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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盯上智能音箱设备等IoT设备

专家称用户和商家都应及时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卢 云 龙 ）

2018 年是智能音箱集体爆发的一年，

记者通过采访多家互联网企业获悉，

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均在去年推出

不止一款智能音箱新品。 上周， 腾讯

安全云鼎实验室发布 《2018 年 IoT 安

全威胁分析报告》

（下称 《报告》）

指

出， IoT

（物联网）

设备已经成为不法

黑客们热衷攻击的新目标。 有智能音

箱生产厂商和用户告诉记者， 智能音

箱的信息泄露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企业方已经注意到情况的严重性， 在

加强该领域安全保护的同时， 也提醒

用户在使用智能音箱过程中注意安全

保护。

IoT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

数据显示， 智能电视、 音箱、 路

由器等物联网设备在 2018 年深入人们

的数字生活。 智研咨询网发布的

《2018-2024 年中国智能音箱市场深度

调研及投资战略分析报告》 预计， 到

2020 年， 智能音箱销售规模将超过 10

亿元。

众多 IoT 设备中， 智能音箱明显

是去年的“网红” 产品， 多个互联网

巨头高调进入智能音箱领域： 2018 年

3 月， 小米推出的小爱音箱 mini 以

169 元的价格冲击市场， 更在米粉节

期间将价格调整至 99 元， 预约量突破

100 万台； 2018 年 6 月发布的天猫精

灵—方糖智能音箱在本次 618 期间，

也将价格从 199 元调整到 89 元。 广州

叶先生是数码产品爱好者， 2018 年他

入手了数个品牌的智能音箱， “现在

市面上很多智能音箱价格才一两百元，

音质不错而且功能多多， 每逢一些品

牌做特价推广我都买来体验”。

用户热衷使用智能音箱， 与此同

时， “黑客” 也盯上了智能音箱。 根

据卡巴斯基 IoT 安全报告提到， 近年

来捕获到的 IoT 恶意样本数量呈现爆

炸式的增长， 从侧面反映了 IoT 安全

问题越来越严峻。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发布的《报

告》显示，由于数量众多且安全防护措

施薄弱，包括智能音箱在内的 IoT 设备

已经成为不法黑客们热衷使用的“新武

器”。不法黑客们通常通过设备弱口令、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等对 IoT 设备发起

攻击，并利用蠕虫感染和自主批量攻击

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大量目标设备的目

的，并构建起庞大的僵尸网络。

安全问题已引起厂商重视

对智能数码产品关注度不高的邹

女士则告诉记者， 智能音箱被“黑客”

盯上这种情况让她费解， “智能音箱

的连接十分简单， 又不用填写太多敏

感信息， 难道‘黑客’ 想看看我喜欢

听什么音乐？”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邹

女士所想的那么简单。 在去年 8 月举

行的 DEFCON 全球黑客大会上， 腾

讯 Blade 团队现场演示了如何黑入亚

马逊 Echo 音箱———窃听、 录音， 甚至

将录音文件通过网络发送给远程服务

器。 有专业智能产品技术负责人告诉

记者， 随着部分智能音箱增加屏幕和

摄像功能， 智能音箱存在的涉密风险

也会随之增大。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

技术专家张壮指出， 智能音箱在使用

产品前， 人们需要喊出关键指令以唤

醒语音设备， 然后说出相关的需求。

过程中， 你的语音信息被采集了。

那么， 智能音箱的安全保障问题

得到科技巨头在推出智能音箱的同时，

是否关注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 百度

旗下“小度音箱” 的 DuerOS 隐私政

策提到， 在收集位置信息时， “小度

音箱” 指出这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用

户可通过系统授权关闭定位功能， 停

止平台收集地理位置信息， 但可能影

响路况提醒、 导航等相关服务或功能。

“大能机器人” 在隐私保护协议中表

示， 相比其他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

息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 请用户谨慎

考虑是否披露， 并称如因提供服务所

必需， 需与合作伙伴分享用户敏感信

息， 将以明示方式征得用户的同意。

深圳万德仕科技董事长李勇早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有关注到

有黑客“盯上” 深圳智能音箱厂商，

公司会密切和相关互联网安全平台合

作， 确保旗下 DOSS 品牌的智能音箱

的安全性。 《2018 年 IoT 安全威胁分

析报告》 指出， IoT 攻击活跃在经济

发达地区， 珠江三角洲最为活跃的两

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和广州， 原因是深

圳作为科技创新城市， 大批量 IoT 设

备在深圳生产。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预测， 随着

IoT 和 5G 通讯的发展， 智能音箱、 智

能空调、 智能可穿戴等 IoT 设备或将

成为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 并成为

恶意挖矿软件、 勒索软件的下一个目

标； 通过 IoT 设备发起的攻击打破传

统单面的安全防御形式， 将迫使安全

厂商思考全新的防御思路。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技术专家张壮指出，目前

市面上安全问题最多的

IoT

设备是路由器，智能邮

箱还是黑客最关注以及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但用户

和商家都应及早谨慎对待。

对用户而言，由于一些破解需要物理接触设备，所以要保

证设备放在一个较为安全的位置，不被可疑人接触。 同时，要

进行

WIFI

隔离，

WIFI

设置强密码，很多情况，同一

wifi

下，才

能发起攻击。 还有定期升级设备固件，保证固件是最新版本。

企业方面，建议采用可信计算，计算单独的芯片，存储加密，保

证数据安全。智能音箱的语音识别需要云端识别，云端的安全

性格外重要，推荐使用腾讯云作为云端安全的保障。

资讯

抖音平台获警务短视频好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举行的第二届

（

2018

年度）

中国警务视频发展研讨会上，会议专门增

设了“十佳抖音短视频”“特设合作伙伴”等奖项。 据主

办方介绍，设置该奖项一方面是顺应短视频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向一年来给予公安宣传和警务视

频传播支持的媒体平台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此外大会

还选出了“十佳政务抖音号”奖。 抖音相关负责人上台

为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等相关获奖单位颁奖。 字节跳动高级总监杨继斌则

作为抖音平台代表，领取了大会最佳合作伙伴奖。

京东再度开启春运公益行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近日，“京心为你，送

爱回家” 项目启动仪式暨华南春运公益联盟发布会

在广州举行，藉此拉开新一年春运公益行动序幕。

据主办方介绍， 今年京东同样开通了“京心为

你，送爱回家”冬日暖阳专列。 专列将于 1 月 21、22

日出发，分别开往贵阳、邵阳。 与此同时，六列爱心大

巴将于 1 月 19 日从广州发车，分别前往郴州、长沙、

赣州、湛江、梧州和武汉。 京东物流华南分公司市场

部负责人苏艳萍称，“我们希望能为来穗建设者回家

团聚过年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

怪兽充电与城市地铁达成合作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日前，共享充电宝

行业领先品牌怪兽充电与南昌地铁达成独家合作

协议， 怪兽充电正式进驻南昌地铁一号线多个站

点，为当地市民提供共享充电续航服务，怪兽充电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希望与广州地铁在内的各公

共交通服务达成合作，让更多用户群体获得便捷充

电服务。 资料显示，怪兽充电除了在餐饮、娱乐、丽

人等传统消费场景保持高效扩张外，医院、行政服

务中心、机场和火车站等公共服务、出行旅游场景

亦有全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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