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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3 月 21 日，美国计算
机协会官网公布了 2017 图
灵奖得主——前斯坦福大
学校长约翰·轩尼诗和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教授
大卫·帕特森。

作为“计算机界的诺
贝尔”，图灵奖一向以苛刻
著称，但是却对二位“宗
师”级人物大加赞美：“他
们基于 RISC（精简指令集）
的高能效处理器的贡献使
得移动和物联网革命成为
可能。与此同时，在过去的
25年里，他们开创性的教科
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工
程师和计算机体系结构设
计师，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创新步伐。”

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超过160亿个微
处理器中，有99％是RISC处理器，它们被用
于几乎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数以亿计
的嵌入式设备中，这些设备组成了物联网。

约翰·轩尼诗是一名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也是斯坦福大学第十任校长，目前是谷歌母
公司——美国阿尔法特公司的董事长。世界
上第一个网络浏览器发明者、知名互联网专
家马克·安德森称他为“硅谷教父”。

轩尼诗 1952 年出生于美国亨廷顿，先后
就读于维拉诺瓦大学和纽约石溪大学。1977
年，轩尼诗计算机科学博士毕业后入职斯坦
福大学，当时，他只有 25 岁。自 1981 年起，
轩尼诗发起了美普思 （MIPS） 项目。1984
年，在休假期间，轩尼诗正式将这个项目商
业化，成立了美普思科技公司，致力于研发
MIPS架构的处理器。

1999 年，轩尼诗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的
教务长，并从 2000 年一直到 2016 年，担任该
校校长。轩尼诗对大学计算机教育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他与大卫·帕特森合著的《计算机体系
架构：量化研究方法》一书，成为各大院校的计
算机课程专用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轩尼诗认为，创业精神是学校根基的一
个重要部分。他不仅乐于为在校生和硅谷校
友牵线，而且还鼓励员工投资学生创业项
目。以至于 《纽约客》 杂志认为“斯坦福大
学里的百万富翁员工，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
家大学都要多”。

市场潜力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数据报告》 显示，人工智能是 2017 年全球信息通信领
域的最大热点，远高于物联网、5G、安全与隐私、区块
链等。

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层面上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
展，人工智能行业总体处于爆发增长阶段，公司和产品数
量众多，并在垂直行业中开始渗透。此前积累的技术潜力
迅速释放，新技术发展迅猛，算法和算力的突破为技术创
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厨房，作为家庭生活场景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在智能化方向上不断发展。尽管现如今各大
品牌推出的产品以及智能化路径都不尽相同，但在厨电领
域，智能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从用户需求的角度上来说，智能厨房家电有着深厚的
用户基础。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关于厨房使用体验需求的影
响下，智能厨房这一概念被提出，消费者和家电厂商希望
将目前非常流行的智能家电应用于厨房环境，让大部分传
统厨房家电带有智能功能。2017年，中国厨电市场规模实
现高速增长。捷孚凯全国零售市场预测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厨电市场零售量将达到 5852 万台，同比增长
10%；零售额将达到 941 亿元，同比增长 20%。预计 2018
年中国厨电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零售量有望达
到 6349 万台，同比增长 8%；零售额有望达到 1105 亿元，
同比增长17%。

叫好不叫座

家住山东的张女士说：“家里去年买了一台‘智能冰
箱’，广告号称可以实现食材管理、娱乐等功能，但其实
只是比普通冰箱多了一个显示屏而已，所谓的食材管理功
能都要自己逐个录入，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这折射出了当下智能厨房的尴尬：在需要各种专业知
识和技术解决方案的厨房，人工智能与智能厨房却显得有
点迟滞不前。

现在来看，搭载人工智能的智能厨房尚处于起步阶
段。从市面上的产品可以看出，大多数被标为智能厨具的
产品，不过是在传统厨具的基础上加入了手机客户端远程
操控的功能，将以往厨具上的按键直接复制到手机上。从
技术层面上看，这些智能厨具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无
线网络、蓝牙等数据传输模块，外加一个配套的手机客户
端，并没有真正的核心创新。

这一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十分普遍。而
且，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国外的解决方案也并不适用于
中国。比如，有一种厨房人工智能化的思路，是在厨具中
加入人工智能的识别和模式分析能力。很多厨电厂商推出
了“智能炒菜机器人”的概念，但结果往往可以用三个字
来概括：不好吃。类似的解决方案，还出现在咖啡机、面
包机等产品中。目前，厨房的人工智能化存在很多难题，
更多是作为一种营销的作为噱头而存在，实际使用还是传
统功能为主，无法解放人力。

未来路漫漫

人工智能进厨房，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探索。能够测定
油温的炒菜锅、带有视频功能的吸油烟机、能够自动控制
火候大小的燃气灶……当前阶段，家电企业发布的智能厨
电带有强烈的概念气息，产品带有各种各样并不实用的概
念功能。与其说它们是一件能够提升用户使用体验的产
品，不如说是向行业炫耀自身技术的产物。

此外，目前国内部分智能家电在形式上和功能上，大
多直接照搬国外产品，但因为地域、民族和生活习惯的不
同，在外国非常实用的厨房电器拿到中国就会水土不服，
类似“智能炒菜机器人”的尴尬并不少见。

鸡肋的产品功能、严重同质化的产品行业，对于
正在快速发展的智能厨电产品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发
展压力。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智能厨房电器不够智能，是因
为设计产品时并没有真的理解到消费者的真正痛点，设计
理念过于理想化，炫技成分居多。结果就是中国的智能厨
房家电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消费需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这个注重美食的国度，有
必要打造智能厨房的第三方云端数据服务平台，利用这些
大数据加以分析，提取菜肴的特征向量，智能厨房系统继
续学习食物评估、卡路里计算、饮食习惯计算方法，整合
适合家庭和个人的菜肴智能数据库，让复杂的菜肴变得可
量化，搭建起人工智能厨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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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单位附近的早点摊解决早餐；中午，点一

份外卖填饱肚子；晚上，回家瘫坐在沙发上，无力起身

准备晚餐……这时候，如果家里能有一间智能的厨房，

饥肠辘辘时有美味营养的饭菜，饭后还能自动洗碗，相

信很多人会大呼过瘾。

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消费升级浪潮涌现的双向推

动下，智慧厨房又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人工智能真正走入厨房，还需过坎。

小心手机“出卖”你

手机软件、免费无线网络、搜索引
擎、电商平台……这些常使用的互联网
场景，很可能成为个人信息的主要漏
洞。统计显示，目前网络用户信息泄露
大部分都发生在移动端。

日前，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与某互联
网数据中心联合发布了 《2017年度网络
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2017年下半年，安卓系统手
机应用中，有 98.5%都在获取用户隐私
权限。虽然绝大多数软件获取用户隐私
是出于用户正常使用产品的目的，但也
有 9%的手机应用在 2017 下半年存在越
界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现象。

另一项数据显示，目前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 90%以上是违法分子靠掌握
公民详细信息进行的精准诈骗。从已
破获案件看，互联网平台内部监守自
盗和黑客攻击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
主要渠道。

据了解，当前中国网络非法从业
人员已超 150 万人，其背后孕育着一
条千亿元级别的黑色产业链。在已经
破获的个人信息贩卖案中，数据级别
动辄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例如，数
目最大的“9·27 特大窃取贩卖公民个
人信息专案”中，被盗公民个人信息
超过 50 亿条。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党委书记吴
世忠表示，信息泄露将会给基于互联网
构建的信息社会带来巨大隐患。他举例
指出，单一的个人信息泄露会直接影响
到个人隐私、社会交往和经济利益；局
部性、群体性的个人信息泄露有可能导
致网络犯罪和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个人
信息泄露会引起公众恐慌，危及社会稳
定；敏感的、跨境的个人信息泄露更会
关乎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

信息“裸奔”有原因

中国网民防范意识薄弱，是导致用
户信息“裸奔”的一大因素。

事实上，中国网民并非没有意识到
自己手机里信息泄露的风险。据 《中国

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2017）》 显
示，中国 57%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
严重，76%的网民亲身感受到个人信息
泄露带来的诸多不良影响。

然而，另一调查数据也显示，四成
手机用户在安装或使用手机应用之前，
从来不看授权须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42.31%的人不
知道授权应用采集的个人信息可能一直
被留存；有 79.23%的人认为手机应用上
的个人信息不安全，但只有 6.15%的人
在安装或使用手机应用之前会经常看授
权须知。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手机更新
换代速度越来越快，智能手机用户平均
约17个月就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回收
也成为泄露用户隐私的一大原因。

由于手机回收行业缺乏第三方机构
的监管，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均存在
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事实上，通过技
术手段对废旧手机和电脑中的信息进行
恢复，并非没有可能。而其中的照片、
视频、短信、通讯录、网银等信息的泄
露，均能成为犯罪份子实施欺诈或勒索
等犯罪行为的工具。

此外，监管缺位也是网络信息泄

露频发的一大因素。据了解，一些地
方网络信息安全多头管理问题比较突
出，但在发生信息泄露、滥用用户个
人信息等信息安全事件后，用户又经
常遇到投诉无门、部门之间推诿扯皮
的问题。在一项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
调查中，有 18.9%的受访者反映，在遇
到网络安全问题后，他们不知该向哪
个部门举报和投诉，即使举报了也往
往不予处理或者没有结果。这在很大
程度上，给予了不法份子违法犯罪的
空间。

合力监管是良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整治电信
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传
销等突出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
全。

去年正式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 也明确提出要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并对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用
户信息的相关行为做出了规定。

知名互联网专家胡延平表示，目前
个人隐私安全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个
人用户的隐私安全现状，目前急需行业
自律以及提升用户隐私安全意识。他认
为，目前指纹、脸、头像、虹膜等生物
信息大量应用于手机等智能终端之中，
这是未来趋势，但现在的安全机制、安
全保障、数据保护还没有完全跟上。因
此，用户需要特别在这一方面加强安全
意识。

也有专家建议，要不断完善网络执
法协作机制，尽快健全适应网络特点的
规范化执法体系。例如，落实 《网络安
全法》 相关规定，明确各职能部门的权
责界限和接口，形成网信、工信、公
安、保密等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提高
执法效率等。

在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军律师
看来，相关法规缺失、行业自律性较
差、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淡薄、技术水平
受限等因素共同催生了互联网信息泄露
的黑色产业链。“应从立法层面加强贩
卖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切断黑产的利
益链条，并尽快出台 《个人信息保护
法》。”崔军建议。

九成网络诈骗因信息泄露

信息“裸奔”该管控
本报记者 卢泽华

近日，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因5000万用户数据泄露一
事，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维护用户数据安全
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界的一大难题。仅仅半年时间，就发
生过新加坡共享单车欧拜用户信息大量泄露、第三方键盘
应用AI·type（一款虚拟键盘）泄露超过3100 万用户个人
数据等信息安全事件。

事实上，中国也是网络信息泄露的重灾区。不仅用户
信息泄露案件频发，还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如
何发挥合力、保护用户隐私、维护中国网络安全，成为亟
待解决的命题。

互联网保险创新层出不穷，各种新鲜的险种、一
站式平台相继出现，透明、便捷、价低，是互联网保
险自我标榜的“标签”。有些保险产品确实不错，笔者
在线投保过短期旅游险，非常方便省心。但有些就只
是“看上去很美”了。购买互联网保险需要一定的甄
别能力。网购保险，睁大双眼。

互联网保险险种主要涉及电商类保险、旅行类保
险、车险、意外险、健康险，还有一些场景创新类产
品，比如航班延误险、退货运费险、手机碎屏险等。
场景一多元、产品一新奇，就容易让不熟悉情况的人
看得云里雾里，稀里糊涂多掏了钱，或是被别有用心
的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而被骗保。

2017年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总量相比 2016年增长
了63.05%。消费者投诉的理由都很“闹心”：理赔时间
长、理赔手续繁琐、拒赔认定不合理、退保申请处理
不及时、捆绑销售保险产品、未经同意自动续保、以
理财名义销售新型寿险……由此看来，消费者如不是
对投保的公司有一定的了解，对自己的需求有清晰的
认识，对保险条款有过细致的研读，那互联网保险产
品中的“地雷”就可能迈不过去。

有些公司产品宣传暗藏“忽悠”，为求吸睛，有意
无意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是产品宣传内容不规范，
或是网页故意显示不全，或是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说
明，有很强的迷惑性。消费者稍不留神就掉“坑”里。

还有些不法分子“鱼目混珠”，在互联网平台上虚构
一件保险产品或项目，穿着保险的“外衣”非法集资，或
冒用保险机构的名义伪造保单骗取投保人资金。面对令
人垂涎的“诱饵”，很多信息相对闭塞的老年人、农民工
由于缺乏甄别知识和能力，糊里糊涂地就“躺枪”了。

针对部分互联网保险存在的问题，保监会从 2016
年底就启动了专项整治活动，并对违规平台和项目依
法采取了处置措施。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的同时，消费
者也需睁大眼睛，对于“太划算”“太小众”“太模
糊”的产品，多怀疑、多求证，谨慎下单。

网购保险 睁大双眼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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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脸书公司总部拍摄的公司标识。
新华社/法新社发

2018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参观者在一组智能厨房水槽展品前参观。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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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进厨房还需过坎
本报记者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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