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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流通和交易现状

在大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今天，个人数据已

经日趋商品化。国内外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往往通过

提供免费的在线服务以获取个人数据，许多大数据

创业公司通过支付用户酬劳来获取对数据的使用权

限。然而，当互联网用户逐渐意识到伴随数据分享

而来的隐私泄露等风险时，将拒绝在自己的敏感信

息没有得到全面保护、隐私泄露没有得到合理补偿

的情况下提供个人数据。政府部门和企业作为个人

数据资源的主要采集者和拥有者，也存在用户隐私

保护和商业机密隐藏等安全需求，他们大都只在内

部分析和使用用户数据。海量的个人数据缺乏开放

和流通，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岛，严重地抑制了市

场对数据的需求，成为大数据发展的瓶颈，亟须安

全可靠的数据交易平台促进个人数据资源开放、推

动数据应用和释放数据价值。

为了促进个人数据流通，许多数据代理商纷纷

出现，在数据贡献者和数据消费者之间搭建桥梁 ：

一方面，通过金钱性的补偿来激励数据贡献者分享

数据 ；另一方面，为数据消费者提供数据服务并收

取一定的费用。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在 2014 年 5 月发表的关于九个具

有代表性数据市场的调查表明 ：总部位于美国阿肯

萨斯州的安客诚公司 (Acxiom) 作为最大的数据代理

商从全球约 7 亿用户处采集个人数据，并为全球顶

尖的企业提供基于数据智能分析的商业解决方案 [1]。

同年 8 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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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节目 (CBS News 60 Minutes) 对此提出质疑 ：

数据代理商从用户的个人数据中获取暴利，却没有

对用户的隐私泄露进行补偿 [2]。围绕数据交易市场

构建的相关话题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并引发了新闻媒体的广泛讨论。2015 年 9 月

5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

通知》正式发布。该行动纲要的核心是推动各部门、

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并

明确提出要引导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建立健全数

据资源交易机制和定价机制 [3]。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 年 1 月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进一步指出要研制数据资源分类、开放

共享、交易、标识、统计、产品评价、数据能力、

数据安全等国家通用标准 [4]。在国家政策的积极鼓

励以及地方政府和产业界的带动下，数据交易从概

念逐步落地，贵州、武汉等地的数据交易平台先后

投入运营，并在数据定价、交易模式、交易标准等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8 年 5 月，国家信息中

心的大数据研究专栏发表了 3 篇文章评析我国大数

据交易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呼吁制定国家层

面的法律规范 [5]。

个人数据市场框架

个人数据市场 [6~8] 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参与者 ：数

据贡献者、数据代理商以及数据消费者，框架如图 1

所示。该框架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层和数据交易层。

在数据采集层，数据代理商从数据贡献者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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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量的个人数据，例如社交媒体数据、运动轨迹、

医疗记录、住宅能源消耗量、用户评分等。由于现

实生活中存在社交、行为、基因等多种多样的交互

活动，实际数据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关联性，例如，

互为好友的两个用户的活动轨迹在时间和空间维度

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此外，不同类型的数据具有

一些其他的特征，例如，一些用于决策的数据具有

很高的时效性 ；时空感知数据具有不完整、不精确、

易错误等特性。因此，实际可行的数据交易框架应

该将数据的具体特征考虑在内。

在数据交易层，数据代理商倾向于交易数据服

务而非原始数据。这里的数据服务是数据处理产生

的结果。相比于交易原始数据，提供数据服务主要

有以下优势 ：对数据贡献者来说，数据服务更能保

护隐私 ；对数据代理商来说，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和

版权难以界定和管理，同时，增值的数据服务的市

场需求更大，产生的收益更高 ；对数据消费者来说，

数据服务更能直观深入地刻画整个数据集潜在的特

征与规律，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实用性。此外，每个

数据消费者可以自定义服务请求。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具体的数据处理方法，服务请求还包括在返回

的数据处理结果中添加噪声的等级，例如噪声服从

分布的方差。数据代理商采用随机化机制回答服务

请求 ：返回结果的期望是数据处理准确的结果，而

方差不能超过所指定的方差。相比于普通的数据服

务，干扰型数据服务允许数据消费者选择适合自己

精确度需求的数据服务并支付相应的价格。

根据具体的服务请求，数据代理商一方面向数

据消费者收取特定的费用，另一方面需要补偿数据

贡献者的隐私泄露。服务请求中的噪声干扰等级越

高，返回的数据服务越不准确，数据消费者需要支

付的费用也越低，隐私泄露程度越低，数据贡献者

的隐私补偿也应该越少。鉴于整个数据市场框架需

要满足收支平衡，即数据代理商的收益必须大于等

于零，这也意味着数据服务的价格要大于等于隐私

补偿的总和。

关键研究问题

安全可信的数据交易环境

数据市场的安全性研究主要针对私密保护和可

验证性这两个有机关联的问题。首先，数据贡献者

在数据市场中不希望泄露自己显式的身份标识，例

如身份证号、手机号等，即身份私密性 ；其次，数

据贡献者和数据消费者都不希望暴露自己敏感的数

据内容，例如运动轨迹、医疗记录等，即数据私密

性 ；再次，数据代理商不希望泄露自己的数据处理

模型，例如支持向量机中的支持向量、神经网络中

的权值矩阵等，即模型私密性。在保护各参与方敏

感信息的前提下，数据交易还有着可验证性的安全

需求。数据消费者不仅需要验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

还需要验证数据处理结果的正确性与完整性。

研究现状
个人数据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够提供高价值、

高质量的信息，但是如果直接将个人数据用来交易，

将存在隐私泄露等问题。近几年，研究者逐渐将目

光聚焦到数据市场的安全机制设计。在文献 [9] 提

图 1　基于干扰型数据服务的个人数据市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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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DataLawyer 系统中，数据代理商能够显式地制

定数据使用规则，并且能够在数据消费者使用数据

的时候自动检测数据使用是否满足相应的规则，以

确保数据不被非法使用。典型的数据使用规则包括

数据溯源、限制查询频率、禁止多元数据聚合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向阳的团队考虑了不可信

的数据消费者二次贩卖数据集的问题 [10]，并将此问

题转化成集合相似度的比较问题。他们考虑了文本

数据、视频图像数据和图表数据等多种类型的数据。

最近，李向阳教授团队针对语音数据提出了保护隐

私和可用性的数据发布方案 [11]。他们针对图片数据

提出了基于群智感知的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采集

方案，并考虑了所有权和隐私等安全问题 [12]。

存在问题：缺少针对数据市场三方模型全面立

体的保护机制
已有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考虑了数据市场中的

单个环节，也相应采用了密码学系统中经典的两方

模型，但没有全面考虑数据市场新颖的三方模型，

因此很难在现实的数据市场中真正得到应用。数据

市场三方模型使得设计安全保护机制有了新的挑

战，主要体现在数据贡献者有保护个人隐私的需求，

数据代理商有保护数据处理模型私密性的需求，数

据消费者有验证数据采集与处理真实性的需求。现

有的密码学工具，例如数字签名机制，是在泄露身

份隐私的情况下保证数据采集的真实性验证。此外，

数据处理的真实性验证与经典的外包计算场景中的

可验证性计算 [13~20] 有着本质区别，即数据消费者作

为验证者并不知道原始数据集与外包函数。

考虑到私密保护与可验证性的内在矛盾性，如

何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且维持身份隐私与数据私

密性，如何保证数据处理结果的正确性与完整性，

且不破坏数据私密性与模型私密性，这两个都是极

具挑战性的研究问题。目前在密码学领域出现的理

论工作大都只保证其中的一个性质。此外，所假设

的系统模型与新颖的数据市场三方模型有着本质区

别。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数据贡献者、数据代

理商、数据消费者的私密保护与可验证性需求，研

究实际可用的数据市场保护机制，提供全方位安全

可信的数据交易环境。

初步探索
我们从数据和模型的私密性、数据来源及数据

处理结果的可验证性两方面研究具有私密可保护的

可验证数据交易机制。

由于需要对数据代理商隐藏数据贡献者的原始

数据或数据消费者的输入数据，同时还需要保证数

据代理商能够高效地处理原始数据和服务请求，我

们无法直接使用传统的对称加密算法或非对称加密

算法。对于数据私密性的保护，同态加密技术是一

种值得考虑的方法，包括支持在密文上同时进行加

和乘运算的全同态加密系统与支持一些指定运算的

部分同态加密系统。同时，同态加密技术也可以应

用到数据处理模型参数的保护，而不损失数据处理

模型在数据消费者这一方的可用性。

数据消费者需要验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这就

要求数据贡献者在密文上进行签名。值得注意的是，

数据来源的真实性验证类似于数字签名机制中的不

可抵赖性，而不是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因为数

据消费者是作为第三方而不是数据接收方来验证数

据发送方的合法性。数据消费者验证数据处理结果

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利用

同态性质重新计算，并且检查两次结果的一致性。

当然在这种朴素的设计方案中，数据消费者需要额

外地花费昂贵的计算开销，这正是我们的结果验证

协议需要避免的地方。

待解决问题
同态加密算法与数字签名算法的结合为敏感数

据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思路，但仍存在四方面的

问题。第一，数字签名算法采用的是顺序验证的方

式，需要花费较大的计算开销，传输数字签名和维

护数字证书也需要花费较大的通讯开销。因此，该

环节可能会成为大规模数据市场的瓶颈。第二，已

有的签名算法大都把签名者的身份标识当作公共参

数，而在实际的数据市场中，数据贡献者作为签名

者希望保护自己的身份标识。但是，如果隐藏了所

有的身份标识，数据市场中的违法数据贡献者就难

以被发现，即需要解决身份隐私与可追溯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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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第三，完全同态加密协议虽然可以支持密文

上多种类型的计算，但其较高的计算开销仍然无法

很好地适应大规模数据市场的需求。第四，数据处

理结果正确性与完整性的证明通常涉及数据消费者

的输入数据与数据处理模型的参数，这与保护数据

私密性与模型私密性的目标相违背。同时，数据服

务请求的大规模性与数据处理模型的复杂性对于验

证协议的设计提出很高的性能要求。

自底向上的定价机制

在数据交易场景下，数据消费者需要获得数据

处理的结果，数据代理商则需要衡量每次所提供的

数据服务对于每个数据贡献者的隐私泄露程度，并

对他们进行合理的隐私补偿。从这个角度来看，隐

私补偿机制可以看作传统的激励机制在个人数据采

集场景下的变种。如果将隐私补偿机制放入整个数

据市场的定价框架中，并采用自底向上的设计思路

（图 2），即底层的隐私补偿总和决定上层的数据服

务价格。隐私补偿机制是数据市场定价机制的核心

与基石。

研究现状
数据市场需要高效的数据采集机制来为数据代

理商不断补充优质、海量的数据资源，从而保证数

据市场的持续繁荣。众包机制被认为是大规模数据

采集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激励

机制以提高用户参与度。Lee 等人设计了基于动态

定价的逆向拍卖机制 [21]，该机制的优化目标是使众

包平台数据采集的花费最小化，并保证一定的用户

参与量。Jaimes 等人考虑了数据贡献者的地理位置

信息，并将数据采集建模成存在预算限制的覆盖最

大化问题 [22]。以上两个工作并没有考虑众包平台中

可能存在的操纵策略。Yang 等人将用户的策略行为

建模成两种不同的博弈模型 ：以平台为中心的模型

和以采集用户为中心的模型，并分别采用斯塔克尔

伯格 (Stackelberg) 博弈和逆向拍卖来设计数据采集

机制 [23]。清华大学的杨铮等人提出了三种在线激励

机制，以处理数据采集过程中数据贡献者随机出现

的情况 [24]。针对个人数据采集的场景，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 Wang 等人研究了在数据代理商不可信的情

况下如何通过激励机制购买添加噪声干扰的隐私数

据，并建立了博弈模型来衡量隐私的价值 [25]。

由于采集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众包平台还需

要设计评估数据质量的管理方案以引导数据贡献者

提供高质量的数据。Liu 等人借鉴在线学习的思想

来提高众包平台采集数据的质量 [26]。Karger 等人

利用推断算法来检测数据冗余 [27]。此外，众包平

台中衡量数据质量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真实数据的缺

失，即众包平台不仅需要衡量数据贡献者的数据质

量，还需要预测真实数据。数据挖掘领域中真值发

现 (truth discovery) 框架为处理该问题提供了行之有

效的方案 [28]，其核心思想类似于期望最大化算法。

然而这些工作并没有将数据质量衡量与酬劳机制联

系起来，无法从本质上激励用户贡献高质量的数据。

Peng[29] 和 Jin[30] 等人考虑了基于数据质量的酬劳激

励机制设计。Jin 等人进一步将真值发现拓展到策略

博弈环境 [31]。

上述激励机制研究工作的设计目标主要集中

在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数据采集酬劳开销最小化两方

面。哈佛大学陈怡玲 (Yiling Chen) 研究组系统地研

究了在策略博弈环境下机器学习任务导向型的数据

采集方案 [32~34]。文献 [35] 介绍了如何为线性回归模

型设计真实可信的数据采集机制。文献 [36] 将该采

集机制拓展到更普适的回归模型。文献 [37] 将线性

回归建模成非合作博弈模型，并充分考虑用户在数

据采集过程中的隐私。文献 [38] 考虑了激励相容条

件下的回归学习框架。

存在问题：未考虑数据的实际特征，隐私泄露

的量化不准确

图 2　自底向上的定价机制设计

小明

小刚 小华

小红

隐私补偿 ¥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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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探索
设计合理的隐私补偿机制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

准确地衡量每个数据贡献者的隐私泄露程度，但当

前学术界和工业界与个人数据相关工作的主要出发

点与落脚点是保护隐私，例如，谷歌 [39]、苹果 [40]、

微软 [41] 等公司利用差分隐私框架来保护用户隐私。

从统计科学角度来看，差分隐私的目标是尽可能多

地挖掘关于整体数据集的规律，同时尽可能少地泄

露个人的信息。我们近期的研究工作 [8] 发现 ：量化

隐私泄露本质上是保护隐私的逆过程。因此，我们

可以利用隐私保护机制中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实现量

化隐私泄露的目标。个体隐私泄露可以定义为有无

某个数据贡献者的数据对于数据处理结果分布的影

响。这里的“有无某个数据贡献者的数据”代表着

差分隐私框架下的一对相邻数据库。

在数据关联性方面，我们采用广义的差分隐私

框架——河豚隐私 (Pufferfish privacy)[42,43]。河豚隐

私主要通过引入数据分布这一参数来更好地保护关

联型数据的隐私。这里的数据分布主要用来形式化

数据关联性，例如，社交网络数据中的关联性可以

用贝叶斯网络来刻画，而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关联性

可以用马尔可夫链来表达。

待解决问题
差分隐私和河豚隐私为我们定义隐私泄露提供

了基本的框架，但距离实际的隐私泄露衡量以及后

续补偿机制的设计还有以下关键问题有待解决。第

一，计算可行性和计算有效性。如果直接利用上述

定义精确地计算隐私泄露，数据代理商需要考虑所

有可能相邻数据库的实例，这在大规模数据集上是

计算不可行的。第二，从隐私泄露的衡量跨越到隐

私补偿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数据贡献者不同的隐

私策略，实用可行的隐私补偿机制需要考虑补偿方

案的多样性和可满足性。第三，隐私补偿方案的设

计还需要考虑公平性。文献 [44] 提出原始的公平性

是指 ：如果数据处理没有涉及某个数据贡献者的数

据，那么该数据贡献者获得的补偿为零。我们需要

论证该公平性的定义是否适用于数据之间存在关联

性的情况，如果不适用，应该如何定义广义的公平

性。第四，数据关联性更新算法的高效性。随着时

间或地点的变化，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也会随之改变，

重新计算的成本较高，因此需要提出增量式数据关

联性的度量方法。第五，隐私补偿的本身也会造成

数据贡献者隐私的泄露，需要设计相应的保护机制。

自顶向下的定价机制

数据代理商还可以采用自顶向下的数据服务定

价机制（见图 3）。数据代理商匀出部分数据服务收

入作为隐私补偿的预算，并按照隐私泄露的大小决

定每个数据贡献者的份额，而数据贡献者不需要主

动参与到隐私补偿的过程。如何对干扰型数据服务

定价是自顶向下定价机制的核心。

研究现状
数据定价已经成为计算机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热

门的研究话题。近年来，数据库领域涌现出许多研

究关系型数据的定价工作。华盛顿大学 Dan Suciu

教授领导的研究组是这个方向的开拓者。在他们最

早的数据定价文章中，Balazinska 等人展望了数据

交易市场的前景，并且提炼出数据交易这个方向可

能的研究问题 [45]。Koutris 等人 [46,47] 提出了基于查

询的数据定价 (query-based data pricing) 框架，并指

出数据定价中两个重要的性质 ：无套利性 (arbitrage 

freeness) 和无折扣性 (discount freeness)。文献 [48] 提

出了无套利的、适用于任何查询方式的定价函数。

文献 [49] 提出了针对动态数据的定价方案。最近，

Deep 等人在依赖于结果 (answer dependent) 和独立于

实例 (instance independent) 两种不同设定下刻画了无

套利定价函数的特征 [50]。基于该理论工作，他们还

实现了支持大规模关系查询定价的原型系统 [51]。

图 3　自顶向下的定价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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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库领域的数据定价相关工作关注的大

都是结构化、关系型的通用数据。个人数据已经被

很多数据代理商采集和分析，并且售卖给其他数据

消费者来进行精准的市场营销 [52~54]。美国纽约大学

的 Laudon 教授早在 1996 年就从经济学角度构想了

可以交易个人数据的全国性信息市场 [55]，但是关于

个人数据定价的严格理论研究则出现在 2011 年 ：雅

虎研究院的 Ghosh 与微软研究院的 Roth 把差分隐私

作为量化隐私泄露程度的指标，并提出以拍卖的形

式交易隐私数据 [56]。他们主要考虑的应用场景是单

次的计数查询。Li 等人的后续研究工作，通过引入

无套利的概念将应用场景拓展到多次的线性查询 [44]。

Dandekar 等人讨论了隐私拍卖在推荐系统中线性预

测函数以及预算限制下的应用 [57]。在近期《美国计

算机学会通讯》(CACM) 的两篇文章 [58,59] 中，Roth

和 Li 等人总结并展望了个人数据的定价问题。

存在问题：数据服务形式单一，缺少强健的干

扰型数据服务定价机制
虽然数据定价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但

大都仅适用于数据库查询，而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

生活中的数据服务。相比于数据库查询，数据服务

中所涉及的数据处理方法往往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

的数学形式。例如，在聚合统计场景中，不同的统

计方法涉及的算子不尽相同 ：加权求和涉及的算子

是一次多项式，高斯分布拟合中涉及的算子是二次

多项式，而度分布中涉及的算子是非线性的比较操

作。因此即使为同种类型的数据服务制定统一的定

价策略也颇具挑战性。此外，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

关注的是一般通用数据而非个人的私密数据，因此

未考虑在添加不同程度干扰噪声的情况下如何定价。

初步探索
数据服务的定价策略规避套利机会的核心挑战

在于解决数据服务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而此问题

类似于数据库领域中已有的查询 / 视图的可回答性

问题，例如，判断某个 SQL 查询能否通过其他的查

询组合进行回答。当然，数据服务呈现出更为复杂

多样的形式，之间的决定关系既可能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也可能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关于线性的决

定关系，已有研究工作 [54,69] 发现了其与线性代数中

的半范数 (semi-norm) 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以及理

论上的等价性。而对于非线性的决定关系，主要有

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第一种是通过引入界面数据

库的方式，简化数据处理的中间过程，只考虑数据

处理的最外层的数学操作。例如，我们将常见的聚

合统计建模成“点积”操作的形式，并建立线性的

决定关系 [16]。第二种是通过研究数据处理的计算公

式，发现与其具有相似结构的数学概念，最后建立

两者之间的等价关系。

关于数据服务定价函数中涉及噪声干扰的部

分，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噪声所服从的概率分布，还

需要准确地定义噪声干扰的等级。对于同种数据服

务，噪声干扰等级越高，数据服务的精确度越低，

所对应的价格也应该越低，即数据服务的价格与噪

声干扰的等级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现有的理论

推导结果表明 ：当噪声方差在数据服务定价函数中

相对独立时，数据服务无套利的定价函数随着噪声

方差的递减速度不能超过线性 [8,44,59]。

完整的干扰型数据服务的定价函数需要有机地

整合数据处理模型以及噪声干扰等级两个部分，并

且确定两者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现有的研究工作

都是显示地或隐式地假设两部分相对对立。

待解决问题
干扰型的聚合统计定价为我们解决一般性的数

据服务定价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依然存在问题。第

一，从数学上解决非线性函数的决定关系，并将其

归约到现有的问题上，例如集合覆盖、网络流问题

等。第二，在问题一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相对

复杂的数据处理算法进行合理的建模并设计出鲁棒

性的定价机制。第三，如果噪声干扰等级在数据服

务定价函数中不是相对独立的，那么如何保证无套

利的性质？最后，我们需要权衡无套利的经济学性

质所带来的“利”与“弊”。其中，“利”针对贪婪

的数据消费者，他们需要拥有较大的算力，花费较

大的开销去发现套利的机会，并且他们的攻击开销

不能超过所获取的利润。从本质上来说，无套利的

定价函数意味着套利攻击的计算不可行性 ；“弊”针



45

第 15 卷  第 2 期  2019 年 2 月　

对数据代理商，他们需要从理论上保证无套利的性

质，因此数据服务的定价函数必须保有严格的数学

性质，例如次可加性 (subadditivity) 等，这也意味着

可供选择的定价函数的种类非常有限。

总结

个人数据交易是目前数据库、数据挖掘、机器

学习、网络与信息安全、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

热门的、学科交叉的话题，并得到了学术界、工业

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个人数据市场

框架中起到基石作用的保护机制和定价机制的相关

研究方兴未艾。我们对安全可信数据交易环境的搭

建、隐私泄露量化和补偿机制的设计、干扰型数据

服务定价机制的设计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初步的

探索，希望能激发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探索兴趣，实

现大规模个人数据交易的健康化和产业化，充分释

放大数据的潜力，助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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