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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原则具有正当性，其符合大数据时代的法律需求，是平
衡个人和数据控制者利益的利器，对作为个人信息法律核心原则的同意原则形成补充，弥补同意原则
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局限性。合理使用原则的内涵可适当借鉴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原则，并在现有
制度体现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安全管理、经设计的隐私、个人信息风险评估、个人参与和控制等相关规
则加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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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理使用原则的提出
大数据产业发展伴随着诸多的挑战，法律对个人权利和数据控制者权利保护的缺位，乃至失
衡，势必影响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急需结合我国数据产业发展和个人信
息保护现状，从法律层面理清个人信息保护与使用的关系，在现有以同意原则为核心的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上，找到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和保护信息主体权利的平衡点。从世界范围看，个人信
息保护制度迎来新一轮改革，自２０１０ 年以后，欧盟、日本等各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相关国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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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都进入修改和完善期，此前没有制定一部统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国家也在这个阶段颁布了统一
立法。当前信息经济强势发展，个人信息的挖掘、分析呈现出规模化的利用趋势，制定一部统一的
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促进数据使用、流动的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存储等各
环节进行规范是势在必行的趋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与数据使用者的利益平衡需要在大数据时
代的法律规则中得到反映。
在研究现有立法与行业实践的基础上，尝试以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为
切入点，剖析同意原则的理论基础及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大数据时代发展现实需求、法律借鉴等角
度提出合理使用原则，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理论、现实意义。透过欧盟等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度分
析数据使用的合法基础，不难发现有突破同意原则的现象，存在除同意以外的其他可以进行数据
处理的合法事由，而解析诸多事由，均是出于合理使用之目的。而出于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
的顾虑，各国法律也从一定程度上对同意原则进行了减损。进一步地，笔者通过观察国际条约和
各国法律提出的数据管理、个人信息风险评估／隐私影响评估、经设计的隐私、个人参与和控制等
规则，探索和解读其对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使用正当利益所起的作用，理清合理使用原则与这些
规则之间的关联关系，以期将合理使用原则构筑、充实成为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促进数据合理使用
的基本原则。从大数据时代促进数据流动的制度构建出发，提出在对数据使用的场景进行充分风
险评估后可无须经权利主体同意为之处理，此种处理也构成合理使用。

二 、合理使用原则的价值
（一）时代价值

将合理使用原则应用于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使用领域，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流通和使用的现实
诉求，需要得到法律层面的反映。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保护个人信息，不等于禁止个人信息的使
用、开放和共享，在数据使用高需求的大数据产业背景下，禁止个人信息的使用、开放和共享无疑
会扼杀信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应然地具备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除此之
外，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还在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法流通和使用。〔１〕 例如，台湾的相关立法就紧
扣了时代主题，其《个人资料保护法》将保护个人信息和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流通作为立法
的双重目的。在人类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理清个人信息保护与使用之间的关系，找到平衡两者
利益关系的方法和原则，将影响整个信息社会发展的方向、深度和广度。保护个人信息主体之个
人信息不受非法获取、使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从促进数据使用的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从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眼光去看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应有态度，
即强调数据的合理使用。
（二）利益平衡与指导制度设计价值
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控制者间的利益关系，是在当前立法、司法中需要协调和平衡的核心法
律关系，平衡核心法律关系的原则是知情同意。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二次利用、多环节流转特
点将使得知情同意原则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合理使用原则的引入有利于上述现状及问题的
解决，以该原则为基石构建的立法规则体系具有更强的实践价值。
观察欧盟和美国相关立法，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事实上都从规范数据控制者个人信息处理活
〔１〕 齐爱民、盘佳：《数据权、数据主权的确立与大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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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出发，换言之，实现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
个人信息使用与以使用为目的的相关处理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判断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则是否
有效的重要原则，对大数据时代约束数据二次利用、多环节流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盟的《一般
数据保护条例》及其被遗忘权等系列案例都已体现或运用了合理使用的理念，《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规定了无须征求用户同意而进行数据使用的例外条款，数据控制者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合
法权利对个人信息权利可起到限制作用，无一不体现了合理使用的理念。更进一步地，将合理使
用理念具化为原则，可对相关立法规则制定、司法判决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
使用的利益平衡目的。
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离不开对数据相关权利主体利益的明晰和权利边界的划定，法律对各方
主体、各项权利的充分保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权利保障是大数据产业有序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内含了保障个人信息权和数据相关权利之义，即保护个人信息主体和保护数据控制者利益。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保护环境看，相关权利保护领域都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和趋势。总体而言，立法、
司法层面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对数据控制者的数据相关
权利保护仅仅体现在少量的司法判决中，立法保护鲜而有之。这不利于平衡个人和数据控制者利
益关系，对个人的过重倾斜保护，可能导致阻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立法背景
下，确立合理使用这一原则显得尤为必要。以下对相关立法背景进行具体分析。
２０ 世纪末期，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组织关注，经济合作与 发 展 组 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ＯＥＣＤ”）在１９８０年制定了
《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Ｆｌｏｗ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旨在加强隐私保护，促进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确立了隐私保
护的八项原则，并为各国立法广泛采纳。亚太经合组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以下
简称“ＡＰＥＣ”）在２００４年通过了《隐私权保护纲领》（ＡＰＥＣＰｒｉｖａ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旨在保护隐私、
促进信息流动、建立全球化数据处理标准程序和促进执法，以推广亚太地区的电子商务。世界各
国也逐渐意识到个人信息立法中平衡个人和数据控制者利益的重要性，纷纷开启立法篇章。〔２〕
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个人信息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相关立法主要规范政府机构
在此阶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制定了隐私法，除美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未成年
人保护、网络隐私保护领域较早进行立法，规范商业机构数据处理行为以外，其他国家的法律均只
规范政府机构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行为。
２．２１世纪００年代—１０年代，个人信息立法规范重心转向商业机构
１９９５年欧盟率先开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在同时期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
法，欧盟之下的德国和英国、法国、瑞典亦先后制定了数据保护法。〔３〕 这些立法都适用于政府机构和
商业机构，但有的国家在同一套法律体系中规定了分别适用于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的两套规则。上
述已提及，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的法律之前只规范政府机构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行为，直到
２０００年左右，这些国家才重新立法，或在原有法律基础上扩展立法，将其适用于商业机构。
３．２０１０年至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立法进入新一轮修法阶段
近几年，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入新的修法高潮，这一时期的立法更加与大数据发展的时代主
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丛书之３：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４０页。
〔３〕 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８～１２０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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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紧扣，并随着技术和商业发展设定了被遗忘权、数据可携权等新型权利。个人数据在经济、社会
和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数据相关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增进社会福祉。个人数据收集、
使用和储存大量且持续地增长。利用数据洞察和分析个人行为、兴趣和活动越来越普遍。与此同
时，人的行为大量、轻易地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个人数据利用可能引发的隐私风险越来越
大，〔４〕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因此，修订个人信息法律或国际隐私框架以顺应
大数据时代发展，为 ＯＥＣＤ 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提上修法议程，并业已获得通过。
国际约定层面，ＯＥＣＤ 在２０１３年修改了《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引入隐
私管理计划、违反安全信息通知、国家隐私战略、教育和宣导和国际协作等概念，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ＴＰＰ”）在电子商务一章中专节规定了个
人信息保护，就 ＴＰＰ各国如何进行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传输和计算设施的存放安排等进行了
规定。欧美之间在２０００年达成的数据安全港协议更是被欧盟法院推翻，并在２０１７年达成新的欧
美隐私盾牌协议（以下简称“隐私盾”），隐私盾对欧美之间跨境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立法层面，欧盟在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与个人数据
处理有关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指令》（以下简称“欧盟１９９５年指令”）的基础之上，
于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份，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对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起草审议，拔高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层级，创设新型权利和制度规则，该立法受到
极为广泛地关注，也备受争议。日本也在 ２０１７ 年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新加坡
在此前尚无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直到２０１３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
纵观各时期立法进程，围绕个人信息保护这一核心主题，各国个人信息立法在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保护重点。从规范主体上，由主要规范政府机构的行为转向同时规范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
从实现方式上，主要通过规范或限制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储存等行为，以保证
个人信息权利的实现，也通过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以保证数据自由流动和公共利益。〔５〕 个人信
息的信息本质决定了其法律规范的重心随着时代变化和技术发展而变化和更新。大数据时代的
来临，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迭代更新，数据商业化模式的逐步成熟，促使了个人信息的多元化应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滞后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法律需要不断地
完善以调整随着大数据技术和应用进步而变化的法律关系，从世界范围的立法进程来看，各国法
律和国际公约都试图从个人信息权利创设、管理机制创新等角度入手尝试调整现有法律制度，从
中也可以看到立法者平衡个人信息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两者间的利益关系的意图。〔６〕
世界范围内各国越来越重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美国、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
加坡、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国家或地区均通过立法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权利。目前，我国
虽然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值得提出的是，《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一章规定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
的权利。但法律并没有明确个人信息主体应当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
保障个人信息权利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核心诉求和原则，但当对同一权利客体，有两个以
〔４〕 Ｓｅ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Ｆｌｏｗ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２０１３），ｐ．１０．
〔５〕 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６〕 齐爱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国际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６０页。

·１１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上主体同时对其拥有相应不同利益时，利益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偏重利益一方极有可能造
成权利的滥用，形成权利优势一方的权利绿洲和权利弱势一方的权利荒漠，造成极不对等的权利
格局。〔７〕 更为直观的后果是，一边倒地保护个人信息，将使得依赖于此的大数据产业得不到发
展，个人信息被束之高阁再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信息社会发展将遭受停滞，个人信息主体
无法享受数据产业发展带来的福祉。对我国来说，尤其是欧盟推崇的新型权利类型应当引起立法
者警惕，被遗忘权、数据可携权等新型权利类型是否符合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值得深思。
在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呈现较为严重的滞后性，在对数据控制者的权利保障
方面的立法更是如此。数据对企业而言，是具有高价值的商业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尽管个人信息
保护成为舆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数据盗窃、非法获取现象仍是频发，个人信息主体和数
据控制者的利益都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值得提出的是，一些立法、司法案例
对作为数据控制者的企业拥有的数据享有正当利益进行了肯定，从独立的数据库权、著作权、不正
当竞争、合同保护等角度对数据或数据集合进行保护。〔８〕 从数据权的角度，欧盟和美国都做出了
努力。欧盟和美国在 １９９６ 年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ＰＯ）提出过数据库保护条约的草案但未获通过。随后欧盟通过了《数据库保护指令》，创设了数
据库权。美国国会也于同年度提出《数据库投资和知识产权反盗版法》，旨在创设类似于欧盟的数
据库财产权，后续推出《信息集反盗版法》等多部数据库保护法案，遗憾的是均未获得通过。我国
《民法总则》第１２７条明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法虽
未对数据的权利主体及其法律地位予以明确，但对数据相关权利的认识有一定的前瞻性，提出将
数据作为一种权利保护客体进行保护的可能性，也为后续立法埋下伏笔。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
如果数据通过汇编，其数据选择或编排具有独创性，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数据集合或数据库，符合著
作权保护的要件，应当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我国有类似判决承认了权利人对具有独创性的数据
库享有著作权。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规定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从商业
秘密的角度，某项或某些数据，如果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的构成要件，权利人应
当可以主张其对相关数据享有商业秘密。我国２００２年的衢州万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周慧民等
人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法院认为网站用户注册信息数据库是网站的核心资产，从而认定网站的
经营者享有权利。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亦认为作为企业对其付出劳动获得
的数据应享有合法权利，近日在新浪微博诉脉脉非法获取、使用其用户数据案判决强调，数据对企
业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是经营者重要的竞争优势和商业资源，微博可以就脉脉未按约定、
未获授权、无正当理由使用其平台相关数据资源的行为主张合法权益。 从合同基本理论的角
度，只要合同没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就应认可数据相关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 犚狔犪狀犪犻狉犔狋犱
狏．犘犚犃狏犻犪狋犻狅狀犅犞 一案中，欧盟法院认为，不受著作权或者数据库权保护的在线数据库的所有
人可以通过合同限制他人使用其数据库。 我国法院也有判例认可通过合同约定数据使用方式
的做法。尽管数据能通过现行法律体系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但相关法律的缺位仍是不可否认
的事实，这不仅导致个人信息得不到充分保护，也使得企业对其数据的法律地位呈现不明确的
状态。
鉴于此，在尚无法律明晰数据控制者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的法律背景下，合理使用原则对平
衡两种利益和指导相关制度设计意义重大，有必要通过法律明确数据控制者与个人信息权利人之
〔７〕
〔８〕

周汉华：《论互联网法》，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林华：《大数据的法律保护》，载《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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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利益平衡的合理使用原则。
（三）对知情同意原则形成互补和限制
从当前的法律制度来看，知情同意原则对个人信息主体和数据控制者的保护越发捉襟见肘。
同意原则作为隐私法和个人信息法的理论基石，有着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法理学渊源。从哲
学的角度，同意原则是人的意志体现所在。黑格尔认为人作为单个的意志而存在，人有权把他的
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体中。但人们只有在做出决定后，才是现实的意志，才是特定个人的意志。〔９〕
在论证政府权力的问题上，同意原则也是法理学名著聚焦的论证核心。洛克、卢梭、霍布斯等人都
无一例外地论述个人同意让渡部分权利交给国家或政府，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洛克在《政
府论》中把同意作为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一个核心因素，认为“一切自然人都是自由的，除他自
己同意以外，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１０〕
英美法系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的范畴，将隐私法的理论扩张用于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隐
私权是消极、被动的防御型权利，其权利的价值不在于主动去行使某项积极权能，而关乎个人对不
愿被不特定多数人知悉的信息或内容，享有不被知悉、获取、公开等的权利。〔１１〕 未经个人同意，知
晓、获取、公开隐私信息的行为，即构成隐私权侵权行为。反之，经过同意即不具备隐私权侵权的
构成要件。对于同意的效力，有学者甚至认为 “同意具有道德性魔力，只要受害人同意，盗窃就能
变成赠与”。〔１２〕 倾向于对个人信息采取单行立法保护的大陆法系提出个人信息自决的重要性，强
调个人有权决定其个人信息如何被利用、公开，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核也是同意，意即除非个人同
意，任何人无权决定如何利用、公开其他人的个人信息。具体地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达到
一定的透明度，透明度即是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以明确向用户告知收
集、使用其个人信息。ＯＥＣ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在其确定的基本原则中
对透明度做出了框架性的要求，收集、超出之前明确的目的范围使用、披露都应当获得用户同意。
美国 ＦＴＣ 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详细地列举了应该告知或披露的事项，包括收集的主体、用途、
潜在的数据接收方、收集的方式和采取的安全措施等。
同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构建的内核，以知情同意为基本框架的信息隐私权
保护模式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１３〕 然而，通过同意赋予个人控制权以
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显得力有不逮，古老的知情同意原则面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数据使用趋势，
难以独立完成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数据处理的复杂性使得满足告知并保证个人出于对其个人信息
处分情况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做出同意选择，显得不切实际。而凡是个人对处分情况不完全理解情况
下的同意，例如通过一纸隐私政策勾选授予的同意，并不能实现完全保障知情权前提下的同意。数据
控制者往往费尽千辛万苦将数据处理的基本情况披露给个人信息主体，而个人信息主体却不愿意
阅读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去理解，使得双方都无从得知对方是否真正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也即是说，虽然数据控制者明确了数据处理的规则，而规则的复杂性使得个人信息主体不愿花费
时间去详细阅读，导致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同意，反过来，对基于此同意进行数据处理的数
〔９〕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２页。
〔１０〕 见前注〔４〕，约翰·洛克书，第２８页。
〔１１〕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页。
〔１２〕 ＳｔｅｖｅｎＬ．Ｗｉｌｌｂｏｒｎ，“Ｎｏｔｉｃｅ，Ｃｏｎｓ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１００

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１４２３—１４５２（２０１５）．
〔１３〕 徐丽枝：《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困境与破解思路》，载《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０６～
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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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控制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定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饱受质疑。由于无法克服事实上的信息不对
称，导致个人信息主体在被告知相关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情况，但却因自身原因在并不完全知情的
情况下做出意思表示，使得具有坚厚的理论与历史基石的同意原则形同空中楼阁。
引入合理使用原则，基于该原则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一定解构和充实，强调个人信息使用行
为的合理性，对个人信息使用行为本身做出规范，在满足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可不经权利人同
意，并按照法律规定为之使用，可一定程度上弥补同意与信息不对称的知情同意悖论，解决一揽子
获取或滥用用户授权无法切实实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问题。合理使用原则与同意原则并列，作
为处理数据的正当性基础，满足大数据时代日益增长的数据使用高需求，在数据控制者与个人信
息权利人之间寻求平衡，在即使不经权利人同意也不会影响其他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对个人权利
进行一定的合理限制，实现促进数据使用的目的，保障数据流通、使用可控。

三 、合理使用原则的制度内涵
合理使用原则，即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合理的限度以内，可不经个人同意，按照法律规定对个人
信息进行利用，但不应对个人信息、隐私造成侵犯，不应以影响数据安全的方式为之利用。该原则
对于平衡数据控制主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尤为重要，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将促进数据合理利用作为
立法目的，如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明确规定将“促进个人资料之合理利用”作为与“避
免人格权受侵害”并重的立法目的。〔１４〕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面对数据经济发展的大局势，促进个
人信息流通、使用，也应成为数据保护法律的立法目的或指导性原则之一。
（一）借鉴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原则
合理使用原则是著作权法上的重要原则，意即出于合理的目的和用途，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
使用其作品，是基于保护权利人和未经授权的合理使用人利益之目的发展演化出的保护垄断与保
护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利益平衡原则。合理使用原则对平衡个人信息权利人利益和其他合理使
用者利益同样有效，将该项原则借鉴到数据保护领域，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该原则以公平正义
为正当基础。美国学者威廉·Ｆ．帕提（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Ｐａｒｔｙ）将合理使用称作一项“理性主义的公平原
则”，“该规则充满公平正义并具有弹性而无法定义”。〔１５〕 判断公平与否，一般是从社会正义的角
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作为标准的，包括人们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 “公正”“合理”。〔１６〕
公平正义观在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中表现为一种均衡思想。正如，现代意义的著作权制度并没有拘
泥于１８世纪那种绝对的、放任的“个人本位”，而是在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与限制作者的著作权中寻
求平衡，即合理地消除作品创造者、作品传播者、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在维护作者权
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保护。〔１７〕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保护制度也不宜局限于绝对的“个人本
位”，而应在保护个人的个人信息权与限制个人的权利中找到平衡，合理地消除个人、数据控制者、
数据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实现在维护个人权益基础上的利益均衡。实现这一平衡社会功能的法律
调节器首选合理使用原则及其制度。
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５８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Ｐａｒｔｙ，犉犪犻狉犝狊犲犘狉犻狏犻犾犲犵犲犻狀犆狅狆狔狉犻犵犺狋犔犪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８６），ｐ．４ ．
〔１６〕 张新宝：《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２页。
〔１７〕 吴汉东：《论合理使用》，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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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目的来看，各国著作权法立法目的通常都包括“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发展”，也就是
说，如果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发展，基于同样的目的进行的合理使用也具
有正当性。在数据保护制度领域，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利益平衡的途径，促进数据流通、
使用，从而促进数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数据保护法的立法目的通常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和
促进数据流通、使用的双重目的。类比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为促进数据流通、使用，在保障使用
安全且不对个人权利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满足特定情形即可不经个人同意进行合理使用，具
有正当性，其正当基础来自对立法目的的解释。
从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来看，各国著作权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
种是美国法上的 “ｆａｉｒｕｓｅ”模式，其最大的特点是保持完全的开放性，法官不受立法所列举的“合
理使用”类型的限制。第二种是除美国之外的版权体系国家采用的“合理利用（ｆａｉｒｄｅａｌｉｎｇ）”模式，
该模式对合理利用行为进行了目的限定。英国《版权法》即采用这一模式。第三种是作者权体系
采用的 “著作权例外（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模式。此表述暗示了著作权的享有是原则，而著作
权的受限是例外。〔１８〕 第一种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不做任何限制，最大限度促进合理使用从而实
现促进科技发展的立法目的，第三种立法模式则最大限度保护著作权人利益，合理使用仅在满足
特定的例外情形时才适用。若将合理使用原则引入数据保护领域，需考虑借鉴哪一种立法模式。
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具有人身属性的私权，与所有权、著作权等所有私权一样，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
才受到限制和剥夺，而又与著作权主要是一项财产性权利的权利属性不同，个人信息权主要是一
项精神性权利，在合理使用的借鉴上更应重点关注该原则对这一个人精神性权利可能产生的不利
影响。事实上，上述三种立法模式的“合理使用”都是采用原则和例外的模式。参照《伯尔尼公约》
首先创立继而为后来的国际条约所沿袭的约束各国著作权限制的原则“三步检验法”是：第一，使
用属于特殊情况；第二，使用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抵触；第三，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
益，〔１９〕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原则可包含以下要素：第一，使用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第二，
不能以影响数据安全的方式进行使用；第三，使用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个人信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选择第三种立法模式更有利于保护个人权利，即通过法律明确列举正当合理使用事由，
并对合理使用进行目的限制，以防止司法适用上做扩大解释，不利于保护个人权利。第三种立法
模式对什么情况下构成合理使用具有明确的可预见性，但是法律弹性和灵活性不足，可能导致立
法的僵化。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无法解决一种行为具有极强的正当性，但不符合立法规定的权利
限制条件时的合理使用认定。所以在采用该种立法模式的基础之上，还应增加目的限制的概括性
规定，法官可基于该目的限制的规定做出较为灵活的解释。
从合理使用的适用来看，合理使用需要通过个案加以适用，这通常体现在司法认定中。在著
作权法学者的著述中，合理使用通常归入“侵权抗辩”部分，可见合理使用与司法认定有着内在的
逻辑联系。〔２０〕 在著作权法上，判断某项使用是否能构成合理使用，法官通常会考虑使用的目的、
作品的性质、使用或引用的数量 、使用对作品价值的影响等因素。〔２１〕 除前述考量因素，美国最高
法院著名大法官及学者都认为作者的作品与其隐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斯坦福学者斯蒂芬
（Ｓｔｅｐｈｅｎ）甚至认为在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上应引入隐私保护。 沃伦 （Ｗａｒｒｅｎ）和布兰代斯
〔１８〕 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１９〕 见前注〔１８〕，李琛文。
〔２０〕 见前注〔１８〕，李琛文。
〔２１〕 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Ｔｈａｕ，“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ＦａｉｒＵｓｅ”，２４Ｈｏｆｓｔｒ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５（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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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ｄｅｉｓ）在论证隐私权的誉世名篇《隐私权》一文中提出当代鲜为提及的著作权具有保护作者隐
私的功能。霍姆斯（Ｈｏｌｍｅｓ）大法官在 ２０ 世纪初，犅犾犲犻狊狋犲犻狀狏．犇狅狀犪犾犱狊狅狀犔犻狋犺狅犵狉犪狆犺犻狀犵犆狅．〔２２〕
一案中说道：“个性总是包括一些个人的唯一特质。这种唯一的特质甚至体现在个人的作品中。”
鉴于此，斯坦福学者斯蒂芬进一步论述，在认定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时，还应将对著作权权利人的隐
私保护作为合理使用的判断因素之一。尤其是当作品强烈地体现作者的隐私时，应当严格限制合
理使用原则的适用范围。当作品中大量内容体现作者隐私的时候，法官在平衡权利保护和合理使
用时，需更多考虑隐私的重要性，而更少地考虑法官常用的判断构成合理使用时的经济利益要
素。〔２３〕 这也意味着，当作者的作品与其隐私毫无关联时，判断其他人对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
使用时，应主要聚焦经济利益要素，而非隐私要素。同上述，隐私因素对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
使用有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著作权同时包含了财产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隐私因素与著作权
中的精神性权利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包含作者隐私的作品，作者可能通过主张或不主张发
表权，以决定是否公开包含其隐私的作品。在数据使用领域，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存
在更为密切的联系，合理使用的客体本身就是个人隐私或信息，隐私或个人信息这一因素对判断
某一数据控制者是否合理使用了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显得更为突出且有意义。合理使用原则在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适用应主要考虑数据使用行为对个人信息或隐私的影响。在基于合理使用
原则构建的相关规则层面，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也具有财产属性，但个人信息权仍然主
要是一项精神权利，在合理使用的界定及规则设计上更应慎重、严格。如上述提及，相关的合理使
用配套规则宜采用第三种例外模式，通过列举正当理由的形式对那些特定情形下可以进行合理使
用的予以明确规定。在司法认定或事前合规评估层面，如果某些数据的隐私属性弱，那么在认定
合理使用时，可不必警惕数据使用对隐私或个人信息保护的影响。当达到一定极值，即隐私影响
为零时，可不考虑这一因素，即使不经过个人同意直接使用，也不宜认定为侵权，即符合合理使用
原则的适用条件，可认定为合理使用。反之，如果某一或某些数据的使用将对个人隐私造成严重
影响时，此种使用构成合理使用的概率将大大减少。
从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来看，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上一般被认为是对著作权的限制。美国学
者约翰·Ｓ．劳伦斯（Ｊｏｈｎ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等人认为：“基于使用者利益的立场出发，合理使用是对版权
的一种最重要的限制，它不是对这种独占权利的一种排除，而是对侵权诉讼的一种抗辩。”〔２４〕我国
大多数学者也认为，作者的专有权利不是绝对的，而要受到种种限制。但对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
存在一定争议，《版权本质：使用者权利的法律》一书便提及：“必须区别版权的利用与版权作品的
利用的两者界限。”“合理使用规则并不表现为是对版权作品的个人使用，而是确认后任作者对一
部作品的版权进行合理的利用，即意味着他是在行使某种权利。”〔２５〕著名知识产权学者吴汉东在
《论合理使用》一文中认为合理使用是对他人著作财产权的一种利用。〔２６〕 对应地，数据保护法上
的合理使用也需要区别是对数据的利用，还是对数据权的利用。笔者认为，数据保护领域的合理
使用也应当是对他人个人信息权中财产权部分的利用，表现为使用人对他人的数据所享有的不经
〔２２〕 Ｓｅｅ犅犾犲犻狊狋犲犻狀狏．犇狅狀犪犾犱狊狅狀犔犻狋犺狅犵狉犪狆犺犻狀犵犆狅．，１８８Ｕ．
Ｓ．２３９ （１９０３）．
〔２３〕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２４〕 Ｊｏｈｎ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犉犪犻狉犝狊犲犪狀犱犉狉犲犲犐狀狇狌犻狉狔牶犆狅狆狔狉犻犵犺狋犔犪狑犪狀犱狋犺犲犖犲狑犕犲犱犻犪 （Ａｂｌｅｘ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９）．
〔２５〕 Ｌ．Ｒａｙ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犜犺犲犖犪狋狌狉犲狅犳犆狅狆狔狉犻犵犺狋牶犃犔犪狑狅犳 犝狊犲狉狊犚犻犵犺狋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２６〕 见前注〔１７〕，吴汉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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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而加以使用的某种利益。合理使用应当视为一种利益，即非个人信息权人依法享有的某种
利益。这种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确认，但前提是不得损害权利人的其他合法权益。从立法目的的角
度，数据保护法以权力本位为基础，以保护个人权益为核心，因此，立法语言可将非个人信息权人
享有的合理使用利益表述为“个人信息权的限制或例外”。
（二）合理使用原则的制度体现
事实上，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原则在一些国家的具体法律制度中已有体现。一些国家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律对个人的同意与控制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损，以实现对个人信息流通、使用的保
障。〔２７〕 究其实质，其实是以合理使用原则为出发点，以利益平衡的目的，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制
度、规则进行修正。
１．合理使用是进行数据处理的法律基础
一般而言，各国法律将同意原则作为数据处理的一般合法基础，也规定了可不经个人信息主
体同意的例外事由，这些例外事由基本归纳为可不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合理使用。以欧盟为
例，欧盟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６条中规定了除同意以外，可被认定为合法处理的其他五种情
形，满足任意一项即可被认定为合法处理。其一，个人数据的加工是作为合同一方的数据主体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或是为了满足数据主体订立合同前或订立合同时的要求；其二，数据控制者履行
法律义务必须进行个人数据加工；其三，为了保障数据主体的重大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数据加工；其
四，在不侵犯数据主体（尤其是未成年人）更重要的基本权利及自由的前提下，控制者的合法利益
需要通过保护个人数据而实现的，且数据控制者追求其合法权益是必要的，则所述加工行为可以
被认定为合法。〔２８〕
我国已经发布并即将生效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明确了收集个人
信息无须征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例外情形，包括用于维护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和合规所
必需的；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有关的；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和判决执行等有关；出于维护个人信
息主体或其他个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合法权益但又很难得到本人同意的；已合法公开披露的信
息；学术研究机构基于公共利益开展统计或学术研究所必要等情形。
可见，欧盟和我国的法律、国家标准的相关条文都明确了可不经个人同意的例外情形，从核心
思想上，符合合理使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从规范模式上，符合本文第二部分阐述的合理使用原则的
第三种立法模式，是对合理使用原则的制度体现。
２．构成商业秘密的合理使用可免于披露
同意原则并不意味着披露尽可能多的信息。虽然，各国法律都倾向于向个人信息主体披露更
多的信息，欧盟和英国法律要求数据控制者不仅应披露数据收集、使用等情况，还应当披露收集、
使用的逻辑和方法。如欧盟１９９５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在前言（４１）中写道，个人数据权利包括
获取数据的权利和获取自动数据处理（至少是自动处理产生与数据主体有关的数据的决定）的逻
辑的权利。英国的《数据保护法》（１９９８）第７条第１款（ｄ）规定，为评估数据主体的工作表现、信用、
责任或行为等目的进行的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构成或可能构成显著影响个人自身的基础，那么
该个人有权被告知数据控制者做出决定的逻辑。但同时也做了例外规定，即不能对数据控制者的
商业秘密造成影响，保障同意原则的隐含前提是要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和数据控制者商业秘密权
刁胜先：《论个人信息权的权利结构———以“控制权”为束点和视角》，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９２～９６页。
〔２８〕 参见《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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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护之间做出平衡，构成商业秘密的合理使用及使用逻辑可免于向个人信息主体进行披露。
（三）合理使用原则的关联规则
１．个人信息风险评估
在进行数据处理、使用前，应进行个人信息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的意义主要在于在
使用数据前对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判断，这也是事后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重要依
据。有学者认为，在具体实践中，应弱化对用户同意的过度依赖，规定“合理使用”的场景，且对信
息处理行为进行影响评估，在信息处理行为构成“合理”或带来的风险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时，
免予取得用户同意，减轻其为机构及用户自身带来的负担。〔２９〕 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
现实意义，可对现有的规则体系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现有的规则体系以同意原则作为核心的个
人信息保护和合法使用基础，但如上所述，基于这一原则并不能实现对数据主体权利的有效保护。
客观上最有能力判断某项使用行为是否对个人信息主体权利造成影响或侵犯的是数据控制者。
在尚未获得同意或难以获得同意，而又需要对相应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和使用时，对个人信息利
用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进行隐私／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如果相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对个人
权利无影响或影响极小，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时，可进行相应的信息处理。合
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等因素即是合理使用原则的延展，即是说，当对某些个人信息的使用经过充
分合法、正当、必要等条件的预判和使用结果的影响分析，发现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即构成
合理使用，此种使用可不经过权利主体同意。
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及机构倾向认为，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并非固定的、僵化的，而是
主观的、动态的，并受多重因素影响，何以构成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在不同的场合均不尽相
同。〔３０〕 这就需要对个人信息处理进行个案的风险评估。赋予数据控制者进行风险评估、结果判
断、做出使用决定的权利是有很大风险的，正义的规则要绝对避免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情
况，将判断是否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力交给会使用该信息的数据控制者，无疑触犯了数据控制者既
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禁忌。避免权利滥用的有效方法莫过于对权利的行使增加条条框框，建
立规范性准则。只有当数据控制者按照规范性的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程序进行评估时，得出的评估
结果才可能是公正、不失偏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个人信息风险评估规范性、监督性程序及
个人控制的权利约束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控制者最有能力判断数据使用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使用个人信息前，进
行个人信息风险评估，能有效地起到保护个人信息的作用。这是个人信息风险评估能为个人信息
保护水平较高国家或国际组织普遍倡导的一项个人信息管理解决方案的原因。例如，ＯＥＣＤ《隐私
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规定数据控制者应当准备一个隐私管理计划，基于隐私风
险评估提供合适的安全措施。〔３１〕 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和保护方面的国家标准也积极推动建立个人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体系，比如《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草案）》对数据控制者开展个人信
息评估提供了一些实操性较强的指引，要求定期进行评估，并在法律法规有新的要求时，或在业务
模式、信息系统、运行环境发生重大变更时，或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重新进行个人信息安全
〔２９〕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２～１１５页。
〔３０〕 ＳｅｅＳｔｅｖｅｎＬ．Ｗｉｌｌｂｏｒ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２〕．
〔３１〕 Ａ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ａ）Ｈａｖｅｉｎｐｌａｃｅ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ｈａｔ：ｉｉｉ．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０５／２０１４ｏｎＡｎｏｎｙ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０８２９／１４／ＥＮＷＰ２１６ （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１０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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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规范有序地开展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固然重要，但对权利的监督也并不可少。因此，需要建立
相应的监督和权利约束机制。各国的相关规定不仅需要对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的流程、环节进行规
定，也应制定评估有效性的监督机制，比如要求评估结果报告向社会公开，特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评
估需报政府部门知悉、备案，甚至审批。
２．经设计的隐私
判断数据控制者某种使用行为是否尽到了合理使用的注意义务，需考量数据控制者在收集、
使用数据的过程中是否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数据合规流程和管理机制的重要一环。从公司产品
和流程设计的前端产品开发到后台数据管理，都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重要原则融入收集或处理个
人数据的产品、服务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即经设计的隐私（ＰｒｉｖａｃｙＢｙＤｅｓｉｇｎ，以下简称“ＰｂＤ”）。
ＰｂＤ 理念为欧盟和美国法律和执法机构认可。目前，ＰｂＤ 已成为欧盟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
将隐私放在了优先位置并加以重点保护。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澳大利亚隐私和数据保护委员会
（ＣＰＤＰ）正式决定采用 ＰｂＤ 作为加强其公共部门信息隐私管理的核心政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以下简称 ＦＴＣ）的报告（ｓｔａｆｆｒｅｐｏｒｔ）建议公司将实质性的隐私保护融入其实践当中，建议公司进
行全面的数据管理。ＦＴＣ 对 ＰｂＤ 的态度也体现在相关的执法案件中。例如 ＦＴＣ 在结束对谷歌
街景案调查的信件中强调其采取一些实践，包括任命隐私工程管理总监，对核心员工进行核心隐
私培训，在新产品设计过程中引入隐私审查；采取了合理的程序，如仅收集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信
息，目的完成即删除数据，从而认为谷歌街景保证了收集和存储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各大公司也
将 ＰｂＤ 作为重要的个人信息管理机制。 微软的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以下简称“ＳＤＬ”）是目前最著名的例子。ＳＤＬ 的目的在于将隐私和安全原则融入软件开
发生命周期，每个开发周期（产品需求、设计、完善、验证和发布）都包括了隐私指南，从强制性的到
推荐性的，从程序性的到技术性的。每个项目都有隐私影响等级，这些等级决定合规的具体设计
要求。其软件和服务开发隐私指南对 ＳＤＬ 做出了进一步补充，这些指南在美国《公平信息保护实
践》和相关的美国隐私法律的基础上界定了基本概念和定义，分析了在具体情形下产生的不同类
型的隐私控制和特殊因素考量。对九款具体的软件产品和网站开发情景列举了详细的指南。对
每种场景，指南定义了告知和同意、安全和数据完整性、消费者获取、使用ｃｏｏｋｉｅ及其他控制相关
的要求性和推荐性实践。
数据合规流程应涵盖前端产品开发到后台数据管理，在公司产品和流程设计中将个人信息保
护的重要原则融入收集或处理个人数据的产品、服务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数据控制者可借鉴优
秀的实践，将 ＰｂＤ 的理念融入前端软件开发活动和后端数据管理实践中。前者是针对面向消费者
端产品、服务的设计过程，即与消费者通过下载软件、使用网站服务、分享个人数据或创造用户内
容等交互。后者在于数据管理程序和实践中确保信息系统内部使用或分享给关联方、合作伙伴和
供应商等行为遵守隐私法、隐私政策和消费者设置的隐私偏好。在软件开发周期致力于确保产品
和服务设计过程中，考虑消费者隐私期待，赋予用户控制其个人数据的权力。同时，最小化隐私风
险，如秘密收集数据、未经授权的使用、转移、披露和安全违规。在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中，关注公司
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地研发和运营信息系统，并在公司雇员获取、使用、披露和删除个人数
据时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因素。
３．安全管理措施
匿名化、去标识化技术既为个人信息利用开辟道路，又为个人信息保护保驾护航，是确保数据
合理使用的重要安全管理措施。匿名化是指一种移除识别性信息，可达到使剩下的信息无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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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个人的信息处理技术。根据欧盟第二十九数据保护工作组官方意见，匿名化技术主要包括
两种，随机化（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泛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随机化是为移除数据与个人之间的强联
系而改变数据真实性的技术集合。泛化是匿名化处理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其通过改变数据量级的
规模或次序来泛化或稀释数据主体的属性。〔３２〕 在实践中，企业往往还会采取其他额外的技术来
确保无法从这些数据之中识别到个人，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噪声添加 （Ｎｏｉｓ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排列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差分隐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ｖａｃｙ）、加权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Ｋ 匿名化 （Ｋ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
Ｌ 多样性（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 密闭 （Ｔ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等。〔３３〕 去标识化是指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
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过程。去标识化建立在个体基础
之上，保留了个体颗粒度，采用假名、加密、哈希函数等技术手段替代对个人信息的标识。由于去
标识化后的信息仍具有识别个人身份的可能性，因此去标识化后的信息仍然是个人信息。
匿名化技术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在欧盟、美国以及我国都得到法律认可，匿名化后的数据
使用可不受相关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限制。欧盟相关立法规定，如果对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
理，使得通过该数据已无法识别出个人身份，对这种数据的处理就不受到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约
束。〔３４〕 换言之，匿名化后的数据处理不必再考虑是否构成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的问题。我国《网
络安全法》已借鉴欧盟将匿名化明确载入立法，明确了通过技术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使用利益均
衡的态度，值得肯定。但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明确具体的匿名化规则时，我们需要推动匿名化
国家标准的形成，使得匿名化规则的制定符合产业实际和技术现状，不过于严格地要求达到过高
的匿名化程度，导致匿名化这一平衡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器丧失原本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也
应当认识到，通过匿名化等隐私增强技术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人信息，但越来越多的研究
表明技术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缺乏社会规则和法律框架，仅仅技术本身无法保
护隐私。因此，一方面，为保证匿名化处理后的数据仍然有较高的价值，应当认识到对匿名化标准
的认定不应过于绝对，而应当是随机、动态变化的。既然没有绝对的匿名化，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和
ＰｂＤ 理念在数据应用实践中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三者相互配套作用始能充分保护个人信息主
体权利。另一方面，仅仅是匿名化技术，难以独立担负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从国家规范层面，匿
名化技术需与法律保护框架相结合，以实现个人信息的配套约束。从企业层面，匿名化技术需与
企业内部数据管理规则相结合，从多维度保护个人信息，实现企业内部数据安全。
可见，一套明确的匿名化、去标识化的安全管理规则有助于将个人信息安全地运用于商业化，
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商业运作双赢。〔３５〕 鉴于经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无法识别主体身份，因此对
于满足匿名化要求的信息，可不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直接使用，无须考虑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原则。
而去标识化后的个人信息，虽然不能达到匿名化后完全无法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程度，但是比去
标识化前的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难度大很多，因此，使用去标识化后的个人信息更安全，判断构成
合理使用所需履行的相关安全义务更低。
〔３２〕 Ｓｅｅ０８２９／１４／ＥＮＷＰ２１６，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
〔３３〕 ＷａｌｄｅｎＩ．，“Ａｎｏｎｙｍｉｓ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１０（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２４ ２３７（２００２）．
〔３４〕 ＧＤＰＲ 详述（２６）中指出，假名化的数据能够与其他数据结合来识别个人，其可被视为与一个可识别的自
然人相关的信息。数据保护原则不适用于与该自然人无关或无法被识别的匿名化的数据，该条例因此不适用于对
匿名化数据的处理行为。
〔３５〕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３８～
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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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人参与和控制
个人参与和控制是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途径，是知情同意原则的延伸，能有效地对数据处理、
使用行为进行约束，通过个人参与和控制检视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
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也将个人参与和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ＯＥＣＤ《隐私保护
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将个人参与原则作为八大基本原则之一，明确个人应当有权从
数据控制者获得与其相关的数据，或要求数据控制者确认其是否有该个人的数据，有权就与其数
据相关的问题与数据控制者联系，如果请求被拒绝，数据控制者应当提供理由。个人有权提出异
议，如果异议成立，数据控制者应当对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完善等相关处理。〔３６〕 用户参与不仅意
味着用户可以查询数据，并且应当有权验证其准确性。美国 ＦＴＣ 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描述了
选择／同意、获取／参与原则，网络环境下的选择和同意意味着为用户提供控制其数据的选择。
个人参与和控制也是个人信息主体约束数据控制者使用数据的有效权利约束机制。赋予数
据控制者权利，就应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参与和控制其个人信息处理的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相互
制约，始能达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状态。此外，赋予个人参与和控制的权利也能实现对
上述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的有效约束。基于“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可作为免于同意的条件”，评估结果
若为个人信息处理对信息主体的影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即可不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为相应的使
用，这样的使用构成合理使用。前述也提及赋予数据控制者较大权利的个人信息风险评估流程需
要通过规范性、监督性的程序加以约束。但是即使受到程序性的约束，还是不能实现个人权利的
有效保护，因为该规则跳过了个人同意环节。如果说“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可作为免于同意的条件”
这样的机制的前提在尚未获得同意或难以获得同意，而又需要对相应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或使
用，那么事后权利补授权环节或用户参与控制环节则必不可少。即使在影响较小的方案中实施个
人信息处理，也应当保留主体参与相关处理流程的规则和余地，实现权利制衡。

四 、结

语

在大数据语境下，个人信息立法不仅以保护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为单一目的，同时应承载促进
数据使用、流动的立法目的，合理使用原则作为平衡两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将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在个人信息立法进程中，应廓清以同意原则为核心构筑起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对双重
立法目的实现之有效性，引入合理使用原则，允许基于保护数据使用方利益（如商业秘密）的角度
对同意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减损。借鉴欧盟等国立法确立以合理使用原则和制度为数据使用的
合法基础，吸纳场景理论的合理内核，侧重从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的角度保护个人信息，当评估结果
为对个人信息造成影响极小时，可不经个人同意为相应处理。当个人信息经匿名化处理后，不再
是个人信息，亦可不经同意进行处理，且不受个人信息法律约束。此外，合理使用的认定上需通过
是否进行个人信息风险评估、是否采取去标识化等安全措施、是否保障了个人参与和控制的权利
等事项加以丰富。概括而言，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数据控制者应有良好的风险控制制度，在后台
运营和前端应用等场景设计、开发时充分考虑个人信息保护，采取适当的技术手段保证使用过程
中的信息安全，赋予个人信息主体一定程度的自主控制权利。
（责任编辑：徐彦冰）
〔３６〕

参见 ＯＥＣ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导方针》第７段、第１０段。

·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