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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凌晨，苹果发布新品 iPhone X，新功能“Face ID”尤为引人瞩目。不仅如此，多
所高校在今年 9 月入学季尝试了“刷脸”
注册；肯德基有部分餐厅上线了“刷脸”支付；
“京东之
家”有部分门店实现了“人即钱包”；甚至有公厕用上了人脸识别厕纸机，靠脸取纸巾；更别说
银行的
“刷脸”
转账了。一大波
“刷脸”
场景出现，
让人发出疑问：
“刷脸”安全吗？
《法制日报》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目前在门禁、考勤等方面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十
分广泛。然而，任何新技术都可能是双刃剑。
“黑科技”在带来更多惊喜和便利的同时，其潜
藏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观 点

赵 丽 韩朝阳

9 月 18 日，
《法制日报》记者来到北
京市通州万达广场的京东之家体验“刷
脸”支付。记者选中商品后来到支付柜
台，店员优先推荐扫码支付。在记者执
意表示愿意尝试“刷脸”支付后，店员才
指导记者通过京东 App 扫码开通了“刷
脸”支付功能，但是最终卡在了支付页
面，无法付款。随后多次尝试该功能，
但都失败了。
北京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墨桑（化
名），对于“刷脸”的使用感受也是一言
难尽。
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师范大学在
学生公寓换装了新的门禁系统，
“ 人脸
识别”代替了之前的刷卡识别。墨桑
说：
“ 若是戴眼镜的话，在录入时要对
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图像各录入一
遍，传说‘亲妈都认不出来的时候，机
器还能认出来’。”
在墨桑看来，如果正常识别，速度
还是挺快的，但并非每次都能如愿。
“如
果学生卡、学号都不能够与图像识别系
统匹配，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对着那个
机器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第三种开
启方式让我们很尴尬，虽然这种情况不
多，
但是已经出现了”
。
目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公寓有
两道门禁，第一道大门是“人脸识别”，
第二道门类似地铁站进出闸机，是刷卡

识别加宿管阿姨辨别。墨桑说：
“ 一个
同学通过‘人脸识别’打开大门后，后面
的人可以不通过识别直接跟着进入。
尴尬的是，在以前使用刷卡识别时，如
果忘记带学生卡，第二道门无法刷卡进
入，需要到宿管阿姨那里登记才能够进
入。现在，只要从第一道门禁进来了，
宿管阿姨直接按第二道门禁的按钮放
行，不需要刷卡。这样其实加大了外人
混入公寓的风险。
”

杂乱的产品市场
和国外的“人脸识别”技术多应用
于安防领域不同，在我国，
“ 人脸识别”
技术主要应用于企业的考勤门禁、物业
小区的安全防护和金融领域的开户认
证等，其中金融领域的应用占比较多。
不过，目前比较常见的“人脸识别”技术
主要出现在考勤机等应用上。
记者在一家专业从事“人脸识别”
设备销售商处现场测试了一台集“门
禁”
“考勤”为一体的多功能考勤机。
在现场，记者首先进行人脸照片录
入，主要对人脸的眼眶、鼻区以及嘴部
三块区域进行图像采集。录入之后，记
者站在机器前进行识别，只要一进入摄
像头可照范围之内立即就被识别成
功。不过，记者摘下眼镜或者更换眼镜
以及调整眼镜佩戴角度后，考勤机无法
识别成功。此外，用照片比对，该设备
依然无法识别。
据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目 前“ 人 脸 识
别”考勤机的价位从数百元到上万元
不等，价格越高，识别的精确度越高。
记者在淘宝联系上一家卖“人脸识别”
考勤机的店铺，并反复询问客服人员
是否可以通过人脸的照片或者人脸视
频进行打卡，
客服都回答说不可以。
记者随后联系了销售量排名靠前
的一家商铺。在演示视频中，记者看
到，演示者利用人脸的照片和视频尝
试多次都无法开锁。商家承诺称，如

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可以用照片
打开，他们会赔偿 1 万元。记者询问客
服人员，这个“人脸识别”锁的原理和苹
果新发布的 iPhone X 手机的 Face ID
是否相同？客服人员称，他们的锁“采
用面部 3D 骨骼识别技术，红外扫描面
部轮廓，化妆、灯光明暗、胖瘦等不会影
响识别，可以开锁。
‘ 人脸识别’系统是
取脸上很多个点，计算各个部位的点的
距离。因为‘人脸识别’锁有两个带有
夜视功能的红外探头，只要把脸和手掌
显示在屏幕框内，在灯光暗的情况下照
样可以识别开门。小朋友身高达到 1.3
米的都可以
‘刷脸’
”
。
那么，使用 3D 仿真面具是否可以
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呢？对此问题，客
服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在问答平台“知
乎”上，记者询问这种产品是否有可能
被 3D 仿真面具欺骗？网友说，这种情
况可能发生。

被破解的
“人脸识别”
尽管“人脸识别”产品的客服人员
声称一般不易被破解，但现实生活中已
然出现了破解实例。
一位女士通过网约车 App 下单。很
快，车到了，但车辆、司机的信息均与手
机客户端上显示的信息不符。为了赶紧
回家，
这位女士就直接上车了。结果，
车
开出去不到一分钟，司机就说要取消订
单，并把她送回原处，让她重新打出租
车。没有办法，这位女士只能再次用这
款网约车软件叫车，结果发现来接她的
还是那名司机。司机说：
“你只要用这个
软件约车，
叫到的还是我的车。”
为什么会这样？一番打听后，这位
女士才知道，附近有一个由 30 多名“黑
车”司机组成的车队，每名司机都有一
堆虚假的司机账号，上百个虚假账号由
同一个人来统一接单，然后通过电台调
度车辆去接人。因此，不管用户打到哪
个号，
都会调同一名司机去接人。

国庆旅游鄙视链，
你怎么看
韩浩月

“人脸识别”究竟安全吗
尴尬的使用体验

星期五

了解到这些内情，这位女士更加不
解，
“这个网约车 App 上明明使用了‘人
脸识别’功能来验证司机信息，为什么
这些司机可以使用虚假账号”？经过一
番软磨硬泡，那名司机终于透露，
“人脸
识别”听起来很厉害，但是他们有软件
可以轻易破解。
以上故事是 FIT2017 互联网安全
创新大会上，平安科技安全研究员高亭
宇在一场“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风
险”
主题演讲中的一段描述。
从那之后，高亭宇开始琢磨“人脸
识别”技术在实际应用层面的风险，并
调研了市面上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
软件，
最后的结果出乎自己的预料。
高亭宇说，一般的 App 开发者不会
自己开发“人脸识别”技术，而是通过第
三方的 API 接口或 SDK 组件来获得“人
脸识别”功能，基于这个特点，他从“人
脸识别”技术多个环节找到了突破点，
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人脸识别”形同
虚设。比如，通过注入应用的方式来篡
改程序，从而绕过所谓的活体检测功
能，使用一张静态照片就可以通过“人
脸识别”。
在采访过程中，甚至有业内人士这
样表示，
“如果用一台精密的打印机，破
解
‘人脸识别’
同样不在话下”。
“金融行业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时的安全性明显高于一般应用。”高亭
宇说，比如他在测试国内某 P2P 金融的
客户端时，尝试“人脸识别”解锁失败数
次后，该 App 就检测出了可能存在恶意
破解的情况，强制使用银行卡信息、手
机短信等其他方式来完成认证。
高亭宇强调，如果开发者在调用第
三方“人脸识别”服务时，没有严格按照
一个安全的规范来做，接入流程不够严
谨，甚至经常出现为了提高用户体验而
舍弃安全性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最终导
致的结果就是，让用户把密码写在了自
己的脸上。
（摘自《法制日报》
）

这个国庆节，有老段子的新演绎，
有人晒盛景图片，当然，还缺不了一篇
题为《国庆旅游鄙视链分五级，你在哪
一级？
》的刷屏文。
回乡游、跟团游、自驾游、出境游、
室内游，文章内容对准了不同群体的痛
点。其实，这个鄙视链上的旅游群体，
并没必要分成五个级别，首先在作者那
里，都是带着嘲讽的口吻来刻画他们
的，其次身处这五个群体的旅游中人，
也不见得觉得自己的旅游方式低人一
等或高人一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
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如果对待旅行
没有点儿出世入世的心态，哪个级别的
旅行都意义不大。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假期中撰写了
一篇公号文，说的是自己回乡游在老家
修建新房的事情，留言网友有两种看
法，其中一种符合《鄙视链》一文对回乡
游者的定义，觉得回乡建房是考虑面子
问题，费钱费力，另外一种则认为回乡
建房是知识分子乡愁最好的寄托，有助
于士绅文化的复兴——这么一说，本来
处在鄙视链底层的回乡游，比处在鄙视

链顶端的室内游不知高级了多少倍。
五个级别的旅游方式，都带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回乡游能看到“漂一代”的
宿命，跟团游能看到老年人精神的缩
影，自驾游是低调中产群体某种宣告，
出境游是财力与生活品质的象征，室内
游标志着对世俗的厌恶与反叛……五
种旅游方式，风水轮流转，都曾经或正
在引领旅游潮流，也都有强大的存在合
理性。选择某种旅游方式，是由钱或观
念决定的，而二者都是只能由自己做
主、别人无法代劳也无法改变的。
别 的 不 说 ，在 生 活 方 式 的 呈 现 方
面，中国已经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多样
化的时代，只要不违法，每个人都可以
找到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只不
过，有些生活方式是被《鄙视链》一文以
分级的方式明朗化了的，有些则处在半
隐蔽或隐蔽的状态，
不为更多人所知。
“十一”、春节集中爆发式的旅游，
虽然能管窥到一些中国人生活的分层，
但不足以成为催动中国人奋进的动力，
至于精神进阶，则需要从更多内在的层
面去发现。
（摘自《南方都市报》
）

家长的焦虑关键在课后服务
中小学生放学早，没时间去接，成
了不少家长的头疼事。今年“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臻
在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就提到“很多
小学、幼儿园下午 3 点半就放学了，家长
还没下班就得去接孩子”、
“教育部门在
制定政策时，是否考虑过这会给孩子家
长带来多大的不便和困难？”
刘吉臻院士的说法，代表了很多家
长的心声。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建立健全课后
服务制度，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
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
校时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
《意
见》明确了学校的责任和定位，也有望
解决很多家长的一块心病。
过去，在不少学校师资有限的背景
下，课后服务供给主体应该是学校还是
社会机构？课后服务是统一强制参加还
是自愿？安全问题怎么解决？财政要
不要承担责任，该承担多少？这些都成
为课后服务提供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有鉴于此，今年 3 月份，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中
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坚持学生
家长自愿原则、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
内容形式、切实保障课后服务学生安
全、进一步加强对课后服务工作的领导
（重点是财政补偿）这五条指导原则。
课后服务供给，
虽然不能完全归属于
义务教育，但仍然有着半公共物品的性
质。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够完全抽身，
仍
然要从组织管理上、
财政上予以扶持。
在是否参与和课程设置上，学校要
充分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在提供
丰富的课后服务套餐同时，还要尊重学
生的兴趣选择，不能强制。安全上明确
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让各方心中有数；
财政补贴上，要尽可能地提供保障。学
校和家长要做好协商，定出大家接受的
课后服务费用。
（摘自《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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