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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家用摄像头的灰色利益链
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动，
到达支教地点后才发现，主办方非
但没有相关资质，竟然还开起收费
性质的辅导班。近日，陕西数百名
大学生，经历了一场闹剧。北京记
者调查发现，这些大学生参加的所
谓“陕西爱心支教联盟”背后，是一
家名为陕西尚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的商业机构。事发后，西安市部分
高校发布文件，提醒学生“不要参与
到此类组织中”。7 月 14 日，集中出
现“支教变收费辅导班”的陕西省汉
中市，当地教育局向北青报记者回
应，经调查，涉事企业并无举办支教
活动的相应资质，目前相关部门已
对其进行查处。

家用智能摄像头,一个不起
眼的设备却成了泄露公民隐私
的源头——从被“直播”的家庭
场景到国家质检总局的风险提
示,家用智能摄像头安全问题成
为社会关注热点。家用智能摄
像头是如何被攻破的？个人隐
私又如何流传网络？消费者应
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围绕这些
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监
督司组织开展的智能摄像头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显示,智能摄像
头可能存在用户监控视频被泄
露、智能摄像头被恶意控制等信
息安全危害。
质检总局提示消费者,要选
择正规渠道购买智能摄像头产
品,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此外,
应及时主动修改智能摄像头默
认密码,并定期修改。
当前,智能摄像头已经走进
很多家庭,但记者采访发现,人们
对智能摄像头的潜在安全风险
却缺乏足够了解。
加盟代理可发展下线
在国家质检总局针对智能
摄像头质量安全风险发出警示
后,又有媒体曝光了破解智能摄
像头背后的利益链。
针对相关媒体报道的情况,
记者尝试在 QQ 搜索中输入“摄
像头破解”或“破解摄像头”
,发
现 已 经 无 法 搜 索 到 相 关 QQ
群。不过,当记者输入“摄像头”,
并往下滚动查看时,发现了几个
相关的 QQ 群,这些群的头像都
比较露骨。
记者花钱进入其中一个群,
有人申请添加记者为好友,并且
表示自己是群主和卖家。
记者注意到,群里一直在滚
动发送破解摄像头所需软件的
地址和信息,分为 98 元、100 元、
198 元、200 元,价格越高,可以破
解的范围就越广,而且卖家赠送
的 IP 地址也就越多。
卖家表示,交不同价格的费
用就会被分到不同的 QQ 群里,
所能“享受”的服务和资源就不
同。对于 98 元档的,包括软件下
载安装和远程监控;只要多交 2
元,即购买 100 元档的,卖家就可
以拉进另一个群里,那里有滚动
更新的 IP 地址。
记者还了解到,100 元档的
只有部分宾馆和酒店的 IP 地址,
200 元档的就有家庭、卧室的摄
像头资源。
记者询问如何支付。卖家
表示不接受支付宝付款,只能微
信转账或者红包。当记者想问
卖家支付的微信号时,卖家表示

让记者打开摄像头进行支付。
见记者对其说法表示怀疑,
卖家表示可以把记者拉入一个
群里体验 5 分钟。
记者再次表现出将信将疑
的态度,没过半分钟,记者就进入
到一个名叫“生活”的群,群头像
很普通,但群里聊天内容多是女
性和夫妻隐私生活的视频。
记者提出想做代理并帮其
发展下线,卖家表示可以,但提出
要与记者当面交易,并且得准备
2000 元“加盟费”
。
此外,卖家还答应提供原始
软件地址和 IP 破解器,可以让记
者搜索到近万个摄像头的 IP 地
址。
对于加盟的问题,卖家表现
得很谨慎,要求和记者视频聊天,
被记者委婉拒绝。
当记者问到是否会出现纰
漏时,卖家表示如果记者诚心想
加盟,可以为记者提供他人的交
易 QQ 账号和其他非本人信息,
并称,“这些都是小问题,只要不
是实名制,就查不到你。想做就
早点,以后就没机会了”
。
记者随后以“考虑考虑”为
由结束了对话,卖家随即把记者
从群里踢了出来。
之后,记者再想联系那名卖
家时,已经搜索不到相关的 QQ
号码和信息。
消费者安全意识不一
尽管智能摄像头的安全问
题一触即发,但是有些人对此并
不十分了解。
在记者随机走访的数十个
家庭中,超过一半受访者听说过
智能摄像头,其中有受访者家里
装有智能摄像头,但仅有 1 人表
示听说过家庭摄像头曝光个人
隐私事件。在装有智能摄像头
的家庭,记者发现,户主均为 40
岁以下的年轻夫妇。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瑞和国
际小区的刘女士,是一位 4 岁孩
子的妈妈。她告诉记者,自己家
里装了两个智能摄像头。
“我觉得有了摄像头真的很
方便,我可以在上班时随时看到
孩子在家里干什么,不用担心发
生意外。而且,摄像头还可以实
时对讲,万一我妈妈没听见手机
铃声,我也可以通过摄像头呼叫
她。
”刘女士说。
当记者问及是否会担心自
己的家庭隐私通过摄像头被偷
窥时,刘女士说:“前几天我看了
新闻,新闻里说别人可以通过摄
像头全程监视你家的一举一
动。这就很可怕了。但是我家
的两个摄像头都是安放在客厅,

没有放在卧室,所以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隐私可以被泄露。最
近看完那些新闻后,我现在都是
去上班时把摄像头打开,回家后
就把摄像头关掉,确保我在家的
时候别人是看不到我的。
”
记者告诉刘女士,在破解家
庭智能摄像头背后存在一条利
益链。听完记者所述,刘女士比
较惊讶,“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
满足那些有偷窥癖好的人吗?如
果我的家庭隐私遭到泄露,我肯
定会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我的
权益,最起码我会把产品生产商
和散布照片的人同时告上法
庭。如果只是家里的客厅摆设
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的话,
我应该不会追究,当然肯定会不
高兴,但程度相比会减弱”
。
刘女士还告诉记者,如果有
安全系数更高的家用智能摄像
头,就算价位高一些,她也愿意选
择购买。
“ 毕竟智能摄像头真的
很方便,很棒”
。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珠江绿洲
小区的宋先生今年 30 岁,是一名
刚毕业的理工科类博士,他身边不
少朋友家里都装有智能摄像头。
“我觉得家用摄像头的安全
系数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也
接触过信息安全方面知识,可能
有些不法分子发现了某些漏洞
或者产品本身存在问题。
不过,像
大公司的产品大量出现问题的
可能性比较小。智能摄像头被破
解,可能是用户自己在设置时出
现问题,比如使用厂商的原始密
码,在使用时没有更改密码。
就像
我们设置无线路由器的密码一
样,如果你不更改原始密码,别人
就可以蹭你家的网。
”
宋先生说。
宋先生认为,消费者在使用
家用智能摄像头时,除了要更改
密码,还要注意摄像头的摆放位
置,尽量不要在卧室或者其他个
人隐私可能暴露的地方安放摄
像头。另外,当家中有人时,消费
者可以关掉摄像头,这样就可以
避免很多麻烦。
“ 既然有这种产
品在市面上流通,就说明其利大
于弊,消费者稍加注意,我觉得可
以避免风险”
。
家住北京市大兴区首座御
园小区的周女士今年 38 岁,她曾
经了解过智能摄像头的相关信
息。
“ 我觉得现在并不是很需要
这种摄像头。现在科技发展很
快,今后如果价格可以接受的话,
可以考虑装一个试试。但是俗
话说得好,一分钱一分货,价格太
便宜了可能在安全性方面缺少
保障。
”周女士说。
据《法制日报》

房东扣押在了当地，我们也要不到
钱。”经历了一系列“意料之外”后，王
立和同伴们心情复杂地坐上了回校
火车。
回到学校的王立，向“支教联盟”
两位负责人讨要说法，但对方并未对
此事做出回应，并还对王立和他的同
伴 发 出 恐 吓 ，警 告 他 们 不 要“ 乱 说
话”。此后，上述两名负责人的电话，
再也没有接通过。
王立告诉记者，
“支教联盟”将整
个陕西省按市一级分成若干大区域，
再从中分出县区一级的小区，小区有
8-10 个支教点，每个支教点有一名
负责人，另有作为“支教老师”的大学
生 5-8 人。为了防止“支教老师”逃
讲述
跑，部分支教点甚至会扣押学生证和
“以为是支教
以为是支教，
，却变收费辅导班
却变收费辅导班”
”
身份证。
“我们学校的就有三四百人，
王立（化名）今年大一，是陕西西 而且还有西安外国语学校、西安石油
安一高校的学生。这个暑期，他报名 大学等，参与的学生加起来有好几百
参加了爱心支教活动。
“当时是周末， 人。
”
我们正在上晚自习，几名自称是‘陕
回应
西爱心支教联盟’
（以下简称支教联
教育局：
教育局
：涉事公司无支教活动
盟）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班里进行宣 资质
传。”王立介绍，随后，这些负责人向
“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的宣传册
整个楼层的所有班级进行推广，并将 上，自称其是 2009 年，由几名高校社
有意向的同学拉到一个群里，在群里 团负责人共同发起，活动的领导和组

数百大学生爱心支教遇骗局
发布了面试时间。
织单位是陕西尚思教育科技有限公
记者获悉，应聘“支教”的学生需 司。工商信息显示，陕西尚思教育科
要提前准备好自己要讲的内容，并进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0
行 3 到 5 分钟的试讲，面试通过后当 日，其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交流活
场签协议。王立介绍，尽管到场的学 动的组织策划（不含演出）；系统内部
生来自各个年级，但是基本都通过了 职（员）工培训；教育软件的开发、销
面试。
“ 支教联盟”的负责人介绍，支 售等。事发后，记者多次拨打两名
教活动一共 30 天，其中 20 天讲课，7 “支教联盟”负责人的电话，但均无人
天招生，余下三天休息。虽然没有工 接听。
资，但“包食宿，并报销往返路费”。
7 月 10 日，西安石油大学团委和
此外，招生过程中，每天会有 50 元钱 西安外国语大学共青团，在其官方微
的宣传补助。
信公众号，就“有社会人士通过微博
经过面试，并签订协议后，王立 向陕西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反映该
被分到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一个支 省三所高校学生，参与以支教名义开
教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 展收费教学活动的问题”做出情况说
7 月 7 日 下 午 ，到 达 支 教 地 点 明：据了解，有一自发组织以“陕西爱
——西乡县一处村落的王立发现，支 心联盟”为名，打着支教的旗号，赴陕
教点的居住环境特别差，有的床甚至 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勉县、南郑县等
是用桌子拼起来。
“支教联盟”的负责 地区开展暑期教学活动。据了解，该
人告诉大家，第二天就要去街上宣传 组织并非高校联合组织的支教团队，
招生。令王立和同伴们感到不解的 为民间自发组织。此外，说明中提醒
是，
“支教联盟”发放的面向学生和家 该校所有学生，
“ 不要参与到此类组
长的宣传单上，居然标注有课程的费 织中”
。
用。其宣传单写明：上课时间是每天
7 月 14 日 ，记 者 致 电 汉 中 市 教
的早 7 点到晚 7 点 20，课时 45 分钟， 育局询问此事。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节课收费 6 到 8 元不等。王立提出 几天前，经调查发现，该市有部分县
质疑：支教不应该是免费的吗？为何 区、乡镇出现“爱心支教变收费辅导
变成了收费性质的辅导班？
班”的现象。他介绍，各区县反馈的
纵深
信息显示，涉事的“陕西爱心支教联
“支教
支教”
”骗局被揭穿 遭利用学生 盟”，聘用了一批在校大学生，打着
数百人
支教的旗号，实际上办起了收费的
王立回忆，为加强招生效果，他 文化辅导班。而所谓的“支教联盟”
们还被培训使用“话术”和“技巧”， 组织，实际上属于陕西尚思教育科
“当时负责人教我们贴广告发传单的 技有限公司，
“ 是在工商部门进行注
时候如何躲避城管，并让我们跟家长 册的一家公司，但它不具备开展支
说 我 们 是‘985’和‘211’高 校 的 学 教活动这样的资质”。此外，他补充
生”
。
道，涉事企业“（开培训班）也没有在
尽管起了疑心，但因为课时费用 我们教育局，或者乡镇进行备案登
并不那么高昂，在支教负责人“半公 记和审批”。
益性质活动”的解释下，王立等人没
负责人表示，目前，各区县相关
有进一步提出质疑。直到几天后，村 部门已经对涉事企业的各辅导班教
委会的工作人员前来，向支教学生询 学点进行查处和取缔。
“一些教学点，
问“是否有营业执照”时，这些大学生 刚开始办学，第二天就被查处了，所
们才察觉到异样。
以钱也及时退还给辅导班学生家长
“当时我们很懊悔，有很多村民 了。但是，部分被骗来的大学生不愿
都骂我们是骗子，我们自己掏钱把学 意透露个人信息，目前还没有统计出
生的学费归还了，并且写了道歉信。” 受骗的大学生具体人数。”他还透露，
王立介绍，此前负责人许诺的报销费 下一步会将此事移交给上级工商部
用和宣传补助，此时全部没有兑现， 门，对假借“支教”名义开辅导班的涉
“给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是负责人租 事公司进一步展开调查。
的，但只付了定金。带队的负责人被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