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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披露甲午沉舰水下考古
17 万
“人脸数据”
公开售卖被下架
近日，
记者发现，
在网络商城中有商家公开
售卖
“人脸数据”
，
数量达 17 万条。
网络商城运营
方已认定涉事商家违规，
涉事商品已被下架处理。
网售人脸数据
每个人有多张照片

图为停泊在山东威海旅游码头附近的定远纪念舰资料照片。

这是一张定远舰素描，刊载于 1885 年 6 月 27 日发行的《字
林沪报》。这份报纸现收藏于德国人彼得·塔姆的私人图书馆中。

9 月 2 日，
“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划定论证会”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会上
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舰”的沉没位置，并出水一批沉舰遗物。9 月 5 日，记者专
访了
“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水下考古重点调查”的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室
主任王泽冰，讲述
“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发现前后的故事。王泽冰告诉记者，目前搜集到的
线索和出水遗物都倾向于
“定远舰”沉没的区域，但仍需要对该沉舰身份进一步科学考证。
板当时只有两艘战舰有，一个是定远舰，另
一个是镇远舰，但是镇远舰并没有沉没，而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 125 周年，对于甲
是在战后被编入日本舰队中继续使用，最后
午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近年来一直在进
被日本报废拆解。
行。此前，对致远舰和经远舰的水下考古调
目前，
从史料记载、
沉没位置、
造船风格、
查先后启动并证实了身份。
出水文物时期和船构件等等来看，这艘战舰
残骸掩埋于泥中，
残骸掩埋于泥中
，
凭借位置和甲板推测身份
“定远舰”为清政府委托德国伏尔铿造
都指向了定远舰。
从考证方向上来说，
还没有
船厂制造的 7000 吨级一等铁甲舰，舰长 94.5
记者：在此次甲午沉舰遗址确认前，已 出现跟我们的推断有不一致的东西，而且目
米，宽 18 米，吃水 6 米，正常排水量为 7220 经做了哪些工作？
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确认它身份的唯一性的
吨，满载排水量 7670 吨。定远舰于 1885 年入
王泽冰：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我们在威 证据。
但是鉴于考古的严谨性，
我们必须要见
编北洋海军后列为旗舰，1894 年中日甲午黄 海湾开展了前期的水下考古的物探扫测工 到指向身份的、
带有文字性的遗物，
才能更加
海海战中主动开炮迎敌，其主炮威力与超强 作。总共寻找到了 18 处水下疑点。我们对 18 科学准确地判定它的真实身份。
的铁甲防护能力在海战中有着不俗的表现， 处疑点中的 13 处重要疑点进行了潜水探
记者：舰体被发现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
一度被誉为
“永不沉灭的定远舰”
。
摸，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水下疑点，当时编号 态？
保存情况如何？
后续的威海卫保卫战中，定远舰不幸被 为 3 号疑点。通过海洋磁力仪扫测发现这块
王泽冰：非常残缺，没有发现有连续的
日军鱼雷艇夜间入港偷袭而中弹受损，紧急 区域有比较大的磁异常反应。
底部的残骸，都是呈零散状、破碎状的残块，
去年 6 月至 8 月，
我们对 3 号疑点使用浅 但我们认为泥里还有保留局部残骸的可能。
移船到刘公岛东村外抢滩搁浅，不久即因战
局崩溃主动自爆以免资敌。战后定远舰被日 地层剖面仪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解剖，在泥
定远舰当时被突入刘公岛港内的日军
军大肆拆卸，武器与舰材被当作战利品运去 下 3 米到 4 米处发现了一个长 80 余米，宽 18 “第九号”鱼雷艇偷袭，船身被炸了一个洞，
日本。其后，威海又被英国租为军港，加之后 米至 20 米的阴影。通过考古人员的潜水探 船开始进水。随后，丁汝昌下令掉头前往刘
来港道疏浚、泥沙淤埋等种种因素，时至今 扎，
发现了淤泥下的凝结物，
当时就布设了一 公岛南边进行抢滩坐底。定远的吨位是 7000
日，湾内沉舰现状不清。
个 5 米×5 米的探方进行抽泥试掘。
在试掘过 多吨，在抢滩的冲撞过程中，船底肯定会嵌
程中我们发现了较多的煤块、碎木板、船构 入泥中较深。而且定远舰的长是 90 多米，宽
2017 年正式启动专项课题
件、
钢板残块，
六角形大型橡胶垫圈、
铜螺丝、 度是 18 米至 20 米之间，对于这么大的一艘
王泽冰向记者介绍，2017 年，由国家文 铜丝、
炮弹引信、
子弹壳、
子弹底火等等。
战舰，如果日本当时对它进行完全打捞的
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委托山东
当时还发现了少量的青花瓷片，以及残 话，肯定会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们认为泥
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前期调查工作，并 留的甲板块和木堵头。通过和致远舰发现的 里还有保留局部残骸的可能。
正式启动了“威海湾清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 同类残甲板及堵头对比，以及和同时期制造
记者：
此次调查有没有提取到一些文物？
查研究”专项课题，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 的英国“皇家勇士号”的甲板照片对比，我们
王泽冰：今年我们提取到的文物成果数
心承担了前期的物探扫测工作，负责探寻威 发现这是西方比较流行的造船技术，和致远 量还是很多的，重要的文物已经编了 157
海湾内甲午沉舰的水下线索。
舰的造船方式是一致的。而炮弹引信和弹壳 号。所有提取到的遗物主要分为这几类：一
2018 年 6 月至 8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 等等，显然是跟战争有关，因此，我们判断这 是船体的构件；二是武器类的遗物，比如炮
化遗产保护中心调集国内各省多名水下考 是一艘清代的战舰。
弹引信、步枪手枪的弹壳等等；三是生活物
古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威海湾水下考古的潜
记者：
今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难度如何？ 品，比如船员皮鞋的前掌底，甚至还抽上来
水探摸工作。
王泽冰：
今年，
我们重点对
“威海湾一号” 了四枚麻将。还有一些是比较细碎的东西，
今年 7 月至 9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 沉舰进行了纵向解剖。我们开了一条 18 米 比如玻璃碎片。我们还提取到了保存完好的
遗产保护中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长、
10 米宽的探沟，
重点探查水下有没有沉舰 光绪年间和乾隆年间的铜钱。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威海市博物馆联合组 完整的残骸，
两侧的船舷是否保存较好，
有没
记者：北洋舰队的军舰舰名实物，此前
队，开展了“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第一 有保留船体的迹象。残骸掩埋于泥下大概 3 有发现吗？
期重点考古调查工作。
米深，
最浅的地方也将近 1 米。
为了清理这条
王泽冰：我们在致远舰的考古过程中找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 探沟，
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抽泥上，
以便 到了印有致远舰的名字的餐盘，经远舰是在
究员、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项目 暴露出残骸的情况，然后再进行水下的拍摄 船舷上找到了舰名。目前虽然还没有在这艘
领队周春水介绍，本次调查工作以 2017 年、 以及登记工作。随着深度的增加，越接近船 甲午沉舰的遗址上发现有文字性的物品，但
2018 年的水下考古物探、潜水实地探摸结果 体，
泥就越硬，
抽泥的效率就越低。
工作量还是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们推测的方向。
为基础，采取抽沙揭露的方法了解残存舰体 比较大的，
整个抽泥的工作持续了40多天。
记者：已开始对“定远舰”进行打捞了
的保存情况。首先，考古队利用多波束、浅地
记者：确认“定远舰”的核心证据是如何 吗？
下一步有什么工作计划？
层剖面等海测仪器采集遗迹数据，结合文献 找到的？
王泽冰：由于考古工作还没有结束，所
材料，准确锁定
“定远舰”的埋藏位置。
王泽冰：官方现在还没有对发现的这艘 以现在还不涉及打捞的问题，因为我们还需
随后，考古工作选择在遗址上方进行抽 甲午沉舰的身份做最后的确认。2018 年，通 要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船舰的身份。在船舰
沙作业，在深达 1 米—3 米的厚厚泥层下，发 过分析日军战后绘制的北洋水师舰船沉没 的身份证明完毕之后，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
现并逐步揭露出一段舰体遗迹、采集提取部 前航线示意图、当时拍摄战舰坐滩沉没的照 局部的、少量的打捞。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
分沉舰遗物。本次调查区域可确认为舰体炮 片，以及制作定远舰时的合同，还有日本打 来说，除了一些重要的文物之外，对它进行
台与弹药舱附近位置，发现并提取出水文物 捞定远舰时的报告，我们推测这片工作的海 原址保护是最优的方案。
150 余件，同类物品在此前的“致远舰”
“经远 域和定远有关，但是当时也不敢下结论，因
本年度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完成了。我
舰”遗址调查中也有发现。
为没有找到定性的证据。
们现在揭露的还只是一部分，下一步的工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
今年发现的装甲板是判定船舰身份的 作 方 向 是 继 续 扩 大 揭 露 面 和 考 证 船 舰 性
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认为，
“定远舰”的发 重要证据之一。这个装甲板大小是 2.8 米乘 质，看是否有完整的底部残骸，这个工作
现，有利于深入推进甲午沉舰调查与研究工 以 2.6 米，厚度是 37 公分。这么大型的装甲 是留在明年进行。
据《南方都市报》
曾被誉为
曾被
誉为
“永不沉灭的定远舰
永不沉灭的定远舰”
”

作，对于甲午海战史、海军史、舰船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以史为鉴，甲
午系列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为凝聚民族力
量、实现富国强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教材，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日，
记者在一家网络商城中发现，
有商家
公开兜售
“人脸数据”
，
数量约 17 万条。
在商家发
布的商品信息中可以看到，这些“人脸数据”涵
盖 2000 人的肖像，
每个人约有 50 到 100 张照片。
此外，
每张照片搭配有一份数据文件，
除了人脸
位置的信息外，还有人脸的 106 处关键点，如眼
睛、
耳朵、
鼻子、
嘴、
眉毛等的轮廓信息等。
此外，数据中还能提供人物性别、表情情
绪、颜值、是否戴眼镜等信息。商家在商品说
明中称，数据中并不提供所涉及人物的人名和
身份证号等信息，也不得用于违法用途。
记者以买家的身份联系售卖前述人脸数
据的商家，商家称，其售卖的人脸样本中，一部
分是从搜索引擎上抓取的，另一部分来自境外
一家软件公司的数据库等。该商家称，从发售
至今，他已多次卖出这些数据。其表示，自己
平时从事人工智能的相关工作，因此收集了很
多人脸数据，发售出来
“也就是挣个饭钱”
。
记者获取到了该商家售卖的数据包，其中
确实包括 2000 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都有数
十张照片和相应的数据文件。一些照片属于
知名演艺界人士，也有一部分照片来自医生、
教师等市民群体，还有部分照片为未成年人。
记者随机选取了一名面露微笑的男子照
片，其数据文件中，用英文记录着不少位置信
息，在这些信息前可以看到左眼、右眼、鼻子等
字样。数据中还记录了照片中的人为 32 岁的
没戴眼镜的男性。
数据中确实包含有照片中人物情绪的信
息，但并不是直接指出人物流露出了哪种情
绪，而是将情绪分成悲伤、中性、困惑、气愤、惊
讶、恐惧、开心等指数，颜值、皮肤状况等也是
通过指数来表现。
面部数据上网
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
记者辗转联系到有肖像出现在数据包中
的当事人，广西的一名医生李先生，他在获悉
自己的照片和脸部数据被人网上贩卖后非常
震惊。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未授权任何人采集
自己的脸部数据，也没有允许过任何人出售自
己的照片和脸部数据。
另一名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老师陈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从来不知道有人收集了他的脸
部数据，
无法接受有人用这些数据牟利。
杭州又拍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云
飞告诉记者，目前尚未听说有人利用人脸数据
去进行不法行为的案例，
“但 17 万个数据的数
量还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每个数据还有相对
应的信息标注，更是不多见。”
云飞还表示，从理论上来说，人脸数据被
随意出售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 如果收集到
某个人足够详细的肖像和人脸数据，通过技术
手段可以实现实时换脸，搭配其他一些音频仿
真技术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话，用来视频聊天诈
骗可能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云飞建议，对于
一些非金融类或者不太重要的服务，不建议用
户开通人脸识别等功能。
认定商家违规
网络商城运营方予以下架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表示，网上售卖
人脸数据，除了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肖像权
之外，还涉嫌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从
网络出售个人人脸数据这个情况来看，属于侵
犯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尤
其是在出售时没有获得公民的许可，这种行为
是明确违反法律规定的。”熊超律师同时表示，
也希望相关方面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和由此产
生的数据尽快出台相关制度或者法律规定，让
老百姓的个人脸部数据获得更好的保护。
记者就网售的人脸数据情况向网络商城
平台运营方进行了举报，经运营方核实，确认
该商家销售的人脸数据不符合平台的销售规
则，平台运营方称将立即进行相应的处理。截
至 9 日下午，
该商品已被下架。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