 Martus 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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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Martus 的使用 

从移动 Martus 应用中发送公告 
 

1. 打开移动 Martus 应用时，一个新的空白公告会马上打开。 

2. 在“标题”和“概述”字段中输入你想要的文本。如果你的设备键盘上有

语音输入功能，你可以读出你想要输入的文本。 
 

公告在 Martus 计算机帐户中取回后，可以在它上面添加额外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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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回形针图标 ( ) 来选定一个或多个附件。如果你选择了一个

错误的附件文 件，可以按住附件弹出“移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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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发送按钮把公告发送到服务器上。Martus 公告中的文本和附件

在发送到 Martus 服务器前经过了加密和压缩，当这些压缩公告文

件成功发送到服务器时，他们会被从手机(或者其他移动设备)中移

除。 
 

注意：原始附件(例如图库中的照片)不会被 Martus 从移动设备中移

除，如果你担心这些附件被其他人(例如当你的设备被盗或丢失了)

获取到，请在你知晓公告发送成功后从你的移动设备中移除。你可

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来确保被删除的原始附件不会被专业攻击者获

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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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传输进度会在屏幕和在屏幕顶部的通知栏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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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告成功被发送到 Martus 服务器上时，你可以在屏幕中看到一个     

“公告已发送！”的信息和在屏幕顶部的通知栏上看到一个上箭头。 
 

 
 
5. 你可以发送另外的公告(即使有一个较早的公告正在发送中)，或者

注销 Martus 应用。 

6. 如果由于网络或服务器连接问题导致你无法发送公告，你可以稍后

在你手机的菜单按钮或菜单图标(在很多手机上看起来像这样： )中

选择“公告管理”—“重新发送未发送的公告”操作来重新发送这些     

公告。Martus 将会为你保存这些经过加密和压缩的文件，以便你当

前位置在联网状态时可以重新发送。如果你收到 Martus 无法发送

公告的信息，你可能需要检查你是否在 Martus 设置中打开了“仅在

Wi-Fi 下使用”的选项，然后如果你想要马上发送这些 Martus          

公告，你可以关闭那个选项并使用你的手机移动数据来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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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它应用中发送文件到 Martus 
 

交互功能方面，你可以在你的移动设备上的大多数其他应用中，使用

标准“分享”功能(在很多移动应用上看起来像这样： )直接把公告“发

送到 Martus”上。 
 

下面将示范如何从您的图库里发送一张图片至 Martus。 
 

 



移动Martus适用于安卓系统，1.2版本     17 

 

额外的安全性 
 
为了获得额外的安全性，可以打开位于新公告页面的 Tor 选项。这将

会使得你发送公告到 Martus 服务器的路线更难被追踪，并且允许你在

当前位置的 Martus 服务器被封锁的情况下仍能连接到服务器中，但是

也会让你发送公告的进程变慢。如果你还没安装 Tor 工具，点击它将

会首先提示你第一次安装，然后可以启动这个 Tor Orbot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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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返回键返回到移动 Martus 前，请等待直至 Orbot 圆圈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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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 

要查看这些附加功能，请按你的手机菜单键或者点击菜单图标(在很多手机上看起

来像这样的: ) 
 

 
 

1. 管理我的帐户 

a. 查看访问令牌：允许你查看你的帐户访问令牌，该令牌可以被

Martus 计算机帐户从服务器端添加并“验证”为可信任的              

联系人。 

b. 删除我的帐户：从移动设备中移除任何的未发送公告信息和帐户

文件，在这之后，你必须在设备上新建一个账户才能继续运行

移动 Martus。 

c. 查看公开密码：允许你在验证帐户或故障诊断时验证你的移动

Martus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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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子邮件公开帐户 ID：把你的帐户信息文件作为附件在电子邮

件中发送出来(默认命名为“Mobile_Public_Account_ID.mpi”)。 

e. 在公告中发送公开账户 ID：把你的账户信息文件(默认命名为 

“Mobile_Public_Account_ID.mpi”)作为 Martus 公告的附件发送出

来。 

f. 导出公开账户 ID：你的帐户信息文件 (默认命名为

“Mobile_Public_Account_ID.mpi”) 将被保存到手机上的一个特定

的位 置。 

注意：如果一个 Martus 计算机帐户无法连接到服务  器， c-f 选

项可允许该帐户在没有访问令牌的情况下把你从服务器端添加并

“验证”为可信任的联系人。查看下面的“下载移动公告”以获取更

多如何操作的信息。 

2. 设置 

在“可选设置”中查看移动 Martus 设置的概述。 

3. 公告管理 

a. 重新发送未发送的公告：如果你尝试在手机无网络状态下发送公

告，Martus 将会为你保存这些经过加密和压缩的文件，以便你

当前位置在联网状态时可以重新发送。如果你收到 Martus 无法

发送公告的信息，你可能需要检查你是否在 Martus 设置中打开

了“仅在 Wi-Fi 下使用”的选项，然后如果你想要马上发送这些

Martus 公告，你可以关闭那个选项并使用你的手机移动数据来

发送。 

4. 帮助 

a. 帮助文档链接：在 Martus 网站提供一个包含使用指南链接页面

和其它关于适用安卓系统的移动 Martus 文档。 

b. 联系我们：提供一个直接来自你的移动电话或设备的链接并发送

电子邮件到 martus@benetech.org。 

c. Tor 工具指令读懂中：提供一篇 Tor 工具概述和一个 Tor 计划网

站链接（以供参考）。 

5. 显示版本：查看当前正在你的移动电话或者设备上运行的移动

Martus 的安卓软件版本。 

6. 检查服务器：允许你检查你之前设置的 Martus 服务器是否可用和

在线。 

7. 注销：丢弃当前公告中的所有公告数据并注销你的 Martus 应用。 

8. 取消：丢弃当前公告中的所有公告数据并新建一个空白公告。 

mailto:martus@bene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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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移动公告 

任何人(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如果要从移动 Martus 上把公告取回到

Martus 计算机帐户中，应该完成下面的步骤： 
 
1. 登录到 Martus 计算机帐户上。作为全部保密的"联系人公告草稿"的

移动 Martus 公告已为计算机帐户发送到服务器上。 (也就是说，计

算机帐户本身同样也担当着移动 Martus 公告的“联系人”帐户的角  

色) 。 

2. 如有需要，你可在取回移动 Martus 公告前“验证”它的帐户。请参考

(可在这里找到的) 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节 9f ("与联系人分享您的隐

私数据")中的“添加和验证联系人”以获取帮    助。 

3. 在 Martus 计算机帐户中取回联系人公告，请参考(可在这里找到   

的)Martus 用户指南的章节 6i (“取回联系人所创建的公告”) 以获取

帮助。 

4. 如果你需要，取回的移动 Martus 公告可以被修改(例如添加额外的

字段、文本或附件)，然后在计算机帐户中保存为公告草案或密封公

告。请参考(可在这里找到的) Martus 用户指南中的“自定义和修改

公告”以获取帮助。 

5. 移动 Martus 公告将被包含在你的计算机帐户所有公告的任意搜索、

报告、图表中。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https://www.martus.org/downlo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