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付宝“蚂蚁森林”会因步
数上升增加“能量”。累积到一定
“能量”，支付宝帮你在沙漠种树

“水滴步步宝”可以步数
换金币，669块金币可以得到
一个热水袋

每天每天3999939999步步 占领几百个好友的微信运动封面占领几百个好友的微信运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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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现有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52号顺吉大厦、 高新区天长
路111号永安公服办公用房10��
层部分招租。 本次招租共计10�
处标的物，招租面积2997.35平方
米，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
源 交 易 服 务 中 心 官 方 网 站
（http://www.cdggzy.com/）。 招
租联系电话：85975561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招 商

声明·公告
●本人曹丹， 身份证号码511002�
198112040649，于2018年12月5日
丢失本人身份证， 从2018年12月5
日起，此身份证作废，若被他人冒
用，产生的一切经济后果和法律后
果都与本人无关。

●广元滨江一号项目5台电梯
合格证 （合同R2NT2301-05）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拆迁协议在2018年12月
11号不慎遗失，户主：龙如强，身
份证510108198609143013，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鑫达蓝峰园艺有
限公司遗失车牌号为川A9DP64
货车的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证号
为：0282774，特此声明作废

●清华大学开据给四川大学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11001743�
20，号码：73120183，金额：4000）
发票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出租85730559

●租售独院厂房18408230888

12月7日，记者在淘宝上搜索
“摇步器”，出现了超过100页的产
品。“宝贝”详情页面，不仅有“升
级定制款”“同时摇两部手机”等
字样，更有多家店铺标注了“全新
专利款”等宣传词。

记者发现，店家的“摇步器”
需要将手机固定在一个电动的摇
摆器上，模拟人走路时的摇晃，用
这种物理的方式产生运动步数，

“欺骗”手机中各款APP的记步系
统。

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soft
海 派 专 卖 店 ”一 个 月 卖 出 了

52000多台。
在这家销量最高的店里，摇步

器价格从包邮19.9元到52.9元不
等，区别在于数据线保持供电
（2019款）、电池供电（2017款）或两
种模式供电（2018款）。一位客服告
诉记者，在这三款中，价位居中
（29.8元）的2018款卖的最好，大约
有85%的顾客都选择了这一款。而
2019款因为有“定时计步”等功能，
售价最高，达52.9元。

在产品介绍里，这款产品适用
于“微信运动”“平安好医生”“支付
宝蚂蚁森林”“咕咚”“平安金管家”

等多个记步APP，适用于6.4寸以下
所有的智能手机。

一位客服称，这款摇步器一小
时能摇5000~8000步左右。“摇出虚
假步数会不会被封号？”上述客服
告诉记者，“软件公司不断在更新，
我们也不断更新产品，目前暂时没
收到客人反馈有封号现象。”

此外，这家店还参与了公益宝
贝计划，卖家承诺每笔成交将为新
阳光病房学校捐赠0.02元，目前已
经累计捐赠37813笔。记者注意到，
大多数售卖摇步器的店家，都参与
了各式各样的“公益宝贝”计划。

将手机固定
在一个电动的摇
摆器上，模拟人
走路时的摇晃，
用这种物理的方
式产生运动步
数，欺骗手机中
各款APP的记
步系统。

“微信运动”
“平安好医生”
“支付宝蚂蚁森
林”“咕咚”“平安
金管家”等多个
记步APP均被
“攻陷”。

刷步刷到飞起
小心踩了红线

律师：刷步获得经济
利益涉嫌侵权

那么，这种“开挂式”虚
增计步数的刷步神器是否对
APP运营商构成侵权？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
郝俊波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就目前来看，摇步
器的生产和销售对于APP运
营商并不构成侵权，但使用
刷步器的用户作为行为主体
需要对作弊行为承担相应的
责任。

“用户使用刷步器获得
经济利益并致使APP运营商
利益受损的行为，涉嫌对运
营商侵权。”郝俊波说，但就
目前情况而言，诸多APP运
营方面临着的是作弊行为难
以有效识别、损失难以确定、
举证困难等多重难题。

“很多保险公司或其他
的APP是以提倡全民健身为
目的推出的产品，一些用户
却用作弊的手段来获取了利
益。”他认为，保险公司或诸多
APP应该提高技术手段，来甄
别用户是否有作弊行为。

北京铭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光昱持相同的观点，他认
为，摇步器的生产厂家并不对
以步数提高保险额度的保险
公司、APP运营商产生侵权，

“就好比一个人用菜刀砍伤了
他人，菜刀的生产厂家并不需
要承担责任，需要负责的是使
用了菜刀的行为人。”

此外，记者从平安人寿
保险客户服务部门了解到，
他们也已经发现官方APP“平
安金管家”的部分用户存在利
用摇步器伪造运动数据的行
为，但是技术部门目前无法对
用户做出有效监控，也无法计
算出客户的作弊行为对平安
福这类需要使用客户运动数
据的产品造成的损失。

一名平安工作人员称，
产品设计之初意在通过运动
奖励机制鼓励用户加强身体
锻炼，保持健康体魄，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保险理赔几率，
但是并未考虑到用户通过作
弊手段达成奖励要求的行为
出现，因而在条款中也没有
明确的说明。

上述工作人员也向记者
透露，针对上述客户的运动
作弊行为，会出台提高相关
产品的奖励要求等措施来应
对。但具体标准仍在商榷中，
目前并没有针对用户的作弊
行为制订惩戒性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制图 黄敏

他们为什么要用他们为什么要用““摇步器摇步器””

虚荣心
与“薅羊毛”
前天夜里，市民小刘正在客厅看电视，她父亲老刘

突然从卧室冲出来，拿着手机，绕着茶几不停转圈圈。
小刘问，“你在干啥？”老刘说要走够10000步。小刘

提醒，现在已经11点了，运动数据不会计入当天的排行
榜，老刘愣了一下，扭头就回床上睡觉去了。

像老刘一样，有不少人跑步必须戴耳机听歌、开手
机计步，不然就白跑了，他们的健康生活一定要量化成
数据才可以。而微信运动每天和好友争排行榜第一“占
领封面”这招更是绝妙。

除了满足虚荣心的“占领封面”、为了打广告的“占
领封面”，大量买家买摇步器到底有什么用？

苏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刷微信步
数，是为了应付父母对他“每天走7000步”的要求；而据
新京报报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则是应学校“每
天锻炼步数达10000步”的要求，来得到体育成绩；广州
日报报道，广州一家公司要求员工每个月走18万步，达
不到就要扣工资，多位员工购买摇步器来完成考核。

在诸多计步平台上，还有很多与公益相关的活动。
以腾讯的“微信运动”为例，每日出行10000步即可参与
捐赠，日行10000步，相当于完成7公里的绿色出行，日均
减少1.8kg碳排放量，可以帮助保护大气环境。

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会因出行步数的上升而增加
“能量”。一位摇步器用户介绍，使用摇步器后，每天可以
收到最多296g“能量”，而最低收集17900g能量后，支付宝
将以用户的名义，在阿拉善的沙漠种一棵树。

据了解，这也是诸多摇步器卖家在商品的详情页面
介绍其“宝贝”参与公益活动的原因：大多数用户都对公
益有一定的关注。

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有诸多保险公司、商城也在
激励人们“走走走”，步数越多，越可以“薅”到“羊毛”，用
步数换取福利。

以微信小程序“水滴步步宝”为例，其核心功能是
“用步数换金币”，用户的每一步都可以兑换为“金币”，
而“金币”作为整个小程序的通用货币，可以兑换礼品，
包括话费充值券、日常家居用品、苹果笔记本电脑。

具体而言，1000步可以换1块金币，而在“水滴步步
宝”上，一个“加热橡胶热水袋”669块金币，也就是说，
669000步就可以得到。如果用8000步一小时的摇步器，则
3到4天就可以“摇”到这个热水袋。

在平安保险推出的产品“平安福”中，投保前两年，
被保险人通过指定计步平台，至少600天每天不少于1万
步，那么从第3年开始，会额外增加10%的保障。

友邦等其他保险公司也有类似的APP，甚至有保险
推销员以刷步神器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客户。此外，像
悦动圈、支付宝运动、乐动力等计步软件都推出了走步
挑战赛，每天完成步数任务就会有红包或积分入账，有
的可以提现，有的可以兑换奖品。

摇步器刷出的

步数名利场
近日，成都市民苏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的朋友程

序员老赵每天都靠39999步占领了他微信运动的封面。老赵还在“封面”
图上留着“本广告位长期招租”的字样。

“他上班两点一线，哪里有时间每天都走那么多步？”苏先生很疑惑，好奇
地询问了老赵，老赵告诉他，自己使用了一种可以修改微信步数的软件。

很快，苏先生也成了一个“广告位长期招租”的“运动达人”，每
天也刷出39999步，经常占领几百位朋友的封面。苏先生不是程
序员，他找到了另一种更方便的刷步工具——摇步器。

记者调查发现，各大电商平台正售卖一种摇步器，
这种摇步器将手机固定后开始有规律地抖动，销量
最好的一款，一个月就卖了5万多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阿里巴巴采购批发平台输入“摇
步器”和“刷步器”搜索发现，排名
前10的厂家中，有9家来自于浙江
的金华义乌、温州等地。

记者联系到一家义乌的塑料
制造厂，负责人林经理告诉记者，摇
步器从去年开始兴起，现在的市场
非常好，需求量非常大。

林经理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加
工厂有多种规模的手机摇步器，分
别有炫彩版、普通版、神力版等版
本，每天可刷的步数不同，价格也不
一样。如果大批量购买，可以在9~42
元的价格上再略有一些优惠。

记者告诉林经理，自己所在
的城市是成都，不知道本地行情
如何。林经理强调：四川买的人特

别多，全国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包
括云南、贵州等地都有大量客户
在他的工厂批发拿货。

他说，客户从他的工厂采购
后不仅可以在线下售卖，也有很
多客户直接在微信等社交网络售
卖，“现在卖摇步器的渠道很多，
特别是微信，因为微信里面有‘微
信运动’嘛，很多用户都在用，所
以直接在朋友圈卖都特别好卖。”

记者在其阿里巴巴批发店发
现，该工厂还生产批发榨汁机、毛
衣除毛器、自动鞋套等小商品，但
在其店铺首页，“摇步器”占领了
最醒目的位置。“去年开始我们周
围很多厂家都开始做这个，所以
我也开始做这个了，没想到生意
这么好，到现在为止全国的需求

量依然很大。”林经理告诉记者。
一家名叫“哈文日用百货”的

厂家同样位于浙江义乌，其客服
的旺旺号甚至将个性签名都改为

“手机摇步器降价促销”。客服告
诉记者，其厂家在两年前就拿到
了编号为“201620056618.4”的专
利，“产品不算新产品，但是这两
年才火起来的”，客服称。记者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上查询发
现，该专利号确实对应的发明名
称为“手机计步器”，申请日为
2016年。摘要上显示，本发明可实
现手机放置，对手机进行持续摇
动，实现手机内APP自动计数。

另一个摇步器厂家负责人则
告诉记者，批量拿货的四川客户还
并不多，“最多的是广东的买家”。

产业链
下游 适用各种计步APP 网店月销5万

有不少人跑步必须戴耳机听歌有不少人跑步必须戴耳机听歌、、
开手机计步开手机计步，，不然就白跑了不然就白跑了，，他们的他们的
健康生活一定要量化成数据才可以健康生活一定要量化成数据才可以。。
而微信运动每天和好友争排行榜第而微信运动每天和好友争排行榜第
一一““占领封面占领封面””这招更是绝妙这招更是绝妙。。

支付宝的支付宝的““蚂蚁森林蚂蚁森林””会因出行会因出行
步数的上升而增加步数的上升而增加““能量能量”。”。一位一位““摇摇
步器步器””用户介绍用户介绍，，使用摇步器后使用摇步器后，，每天每天
可以收到最多可以收到最多296296gg““能量能量”，”，而最低收而最低收
集集1790017900gg能量后能量后，，则支付宝将以用户则支付宝将以用户
的名义的名义，，在阿拉善的沙漠种一棵树在阿拉善的沙漠种一棵树。。

不少保险公司和商城推出不少保险公司和商城推出““步数步数
换福利换福利””活动活动。。比如投保平安保险的比如投保平安保险的

““平安福平安福”，”，达到一定步数可增加保达到一定步数可增加保
障障；；水滴步步宝上水滴步步宝上，，669000669000步可换热步可换热
水袋……有些人企图用摇步器水袋……有些人企图用摇步器““薅薅””
到更多羊毛到更多羊毛。。

上游 产品需求“非常大”，还有专利号

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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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数与虚荣心

步数与做公益

步数与薅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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