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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集信息，又怎么被读取的？

最近迷上了健身的宋昕， 下了一些健

康管理软件来督促自己。前几天，她听朋友

说一款叫withings的健康管理软件不错，她

在APP商店里找到了这款软件。

下载、安装以后，她发现这款软件会对

每天的步行情况进行记录， 根据软件的描

述，这样的记录基于iPhone内置的传感器。

在软件的指导下，她启动了传感器数据。让

宋昕吃惊的是， 软件不仅记录了她安装软

件当天的步行情况， 甚至还能回顾她下载

软件前的一周时间里的位置情况， 时间精

确到分钟，距离精确到百米。宋昕仔细回忆

了一下，发现这个withings软件展示的数据

和自己这一周以来的实际情况高度一致。

是什么在收集这些信息， 又是怎么被

软件读取的？“手机泄密”？！还没来得及感

受软件给自己带来的便利， 宋昕感到脊背

发凉：不离身的手机，像一双随时在身边偷

窥自己的眼睛。

“几乎所有软件都会‘偷’信息”

“几乎所有的软件都会‘偷’用户信

息。”针对此事，研究信息安全的李飞并不意

外，在他看来，智能手机上安装的几乎所有

软件都会偷取用户的信息， 你去过哪里、喜

欢吃什么、网上消费习惯等等都会被记录。

利用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成都数联

铭品科技有限公司CEO曾途说，这可能是

软件开发商为了改善用户体验， 采取的一

种优化功能的方法。 比如用户分别安装了

A和B两个手机应用，两个都与健身、地图

有关，实际上都是由同一个公司开发，该公

司就可以把两个手机应用关联起来， 把两

者采集的数据综合起来做一个优化分析处

理， 这样这个手机用户的行为习惯等数据

就可以关联起来， 方便公司做更精准的营

销，曾途分析，这可能是软件“偷”信息的

“核心原因”。

至于这会不会侵犯隐私， 曾途说一般

不会，用户也不必多虑，因为窥探隐私的成

本太大，对公司来说也不值得冒险。如果是

小规模的数据，其他人拿去也没用。但如果

被非法使用，将会造成隐私泄露。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

几乎所有的手机软件

都会“偷”用户信息

全市用电高峰在什么时候？

传统奢侈品牌PRADA也开始了大数据时

代行动。 其高级成衣集团从2001年11月起开始

在衣服上安装射频识别(RFID)芯片，在纽约旗

舰店里，每件衣服上都有RFID码，每当顾客拿

起衣服进试衣间时，这件衣服上的RFID会被自

动识别。同时，数据会传至PRADA总部，包括：

每一件衣服在哪个区域哪个旗舰店什么时间被

拿进试衣间停留多长时间， 数据都被存储起来

加以分析。如果有一件衣服销量很低，以往的作

法是直接被废弃掉。但如果RFID传回的数据显

示这件衣服虽然销量低，但进试衣间的次数多。

那就说明存在一些问题， 衣服或许还有改进的

余地。

美国电业公司TXU� Energy，发明了一种智

能电表技术。有了智能电表，公司能每隔15分钟

就读一次用电数据，而不是过去的一月一次。从

而大大节省了抄表的人工费用， 且由于能高频

率快速采集分析用电数据， 供电公司能根据用

电高峰和低谷时段制定不同的电价， 该公司就

利用这种价格杠杆来平抑用电高峰和低谷的波

动幅度。 该公司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宣传口号：

亲，晚上再洗衣服洗碗吧，晚上用电不要钱。实

际上， 智能电表和大数据应用真正让分时动态

定价成为可能，而且这对于TXU� Energy和用户

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证券时报 商业价值）

新安装的手机APP

居然知道

我一周前的行踪

在成都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里， 副主任甘刚

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一个可以给手机安全进

行体检的系统。 成都商报记者在实验室里随机询

问了7个人， 这些天天和手机安全打交道的 “高

人”们，竟然都还在使用老款手机。即便拥有智能

手机的人， 也基本没有放弃使用非智能手机。“工

作手机和娱乐手机分开的。”甘刚的话让记者非常

吃惊，见过太多的手机漏洞，他们更愿意使用老款

手机来工作。

消费、社交软件等会获取地理信息

甘刚告诉记者，现在的手机软件都会读取用户

的一些信息。在他看来，这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比

起你的搜索习惯、上网时间等普通信息，地理信息

要更为敏感和私密。但即便如此，几乎所有购物、餐

饮等消费类软件都会采集用户的地理信息，知道你

在哪里，才可能给你推荐附近的美食、商场、酒店等

在什么地方。甚至一些社交类软件，具备“附近的

人”类似功能的，也必须获取你的地理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软件开发商来说， 都是有用的，

通过后台数据的分析，他们可以得出“哪些东西更

受欢迎”等结果。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一般不会

涉及到隐私。一般来说，正规的软件开发商在后台

分析时，可以得到这些数据，但几乎都是对众多数

据样本进行分析，而每个数据背后具体用户的姓名

等个人信息并不会进行匹配。

记者收支、出行信息被软件读取

成都商报记者打开自己手机后， 甘刚用正在

进行测试的系统对手机进行了检测， 没有发现恶

意和带病毒的软件。但根据记者下载的软件，能判

断哪些信息被读取了。

甘刚解释， 比如记者下载的一款记账软件，检

测发现，该软件能记录每笔收支，后台还会对收支

情况进行分析；一款公交出行的软件，能知道记者

经常在什么地方乘车、习惯哪些线路；一款购物软

件，最了解你网购习惯与喜好……软件开发商收集

并分析用户数据， 记者对于此最直接的体验则

是———自从下载并注册了一个记账软件后，注册用

的邮箱现在每周都会收到一封该记账软件发来的

邮件， 邮件记录着当周记者的每一笔支出和收入，

并显示这样的收支水平在全国用户中的大致排名。

多人搜索“感冒”或有流感蔓延

信息化时代，每天陪你时间最长的是手机，而

上面众多的软件或许比最亲的人都更了解你。“记

录的信息是把双刃剑。”甘刚说，这些信息可以让

用户的使用更方便，但如果被非法使用，将会造成

隐私泄露。

曾经， 甘刚所在的实验室检测到一些恶意软

件，会植入病毒控制短信。比如，在进行银行相关业

务时，一般需要输入短信获取的手机验证码。可这

类病毒可以拦截这条验证码短信，并用其他错误验

证码进行替代。 当用户在收到错误验证码的同时，

恶意软件另外一边的人，就能用正确的验证码进入

用户的消费环节，盗取资金。甘刚提醒广大市民，从

正规渠道下载软件、安装可信的杀毒软件可以尽可

能避免手机安全漏洞。

但同时，甘刚又认为，走到今天，只要使用网络

和手机，生活在信息化的社会之中，用户的数据就

会被记录， 而这些被记录的数据也确实非常有用。

比如，在某个区域，最近有很多人都在同期搜索“感

冒”这个关键词，可以分析出流感即将蔓延。

不离身的

手机，像一双随

时在身边偷窥

自己的眼睛。

大数据时

代，手机的信息

真的安全吗？

手机软件，偷走了我什么信息？

地理信息、搜索习惯、上网时间、网购喜好……

我的数据，都被用去干了什么？

哪些人在网购洗面仪？

一款洗面仪在网上卖得很火， 购买它的都是些

什么人？答案并不是“模特”，而是二三线城市的中

小学女教师。 原来， 这些地方仍在使用旧式的黑板

擦，粉笔灰很大。一堂课下来，老师们往往不堪其扰。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

CEO曾途带领团队，借助自己研发的数据分析软件，

希望为这家洗面仪客户寻找营销密码。 但答案揭晓

时，大家还是显得有些吃惊。这个答案究竟是怎么得

来的呢？“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留在网络上，每个人

肉眼都能看到。” 仿佛为了打消人关于隐私的顾虑，

曾途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说，“网络时代， 每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几乎都会留下数字痕迹。”

数联铭品被定义为“一家大数据服务公司”。曾

途介绍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采集大数据，为客户

提供精准营销。曾途曾为一家试图进入鱼油领域的客

户制作分析报告。通过抓取天猫、淘宝等用户购物数

据，他们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买鱼油的人又同

时在买饼干和巧克力， 同时以30岁到45岁的人居多，

市面上100元区间的鱼油产品卖得最好。最后，他们建

议客户主攻100元区间，每瓶最好装60粒，外包装应以

绿色为主，同时突出QS标志，“让用户更有安全感。”

“他们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品牌应该如何定位，

市场占有率究竟怎样， 哪些电商平台销量最佳

……”曾途说，带着客户的需求，在浩瀚的网络中一

次次搜索、寻找，没有一次无功而返。

求职者表里如一吗？

曾途演示了一遍如何从网上抓取用户

信息。

他把记者的微博名字输入他们的一款软

件，两秒钟后，屏幕上弹出一个饼状图，它自

动分析的结果是，记者对新闻、影视和阅读的

兴趣最大，累计占比超过50%。

“就你个体而言，我们知道你喜欢什么，

发布过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曾途有些自豪

地说。他所作的这一切，都不为人知。然而，当

这些信息成千上万条汇总后， 如果进一步分

析，其商业价值也就体现出来。

这也可以解释， 每一个用户留在网络上

的信息， 被他们拿去做了什么———它们被汇

总成一个旺盛的数据海洋，为人所用。

“很多数据的处理结果，都能让人大吃

一惊。”成都数联寻英科技有限公司，开辟的

又是另一个领域： 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方面

的大数据分析服务，腾讯、海尔等都是他们的

客户。

他们的分析报告已经能看穿一个求职者

的“内心”：一个说自己性格活泼的人，实际

上相当内向。而一个标称自己细腻谨慎的人，

实际上是个大老粗，做事马虎。这些数据，同

样来自于网络。比如，他们曾使用的一些社交

软件。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前日下午1点45分， 由成都驶往青海大武

的青F01610双层客车，行驶至理县夹壁乡猛古

村境内时，因躲避飞石，而冲破防护栏侧翻于

20余米高的路坎下。 目前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40人轻伤，7人重伤。

该车核载49人，实载49人。但与一般意义

上的乘客有所不同的是，该车48名乘客，都是

来自云南、四川的“挖药人”———他们根据药

材商的安排， 前往青海的大山中挖药材， 吃、

住、行都由药材商老板负责。

多名受伤乘客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们没有进入车站购票上车，而是在站外由老板

招呼集体上车，他们手上没有票，据说票都在

老板手上。

挖得好的，一次能挣两万多

整整一车挖药人。多名受伤的乘客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他们48人中，大多数来自云南省

昭通市永善县团结乡等乡镇村社，也有部分来

自昭通大关县，还有极少数人来自四川。

根据多名伤者的讲述， 这一挖药找人链条

基本如下：经人介绍去挖药；结识药材商老板；

留下电话、地址等联系方式；下一次挖药需要人

手，老板打电话（也有时亲自到这些农村村社找

人）；委托此前干过的人找更多的人手；受委托

者寻找亲友、熟人；大家一起出行。据多名伤者

称，此次出行的48人，是由3名药材商老板联合

招集的，3名老板分别姓黄、韩、廖，都是四川人。

事实上，这种在云南昭通等地找人、前往

青海挖药的模式，已经运行多年。云南永善县

团结乡苏日村扇子坪社的挖药人向书华今年

23岁，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最早在2006年，

就跟随他人一起前往达日挖过虫草，当时挣了

三四千元。今年5月，他又一次前往达日，干到6

月中旬，也挣了几千元钱，“有的干得好的，可

以一次挣两万多元， 差的也有几千上万元

吧。”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

药材商翻倍转手虫草、羌活

多名伤者称，在青海挖药的生活，还是比

较辛苦。以今年5月这次挖药为例，前往山区时

山上仍然有雪，很冷，他们住的是大帐逢，几个

人或者10多人一间，地上有垫褥、有被子，但都

很潮湿，老是干不了。虽然辛苦一点，好在吃、

往、行等基本上没有什么花费，都是由药材商

老板负责，每天的伙食也还算不错。因此最后

拿到手的，就是净挣的钱。

此次出来挖羌活，按照药材老板与他们的

协议，一般是每天180元～200元，或者按4.5元

一斤收购，要干两个多月。情况理想的话，每个

人至少应该有上万元甚至更多的收入。

老板们收益如何呢？多名伤者称，他们挖

虫草，一般是每根6元，但药材商转手出去，情

况好的话每根可能卖到几十上百元；而挖羌活

按4.5元一斤收购，但转手出去，则同样可能上

百元一斤。 老板们何以能够在山上挖药呢？伤

者们称，他们听到的说法是老板们合资，在青

海当地承包一个或者几个山头，然后找人手上

山去帮他们挖药。至于挖药人和药材商老板之

间是否签订有协议，说法不一。受访的多数伤

者表示，一般都是口头协议。

7月12日晚，48名以前干过或者没干过的

挖药人集结在了五块石一带的小旅馆。多名伤

者称，13日一早上车， 地点就在旅馆附近两三

百米的地方。没有经过进车站、买票上车的程

序，而是就在路边上了大客车。他们手中也没

车票，据说车票都在老板们手中。

“说好吃、住、行等都是老板们负责，我们

也没有在这些方面过多操心。”多名伤者都作

如此表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拨打了伤者提供

的一名老板的手机号，但表明身份和采访意图

后，对方表示电话打错了，随后挂断。另据理县

有关部门昨日提供的信息，两名遇难者分别是

蒋涛洪、祖贵会（女），都是云南永善县人。

车祸背后的挖药人：干得好，一次能挣两万多

理县交通运输局：在理县侧翻的客车属正规班车，手续齐全，是否站外上车还需调查

避让飞石 大巴翻下10米山坡

最新进展

站外上车？仍需进一步调查

据了解， 青F01610隶属青海省果洛州

祥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查询到该公司电话并进行联系，一名

李姓工作人员表示， 该车确实属于他们公

司，是正规班车，手续齐全，并向保险公司投

了保，昨日一早，他已经前往保险公司报案。

他称，公司董事长何在福昨日接到这起意外

交通事故消息后，已经连夜赶往理县。何在

福表示， 事故的善后处理会有保险公司介

入，站外上车的情况还需进一步调查了解。

理县交通运输局有关人士表示， 这是

正规班车，手续齐全。对于伤者们反映的站

外上车、手上没有车票等问题，由于该车属

于跨省运营班车，因此调查和结论权限，可

向省交通厅咨询相关情况。目前，该县正进

一步积极开展善后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饶颖

听说一款健康管理软件不错，

宋昕兴致勃勃地在手机APP商店

里下载了一个。可当她启动软件时，

竟然发现这款软件居然知道她前一

周每天什么时候走路、 什么时候跑

步， 具体时间能精确到 “几时几

分”！可那个时候，她连这个软件是

什么都不知道。

“几乎所有的软件都会 ‘偷’

用户信息。”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信

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飞说，一天

大多数时候都贴身带着的手机上

潜伏着太多眼睛，它们盯着手机主

人的一举一动， 并默默记录在案。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被其

他软件读取，也可能被软件开发商

收集分析。

专家建议

数据监管落后

出现贩卖数据现象

《大数据时代》的翻译者、电子科技大

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教授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目前很多大数据应用都是基于

社交网络等公开数据， 不过如何使用这些

数据才合理合法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他

认为，目前国内的数据监管做得不太好，电

信运营商、 网络购物等渠道产生的数据经

常被售卖。数据立法应该明确哪些合法、哪

些违法，彻底消除数据行业的灰色地带。

“我们正在做一个手机安全检测系

统。”甘刚表示，以后市民只要用数据线连

接这个系统的终端和手机， 就能对手机里

的软件进行安全检测，以避免隐私被泄露。

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时代

网络时代，

每个人在日常生

活中所做的一

切， 几乎都会留

下数字痕迹。大

数据公司带着客

户的需求， 在海

量网络数据中一

次次收集、整理、

分析， 没有一次

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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