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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到底属于谁？
——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
丁晓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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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产，但平台数据常常包含大量的个人数据。

平台数据既可以被认为个人所有、平台所有、个人与平台共有，也可以被认为是互联网空间的公共数
据。无论是法律条文和法律教义的分析，还是基于正当性与后果主义的分析，都无法完全明确界定数
据权属。究其原因，平台数据具有多重属性，而且其属性高度依赖场景。对平台数据进行确权，应当遵
循场景化的规则制定方式，以理性规则和个案来自下而上地推动数据规则体系演进，而非寻求数据的
统一性规则。在实体判断上，应当综合考虑平台性质、数据爬虫行为等多种因素，最大限度推动数据流
通与数据保护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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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互联网企业与平台拥有的用户数量越多，
它就可能吸引越多的用户，在和其他互联网企业与平台的竞争中，它就越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这种滚
雪球式的网络效应使得互联网企业往往将数据视为竞争中的核心资产。〔1〕哪家互联网企业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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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关于网络效应，参见 Michael L. Katz & Carl Shapiro,“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75 AM. ECON.
REV. 424（1985）; Mark A. Lemley & David McGowan,“Legal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Economic Effects”86 CAL. L. REV. 479（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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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数据，对数据进行了更好地利用，哪家互联网企业就可能在竞争中具备领先优势。
或许正是由于数据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关于数据的争议问题层出不穷。在华为与腾讯的数据之
〔2〕

争、

〔3〕
〔4〕
〔5〕
顺风与菜鸟之争的接口门事件、
新浪诉脉脉案、
大众点评诉百度案、
淘宝诉美景不正

〔6〕
〔7〕
当竞争纠纷案、
美国的 Craigslist v. 3Taps 案、
hiQ v. LinkedIn 案〔8〕中，各方所争议的核心问题都

是数据：当一个网络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另一个平台的数据时，这种行为是否合法与合理？或者更
为简单地说：平台的数据到底属于谁？〔9〕
对于这个问题，法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但此类研究主要从部门法的角度切入，对平台数据权属
〔10〕
问题进行部门法分析。例如，有的学者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分析数据爬虫的合法性，
有的学
〔11〕
者从民法财产权的角度分析企业数据的财产权保护，
有的学者从知识产权角度分析企业数据保

护。〔12〕此类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思考数据权属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没有从整体性的角度思
考数据权属特别是平台的数据权属问题。〔13〕而经济学的文献虽然越来越关注数据权属问题，为分析
〔14〕
数据权属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但数据权属问题仍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其正当

性无法奠定在纯粹的效率分析的基础上。例如，从纯粹的效率视角来看，数据权属划归为平台最有效
率，因为数据的集中化运用与规模化运用可以有效地化解数据的外部性问题与交易成本问题。但此
类分析进路并未考虑到个人隐私问题和更大范围公共领域的数据流通问题，一种极端的想象的例子
是，平台可以利用个人隐私类数据来驱使与威胁个人劳动，从而促进效率，但此种制度安排显然并不

〔 2 〕 参 见《华 为 VS 腾 讯 大 数 据 之 争 谁 拿 走 了 用 户 的 个 人 数 据？》，来 源：http://tech.sina.com.cn/i/2017-08-15/docifyixtym4580079.shtml，2018 年 9 月 3 日访问。
〔 3 〕 对于顺丰与菜鸟之争的简单介绍，参见百度百科《顺丰菜鸟之争》，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 顺丰菜鸟之争
/20830652?fr=Aladdin，2018 年 9 月 11 日访问。
〔 4 〕 参见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
判决书。
〔 5 〕 参见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
（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
〔 6 〕 参见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
（2017）浙 8601 民初 4034 号民事判决书。
〔 7 〕 参见 Craigslist INC. v. 3Taps, 942 F.Supp.2d 962（2013）.
〔 8 〕 参见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No. 17-16783（2017）.
〔 9 〕 2019 年 6 月，在阿里巴巴罗汉堂所发布的十大问题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数据是谁的？谁是真正的受益者？”参见《阿
里巴巴罗汉堂发布最关乎世界未来的十大问题及学者解答》，来源：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626235344267.html，2019 年 6 月
29 日访问。
〔10〕 参见张平：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13 年第 3 期，第
46-51 页；宁立志、王德夫：
《“爬虫协议”的定性及其竞争法分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61-168 页；范长军：
《行业惯
例与不正当竞争》，载《法学家》2015 年第 5 期，第 84-94 页；
杨华权、曲三强：
《论爬虫协议的法律性质》，载《法律适用》2013 年第 4 期，
第 30-34 页；杨华权：
《论爬虫协议对互联网竞争关系的影响》，载《知识产权》2014 年第 1 期，第 12-21 页；刘继峰：
《论用户数据的竞争
法保护路径》，载《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第 3 期，第 26-30 页。
〔11〕 参见龙卫球：
《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载《政法论坛》2017 年第 4 期，第 75 页；龙卫球：
《再论企业数据保护
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50 页。
〔12〕 参见徐实：
《企业数据保护的知识产权路径及其突破》，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56 页。
〔13〕 姚佳与胡凌两位学者从数据利用与商业模式的角度思考了企业数据权属问题，参见姚佳：
《企业数据的利用准则》，载《清
华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14-125 页；
胡凌：
《商业模式视角下的“信息 / 数据”产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第 1-14 页。
〔14〕 参见费方域等：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性质、产权和竞争》，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3-21 页；
杜振华、茶洪旺：
《数
据产权制度的现实考量》，载《重庆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9-25 页；王忠：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交易许可机制研究》，载《理论
月刊》2015 年第 6 期，第 131-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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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合理。〔15〕因此，经济学的文献虽然为平台数据权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但这类分析只能是
更为整全性分析的一部分。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对平台数据权属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具体而言，本文从数据争议中的
典型技术手段——网络爬虫——切入，思考平台数据的权属问题。所谓网络爬虫，指的是一种按照一
定的规则，自动抓取万维网信息的程序或者脚本的做法。在过去互联网发展的若干年里，网络爬虫与
反网络爬虫非常普遍。一方面，很多互联网企业通过网络爬虫来抓取数据；另一方面，有的互联网企
业为了防止其他企业爬虫而设置了各种反爬虫技术。从网络爬虫切入，我们可以深入分析网络平台
数据的权属与数据保护问题。
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平台的数据权属无法进行明确化的界权。平台的数据常常具有多重属性：平
台数据包含了大量的个人数据，个人对于此类数据具有数据隐私保护的权利；平台数据是企业所收集
的，企业对于平台数据拥有相应的权益；平台数据又可能属于公共领域，无论个人或企业都不具有独
占性权利。此外，平台数据的属性又常常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基于这些特征，本文认为应当对平台
数据进行场景化的保护，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企业数据，都应当通过自下而上的个案化判断来制定规
则。在个案考虑中，需要考虑平台性质、数据性质、数据爬虫性质，努力实现数据隐私保护、企业数据
权益保护与数据共享的平衡。

一、网络爬虫与数据争议
网络爬虫技术最先使用和最常使用的场景是通用搜索引擎，如谷歌、百度、搜狗和必应。对于通
用搜索引擎而言，其对爬虫技术的使用基本上是一个双赢与多赢的过程。对于搜索引擎而言，搜索引
擎通过爬虫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高效获取与汇集；而对于被爬虫的网页而言，这些网页也通过搜索引擎
的链接而得到了推广。
但在网络爬虫的行为中，被爬虫的一方不希望其数据被爬的情形很快出现了。互联网行业的从
业者逐渐发展出了两种通行的手段来反爬虫。其一，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君子协议：robots 协议（机器
人协议或拒绝机器人协议），即由网站所有者生成一个指定的文件 robot.txt，并放在网站服务器的根
目录下，这个文件指明了网站中哪些目录下的网页是不允许爬虫抓取的。具有友好性的爬虫在抓取
该网站的网页前，往往会先读取 robot.txt 文件，对于禁止抓取的网页不进行下载。其二，互联网行业
的从业者还发展出了技术性的反爬虫手段，通过设置各种技术手段来防止爬虫机器人的访问。例如，
可以进行技术设定，当某一网站访问过快时，就要求该网站输入验证码，以此确定排除非人工的访问。
再比如，网站也可以不定期改变 HTML 标签，使之无法与 Web 排序匹配来限制爬虫。
在互联网企业进行爬虫与反爬虫斗争的同时，围绕着数据的法律争议也开始展开。2000 年，
Bidder’
s Edge 公司的网站对 Ebay 网站进行了网络爬虫，Ebay 公司据此向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提起
诉讼，控告 Bidder’
s Edge 公司对其网站的爬虫行为违反了 robot 协议，具有非法侵入（trespass）、计算
机欺诈和滥用、不公平竞争等违法行为。最终，法院认同了非法侵入这一项控告，认为被告未经授权

〔15〕 在经济学上，俄国经济学家曾经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将土地产权分配给地主，并且保证农民一定的饥饿感，这从效率上
来说可能有利于土地效率的最大利用，因为农民为了生存将拼命劳作。但此种制度安排显然并不具有正当性。参见［俄］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陈越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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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原告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占有权益，这种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受到损害。〔16〕
在此案中，Bidder’
s Edge 公司给自身的辩护理由是，Ebay 网站的信息都是公开可访问的，因而
不存在非法侵入的问题。对此，法院的意见是，Ebay 公司的服务器是私人财产，其给予的公众访问权
限是授予的，Ebay 一般不允许爬虫机器人进行访问，而且此案中 Ebay 明确告知 Bidder’
s Edge 公司
不许对其网站进行爬虫。因此，此案中存在非法入侵。
〔17〕
在访问权限问题上，中国的案件与 Ebay 案的判决思路较为一致。例如，在新浪诉脉脉案、
大

众点评诉百度案〔18〕等案件中，法院都认定，未经对方授权进行网络爬虫，大量获取对方网站的数据，
属于违法行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常常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认为此类行为具有“扰乱市
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所规
定的“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
〔19〕
当然，也存在思路不同的判决。在 HiQ 诉领英案中，
HiQ 公司对领英网站实施了网络爬虫，

但加利福尼亚北区地区法院的法官认为，这种爬虫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因为领英网站上的数据是公开
数据，对于公开数据，即使违反对方设置的 robot 协议，也应当是被法律允许的。这就像在白天推开一
家未锁门的商店进去看看，并不能将其认定为非法侵入。〔20〕因此，法院最后不仅没有认定 HiQ 公司
的爬虫行为违法，甚至反过来认定领英的反爬虫技术违法，要求领英公司移除针对 HiQ 的接入壁垒。
使得网络爬虫中的数据争议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网站的数据常常来自个人，因此网络爬虫又常常
面临数据隐私的问题。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新浪诉脉脉案中，新浪对于脉脉公司的指控除了脉脉违反
其 robot 协议，还包括脉脉公司的网络爬虫未得到用户的授权。在 HiQ 诉领英案中，领英也提出了数
据隐私保护的问题，指出 HiQ 对于领英数据的爬虫会影响个人的数据隐私保护。对于抓取网络平台
上的数据是否需要个人授权，法院也给出了不同的判决，例如，在 HiQ 诉领英案中，法院认为爬虫并不
会影响公民的隐私保护，但在新浪诉脉脉案中，法院则明确了平台授权之外用户授权的必要性。
在今日头条与微博的网络爬虫与数据之争中，今日头条突出了用户具有的个人数据权。在该争
〔21〕
议中，微博认为其网站数据被今日头条非法爬虫，
但今日头条认为此类数据属于用户，不属于微

博，只要用户授权，网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爬虫。今日头条认为其爬虫不具有违法性，因为头条
页面具有邀请用户授权的选项，只有当用户开通此功能选项，授权今日头条抓取用户发在微博的数据
后，
头条才会进行网络爬虫，
帮助用户将微博所发布的内容定期自动发表在头条旗下的产品微头条上。

二、数据权属的四种观点
通过上文对若干数据爬虫案例的简介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数据权利归属的观点进行归纳，对于
拥有大量个人数据的平台，可以将平台数据权属的类型或观点归纳为四种。

〔16〕 参见 Ebay, Inc. v. Bidder’s Edge, Inc., 100 F. Supp. 2d 1058（2000）.
〔17〕 参见（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判决书。
〔18〕 参见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
（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
〔19〕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No. 17-16783（2017）.
〔20〕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No. 17-16783（2017）, paragraph 6.
〔21〕 微博认为，
“某第三方新闻平台在微博毫不知情、并未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从微博抓取自媒体账号的内容”，参见《谁的用户：
微博欲诉今日头条非法抓取内容》，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8-15/doc-ifyixcaw4855222.shtml, 2018 年 9 月 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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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个人所有
数据权属的第一种类型或观点是数据属于用户个人。在上文提到的今日头条与微博之争中，今
日头条的意见是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今日头条认为，微博并不具备对用户数据的任何权利，因此只
要爬虫是在用户授权的情形下进行的，那么即使头条违反了微博的 robot 协议，此类行为也不违法。
毋庸置疑，微博可以起诉用户特别是某些大 V 用户违反协议，因为微博的使用协议写明了微博享有对
用户内容的独家使用权，而且微博和某些大 V 还签订了非常明确的合同。这样一来，微博用户特别是
大 V 用户在使用微博平台发布内容又授权今日头条使用时，微博就可以起诉，要求法院认定此类行为
属于违约。但即使法院如此认定，今日头条也可以声称今日头条的行为并不违法，用户与大 V 行为可
能违法，但他们违法与今日头条无关。
事实上，如果强化用户数据个人所有权，将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权利更多视为人格权而非财产
〔22〕

权，

或者将此种权利视为法定的消费者权利，那么微博设置的用户协议可能自始无效。一旦将数

据个人所有权视为不可让渡的人格权，那么数据的收集者与使用者就不得限制这种数据权利的自由
〔23〕
行使。就像私人之间不得通过合同限制公民对个人姓名的自由使用一样，
企业也无法通过合同而

要求个人放弃其数据权利。
欧盟新近确立的数据携带权可以被视为这种个人数据权利的另一佐证。如果认同欧盟《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中所确立的数据携带权，那么平台不仅不能对个人数据进行限制，还需要对个人数据的
自由流转提供帮助。《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
“数据主体有权获取其提供给控制者的相关个人数
据”，而且，这种个人数据格式应当是“经过整理的（structured）、普遍使用的（commonly used）和机器可
读的（machine-readable）”，数据主体有权“从其供给的一个控制者那里无障碍地将此类数据传输给另
一个控制者。”〔24〕按照这一数据权利，个人甚至可以要求微博对其他平台开放端口，以实现其个人数
据的自由移转。
（二）数据平台所有
数据权属的第二种类型或观点是数据属于平台。此种观点最为典型的是今日头条与微博之争爆
发后微博所发布的新用户协议，该用户协议规定，
“用户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
片视频、音频等，不论微博内容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可保护客体，用户同意不可撤销地授权微
博平台作为微博内容的独家发布平台，用户所发表的微博内容仅在微博平台上予以独家展示”。〔25〕
这一新用户协议实质上将数据的权属界定为平台所有，排除了用户对于微博内容进行再次授权使用
的权利。
可以想见，数据完全归属平台的观点并不受欢迎。在微博发布新的使用协议后，这一协议就受到
了用户与媒体的猛烈抨击，而微博也对这一新的使用协议进行了澄清，并且修改了用户使用协议。更

〔22〕 对于数据权利属于人格权还是财产权属性的探讨，参见丁晓东：
《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
数据隐私的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45-50 页。
〔23〕 对 于 此 问 题 的 深 入 讨 论，参 见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Property, Contract, and Verification: The Numerus
Clausus Problem and the Divisibility of Rights”31 J. Legal Stud. 373, 368-387（2002）.
〔24〕《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20 条。
〔25〕 该用户协议同时规定：
“未经微博平台事先书面许可，用户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使用微博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发表、复制、转载、更改、引用、链接、下载、同步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部分或全部微博内容等。”
参见澎湃新闻：
《新浪微博：未经微博书面许可，用户不得授权第三方用微博内容》，来源：http://www.sohu.com/a/192382481_260616，
2018 年 9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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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后的用户协议规定，用户对于其所发的内容拥有版权与著作权，微博作为发布平台只享有一定范围
的使用权。用户对于自己具有完全权利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布到其他平台，无须微博批准、
审批、同意。但即使如此，更新后的用户协议仍然强调，未经微博平台同意，自行授权、允许、协助第三
方非法抓取已发布的微博内容，仍然属于违法。〔26〕因此，调整后的微博用户协议意味着微博不享有
相对于用户的数据权利，但享有相对于其他平台的数据权利。
（三）数据个人与平台共有
数据权属的第三种类型或观点是数据属于个人与平台共有。在中国法院的判决中，这是较为常
见的一种观点。例如，在新浪诉脉脉一案中，法院认为，数据开放的前提是必须获得用户个人与平台
的同时授权。而且，法院为了强调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性，还提出了“用户授权”+“平台授权”+“用户
授权”的“三重授权”模式，即数据的提供方首先取得用户同意而收集数据，在数据提供方向第三方平
台授权使用此类信息时，第三方平台还应当明确告知用户其使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再次取得用户
的同意。〔27〕法院的这一判决理由意味着，个人和平台对于数据都拥有一定的权利主张，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为个人与平台所共有。
当然，在数据个人与平台共有的情形中，个人与平台的权力划分与权利边界仍然是一个问题。在
具有竞争关系的网络平台进行爬虫时，双重授权或三重授权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较
强的现实操作性，但在其他场景下，要求平台与个人进行双重授权或三重授权可能会面临种种困境。
例如，个人将平台的数据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大量拷贝到其他平台，此种行为显然没有获取平台
的授权，但此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数据的共有产权？此外，当平台所属的网络发生产权变更时，此时产
权的变更是否需要获取用户同意？2018 年，
人人网被出售给多牛传媒公司，其出售的资产包括了用户
数据，但在这一出售过程中，人人网并没有履行征求用户同意的环节。无疑，要求人人网出售前征求
所有用户的同意，这并不现实。〔28〕
（四）数据公众所有
数据权属的第四种类型或观点是数据属于公众所有。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平台介入互联网，就意
味着平台数据具有了公共属性，不为任何私人或企业所有。在上文提到的 HiQ 诉领英案中，HiQ 公
司聘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劳伦斯 • 却伯（Laurence Tribe）教授作为顾问，却伯教授认为，数据与信息
的访问权是一种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根据这种观点，数据的本质
其实是一种言论，而言论的本质就是流通与共享，具有公共属性。因此，对数据的抓取就不需要网络
平台授权或个人授权。〔29〕
对于互联网的公共属性，网络法学者奥林 • 科尔（Orin Kerr）教授曾经有过经典描述。在他看来，
互联网的一般原则是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允许世界上任何人发布信息或数据，数据可以被任何人访

〔26〕 参见《使用协议引争议，你发的微博到底属于谁？》，来源：http://tech.ifeng.com/a/20170918/44688326_0.shtml，2018 年 9 月
11 日访问。
〔27〕 参见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
判决书。
〔28〕 参见《人人网变卖，用户数据何去何从？》，来源：https://www.sohu.com/a/276750384_99955893，2018 年 9 月 16 日访问。
〔29〕 Tribe 指出，LinkedIn 和 Facebook 就是现代的“市政广场（town square）”，要使得言论充分交流，就必须将私人社交媒体平
台当作公共论坛，参见“hiQ Labs v. LinkedIn: Is Scraping Public Data Protected Speech?”, http://jolt.law.harvard.edu/digest/hiq-labs-vlinkedin-is-scraping-public-data-protected-speech, accessed November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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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而无须进行身份验证。当计算机所有者决定在其机器上设置 Web 服务器，使文件可以通过 Web
访问时，这就推定了大众都可以访问这些文件。〔30〕科尔教授还打了一个比喻，把网络服务器连接到
互联网就像在公开交易会上出售商品，任何人都可以访问网络上的数据或交易会上的商品。〔31〕只有
在比较特殊的情形下，例如当网站设置密码时，网页才会从开放网页转化为封闭网页。〔32〕
我 国 的 互 联 网 评 论 家 方 兴 东 曾 表 达 过 类 似 的 看 法。 方 兴 东 认 为，从 互 联 网 的 前 身 阿 帕 网
（ARPAnet）到后来的 TCP/IP 协议，以及一系列网络治理机制和技术标准组织，
“都坚定地确立了互联
网开放、共享、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和技术规则”与“无歧视、无选择、无条件的互联互通”。但当
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对数据与流量却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高筑墙”行为。因此，方兴东认为，无论是淘
宝拒绝百度搜索店铺页面信息，百度试图通过 Robots 协议拒绝 360 搜索的“3B 大战”，微信频频对滴
滴、淘宝、今日头条、抖音等竞争对手进行选择性的屏蔽，还是百度大规模自我导流，甚至不再显示搜
索结果中外部网站的地址，都与互联网的精神背道而驰。〔33〕

三、数据权属：法律条文与教义分析
平台数据权属的四种观点哪个更有道理？对此我们可以首先从法律条文与法律教义的角度分
析个人数据权利与企业数据权利的界限，而这种分析将表明，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的权利界限均不
明确。
（一）个人数据权利
首先，个人数据的范围、个人数据权利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平台数据中的受保护的数
据范围存在不确定性。本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企业、社会
与政府也都对个人数据保护的优先性具有一定的共识。例如，在腾讯与华为数据之争、菜鸟与顺丰数
据之争、今日头条与微博数据之争等案例中，各方都视个人数据保护为重中之重，各方都强调获取用
户的授权。但问题在于，用户在平台上所生产的各种数据是否属于个人数据？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
个人数据是否都应当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
按照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的通行定义，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为已识别个人或可识别个人的数
据。〔34〕例如，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
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35〕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个人数据界定为
“任何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信息”。〔36〕但按照这一通行的定义，网络平台的各类用户所产
生的数据却既可能属于个人数据，也可能不属于个人数据。这是因为，平台的用户数据既可能直接识
别个人或结合其他信息间接识别个人，也可能基本无法识别个人。是否可以识别个人，这高度取决于

〔30〕 Orin S. Kerr,“Norms of Computer Trespass”116 Colum. L. Rev. 1143, 1162（2016）.
〔31〕 Orin S. Kerr,“Norms of Computer Trespass”116 Colum. L. Rev. 1163（2016）.
〔32〕 Orin S. Kerr,“Norms of Computer Trespass”116 Colum. L. Rev. 1161（2016）.
〔33〕 参见方兴东：
《BAT 开始站在互联网精神的对立面》，来源：https://www.guancha.cn/FangXingDong/2019_01_30_488663.
shtml，2018 年 12 月 1 日访问。
〔34〕 参见 Paul Schwartz & Dan Solove,“The PII Problem: Privacy and a New Concept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86
N.Y.U. L.Q. Rev. 1814, 1815（2011）.
〔35〕《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
〔36〕《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4（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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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场景、识别主体与识别难度。〔37〕以平台的用户评论数据为例，此类数据在平台上匿名化显
示之后，对于一般人可能难以识别。但如果结合该用户的其他购买记录、行踪轨迹等信息之后，此类
数据就有可能变成可以识别个人的数据。而对于该用户周围的人群来说，甚至可能单凭一条用户评
论就可以识别个人。
此外，个人数据权利的边界也存在不确定性，个人很难确立对于自身数据的排他性权利。数据
隐私的思想创立者阿兰 • 威斯丁（Alan Westin）曾经将数据隐私或信息隐私界定为个人对于信息的控
制。〔38〕这一思想框架后来被各国与各地区的立法所接受，构成了当前各国各地区的数据隐私法的基
本思路。〔39〕但问题在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场景下，法律对个人进行数据赋权的差异巨大。法
〔40〕
律可能赋予个体数据访问权、数据安全权等权利，
也可能赋予上文所提到的被遗忘权、数据携带权

等新型权利。〔41〕无论是各国之间还是专家学者都未对此问题达成共识。
个人数据的这些不确定性特征使得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的权利边界变得难以划分，甚至使得一
些初看上去较为明确的划分也可能会面临质疑。例如，在关于企业数据的研究中，不少研究将数据区
分为原始数据与加工数据，认为原始数据常常包含个人数据，而加工数据则由于加工和去标示化而不
再属于个人数据。例如基于个人数据而进行统计的数据，人们常常会认为其不属于个人数据，其权属
应当属于企业。但此类区分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如果赋予个体数据删除权，个体要求彻底删除其
个人数据，或者个体明确要求撤回对其个人数据的处理，那么企业基于原始数据而得出的加工数据或
统计数据可能就会面临争议。〔42〕
（二）平台数据权利
就平台的数据权利而言，对照各国法律对于企业数据的保护，可以发现各国法律与法律教义对于
平台数据的保护也存在很多争议，对于平台数据权利的边界不具备共识。
首先，数据库法律保护与知识产权难以为平台数据权利划定边界。从性质上看，平台数据最接近
于数据库，都是海量数据的集合。但对于数据库的保护，各国首先就有很大的分歧。美国的数据库保
护只涉及数据库中的原创性汇编的要素，对数据库中的事实部分，法律不加以保护。在费斯特（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案中，费斯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一本电话号码汇编全部进行
了拷贝，对于此种行为，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此种行为并不违反版权，版权只保护对数据进行原创性汇
编的部分，不保护事实。〔43〕而与美国做法不同的是，欧洲除了对数据库的原创性汇编部分进行保护
之外，也为数据库的特殊权利（sui generis rights）提供保护。〔44〕根据这一特殊权利保护的规定，当“创

〔37〕 进一步的分析，参见丁晓东：
《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5 期。
〔38〕 威斯丁认为，隐私是“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Alan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7.
〔39〕 进一步的分析，参见丁晓东：
《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载《现代法
学》2019 年第 3 期，第 96-110 页。
〔40〕 参见 Fred H.Cate,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p.370-373.
〔41〕 参见丁晓东：
《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与场景化规制》，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94-107 页；丁晓东：
《论数据携带权
的属性、影响与中国应用》，未刊稿。
〔42〕 这并不是说本文赞同欧盟数据删除权或拒绝处理权，在本文看来，虽然个体有权在某些场景中要求企业删除其数据或拒
绝处理其数据，但这种删除权或拒绝处理权不应妨碍企业基于统计等目的而对个人数据的利用。
〔43〕 See 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U.S. 340, 347（1991）.
〔44〕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March 11,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996
O.J.（L 77）20, cha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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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造数据库需要足够的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时，数据库就受到法律保护。
一旦数据库被创造出来，

他人就不得使用或复制数据库的全部数据或大部分数据。
知识产权与相关法律之所以对数据库权利存在分歧，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数据的多重属性。一
方面，数据库的制作者无疑对数据的收集与编排付出了大量的工作。从劳动创造财产权的经典理论
〔46〕
出发，
数据库理应得到财产权或类似于财产权的保护。在美国历史上，下级法院也曾经在判决中

认同了“额头汗水（sweat of the brow）”或“勤劳收集（industrious collection）”的教义，认为如果数据库
制作过程中对数据收集付出了大量劳动，那么它们就应当得到法律保护。〔47〕但另一方面，数据又具
有非常强的公共属性，并非付出了劳动，数据本身就应当变成法律上的私有财产或知识产权。因为相
比起其他动产或不动产，数据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数据很难为个人所独自占有，公众对
于数据的使用也不会对数据产生损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否定了下级法院的“额头汗水”的教义，
即强调版权保护只及于创新部分，而数据本身仍然应当维持公众所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如果
法律对数据库的保护延伸至基础数据，这将“损害版权法的基本原理”。〔48〕
其次，合同法也很难为平台数据权利确定边界。Robot 协议是否可以构成合同要约，这在各国的
司法与法律教义上均存在很大争议。Robot 协议可以被视为一种合同的意思表示，
对外传递当事人的
意愿，但当爬虫方阅读了这种告示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合同已经成立？在法律实践中，各国对于此类
单方告知的合同常常做出不同的判决，例如，对于软件安装包内的格式合同或拆封许可（shrink-wrap
license），有的法院认为，当推定消费者可以看到此类告示而继续选择安装软件时，此时单方告知就能
〔49〕
被视为合同；
但在另外的法院判决中，法院则又认为此类合同无效。〔50〕

从性质上来说，Robot 协议非常类似于中国很多小商铺上挂的“同行免进”
“×× 类人免进”的
告示。对于此类告示是否可以被认为合同要约，私法上并无确切答案。一方面，此类告示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因为它符合了私主体的意思自治原则，明确传递了商家的意愿。但另一方面，此类告示也可
能被认定为自始无效。如果此类告示针对的是特定的人群，此类告示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民法上的
〔51〕
公序良俗原则而无效，
或者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公法上的反歧视原则而无效。〔52〕此外，即使

此类告示具有合同要约的效力，这也不等于看到告示牌的人就同意了这一告示，看到告示牌的人可能
会将这一告示等同于善意提示而非要约，因此进入商铺内部查看并不等同于合同成立。
再次，从侵权法与刑法的角度看，违反 Robot 协议是否属于侵权或者侵入计算机系统，这也没有
明确标准。从一般侵权责任来说，其构成要件包括加害行为、行为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但在

〔45〕 Directive 96/9/EC., at chap 3, para 7.
〔46〕 这一理论源自洛克的分析，参见［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0-25 页。
〔47〕 参见 Leon v. Pac. Tel. & Tel. Co., 91 F.2d 484（9th Cir. 1937）; Jeweler’s Circular Publ’g Co. v. Keystone Publ’g Co., 281 F.
83（2d Cir. 1922）.
〔48〕 参见 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U.S. 340, 347（1991）.
〔49〕 参见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1449-50（7th Cir. 1996）; Specht v. Netscape Commc’ns Corp., 150 F. Supp. 2d
585, 593 94（S.D.N.Y. 2001）, qff’d, 306 F.3d 17（2d Cir. 2002）.
〔50〕 参见 Vault Corp. v. Quaid, Inc. 847 F.2d 255, 269 70（5th Cir. 1988）; Arizona Retail Sys. v. Software Link, Inc., 831 F. Supp.
759, 766（D. Ariz. 1993）.
〔5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8 条。
〔52〕 一旦此类歧视涉及身份性因素，就有可能违反各国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或原则。对此可以参见丁晓东：
《探寻反歧视与平
等保护的法律标准——从“差别性影响标准”切入》，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1080-10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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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爬虫的情形中，很难说存在损害事实。在大部分情况下，网络平台之间的数据爬虫都是持续性和
长时间段的，不会占据被爬虫网络平台的过多流量或造成被爬虫网络平台的网速变慢。而从普通法
〔53〕
上的非法入侵（trespass）或我国《刑法》上的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来看，
数据爬虫是否属于

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本身就取决于法律如何界定数据爬虫的性质。
科尔教授曾经从线上线下对比的角度对互联网非法侵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科尔教授将网络企
业设置的反爬虫技术障碍（如 Robot 协议、设置验证码、设置密码）类比为线下世界的无力障碍（商店
设置告示、栅栏、关门、锁门）。〔54〕科尔教授指出，此类物理障碍或网络技术障碍是否不可逾越，非法
侵入的边界如何确定，法律并不提供规范性的规则指引。如同科尔所言，
“和物理世界一样，计算机非
法侵入的特点是文本并不能提供指引。法律文本禁止未经授权不得访问计算机，这就像非法侵入法
规定，未经授权不得进入物理空间一样。”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线下世界，
“法律的含义都依赖于社
会所理解的相关空间中信号所传递的访问权限，法院必须根据对相关侵入规范的理解来确定不同空
间的规则”。〔55〕
最后，从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来看，不正当竞争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网络数据争
议中，不少案件都援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关于商业道德的规定。〔56〕例如，在新浪诉脉脉
〔57〕
〔58〕
案、
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
法院都以数据爬虫违反商业道德和不正当竞争作为判决理由。但

需要指出的是，法院的判决主要建立在对具体个案与具体场景的判断之上，
《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
并没有对何谓商业道德给出非常刚性的规则指引。如同很多专家所言，不正当竞争法需要借助其他
法律规定与商业习惯来确定何谓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59〕

四、数据权属：实用主义的后果分析
如果说法律条文与法律教义分析无法为数据权属问题提供确切答案，那么基于实用主义的后果
分析是否可以确立数据的权利归属？结合上文所总结的数据权属的四种观点，可以发现任何一种观
点都无法完全成立。
首先，将数据权属完全配置给个人是不现实的，将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与沟通成本。如果个人对
数据拥有完全的产权，那就意味着平台或个人对此类数据的访问都需要获得个人同意。在这种制度

〔53〕《刑法》第 285 条第 2 款规定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这一罪名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国家事务、
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
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刑法的处罚。
〔54〕 参见 Orin S. Kerr,“Norms of Computer Trespass”116 Colum. L. Rev. 1143（2016）.
〔55〕 Orin S. Kerr,“Norms of Computer Trespass”116 Colum. L. Rev 1154（2016）.
〔56〕《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规定：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
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
〔57〕 参见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
判决书。
〔58〕 参见北京百度与上海汉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
〔59〕 参见 Yuval Feldman,“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Trade Secrets: Tangibility, Authorship, and Legality”3 J. Empirical Leg.
Stud. 197（2006）.

7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5 期

设计下，搜索引擎等普通网络爬虫行为将无法运转，甚至连个人对于他人数据的阅读也属违法。〔60〕
此外，将数据权利完全界定为个人所有，这也将架空平台对于数据所享有的某些权利，使得平台无法
进行某些正常的商业活动。例如，平台就无法和大 V 等用户签订独家使用协议；
人人网出售其网站就
不但是非法的商业活动，甚至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61〕
其次，将数据权属完全配置给平台，这也不符合常理。对此，上文已经有所论述。数据平台所有
不仅可能对个人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权利造成影响，而且可能无法保护公民的数据隐私。即使是公
开的互联网上的数据，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就可以被第三方平台随意使用。关于这一点，最为著名
的例子当属 Facebook 所涉及的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在此事件中，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一款 App 收集了
30 万的用户信息，并通过 Facebook 的授权而获得了这 30 万人的朋友圈约 5000 万人的信息。〔62〕这
些信息虽然都是在网上公开的，但其公开显然有特定的对象和场景。剑桥分析公司在未获得用户同
意的情况下收集这些信息，
并且在完全不同的场景下利用这些信息，
构成了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侵犯。
再次，将数据权属配置给个人和平台共有，将存在类似的妨碍数据流通与数据共享问题。如同上
文所说，当平台进行数据交易或共享时，此时可能面临难以获取用户同意的困境。而当普通用户希望
转移其个人数据时，如果需要获取平台的同意，那么这种转移也将很难实现，因为很多平台可能不愿
意看到用户的流失，就像微博在其用户协议中所规定的那样。总之，数据个人与平台共有，这会进一
步增添数据流通与数据共享的制度成本。
最后，将数据认定为公共产品，这虽然可以促进数据流通与数据共享，但却可能无法保护个人数
据权利与平台的合理数据权益。一方面，互联网的公共性与互联网的联通性并不意味着公开性的个
人数据就不存在隐私问题，也不意味着这类数据完全属于公共产品。在具体场景中，个人数据完全可
能遭遇一系列数据隐私问题，而个人数据也可能是个人“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的产物，凝结了个体
的劳动与付出。〔63〕另一方面，平台也在平台搭建与数据收集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如果
对企业的正当数据权益不加任何保护，那么此种制度设计就可能出现经济学上所说的搭便车行为，无
法保护和促进投资和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64〕
数据权属无论配置给哪一方都存在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数据的属性往往高度依赖于具体场
景。数据与普通物品不同。一件具体的物品，在不同的场景下性质基本不变，都受到法律上的物权或
财产权的保护，但数据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特征。同样的一组数据，在不同的场景中
对于不同的对象而言可能分属不同类型的数据。以社交网络中的用户数据为例，此类用户数据对于
朋友圈的对象来说无疑属于公开数据，因为这类数据的本意就在于朋友圈的传播。但对于平台与第

〔60〕 参见丁晓东：
《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94-206 页。
〔61〕《刑法》第 253 条之一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规定，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该解释还规定，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都属于“情
节严重”类型。
〔62〕 参见 Facebook-Cambridge Analytica: A Timeline of the Data Hijacking Scandal, https://www.cnbc.com/2018/04/10/facebookcambridge-analytica-a-timeline-of-the-data-hijacking-scandal.html, accessed December 3, 2018.
〔63〕 参见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Edited by Trebor Scholz, Routledge, 2012.
〔64〕 参见 David F. Tamaroff,“Bottl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EU Database Protection”
12 Wake Forest J. Bus. & Intell. Prop. L.［iii］, 1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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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企业来说，此类用户数据又属于数据隐私所保护的对象，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可识别的个人信
息。此外，对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平台而言，此类用户数据的集合又具有类似数据库的性质，或
者需要法律的某种保护。因为此类数据具有极高的商业性价值，而且平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付
出了大量的劳动。

五、数据权属的场景化界定
（一）数据权益的场景化保护
数据权属问题高度依赖场景，这意味着，维护个人数据权益与企业数据权益必须采取场景化的保
护方式。通过在具体场景中确定数据的性质与类型，并根据具体场景中各方的合理预期来确定相关
主体的数据权益，这是解决数据权属与数据争议的更好方式。
在数据隐私的学术研究中，个人数据的场景化保护进路已经为很多学者认可。例如，以隐私场景
理论著称的海伦 • 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教授曾经指出，数据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关键在于
〔65〕
实现数据的“场景性公正”
（contextual integrity），
即要在具体场景中实现个人数据与信息的合理流

通。〔66〕尼森鲍姆的理论之所以影响巨大，其理论中的“尊重场景”（respect for context）成为奥巴马政
府时期起草的《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的指导思想，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契合了个人数据保护
的基本特征。另一个例子是数据隐私法的权威学者丹尼尔 • 索洛夫（Daniel Solove）的隐私分类理论。
索洛夫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理论，指出隐私并不存在一个核心或本质特征，保护隐私实际上是保护
具体场景中的某些个人权益不受侵害。〔67〕此外，阿里 • 瓦尔德曼（Ari Ezra Waldman）教授也指出，不
〔68〕
能以个人权利来理解隐私与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
因为隐私问题的本质在于信任，其权利的边界

需要根据具体场景中的合理期待来确定。〔69〕
在实践中，个人数据保护也采取了场景化的保护进路。在美国，联邦层面没有对个人数据保护进
〔70〕
行太多立法，
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通过执法在具体案例中逐渐确立了数据隐私保护的规
〔71〕
则。
这种保护方式无疑是高度场景化的，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其总结为普通法的保护模式。在欧洲，

尽管《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法律设立了很多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规则体系，但这些规则体系实际上
犬牙交错，相互抵牾冲突之处比比皆是；同时，这些规则还常常受到法律原则的约束。〔72〕因此，即使

〔65〕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7.
〔66〕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0.
〔67〕 参见 Daniel Solove,“Conceptualizing Privacy”9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87（2002）.
〔68〕 参见 Ari Ezra Waldman,“Privacy as Trust: Sha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69 U. Miami L. Rev. 559, 560590（2015）.
〔69〕 Ari Ezra Waldman,“Privacy as Trust: Sha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69 U. Miami L. Rev. 590-630（2015）.
〔70〕 美国的数据隐私联邦立法主要采取了部门立法的方式（sectorial approach），而且主要集中在某些数据风险较高的领域，例
如医疗、教育、未成年人等。
〔71〕 参见 Daniel J. Solove & Woodrow Hartzog,“The FTC and the New Common Law of Privacy”114 COLUM. L. REV. 583, 58586（2014）.
〔72〕 参见丁晓东：
《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
第 4 期，第 3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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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采取了统一立法的模式，但这一立法并未确立个人数据保护的明确边界，未来欧盟个人数据保护
的走向仍然取决于具体场景与具体个案中的规则演进。
以场景化的视角看待个人数据保护，一些数据权属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以上文提到的 Facebook
与剑桥分析公司丑闻案与人人网出售案为例。以非场景化的个人数据保护观来看，很难解释为何剑
桥分析公司对于某些个人数据的利用成了丑闻，而人人网整体的个人数据的控制者转移却没有引起
过多争议。从场景化的个人数据保护视角，则可以非常容易理解二者的差别。在 Facebook 与剑桥分
析公司的案例中，Facebook 与剑桥分析公司对某些个人数据的利用打破了个体的合理预期，而且并
未获取个体的同意，这才造成了数据隐私保护的失败。而在人人网的出售案例中，人人网出售前虽然
也并未征求个体的同意，但由于人人网的出售并没有改变个人数据所使用的场景和预期，因此即使人
人网的出售行为改变了网站数据的控制者，此种行为也并未直接对个人数据隐私造成威胁。〔73〕只要
人人网的购买者承担起个人数据保护的责任，在个人的合理预期内使用平台数据，个人的数据隐私就
能得到合理的保护。〔74〕
企业或平台数据权益也更宜采用场景化的保护进路。在关于数据爬虫争议的司法实践中，中国
与美国所援引的法律依据有些差别。中国的法院更多采取了以竞争法的方式保护平台数据，而美国
的法院则更多诉诸英美法与制定法上的非法侵入（trespass）。但二者在场景化保护这一点上其实具有
相似之处。我国竞争法的保护方式非常强调个案判断与不同案件的类比推理，强调从个案中提取和
制定规则，而不是从统一规则中寻求法律答案。而美国法上的非法侵入概念也同样非常依赖于具体
场景，
何谓非法侵入，
何谓对数据的合理访问与利用，
这取决于具体场景与具体个案中的多种不同因素。
从法理上说，对平台数据权属采取场景化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以理性规则（rule of reason）——而
非规则本身（rule per se）——来对数据权利问题进行判断。对于法律争议，传统的法律领域常常强调
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主要通过规则与例外规则的设定来划分各方的权利边界。但在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领域，国外的法律更多以理性规则与个案判断来确定各方权利。〔75〕之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设定各方
的权利义务，其原因在于此类问题的争议往往更依赖具体场景（context-specific），更难依赖脱离场景的
规则来进行确定。就数据而言，由于数据问题的高度场景化特征，采取理性规则无疑将更有利于对个
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进行更为合理的保护。〔76〕
（二）数据权属界定的因素考量
在实体问题判断中，平台数据权属的场景化界定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第一，应当将数据隐私保
护作为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在数据隐私会给个人带来较大风险或打破个体合理预期的情形下，
应坚持数据隐私合理保护相对企业数据权益的优先性。这是因为，一旦个人数据隐私得不到合理保

〔73〕 当然，人人网可能需要告知其用户，数据控制者已经发生了变化，以保证用户的知情权。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13 条规定，当收集和数据主体相关的个人数据时，控制者应当为数据主体提供“控制者的身份与详细联系方式，以及如果适用的话，
控制者的代表”。
〔74〕 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而言，这种责任更接近于“信托责任”而非“合同责任”，参见 Jack M. Balkin,“Information Fiduc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49 U.C. Davis L. Rev. 1183（2016）.
〔75〕 See Bu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 717, 726（1988）.
〔76〕 需要指出的是，平台数据权属的场景化界定并不意味着数据权属问题本身的消亡。作为一种法律的拟制与想象，权属问
题会在所有具有财产性利益的问题中如影随形。随着数据的价值日益凸显，可以想象对于数据权属的争议将会更加突出，数据收集
与利用的相关各方会更多运用权属的概念体系来阐述自身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论述并不能也并不是为了消解数据权属问
题本身，而是为了重构思考这一问题的视角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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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不但个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企业也会丧失来自用户与消费者的信任。〔77〕
第二，在保障个人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应注重促进数据的共享与互联互通。数据的共享与互通不
但无损于数据本身的价值，而且更可能发挥数据的规模化优势，真正发挥大数据的功能，并为人工智
〔78〕
能产业提供坚实基础。毕竟，所谓的大数据，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高容量，快周转、多种类”
，
离

开了数据的共享与流通，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此外，我们更要认识到数据共享与流通的国际战略意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必然
会逐步进行海外拓展，而在这种拓展过程中，数据的获取与使用必然是重要的战略环节。制定符合数
据特征的数据共享与流通制度，将有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南亚、一带一路等国家的战略布局。
第三，应根据爬虫平台与被爬虫平台的性质、爬虫行为的特征等因素来确立不正当竞争与合理使
用的边界。就爬虫平台一方而言，当爬虫平台一方具有公益性或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时，应当
更多允许爬虫平台进行数据爬虫。例如，对于搜索引擎的数据爬虫，美国与欧盟等地区都确立了对于
搜索引擎的数据开放立场，即使对于受版权保护的信息与数据，搜索引擎对其的数据爬虫行为也被认
〔79〕
为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
因为搜索引擎具有信息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搜索引擎的数据爬虫无疑

有利于数据的公共传播与利用。〔80〕
而就被爬虫平台的一方而言，应当考虑被爬虫平台一方的数据体量与数据性质。当被爬虫的一
方数据体量巨大，而其中的数据又属于原始数据或基础数据时，此时应当更多允许第三方的数据爬虫
与数据合理使用。这是因为，当超级网络平台收集海量数据后，此时数据的潜在垄断就会成为可能。
如果赋予此类平台过强的数据保护，其结果就可能出现所谓的数据割据或数据封建主义，无法实现数
据共享与数据的普惠性。在数据库的例子中，这样的问题已经出现。在美国与欧洲，一些学术数据库
〔81〕
巨头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垄断性，要想查看论文常常需要花费不少的金额；
在中国，由中国知网（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引发的垄断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判。〔82〕如果数据资源不能实现总体
性的开放共享与有序流通，那么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就会面临数据壁垒，互联网领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
竞争。
就爬虫性质而言，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当某个平台爬虫后将数据用于和被爬虫平台类似的
商业场景中，此时应当倾向于认定数据爬虫的不正当竞争；而当数据爬虫的目的是为了对数据进行进
一步处理或在其他场景下对数据进行利用，此时应当倾向于认定数据爬虫的合理使用。这是因为，前
一种行为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创造性的利用，也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服务，其对数据的爬虫完全是
一种搭便车行为，不利于构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对而言，第二种数据爬虫行为虽然也具有搭便
车的因素，但鉴于数据较强的公共属性和此类服务的创新和差异化服务，此时应当更多倾向于认定数

〔77〕 而在平台对个人数据的利用不会带来风险或打破合理预期的前提下，则不宜对个人数据的合理收集与使用施加过多的限
制，而要不断拓展个人的各类数据权利。
〔78〕 Gartner IT glossary Big data, http://www.gartner.com/it-glossary/big-data, accessed December 3, 2018.
〔79〕 参见 The Authors Guild Inc., et al. v. Google, Inc., 755 F.3d 87（2d Cir. 2014）.
〔80〕 当然，搜索引擎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也意味着搜索引擎在很多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例如应当向公众提供更
多的中立性信息，搜索引擎企业一旦走向封闭和丧失其公益性，其合理爬虫与使用的权利也就随之消失。
〔81〕 参见 Daryl Lim,“Regulating Access to Databases Through Antitrust Law: A Missing Perspective in the Database Debate”
Stan. Tech. L. Rev. 7（2006）.
〔82〕 参见《中国知网的生意，一年挣 9.7 亿，垄断全文学术信息》，来源：https://xw.qq.com/amphtml/20190214A10XCZ00，2018
年 12 月 2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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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合理使用，或者应当更为慎重地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当然，确定数据爬虫属于不正当竞争还是合理使用，需要考虑的因素还远不止以上因素。例如，
还需要结合具体场景中的商业习惯与行业惯例来判断企业的合理预期。这些多种因素的判断无疑给
司法与法律判断增加了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分析将使得司法对此问题的分
析更为全面与融贯，更能符合法律的整体性解释。〔83〕

六、结语
对于由平台数据爬虫而引发的数据权属问题，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平台数据属于个人所有；平
台数据属于平台所有；平台数据属于个人与平台共有；平台数据属于公共所有。但本文研究后发现，
从法律条文的角度分析或从法律教义的角度分析，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得到支持。从后果主义的角
度分析，也可以发现无论把平台数据配置给哪一方都不合理。
平台数据的权属之所以无法明确界定，关键在于数据具有多重性质，而其性质又往往依赖于具体
场景。在有的场景下，平台数据属于个人数据范畴，需要数据隐私法的优先保护；在有的场景下，平台
数据具有类似数据库的性质，需要类似数据库权益的保护；而在其他场景下，平台数据又具有公共性，
需要法律保障数据的共享与流通。
从数据的多重属性与场景化特征出发，需要确立数据的场景化保护与场景化确权。无论是个人
数据保护还是企业数据权益的合理保护，都需要注重通过自下而上的个案来推动数据保护规则的制
定与演进，而非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规则制定。就法理而言，这意味着对数据权利应当基于理性规则
进行确定，而非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规则。
在实体判断层面，平台数据权属的界定需要考虑多种不同因素，既需要考虑数据隐私的优先保
护，考虑合理保护平台数据权益，又要特别注意促进数据的共通共享。既需要考虑数据领域的搭便车
行为与不劳而获，又要注重数据的公共性。既需要防止平台的不合理竞争，又需要防止数据垄断与数
据壁垒。如此，互联网才能实现数据的合理流通与合理保护的双赢。
（责任编辑：陈越峰）

〔83〕 对于法律的整体性解释理论与融贯性解释理论，参见 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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