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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脸识别的网络及信息安

全监管体系，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一

是加快制定人脸识别应用技术标准

体系。针对人脸识别技术发展与安全

防护问题，鼓励政府与人脸识别龙头

企业合作推进标准的研究制定，明确

对人脸识别软硬件应用的安全技术

要求，依据人脸识别在公共或商业应

用对安全的差异化需求，制定分级

别、多层次的国家安全标准及行业安

全标准。加快落实《安全防范人脸识

别应用静态人脸图像采集规范》等标

准文件，促进人脸识别行业应用规范

化。二是建立人脸识别应用的安全评

估及审核制度。针对不同应用领域进

行安全评估，对人脸识别产品的应用

及推广实行审批环节，保证产品符合

安全技术要求。同时，指导企业建立

人脸识别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及防控

机制，制定企业合规体系，孕育有效

的内在约束机制。三是建立常态化个

人影像数据管理机制。落实《网络安

全法》，规范企业采集、传输、存储、使

用个人影像数据等行为，对于不遵守

审核制度、非法采集、泄露及滥用个

人隐私、不正当竞争的企业，加大处

罚力度，督促其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监管部门应依法规实施监管，

兼顾发展问题，避免不当监管措施抑

制人脸识别技术创新和市场发展。

鼓励人脸识别技术创新突破，

助力产业化应用推广。一是促进人

脸识别核心技术创新发展。围绕《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及《“互联

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的智能安防推广、多种生物特

征识别的基础身份认证平台、智能

金融、智能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推

动人脸识别核心技术攻关。依托骨干

企业，加大深度学习及人脸识别核心

算法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力度，

促进人脸识别与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研发

集成图像与视频精准识别、生物特征

识别、编码识别等多种技术的人脸识

别产品。二是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促进人脸识别企业和网络安全企业合

作，展开针对人脸识别的网络安全技

术研发，推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

型自主网络安全系统研究。三是推进

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应用。鼓励企业与

科研机构联合创新，发挥创新创业平

台的资源汇聚作用，通过建立研发中

心、产业联盟、共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等方式，促进人脸识别技术成果的应

用推广。四是培育人脸识别发展新业

态。面向安防、金融、支付等重点市场

需求，建立涵盖从核心技术到智能应

用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带动智能摄

像头、传感器、操作系统、存储系统、服

务器、关键网络设备等相关软硬件产品

研发，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完善人脸识别相关法律法规，加

强个人隐私保护。一是加快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

个人影像数据控制权、删除权、遗忘

权等信息基本权利，建立健全个人

对信息权利的诉讼及救济机制，维

护个人名誉及隐私。二是加快推进

大数据相关立法，推动出台电信和互

联网行业数据安全保护指导意见，规

范企业对个人影像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及使用的权利和义务，落实数据

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主体责任，促

进人脸识别数据流通及交易市场法

治化。三是制定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

规范及管理办法，保障个人影像数据

的安全、规范使用。四是加速推进《网

络安全法》配套规定出台，明确网络

等级的划分标准、网络安全的层级、

网络安全监督检查的主体等规定，依

据人脸识别的特定应用领域，制定兼

顾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平衡发展的

法律规范。

人脸识别迎来重要窗口期
三大信息安全隐忧不容忽视

近来，苹果手机推出“Face
ID”人脸识别功能，蚂蚁金服、京东、
苏宁等互联网企业推出刷脸支付功
能，中国农业银行启用刷脸取款机，
人脸识别掀起新一轮热潮。伴随着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脸识别技
术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驱动下，获
得革命性突破，展现出巨大的发展
潜力，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由安防
等公共领域向支付及验证等商业领
域逐步扩展。不容忽视的是，在人
脸识别技术持续演进、应用不断扩
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泄露、个人
隐私遭受侵犯等信息安全问题。如
何最大限度降低信息安全风险，确
保人脸识别技术安全、可靠、可控发
展，值得深入思考。

赛迪智库软件产业研究所 何明智 吕海霞

政策环境优化，产业发展前景广

阔。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重点细分

领域，迎来了深入发展的重要窗口

期。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远程开立人民

币账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

术要求》等政策文件，为人脸识别技

术在安防、金融等领域的应用拓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未来，人脸识别政策

红利将持续释放，产业将呈现高速发

展的态势，预计至 2022 年，我国人脸

市场规模将达到66.73亿元。

应用场景拓展，从公共安防领域扩

展到商业领域。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突破

演进，其应用领域从传统的公共安防

领域向商业领域逐步拓展。一是人脸

识别在公共安防领域应用不断深入。

目前，安防市场是人脸识别的最大市

场，在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重要战略

部署推进下，人脸识别在公共安防领

域的应用更将加速跃进。二是人脸识

别正逐渐渗透至对安全可靠性需求较

高的支付及验证等商业领域，不仅在

在线开户、在线支付认证、柜台身份验

证 等 传 统 金 融 领 域 展 开 应 用，在

O2O、P2P等互联网金融领域也将成为

保障网络交易和支付安全的重要手段。

企业争先布局，市场迅速扩张。

各大企业正争先布局人脸识别市场，

抢占市场先机。海康威视、旷视科技

等人脸识别科技公司早已切入以安

防为主的人脸识别市场，国内外互联

网巨头也加速进军人脸识别市场。互

联网巨头的涉足为市场扩张带来有

利影响：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在竞争

中具有明显的用户规模及数据优势，

有望率先打开人脸识别的消费者市

场；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涌进市场，

促使国内人脸识别技术专利数量不

断攀升，为商业化产品的迅速普及打

下坚实基础。从目前累计专利数量来

看，我国人脸识别公开专利已达4000

多例，在国际上位列前茅。

人脸识别技术在实验条件下取

得长足进步，但其在现实场景中的

应用尚未成熟，仍存在较大的误判

风险、网络安全隐患和个人隐私泄

露风险。

1.识别技术应用尚未成熟，误判

风险难以消除。图像识别的准确性对

机器学习并执行用户指令的有效性

至关重要，也是保障人脸识别广泛应

用的先决条件。然而，人脸识别技术

发展尚未成熟，在现实应用中仍存在

较大误判风险。

第一，依赖于传统算法的人脸

识别技术存在很大局限。基于模板

匹配、几何特征、代数特征、人工神

经网络等传统算法的人脸识别技

术，由于其特征提取方法由人工设

计，导致其在应对处理复杂多变的

表情、姿势、分辨率和环境等非线性

因子上存在重大缺陷。加之传统方

法受到算法能力和计算机设备的限

制，尚无法训练大规模的人脸数据

集，因而无法有效提升识别精度，存

在很大误判风险。

第二，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

技术尚未发展成熟。相对传统人脸识

别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技

术能有效处理复杂非线性因子以及

海量数据集，识别能力得到极大提

升。然而，其目前尚处于发展初级阶

段，面临诸如缺乏成熟人脸预处理方

法、人工智能决策系统产生错误信息

等问题，在环境复杂多变的现实应用

中亦存在较大误判风险。

2.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存在

数据泄露隐患。人脸识别与大数据

融合发展趋势，导致人脸识别成为

汇集海量数据、产生关键基础信息

的重要载体。但当下，我国网络安全

防护能力薄弱，使人脸识别面临极

大的数据泄露威胁。

第一，人脸识别的系统环境安全

防护能力不足。目前，我国智能监控

设备存在严重安全漏洞，例如，2017

年3月，海康威视智能摄像头因通用

网关接口协议存在漏洞，导致黑客

通过模拟账户实现对智能摄像头系

统的管理控制，造成大规模视频数

据泄露。另外，个人影像数据库的系

统防护能力较弱，已造成多起数据

泄露事件。

第二，网络传输安全防护能力不

足。一方面，在数据的网络传输环节，

个人影像数据即使配合指纹进行多

重生物特征识别，也必须转换为二进

制代码进行网络传输，存在失窃风

险。另一方面，蓝牙传输存在严重的

安全漏洞。目前，人脸识别系统所依

赖的智能摄像头、移动设备几乎都具

有蓝牙功能，存在重大的数据泄露安

全隐患。

第三，针对机器学习的深度攻

击构成全新威胁。随着信息技术发

展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针对人工智

能系统的恶意软件已发展成为“对

抗机器学习”，通过对抗性数据污

染、算法修改、恶意样本攻击等方

式，对深度学习框架进行深层次、智

能化攻击，导致计算设备被入侵、错

误命令被执行，以及连锁反应造成

的严重后果。这已成为攻击人工智

能系统的主要趋势，《美国国家人工

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早已指

出这一安全威胁，并极为重视此类

新型攻击对人工智能系统造成的独

特危害。

3.个人影像数据疏于管理，个人

隐私遭受威胁。人脸识别市场刚刚兴

起，个人影像数据的采集、储存、使用

等环节尚缺乏相应管理机制，个人影

像数据面临泄露及滥用风险，一旦与

用户的其他信息相结合，极易识别定

位出特定个人，暴露个人隐私。

第一，在识别核心算法上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极少，市场上人脸

识别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安全防护技

术不统一，因系统安全漏洞造成个人

影像数据泄露的事件频有发生。

第二，各类社交平台、电子商务、

自助服务、拍摄软件等商业领域，广

泛使用人像采集功能，智能摄像头随

时随地采集个人影像数据，有些企业

出于盈利目的，滥用收集的大量个人

影像数据的现象比比皆是。

第三，人脸识别在商业领域展开

应用，将使得个人影像数据成为身份

认证的关键生物信息，各类私营互联

网企业、金融机构掌握着海量的个人

影像数据，对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保

护造成极大考验。

第四，公民普遍缺乏信息安全知

识及个人隐私保护意识，时常疏于防

范，向不安全的网站、软件上传个人

影像数据，暴露个人隐私。

人脸识别发展进入重要窗口期
未来，人脸识别政策红利将

持续释放，产业将呈现高速发展
的态势。

人脸识别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人脸识别技术仍存在较大的误

判风险、网络安全隐患和个人隐私
泄露风险。

建立监管体系 促进人脸识别产业发展
针对人脸识别技术发展与安全

防护问题，鼓励政府与龙头企业合
作推进标准的研究制定。

本报讯 日前，上汽集团对

外宣布，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

这是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人工智

能实验室，它将以上汽云计算平

台、大数据平台以及丰富的业务

场景为基础，创建人工智能应用

和解决方案，加快推进互联网技

术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

创新策源能力，切实提升发展能

级与核心竞争力。

上 汽 集 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人工智能是引领性的战略

性技术和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

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处于技

术变革跨入创新应用的重要窗

口期。作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汽集团人

工智能实验室将积极利用上汽

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应用场

景，重点聚焦智慧出行、智能

制造、智能驾驶，打造、沉淀

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为

“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

化、国际化”新四化创新战略

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据了解，目前，上汽人工智

能实验室初步已建立起近70人

的高学历人才研发团队，目前正

在进行 10 个项目的研发工作。

上汽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将密

切跟踪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发

自主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支持

集团各企业建立自己的人工智

能应用团队，促进协同发展和广

泛应用；为各企业人工智能应用

提供深度学习训练平台，针对各

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提供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本报讯 由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8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将于 9 月 17 日至

19日在上海举办。

据了解，2018 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将以“人工智能赋能新

时代”为主题，以“高端化、

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为

办会方针，分论坛峰会、特色

活动、展示应用、创新大赛四

大板块，重点突出“产学研用

投”相结合的办会方式。

大会将举办近 20场主题论

坛和峰会，对脑机融合、群体智

能、智能芯片、智能驾驶等发展

现状、趋势、热点开展热烈讨

论。为推进青年人才培养和创

新创业，将面向全球人工智能领

域在校师生、个人开发者及团队

举办“2018 世界人工智能创新

大赛”。

据介绍，上海将借助承办大

会的契机，落实全球科创中心建

设战略任务，不断完善创新生

态，努力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形

成全国示范，构建以应用驱动、

科技引领、产业协同、生态培育、

人才集聚为特征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体系，率先打造人工智

能发展高地。未来2~3年，上海

将推动形成千亿元级的核心产

业规模，建立千亿元级的产业基

金，开放 TB 级的公共数据集，

建成10个公共创新平台，打造6

个创新应用示范区，形成 60 个

深度应用场景。

本报讯 近日，北京软件和

信息化服务交易所（以下简称北

京软交所）发布《2017 全国信息

化项目招标采购交易数据分析

报告》，北京软交所总裁张怀璘

表示，软件交易数据是为软件产

业更加快速的发展来服务的，这

些数据对于供方如软件企业有

很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使

用政府资金进行的招投标项目

中，涉及信息化行业的招标采

购交易金额共 1157.54 亿元，同

比增长 38.12%。对于热点技术

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

使用政府资金进行的招投标项

目中，涉及信息化热点技术的

招标采购交易金额共 212.07 亿

元，占总投入资金的 18.32%，投

资交易金额同比增幅 37.06%。

2017 年全国使用政府资金进行

的信息化招投标项目中，金额

投 入 最 大 的 是 物 联 网 ，高 达

123.26 亿元，增幅最大的是大

数据，增速为 63.67%。大数据

项目主要与公共管理、教育行

业结合，打造大数据实验平台、

数字校园、大数据共享平台等

项目。在全国使用政府资金进

行的招投标项目中，涉及人工

智能的项目，从交易金额来看，

2016 年是 573.88 万元、2017 年

为 3255.82 万元，2018 年截至 6

月 20日为 4977.97万元，从数据

上来看，政府在人工智能方面

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对于目前政府投资信息化

项目发展趋势，报告指出，2018

年第一季度，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28.14%，相比 2017 年，增幅降低

13.05%；第二季度（截至 5 月 31

日 ），交 易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34.66%，相比 2017 年数据，增幅

上升23.91%。

2017全国信息化项目

招标采购交易数据分析报告发布

上汽集团成立国内汽车行业

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9月将在上海举办

本报讯 6 月 30 日，在第

二十二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上，《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

皮书（2018）》（以下简称《白皮

书》）正式对外发布。《白皮书》

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组织相关单位，通过大量的调

研和专题讨论编制而成。

《白皮书》首次摸清了北京

人工智能产业底数。综合清

科、WIND、IT 桔子、蓝海巨浪

等公开数据及投资机构定向

采集数据，由课题组整理。截

至 2018 年 5 月 8 日，全国人工

智能企业 4040 家，北京市人工

智能企业 1070 家，占比 26%；

全国拿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

能公司合计 1237 家，北京市拿

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

431 家，占比 35%。从融资阶段

看，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一半以

上仍处于初创期，在A轮之前的

企业占比达 56.97%，具有创新

发展潜力。从企业成立时间

看，北京人工智能企业 2015—

2016年呈现出爆发性增长，人工

智能快速增长特征明显。

据悉，《白皮书》不仅绘制

了北京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图，

而且针对智慧医疗、智能家居、

智慧城市、智慧零售和无人驾

驶等 5 个特色鲜明的领域绘制

了分领域产业链图。《白皮书》

总结了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在政

策、人才、创新、软件研发、专利

等 5 个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原

始创新、高端芯片等 4 个方面

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大力发

展核心技术、超前布局原始创

新等6项策略。

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

首次摸清产业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