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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学习系统技术要求 

范围 

本标准项目用于制定共享学习系统的技术要求，来规范化共享学习的定义、技术框架及流程、技术

特性、安全要求。 

本标准项目适用于指导共享学习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使用、运维管理等。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081—201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实践指南  

ISO/IEC 27033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在历史数据中自动发现规律并利用规律对未知数据进行应用（预测）的算法（技术），它能帮助

人利用数据做出更好的决策。 

 

共享学习  Shared Machine Learning 

由多数据提供方参与且在各数据提供方与平台方互相不信任的场景下，平台能够聚合或协助聚合

多方数据信息并保护多方数据隐私的学习范式。 

 

安全多方计算  Multi Party Computation  

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中，多个参与方各自持有来自其他参与方秘密输入，各方希望共同完成对某函

数的计算，且要求每个参与方除计算结果外均不能得到其他参与方的任何输入信息。 

 

可信执行环境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可信执行环境是主处理器内的安全区域，在隔离环境中与操作系统的并行运行。可信执行环境保

证其中加载的代码和数据在隐私性和完整性方面受到保护。 

 

远程认证 Remote Attestation 

是主机（客户端）通过其向远程主机（服务器）验证其硬件和软件配置的方法。 

 

数据 Data 

本文把所有能够泄露个人用户隐私的信息都称为数据。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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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MPC         安全多方计算（Multi Party Computation） 

TEE         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共享学习系统概述 

共享学习系统是基于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解决多个数据提供方之间进行机器学习时的隐私

保护问题。 

系统主要包括 TEE（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可信执行环境）方案和 MPC（Multi Party 

Computation，安全多方计算）方案。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是利用可信执行环境解决多个数据提供方在进行共享学习时的隐私保护问题。 

安全多方计算方案是利用安全多方计算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秘密分享，混淆电路，同态加密，不

经意传输等）解决多个数据提供方在进行共享学习时的隐私保护问题。 

基于可信执行环境的共享学习系统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技术框架 

共享学习系统的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技术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1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技术框架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的技术框架主要由计算平台和多个数据提供方组成，计算平台由认证模块、数据

解密模块、融合学习模块组成。数据提供方由数据加密模块、认证模块和数据组成。 

其中，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在进行处理后，通过认证模块的公钥加密，再上传到计算平台的可信计算

环境中，计算平台的认证模块通过私钥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后，发送给融合学习模块，对解密后的多方

数据进行融合机器学习，确保隐私信息不会泄露。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功能组件 

计算平台 

6.2.1.1 概述 

计算平台主要由融合学习模块、解密模块、认证模块所组成，这三个模块都位于可信执行环境中。 

6.2.1.2 认证模块 

计算平台的认证模块负责下发公钥到数据提供方，以及提供私钥给解密模块，私钥用于对数据提供

方上传至平台的加密数据进行解密。 

计算平台的认证模块负责对运行在可信执行环境的软件代码进行签名，并支持数据提供方对软件

代码进行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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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数据解密模块 

计算平台的解密模块负责对数据提供方上传的加密数据基于私钥进行解密。 

6.2.1.4 融合学习模块 

融合学习模块负责基于解密后的数据进行学习。 

数据提供方 

6.2.2.1 概述 

数据提供方主要由数据、处理加密模块、认证模块所组成。数据提供方可以有两个或多个。 

6.2.2.2 数据处理和加密模块 

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处理和加密模块用于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并基于计算平台下发的公钥，对数

据进行加密，然后上传到计算平台。 

6.2.2.3 认证模块 

数据提供方的认证模块用于实现数据提供方与计算平台的远程认证，接收计算平台下发的公钥，并

发送给加密模块对数据进行加密。 

6.2.2.4 数据 

数据提供方将会泄露用户隐私信息的数据经过加密模块加密后，上传到计算平台。 

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技术流程 

在可信执行环境技术方案中，首先各数据提供方处理加密本地数据，并上传到计算平台，其中任何

一个数据提供方都可以发起训练任务。之后计算平台创建可信环境，解密接收到的各个数据提供方发送

来的加密数据，并基于解密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得到共享模型。最后销毁可信环境，以保证数据安全，

实现隐私保护。 

共享学习系统的可信执行环境方案的技术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2 共享学习系统可信执行环境方案流程图 

 

共享学习系统可信执行环境方案的技术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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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方发起机器学习训练任务； 

2） 计算平台创建可信执行环境； 

3） 参与方对于本地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密；  

4） 参与方把密数据上传至计算平台； 

5） 计算平台在可信执行环境中对于加密数据进行解密； 

6） 计算平台在可信执行环境中对解密后的数据进行融合学习，得到共享机器学习模型； 

7） 计算平台销毁可信执行环境，以及数据。 

其中 3、4、5、6可以根据算法需要，循环执行多次 

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共享学习系统 

安全多方计算方案技术框架 

共享学习系统的安全多方计算方案的技术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3 安全多方计算方案技术框架 

 

共享学习系统安全多方计算方案的技术框架主要由模型平台和多个参与方组成，其中模型平台主

要包括控制模块，数据提供方由学习模块、数据组成。  

其中，数据提供方的学习模块通过交换随机数或加密参数的方式，在模型平台的触发与协调下，进

行共享机器学习。各参与方各自部署机器学习模块，各个参与方都可以发起训练任务。模型平台收到训

练任务后，进行分解和协调，并下发训练任务到各个参与方。各个参与方读取本地数据到本地的机器学

习模块。各参与方之间多次交换随机数或参数，完成共享学习训练，并得到共享模型。 

安全多方计算方案功能组件 

模型平台 

模型平台主要包括控制模块，用于触发和协调学习训练任务。 

数据提供方 

7.2.2.1 学习模块 

数据提供方的本地学习模块，用于接收模型平台下发的机器学习任务，基于数据以及与其他数据提

供方交互的随机数或参数，进行机器学习。 

7.2.2.2 数据 

数据提供方将数据输入到本地学习模块，进行机器学习。数据提供方会泄漏用户隐私的数据不出本

地。 

安全多方计算方案的技术流程 

在安全多方计算方案下，多个参与方基于既定协议下通过交换不泄露隐私的信息来进行共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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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学习系统的安全多方计算方案的技术流程如下图 4 所示： 

 

 

图4 共享学习系统安全多方计算方案流程图 

 

共享学习系统安全多方计算方案的技术流程如下： 

1） 数据提供方部署机器学习模块； 

2） 数据提供方发起机器学习训练任务； 

3） 模型平台对机器学习训练任务进行分解和协调， 

4） 模型平台下发训练任务到各个数据提供方； 

5） 数据提供方将本地数据读取至本地机器学习模块； 

6） 各个数据提供方的机器学习模块进行多次的参数交换，完成共享学习训练； 

7） 各个数据提供方得到共享学习模型。 

共享学习系统技术要求 

基本功能要求 

数据管理功能要求 

1） 应具备对共享数据的管理功能，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传输等； 

2） 应具备样本对齐、特征对齐功能； 

3） 应支持多方安全计算技术、可信执行环境技术、确保数据只能按约定好的行为进行使用，避免数

据滥用。 

算法组件管理功能要求 

1） 应支持至少一个机器学习主流算法，例如：线性回归、逻辑回归、树模型、深度神经网络、图神

经网络等 

2） 应支持对算法组件的管理，采用多种方式提高算法鲁棒性，增强安全性。 

3） 宜支持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优化，包括指标定义评估、算法策略选择、数据集划分、参数调优等，

以提高模型性能和泛化能力； 

 

计算管理功能要求 

1） 应提供建模或预测任务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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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具备训练任务的分解与调度功能，并对共享学习的任务进行状态跟踪与记录。 

3） 应支持权限管理和服务接口规范。 

 

可扩展性要求 

1） 应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方便增加新的功能组件 

2） 应支持用户通过 API接入系统； 

 

可靠性要求 

1） 应确保数据只能按约定好的行为进行使用，避免数据滥用； 

2） 应保证系统的可用性，无论输入什么样的样本数据，系统都不会因为错误数据而停机； 

3） 宜支持可信集群内各可信环境间的数据同步和持久化，使得可信集群具备支持可信计算和可信

存储的能力； 

4） 宜支持训练和预测的集群化和跨机房灾备，使服务具备故障转移和容灾能力，提升系统的可用

性； 

5） 宜具备在出现故障（比如服务器故障、硬盘故障、网络故障、关机、重启等）后系统进行自动容

灾恢复的能力，包括数据备份和恢复等。 

兼容性要求 

1） 共享学习算法应兼容非共享学习版本机器学习算法，并确保模型效果与非共享学习版本的模型

效果基本保持一致 

2） 宜支持水平切分和垂直切分，支持模型训练和模型预测，支持集中式共享学习和去中心化共享

学习，覆盖广泛的场景 

3） 宜支持模型训练和预测中所需要的各种周边辅助算子，包括数据分析，隐私求交等多种数据预

处理算子; 

4） 宜支持异构硬件平台和不同的操作系统； 

5） 对于可信执行环境方案，宜能在主流的可信执行环境上正常运行； 

 

性能要求 

1） 在 TEE方案中，宜支持远程双向认证，可信密钥同步等可信执行环境方案的集群化技术，以便

将支持将单机可信环境扩展成为可信集群，提升集群的计算能力 

2） 在安全多方计算方案中，宜支持训练和预测节点的集群化扩展，以提升系统的服务能力。 

易用性要求 

1） 应支持直接进行机器学习训练，并提供一套完备的 API，可以直接通过 API发起各种训练任务； 

2） 在 TEE方案中，应通过提升 SDK，降低用户的接入成本； 

3） 在 MPC方案中，应通过提供一键式部署脚本，降低用户的部署成本 

4） 宜提供易用性的开发框架，使用户在开发业务逻辑时，不需要关心分布式化的逻辑； 

5） 宜提供应用运行时动态修改配置的服务，并提供图形化的集中化管理界面； 

6） 在 TEE 方案中，宜支持采用基于心跳的 Enclave(可信环境具有高访问权限的私有内存区域)动

态升级机制，让用户尽可能少地参与 Enclave升级过程，使 Enclave的升级（新建 Tunnel、灰

度验证、下线 Enclave、失败回滚）对用户尽可能的透明，提升用户体验。 



AIIA xxx—2020 

 

7 

共享学习系统安全要求 

身份鉴别要求 

1） 应具备对接入共享学习系统用户的身份鉴别功能； 

2） 应支持远程认证，支持用户远程确认运行在可信环境具有高访问权限的私有内存区域中的代码

是否符合预期； 

3） 宜支持对同一用户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的鉴别技术（口令验证、邮箱验证、短信验证等）

实现用户身份鉴别。 

访问控制要求 

1） 应具备对接入共享学习系统内的用户数据操作进行权限验证的功能； 

2） 当会话空闲超过 30分钟，系统应要求用户重新验证或重新激活会话； 

3） 宜支持对不同用户进行细粒度访问控制。 

4） 在 TEE方案中，宜基于可信执行环境、远程认证技术，搭建数据提供方可信赖的数据授权系统，

通过技术层面而非第三方信赖来保证平台不会窥探、篡改数据提供方的数据。 

安全审计要求 

1） 应具备对接入共享学习系统内的用户数据操作进行日志记录和日志审计的功能； 

2） 应保存用户的操作日志。 

数据安全要求 

1） 应具备对敏感数据（比如个人信息、商业数据等）进行加密传输和存储的功能； 

2） 应支持将数据的传输限制在特定授权节点间； 

3） 应保证会泄露用户隐私的数据不泄露给其他数据提供方、协调方或用户。 

4） 应确保特征、样本等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确保不被未授权用户非法获取。 

5） 各数据提供方交互的信息不能包含以任何形式能够定位或被大致定位到个体的隐私数据； 

6） 应使用安全的传输协议或安全的传输通道，保证数据传输链路的安全可靠，防止被攻击； 

7） 应支持对可信执行环境的销毁； 

8） 在多方安全计算方案下，应保证泄露用户隐私的数据不出本地，多数据提供方之间仅交换随机

数或参数； 

9） 对涉及个人信息的操作，应符合《GB/T 35273-2017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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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共享学习的使用场景（规范性附录） 

 

A.1 智能风控 

基于共享学习，可以实现数据融合、联合建模以及模型发布一体化方案，实现大数据风控能力。在

数据提供方丰富变量的融合建模下，在具备用户端授权，隐私数据受保护的前提下，提升风控效果。 

A.2 智能营销 

共享学习可以提供精准权益策略，提高风险识别率的安全合规共享环境。比如在车险场景下，共享

学习可以显著提升车险的差异化权益能力。在通过购险前的用户授权条件下，帮助保险公司制定更好的

销售策略。通过 “从人”（从车主信息）因素能够细分不同风险的用户，对车主进行精准画像和风险

分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权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