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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不过，拼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准确度。进入 9 月，刷脸新闻频频进入公
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全部宿舍楼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杭州一家肯德基餐厅可以刷脸支付了，整
个过程不超过10秒⋯⋯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爆发”，是否意味着证件、指纹识别等传统身份识别方式将被取代？有网友着
急地问：胖了、瘦了怎么办？整容了怎么办？有人假扮自己怎么办？

（时事·新探索，李益钧，头）“刷脸”应用爆发，身份证会被取代吗？ “刷脸”应用爆发，身份证会被取代吗？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
裁杨帆说，这几年，人脸识别的
应用场景已从线上运用逐步往
线下拓展。北京有无人超市能
刷脸进出，河南有机场能刷脸登
机，厦门有酒店能刷脸入住⋯⋯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2016 年我国人脸识别
行业市场规模已超过 10 亿元，
预计到 2021 年将达到 51 亿元
左右。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 7 月，

商汤科技宣布完成 4.1 亿美元 B
轮融资。上海依图科技与北京旷
视科技完成了C轮融资，金额分
别为3.8亿元人民币与1亿美元。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
诉记者，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三大
应用方向。一个应用场景是1∶1
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信息是统
一的，主要用于实名制验证。

其次是1∶N认证，即判断某
个人是否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
用于人员出入管理和城市安防

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使用商
汤科技的人像比对系统，在 40
个工作日内辨认出 69 名嫌疑
人，相比人工效率提升200倍。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
是真人在操作业务，进而做账户
许可授权。云从科技的人脸技
术已经运用于全国 50 多家银
行。中信银行的ATM和移动客
户端可以远程身份认证，海通证
券可以远程开户，滴滴平台则可
以查验驾驶者是否为注册司机。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获上亿元融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
家们涉足人脸识别的研究，不过
准确率一直不高。过去数年，科
学家将深度学习算法运用于人
脸识别。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
汤晓鸥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使
机器识别准确率超过了人类。

据 360 公司副总裁、人工智
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介绍，通常
人脸识别包含以下环节：相机或
者专业设备先采集到图片，人脸
检测技术定位图片中的人脸，然
后从中再定位诸如眼角、鼻尖、嘴

角、脸部轮廓线等特征点，进行包
括光线补偿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
正。再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身份
特征提取，跟数据库中的人脸特
征做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
面，中国与国际发达水平基本同
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西安
交通大学电信学院特聘教授龚
怡宏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上
有几个公认的测试集，中国科研
人员不少准确度都超过99％。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

测试集中得到的成绩，运用于现
实中会大打折扣。在现实中人
群样本更大，不同光线、姿态、分
辨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别
带来困难。

颜水成表示，双胞胎、整容
前后等特殊情况下机器能否识
别，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整容幅
度过大，机器无法识别是有可能
的。此外，脸部信息也会随着年
龄增长而改变。如果到了机器
无法识别的程度，使用者需去系
统更新脸部照片。

机器识别还存在一些盲区和困难

专家表示，相较指纹识别、虹
膜识别等生物特征识别方式，人
脸识别最大的优点在于“非接触
性”，可以大大提升系统响应速
度，同时避免指纹机器接触产生
的卫生隐患。此外，“非配合、非
侵入”式特征，意味着可以在不需
要使用者配合的情况下采集到数
据，有利于安防领域的应用。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
份识别手段，两三年内就可以大

规模运用。”不过，龚怡宏也认
为，未来身份查验的一个主流趋
势是人证合一，即刷脸加证件，
身份证还是会继续存在。

谢忆楠表示，对于政府机关
和银行机构而言，有很多建立在

“亲见”和“本人到场”原则上的
业务，也可能被远程办理所取
代。比如身份证办理、银行开
户、社保和公证业务等，如果可
以在手机端验证身份，意味着老

百姓就不用跑去现场办理了。
不过，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

一些安全漏洞。目前通过一些特
殊手段，比如用别人的照片等方
式，都可能成功“骗”过人脸识别
系统。对此，很多公司都加大了
在“活体检测”上的技术投入，而
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很
多公司都会要求进行双重验证。

此外，人脸被采集也使得隐
私泄露风险剧增。 据新华社

未来身份查验趋势是“人证合一”

从 2006 年 引
进首台手术机器人
至今年2月，我国已
累计开展 4 万余例
机器人手术，机器人
走上手术台已成为
现实。然而，当你真
正躺在病床上，是否
会有这样的担心，电
压不稳它会乱挥刀
吗？万一程序被黑
客入侵⋯⋯

十年4万余例

你敢让机器人做手术吗？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
尿外科病房中，69 岁的罗丹做
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已满一
周，半躺在床上有了说笑的精
气神，“刀口小，术后恢复时间
也短，医生说我现在就可以出
院了。”

负责手术的医生是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共
先，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他做手
术的 3 幅照片，分别代表他从
1982 年参加工作以来，亲身经
历的传统开放式手术、始于上
世纪 90 年代的腹腔镜手术以
及机器人手术3个时期。

和开放式手术相比，腹腔
镜让王共先看着电视监视器，
借助特制的加长手术器械就能
完成病人体内的手术。机器人

时代的到来，让他首次不用自
己手握手术刀，单靠操纵手柄
也能完成手术。“人的手腕只能
前后左右 4 个自由度，装着手
术钳的机械臂‘手腕’有 7 个自
由度，能自由旋转540度。”

更高的自由度、更清晰的
视野，意味着更小的创伤和更
精准的治疗，当然也意味着更
高的费用。和传统手术相比，
罗丹术后住院时间减少一半，
但要多花2万元左右。

2017年1－8月，为罗丹完
成手术的这台机器人，共完成
640 例复杂手术，单机手术量
高居全国第一。王共先介绍，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公布的数据
显示，当前全球单机手术量排
名前三的机器人都在中国。

“全球最忙手术机器人在中国”

大学期间就读机械制造专
业，让罗丹在医生提供的两个
手术方案中更倾向于机器人手
术。“但坦白来讲，多少还是有
点疑虑，如果电压不稳或者突
然停电，会不会给你其他地方
来一刀。”

保障机器人手术安全，安全
性设计是最基本的保证。“在一
次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 3D 镜
头的光束出现问题，机器人当即

自动停机。”王共先告诉记者，手
术机器人设计的紧急叫停和撤
出等功能，都能避免因电压不
稳、停电等情况引发的故障。

但真正能带给患者安全感
的还是操作机器的医生。王共
先 2017 年初获颁 500 例机器
人手术证书。“你要努力让病人
明白，机器人只是医生手中的
工具，还是要由医生操作。”这
是他近3年来的最深感触。

“机器人做手术，电压不稳咋办？”

王共先办公室第三幅照片
拍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3
日，医院首次开展机器人手术，
王共先亲自操刀做了 3 台手
术，耗时将近一整天，在当时还
不一定有传统方式快。但事实
证明，这是一个类似于早期火
车和马车的比赛，不到 3 年时
间，如今机器人手术效率已全
面超越传统手术。

作 为 王 共 先 的 在 读 研 究
生，1990 年出生的白汉祥感受
到来自手术机器人的压力。曾
经他的导师做一台泌尿外科手
术，需要一个主刀，外加三四个
助手，如今有了机器人的帮助，
只需一个主刀和一个护士。他

不得不担心这是否意味着自己
的就业前景或将更加严峻。

王共先给弟子的告诫是，手
术机器人是更先进的手术平台，
接受并用好手术机器人是大势
所趋，也意味着未来的医院对医
生的要求更高，智能化的工具需
要更智能的人来掌控它。

在腔镜手术时代，王共先在
盒子中撒一把红糯米、一把黑
米、一把白米，让团队中的医生
在腹腔镜下分捡练习。如今，他
又让医生操作机器人一层层拨
开葡萄皮，并要能复原如初。“在
机器人放大的视野下，医生对解
剖要有更深的认识。”

据新华社

“机器人要求更高水平的‘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