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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指纹识别屡被破 安全性被质疑

专家称攻破需要条件，用户无需过度恐慌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继三星手机爆出“指纹门”事件，

近日再有互联网公司宣布攻破指纹识

别。有业内人士提醒，指纹识别并非只

有三星手机才有问题， 其安全性在业

内一直备受质疑， 苹果公司等手机巨

头为此甚至提前“抛弃”此项技术。

千元成本即可攻破指纹识别

近日， 上海召开的GeekPwn 2019

国际安全极客大赛上， 腾讯安全玄武

实验室继“残迹重用漏洞”后，再次披

露了指纹识别领域的最新研究———自

动化破解多种类型指纹识别。 该研究

通过提取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留存的指

纹，自动化进行克隆复原，进而通过各

种指纹设备的验证。

为了更好地传递指纹设备的安全

研究， 腾讯安全玄武实验室研究员陈

昱在GeekPwn 2019现场， 邀请观众共

同完成该研究项目展示。 在观众接触

过一个玻璃水杯后， 陈昱先是拿出手

机拍摄观众留存在水杯上的指纹，随

后在手机上调试之后“克隆”了一个全

新的指纹，利用这个“新指纹”通过了

该观众提前录好指纹的3台手机和2台

考勤机的指纹识别， 一共破解了使用

电容、 光学和超声波三种技术类型的

指纹验证设备。

陈昱解释项目背后的原理称，这

是采用了屏幕图像采集技术以及指纹

雕刻技术， 首先通过使用特殊拍照方

法提取手机、门锁、考勤机等物品上的

指纹， 经过指纹破解APP解析形成有

效指纹信息，再借助雕刻机克隆指模，

最后便可使用克隆指模通过各种验

证。

据腾讯方面介绍， 这次挑战也是

国际上第一次成功攻破超声波屏下指

纹识别技术。 在演示结束后接受媒体

采访时，陈昱表示，“我这次攻击成本，

硬件成本加在一起1000多

（元 ）

，软件

只是一部手机、一个

（指纹破解）

App。”

指纹破解App项目的前期积累有半年，

做全类型指纹破解项目的时间则是一

个多月，指纹破解App能够在小面积的

指纹残影情况下提取复刻有效指纹。

支付App暂停指纹识别

腾讯安全玄武实验室低成本克

隆、攻破指纹识别，无疑让指纹识别安

全性再上风口。近日，包括三星在内部

分安卓手机被指有“指纹识别漏洞”，

为此， 支付宝暂停部分型号指纹识别

功能。

近日， 来自欧洲的一对夫妇曝光

了三星S10系列手机的“指纹识别”漏

洞。这对夫妇声称，在给手机屏幕正面

套上巨厚的硅胶透明壳， 并用手指录

制成功指纹后， 在解锁时任何人的指

纹都能够被识别解锁。

其后， 包括支付宝等软件关停三

星部分系列手机的指纹验证功能。 支

付宝方面向记者表示， 由于部分三星

手机的指纹校验存在风险， 为了保障

用户在支付宝的用款安全， 受影响的

机型暂不支持指纹验证， 请用户按页

面提示使用其他验证方式。

据记者了解，目前除了支付宝，微

信支付和部分银行App也暂停了部分

三星系列手机的指纹验证功能。 目前

三星未有对时间进行回复。 但长期做

手机拆机测试的业内人士楼斌向记者

表示，指纹识别问题多是“共识”，正因

如此苹果iPhone一直对指纹识别功能

“退避三舍”。潘坚向记者表示，本次出

问题恐怕不只是三星， 而是全部指纹

识别手机都会有问题 。

实际上，有网友测试发现，该漏洞

不仅仅只针对三星，包括华为、小米等

其他品牌的屏幕指纹手机均被沦陷，

无一幸免。 微博上有博主通过视频证

明，华为P30等机型均在隔着一张餐巾

纸的情况下录入大拇指指纹后， 其他

手指均能解锁。

专家称无需过度恐慌

尽管指纹识别技术似乎存

在种种漏洞，但有业内人士表

示， 用户仍无需过分恐慌，因

为要攻破指纹识别技术是需

要条件的。陈昱表示，虽然该

技术可对多种类型指纹识

别进行自动化破解，但用户

只需在日常使用中养成及

时擦去指纹的习惯，即可

大幅提升指纹设备安全。

玄武实验室也已与多家

指纹验证设备提供商

进行沟通， 推动该问

题的解决。

此外有业内人士

认为，指纹识别安全

性低已经是业内共

识， 因此一些手机

巨头已经提前布局

更安全的生物解锁

技术。“指纹识别

安全性低，因此苹

果iPhone甚至提

前抛弃了这项技术。 ”

本地手机业资深评论人陈欢向

记者表示， 从iPhone X开始， 苹果 i－

Phone就再也没有使用指纹识别，而单

纯使用安全性更高的人脸识别技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阿里

巴巴旗下新零售领军者盒马正式落户

佛山。首家门店于11月1日开业。这是继

深圳、广州之后在广东落子的第三站。

据悉，在进驻佛山之前，盒马已经

在全国22个城市开出了171家门店。 除

了密集布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在成

都、杭州、武汉、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均有

重点布局。 此次落子佛山，可以视为盒

马进一步下沉二线城市的关键步伐。

据了解，盒马佛山的首家门店位于

禅城区季华六路恒福国际购物中心，地

处佛山金融中心区，将会覆盖一批具有

强劲消费能力的年轻消费群体。近日记

者提前探店发现， 消费者购买完海鲜

后，可以选择现场烹饪享用。 天花板上

的悬挂链也已经开始运作，一个个不同

颜色的购物袋在头顶上方经过，同步进

行线上订单的拣货， 最快30分钟送达

“盒区房”。

根据前期对当地饮食消费习惯的

调查，盒马发现该区域的目标用户就餐

选择超过八成为粤菜， 对新鲜蔬果、鲜

活海鲜显示出更高的需求。未来将根据

本地用户的口味，提供差异化的的商品

供应。

盒马开到禅城佛山

二线城市迎来新零售爆发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10月

31日， 由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指导，广

东省互联网协会主办、艾媒咨询承办

的2019全球未来科技大会在广州圆满

落幕。

本届大会以“智能科技·赋能新

生活”为主题，聚焦5G技术及商业应

用、网络与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新消

费、数字文娱、母婴与教育、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创业等风口领域， 聚集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政府代表、行业协会、互联网企业

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就5G赋能下布局

各前沿领域的新未来进行了精彩的

分享与交流。 大会现场座无虚席，现

场人气火爆。 据不完全统计，现场参

会观众人数已超过8000人次。

2019全球未来

科技大会落幕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近日，

坚果手机正式发布了坚果 Pro系列新

产品———坚果Pro 3。

坚果Pro3在多方面有新突破，采

用6.39英寸AMOLED屏幕， 支持屏下

指纹模块，采用高通骁龙855 Plus旗舰

级处理器和最高12GB + 256GB的内

存组合， 配备由4800万像素索尼IMX

586主摄像头、 两倍光学变焦长焦镜

头、123度超广角镜头及2cm微距镜头

组成的四摄。坚果Pro3采用了平衡的、

理性的设计理念，实现了 7.8mm 机身

厚度与 4000mAh 大容量电池共存，

纤薄设计和长续航兼备。 全面升级的

Smartisan OS 7.0 系统， 特色功能大

爆炸、一步、闪念胶囊均升级到 3.0 版

本，TNT 大屏幕系统支持无线投屏连

接，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智能电视无

线投屏及乐播投屏，交互体验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升。

坚 果 手 机 发 布

Pro3系列新品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潘敬文

) 10月

30日，“C引力”三维家C轮融资暨新战

略发布会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

行。 阿里巴巴5亿元战略投资三维家，

家居云设计软件领域再次成为行业

以及资本关注的焦点，而这也是三维

家继2015年A轮融资、2018年B轮融资

后，再次获得市场青睐。

当天发布会，阿里巴巴副总裁汤

兴

（花名 ：平畴 ）

、金牌橱柜董事长温

建怀、曲美家居副总裁吴娜妮也亲临

现场并带来精彩分享。 三维家创始人

兼CEO蔡志森、三维家CTO杨翔以及

三维家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黎保生

分别就战略、技术以及新零售等不同

主题进行了分享。

此外，还有100家领军家居建材企

业同时亮相，并与三维家现场签订战略

合作伙伴协议，成为三维家C轮融资和新

战略发布之外的另一件重大事项。

三维家C轮融资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