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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以 5G 系统为代表的电信网络已经实现“万物互联”，并将

朝着“万物智联”的目标发展。电信网络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通

过及时有效地收集、传输、并随时随地学习数据，用于大量创新应用

和智能服务。然而，基于中央服务器与数据中心的机器学习框架正遭

受越来越多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挑战，面临巨大的通信开销与算力浪

费。

联邦学习作为新兴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能够在保护数据隐

私、满足合法合规要求的前提下，让多参与方或多计算结点之间在不

共享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联合进行高效的模型训练，有望在未来网络与

电信领域中发挥巨大潜能。联邦学习与物联网、边缘计算、5G/6G 等

技术相结合，能够更高效的支撑智能化应用开展，推动实现网络内生

智能。与此同时，电信数据无需出网就可实现数据价值安全流通，通

过与金融、政务、自动驾驶、医疗等行业合作，满足多源数据融合、

多方安全查询、多方安全统计、联合智能决策等应用需求，赋能社会

治理，服务民生公益，支持工业互联，协助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本白皮书，通过探

讨电信领域联邦学习架构与关键技术，提出多个典型用例和发展建

议，以期与业界分享，共同推动电信领域联邦学习的技术与产业发展，

实现电信网络自动驾驶能力与智能化的创新与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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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联邦学习概述

（一） 联邦学习产生背景与技术概念

1. 联邦学习产生背景

机器学习技术近些年来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迅猛发展，例如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这些机器学习技术的成功，尤

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皆是建立在丰富的数据资源之上。传统机器学

习方法需要将数据从多方进行整合标记后进行机器学习的训练，导致

数据原始拥有者失去对数据的掌控。随着数据产业价值的不断彰显，

数据拥有权受到日益重视，数据拥有方对于数据失去掌控后的担忧以

及数据整合后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使得传统集中式机器学习的方式

变得不再有效或适用，带来数据碎片化和孤岛分布的问题。

随着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海量数据带来的产业价值日益彰显，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应用中数据隐私保护与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度也在

不断提高，并俨然成为世界性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用户数据泄露的

现象不断出现，世界各国正在加强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法律，例如，

2017年，中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用户的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需要得到

保护；2018年，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其中

对欧盟区用户数据及隐私提出了极为严苛的保护要求。诸多法律法规

的实施意味着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必须公开、透明，同时企业和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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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没有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将不能进行数据交换。由于隐私保护和

数据安全等问题，数据拥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变得困难，甚至同一组

织内的数据整合都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数据隔离和数据孤岛的问

题。

与此同时，随着物联网和边缘计算的兴起，人工智能的应用不再

拘泥于单一的个体和组织，而是需要在多个本地进行计算与协同。因

此，如何在满足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解决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化

问题，如何安全且有效的实现模型在多个地点与组织间的更新和共

享，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联邦学

习（Federated Learning，FL）应运而生。

2. 联邦学习技术概念

联邦学习最早是在 2016年由谷歌提出，其技术原理是：面向多个

用户客户端，每个客户端从中央服务器下载现有预测模型，通过使用

本地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练，并将模型的更新内容加密上传至中央服

务器，再由中央服务器聚合产生新的模型。反复上述过程，原始数据

始终存储在本地。联邦学习的参与方在保留数据本地化的前提下，通

过只交换模型训练中间结果，如模型参数、梯度等，得到的模型和集

中式训练的模型相比，性能几乎无损。

联邦学习作为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保证了多参与方之间

数据隔离，避免数据泄露，并且保证了各参与者在实现数据隐私保护

的前提下交换加密信息与模型参数，共享数据带来的效益，提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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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性能与泛化能力。

（二） 联邦学习发展状况

1. 联邦学习标准化现状

近年来，联邦学习标准化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国际上，2018年 12

月，IEEE标准化协会批准了联邦学习架构和应用规范的标准 P3652.1

（联邦学习基础架构与应用指南）立项，2021年 3月 30日联邦学习

标准通过 IEEE 确认形成正式标准文件进行发布。

在电信领域，2020年 6月， 3GPP R17 标准提案 TR23.700-91中

提出“多NWDAF用例之间的联邦学习”，将联邦学习引入 5G网络中。

2021年，ITU-T在 SG16发起“联邦机器学习服务可信贡献评估框架”

的新项目立项，SG20 Q3发起“面向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的联邦学习需

求与参考框架”新项目立项。

在国内，2019年 3月，中国人工智能开源软件发展联盟（AIOSS）

发布团体标准《信息技术服务 联邦学习 参考架构》，包括联邦学习

参考架构的概念、用户视图、功能视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通

信标准化协会密切关注联邦学习，2021年涉及联邦学习的项目包括

研究课题《联邦学习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究》和《面向电信领域的人

工智能联合学习应用场景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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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邦学习开源框架

当前，联邦学习相关的框架和平台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国际国

内推出的面向联邦学习功能的开源软件框架有：

框架 主导方 状态

TensorFlow Federated 谷歌 开源

Pysyft OpenMinded 开源

FATE 微众银行 开源

PaddleFL 百度 开源

Fedlearner 字节跳动 开源

Fedlearn 京东 开源

3. 联邦学习的行业应用

目前，联邦学习已经开始了在行业领域的落地探索，在不同行业

有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和落地形态。

a) 金融保险

联邦学习可以在金融风控、金融营销、保险定价等业务场景联合

多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的情况下进行

联合建模。多家机构联合建模的风控模型能更准确地识别信贷风险，

联合反欺诈等，从而可以更好支撑金融行业的价值创造，提高其风险

控制和服务能力。

b) 医疗

医疗数据通常存储于不同的机构中，且单个医疗机构拥有的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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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数据规模和特征维度都有限。由于病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的考虑，

医疗数据无法在多个医疗机构之间直接共享或集中整合。基于联邦学

习技术在各医疗机构的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多个医疗机构联合建模

和数据分析，可以有效助力医学影像识别、疾病筛查、AI辅助诊疗、

智能问诊咨询等。

（3） 政务

政府部门汇集了大量的如交通、社保、税务、医疗和教育等高价

值数据，但因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无法对外开放数据。通过联邦学习，

可以促进政务和企业的数据协作，通过政务数据与企业数据模型训练

的融合，能够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精准政务施策。

（4） 广告

涉及广告主、流量平台和消费者，广告主和流量平台各自落盘相

关的广告数据，而又不能简单的将两方拥有的数据集中到一起。所以

在数字广告业务里就形成了自然的数据割裂，广告主和流量平台的数

据难以整合。针对这个业务场景，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联

邦学习来促成广告主和流量平台的数据合作可以进行更精准用户群

体画像和广告营销。

（三） 联邦学习在电信领域的技术价值与应用潜力

随着网络智能化和边缘技术等技术的发展，目前的电信网络拥有

大量具有智能计算能力的设备，这些设备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数

据。但由于这些数据是保存在网络各个局点，同时包含大量用户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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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难以汇集和共享。如果使用局点内部的数据直接训练，有时候

会由于数据样本分布不均匀，训练的模型泛化能力很差。联邦学习有

潜力解决电信网络中的数据孤岛问题，其主要的技术价值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a) 数据不出本地：数据不出本地就可以进行模型的训练与聚合，

不泄露用户个人信息与隐私；

b) 提高模型泛化能力：网络数据样本在各地分布不均，样本量少

的局点训练得出的 AI模型效果较差，AI模型应用的泛化效

果没有保障。联邦学习使得样本量少的局点有机会借助其它

局点的经验（数据、模型）来提高该局点模型的泛化能力；

c) 分布式训练：随着电信网络边缘与终端设备的计算能力越来越

强，分布式训练相对于集中训练更能提升 AI模型训练效率

和资源利用效率。

联邦学习有望在未来电信网络的多个潜在场景中得到应用，并通

过与物联网、边缘计算、5G/6G等技术相结合，来支持更多智能化应

用的开展，对网络性能进行全局优化，推动实现网络内生智能。对外

则可以利用联邦学习实现电信数据与其他领域安全共享的基础支撑

框架，让电信领域数据无需出网就可实现数据价值安全流通，通过与

金融、政务、自动驾驶、医疗等行业合作，提供高效健壮的安全底座

和算力支持，满足多源数据融合、多方安全查询、多方安全统计、联

合智能决策、联合机器学习等应用需求，赋能社会治理，服务民生公

益，支持工业互联，协助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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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信联邦学习架构与关键技术

（一） 电信联邦学习技术架构

如图 1所示，联邦学习在电信领域应用的技术架构可以分为硬件

环境、软件框架和应用层三部分。其中硬件环境包括终端/网元设备、

网管设备/边缘云、私有云和公有云等；软件框架主要包括横向联邦

学习、纵向联邦学习和联邦迁移学习；联邦学习应用层包括联邦机器

学习算法、联邦学习优化技术和联邦学习具体应用。

图 1 电信联邦学习技术架构

根据联邦学习的数据特点（即不同参与方之间的数据重叠程度），

联邦学习的分类框架主要分为横向联邦学习、纵向联邦学习、联邦迁

移学习。其中，横向联邦学习适用于参与方的数据有重叠的数据特征，

但拥有的数据样本不同的场景；纵向联邦学习适用于参与者的训练数

据有重叠的数据样本，但在数据特征上有所不同的场景。联邦迁移学

习适用于参与方的数据样本和数据特征重叠都很少的情况。

联邦机器学习算法指在联邦学习框架的经典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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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设计等。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由于联邦学习特有模型迭

代与多方参与建模的过程，使得联邦学习框架下的模型训练与收敛更

加复杂，需要进行对算法实现的过程进行特别的设计与优化，例如纵

向联邦逻辑回归实现、纵向联邦树模型、实现多方 GBDT建模的去

中心横向联邦学习框架和贝叶斯联邦学习等。

联邦学习优化技术包括安全与隐私增强、高效传输与通信开销降

低、客户端调度与选择、模型训练优化、个性化联邦等。

（二） 横向联邦学习

1. 横向联邦学习技术原理

横向联邦学习的数据集间用户特征（X1、X2、X3……）重合度很

高、用户（U1、U2、U3……）重合度很低，如图 2所示。例如，运

营商 A和 B的数据集用户无交集，但用户特征大部分相同，运营商

A和 B采用相同的特征进行横向联邦学习联合训练模型，运营商 A

和 B共享模型增益。

图 2横向联邦学习数据分布

横向联邦学习模型训练迭代的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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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央服务器生成初始全局模型并选择部分客户端参与本轮训

练迭代，下发初始全局模型给各联邦参与客户端；

b) 各联邦参与客户端基于初始全局模型，使用本地数据训练本地

模型；

c) 各联邦参与客户端使用如多方可信计算、RSA 多方计算、差

分隐私，分布式同态加密等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对本地模型

参数或梯度加密上传给中央服务器；

d) 中央服务器安全汇聚各联邦参与客户端的本地模型参数或梯

度，更新全局模型；

e) 中央服务器下发更新后的全局模型给各联邦参与客户端；

f) 各联邦参与客户端使用本地数据对更新后的全局模型做模型

评估（如模型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并将评估结果上

报给中央服务器；

g) 上述过程会持续迭代进行，直到达到允许的迭代次数的上限或

者全局模型损失函数收敛。

图 3 横向联邦学习模型训练过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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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信横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如图 4所示，电信领域应用横向联邦学习的部署模式主要包括：

1，基于网管或边缘云和网元/终端设备；2，基于公有云和网管/边缘

云；3，基于私有云和网管/边缘云；4，多云之间联邦等。

图 4 横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其中，基于网管和网元/终端设备的横向联邦学习主要由网管设备

或边缘云作为联邦学习中央服务器，由网元/终端设备作为联邦学习

客户端来进行模型的联合训练。该模式的应用场景的案例有嵌入式设

备 SA联合识别，其特点包括原数据传输代价高、模型参数与梯度需

要经过内网传输、数据需要自动化标注、联邦学习客户端计算能力有

限等。

基于公有云和网管或边缘云的横向联邦学习由公有云作为联邦学

习中央服务器，由网管或边缘云作为联邦学习客户端来进行模型的联

合训练。该模式的应用场景的案例有网络安全注入攻击检测，其特点

包括原数据要求不出局、数据可以经过人工标注后来进行模型联合训

练、模型的参数与梯度经过公网传输、联邦学习客户端计算能力较强

等。

基于私有云和网管或边缘云的横向联邦学习由私有云作为联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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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央服务器，由网管或边缘云作为联邦学习客户端来进行模型的联

合训练。这种模式的应用场景的案例有核心网 SA识别，模式的特点

包括原数据传输代价高，可以经过人工标注后来进行模型联合训练、

模型的参数与梯度通过内网传输、联邦学习客户端计算能力较强等。

基于多云之间的横向联邦由不同运营商进行联邦学习的开展。这

种模式的特点包括原数据要求不出局，可以经过人工标注后来进行模

型联合训练、模型的参数与梯度通过外网传输、联邦学习客户端计算

能力强等。

（三） 纵向联邦学习

1. 纵向联邦学习技术原理

纵向联邦学习的数据集间用户特征（X1、X2、X3……）重合度很

低、用户（U1、U2、U3……）重合度很高。例如，运营商 A和金融

机构 B的数据集可能包含相同的用户，因此用户重合度很高，但金

融机构记录的是用户的收支行为和信用评价数据，而运营商则有用户

的通信数据，两者用户特征重合较少，金融机构 B联合运营商 A采

用纵向联邦共建金融风控模型。纵向联邦学习支持线性模型、

XGBoost、LightGBM、GBDT、AutoML算法，支持回归和分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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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纵向联邦学习数据分布

纵向联邦学习典型的训练过程如图 6所示，模型训练迭代的一般

过程如下：

a) 样本加密对齐。A和 B使用基于加密的用户 ID对齐技术（如

基于 RSA的盲签名），确保 A和 B在不暴露各自原始数据的

前提下，根据用户 ID安全求交，双方各自保存具有相同用户

ID的数据。

b) 联合特征工程。基于样本对齐后的数据，A和 B联合开展特征

工程。例如，运营商 A 和金融机构 B，B可以选择 A 的某个

用户特征，根据 B的数据标签（如信用好坏评价）做卡方分

箱、WOE编码、IV计算，特征工程过程中，A和 B间使用隐

私加密技术（如同态加密）交换中间结果。

c) 加密模型训练。基于样本对齐后的数据或联合特征工程后的数

据，A和 B使用隐私加密技术（如同态加密）协同训练一个模

型，一般训练过程如下：

- 步骤 1：A和 B生成同态公私钥对，并交换公钥。

- 步骤 2：A和 B分别做模型训练，使用自己的公钥加密中

间结果并交换。

- 步骤 3：A和 B分别使用对方的公钥加密自己的中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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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交换接收的对方已加密的中间结果计算加密梯度，并

将已使用对方公钥加密的随机噪声加入梯度。

- 步骤 4：A和 B交换带噪声的加密梯度，并使用自己的私

钥解密收到的梯度。

- 步骤 5：双方交换已解密的梯度，去除噪声后更新自己的模

型。

图 6 纵向联邦学习模型训练过程示例

2. 电信纵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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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纵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如图 7所示，电信领域应用纵向联邦学习的部署模式主要包括：

1，基于网管或边缘云；2，基于私有云；3，基于公有云/私有云。其

中，基于网管或边缘云在网络内部进行的纵向联邦学习，例如基于边

缘智能的纵向联邦实现物联网场景的攻击检测、5G频谱管理等。该

模式的特点包括原数据传输代价高、模型参数和梯度经过内网传输、

模型训练过程安全性要求较低、模型优化要求较高等。基于私有云/

公有云的例如运营商与金融行业的纵向联邦，可以实现联合反欺诈、

信贷风险预测等，该模式的特点包括原数据要求不出网、需要同态加

密下的特征对齐、模型参数与梯度经过公网传输等。

（四） 联邦迁移学习

1. 联邦迁移学习技术原理

联邦迁移学习将联邦学习的概念加以推广，以实现在任何数据分

布、任何实体上均可以进行协同建模、以学习全局模型。它不仅可以

应用于两个样本的空间，还可以应用于两个不同的数据集。联邦迁移

学习的数据集间用户特征（X1、X2、X3……）重合度很低、用户（U1、

U2、U3……）重合度也很低。例如，在电信领域，不同业务间的用

户和用户特征可能重合度都很低，可以采用联邦迁移学习将语音业务

MOS模型的成功经验，迁移到视频业务或者支付业务MOS模型训练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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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联邦迁移学习数据分布

给定源域DS和源任务TS，目标域DT和目标任务TT，迁移学习旨在

利用源域DS和源任务TS的知识提升预测函数在目标域DT中的表现。

迁移学习分为基于样本的迁移，基于特征的迁移，基于模型的迁移以

及基于关系的迁移四大类。

- 基于样本的迁移，通过权重重用，对源域和目标域的样例进行

迁移，对不同的样本赋予不同权重，如相似样本给予高权重。

- 基于特征的迁移，对特征进行变换。假设源域和目标域的特征

原来不在一个空间，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它们变换到同一个空间里，并

保证变换后的特征是相似的。

- 基于模型的迁移，构建参数共享的模型，常见于神经网络中，

如finetune就是典型的模型迁移的例子。

- 基于关系的迁移，通过挖掘和利用关系进行模型类比迁移。

2. 电信联邦迁移学习部署模式

如图 9所示，电信领域应用联邦迁移学习的部署模式主要包括：

1，基于网管或边缘云的网络内部模型迁移；2，基于私有云的模型跨

运营商/机构迁移；3，私有云与公有云之间的模型跨运营商/机构/行

业迁移。



- 16 -

图 9 迁移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五） 联邦学习优化技术

1. 安全与隐私增强技术

在联邦学习中，参与联邦学习的各方通过交换参数而非交换本地

数据的方式完成模型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地数据的安全与隐

私，但依然存在安全风险，如投毒攻击、对抗样本攻击以及隐私泄露

问题等。其中投毒攻击主要是指在训练或再训练过程中，恶意参与者

通过攻击训练数据集或模型，例如添加错误的标签或有偏差的数据来

降低数据质量或是发送错误的参数或损坏的模型来破坏全局模型的

学习过程，来降低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质量。对抗攻击是指恶意构造

输入样本，导致模型以高置信度输出错误结果。隐私泄露风险一般是

由于参与者或服务器是恶意的（或是诚实并好奇的），通过模型参数

更新来推测参与方的数据集信息，造成参与方的隐私泄露。

针对此，业界提出了投毒防御、对抗攻击防御、差分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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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计算和同态加密等技术进行应对。

a) 投毒防御

联邦学习中的投毒防御主要包括数据投毒防御和模型投毒防御。

针对数据投毒，防御方法包括利用身份验证机制在各参与方进行数据

交互之前来保证参与节点的可靠性；利用上下文信息进行训练集中有

毒样本点的检测以及其他防御机制。针对模型投毒，防御的重点在于

对恶意参与方的识别以及对错误更新参数的检测，包括模型准确度检

测和参数更新统计差异检测等。

b) 对抗攻击防御

在机器学习领域中，已经出现大量对抗攻击防御方法，有些机制

同样适用于联邦学习的对抗防御。其中，对抗训练是常用的防御手段，

即将真实的样本和对抗样本一起作为训练集，来训练出最后的模型。

对抗训练适用于多种监督问题，它可以使得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就学习

到对抗样本的特征，提高了模型的健壮性。防御蒸馏方法是通过对先

利用训练集训练得到的模型迁移到另一个模型上，从而降低原模型被

攻击的成功率。梯度正则化方法在训练模型的目标函数上对输入与输

出的变化进行惩罚，从而限制了输入的扰动对于预测结果的影响。

c) 差分隐私

2006年微软的 Dwork提出差分隐私概念以应对差分攻击问题。差

分隐私的思想就是对原始数据的转换或者是对统计结果添加 0-均值

噪声来达到隐私保护效果。如果一个方法满足通过引入噪声使至多相

差 1个数据的 2个数据集查询结果概率不可分，那么该方法就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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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隐私要求的，可称为差分隐私保护算法。目前差分隐私常用机制

有两种，针对数值型输出的 Laplace机制和针对非数值输出的指数机

制。Laplace机制，是在查询结果里加入 Laplace分布的噪音；指数机

制则在查询结果里用指数分布来调整概率。

d) 安全多方计算

安全多方计算最初由图灵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姚期智在 1982年

通过百万富翁问题提出，解决一组互不信任的参与方各自持有秘密数

据，协同计算出一个既定函数的问题，在保证参与方获得正确计算结

果的同时，任何一方均无法得到除应得的计算结果之外的其他任何信

息。安全多方计算具有严格的安全定义，包括隐私性、正确性、公平

性（可选）、结果传递保证（可选）等方面。整个计算过程在保证计

算结果正确的同时，不泄露任何参与方的原始秘密数据和计算过程中

的明文中间信息，各数据提供方对其拥有的数据始终拥有控制能力，

因此可被用于联邦学习的实现过程。

e) 同态加密

同态加密是一种特殊的加密算法，它允许在加密之后的密文上直

接进行计算，且解密后的计算结果与基于明文的计算结果一致。在纵

向联邦学习场景中，可以利用同态加密技术实现对用户数据的隐私保

护。根据支持密文运算的程度，同态加密方案可以分为部分同态加密

方案和全同态加密方案两类。部分同态加密算法只能支持加法同态或

乘法同态，例如Paillier算法支持密文间的加法运算，但不支持乘法运

算等。全同态算法对密文上的计算深度和运算方法支持更为完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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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只是在理论层面论证可行性，其核心算法和性能问题尚未得到

突破，并且存在计算代价高、密钥生成时延大等问题。

2. 高效传输与通信开销降低

在联邦学习模型训练过程中，参与方与中央服务器之间需要进行

多轮次的数据（模型、参数）传输，特别是在所需的全局模型规模较

大的情况下，网络带宽限制和工作节点数量可能会加剧联邦学习的通

信瓶颈。因此联邦学习过程中的高效传输与通信开销降低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减少通信开销通常从减少通信总次数/降低通信频率以及

降低单轮通信回合的通信总比特数入手，前者主要依靠降低模型更新

频率和选择更少的客户端进行通信，后者则主要依靠适当的模型压缩

来实现。具体的方法包括基于降低模型频率的优化方法、基于模型压

缩的优化方法等。

a) 基于降低模型更新频率的优化方法

具体的机制包括联邦平均算法和参数冻结等。其中联邦平均算法

是通过本地计算代价来换取通信代价，将局部随机梯度下降与执行模

型平均的服务器相结合,通过客户端先多次迭代本地更新再将本地迭

代结果发送给服务器。这种方式在参与方数据为独立同分布时效果较

好；而当参与方数据为非独立同分布时，通信成本的降低效果则会变

得不明显。

参数冻结是根据各参与方在联邦学习训练过程中本地模型收敛程

度的不同，来引入参数冻结期。随着联邦学习模型训练迭代次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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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的本地模型参数可能已经趋于稳定不再更新，可以将判断为稳

定的参数，进行冻结并引入冻结期。冻结一段时间后将参数解冻，参

与更新并重新判断是否稳定。各联邦参与方只上报不稳定的本地模型

参数梯度给中央服务器进行汇聚，稳定参数只参与本地模型梯度更

新，不参与全局模型梯度更新。参数冻结也叫冷冻神经元，该方法可

以保证全局模型的稳定，波动较小，使得在不降低模型精度的情况下

降低通信开销。

b) 基于模型压缩的优化方法

模型压缩是将更新的模型结构用更少的变量信息来进行描述，压

缩方案可以是梯度稀疏、概率量化、梯度量化、随机选参等方法的一

种或多种组合。模型压缩可以在联邦学习的不同阶段执行，例如参与

方训练本地模型之前，即中央服务器压缩全局模型的规模后广播给各

参与方；参与方上传更新模型之前，各参与方压缩本地训练模型参数

的规模后上传给中央服务器。其中，梯度稀疏允许参与者只上传一小

部分具有显著特性的梯度，从而减少每一轮的通信有效载荷。概率量

化是本地更新模型向量化后，对其权重量化。梯度量化是将梯度量化

成低精度值而非直接上传原始梯度值，降低每轮次通信比特数，但这

样会降低精度，反而有可能增加总体计算能耗。随机选参是各参与方

在上报模型参数时，通过生成随机数种子，随机上传固定比例的模型

参数值来压缩模型，在中央服务器端利用各参与方的随机数种子恢复

模型参数并汇聚。例如，有 100个参与方，每个参与方随机上传 20%

的参数，中央服务器进行模型恢复（最优的情况是 5个参与方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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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模型），这样通信量只有原本的 20%。随机选参适用于有大量参

与方（大于 100）共同联邦的场景，在联邦初始阶段就可以进行模型

压缩，不会增加额外的计算量，在不降低模型精度的情况下降低通信

开销。

3. 客户端调度与选择

在实际联邦学习中，受限于客户端状态、网络条件等，在每轮迭

代训练中只选择一部分客户端节点参与联邦训练过程。但是，由于在

联邦学习环境中存在大量的异构客户端，其异构性包括其设备存储、

计算和通信能力存在异构性、本地数据的非独立同分布性以及所需模

型的异构性等问题。因此客户端节点的选择对联邦学习过程中计算效

率、通信效率、最终模型效果及公平性等至关重要。目前客户端调度

与选择策略包括随机选择、迭代效率最优、经验驱动等。

其中，随机选择策略由中央服务器每次迭代以平均概率从总共的

个客户端里随机挑选 个参与训练。随机选择策略简单易操

作，但难以适应客户端异构性带来的影响。

迭代效率最优选择策略是考虑客户端节点的数据、算力和模型差

异对联邦效果的影响，在一轮中选择对模型收敛最有利的客户端来进

行迭代训练。这种策略能减少迭代次数，但每轮的评价与选择过程存

在泄露客户端节点隐私的可能。

经验驱动的选择策略是将每一轮的迭代看作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通过收集每一轮迭代训练的性能表现作为经验，来不断更新客户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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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策略。这种方式的自适应能力更强，但获得较优策略的时间可能

较长，引入的计算代价较高。

4. 模型训练优化

联邦学习作为一种特殊的分布式机器学习，考虑客户端的数据、

计算和通信能力、模型特征以及模型参数更新方式等，其模型训练过

程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自适应调整和优化，例如变频变步、可持续学习

等。

其中变频变步是指在联邦学习训练过程中实时调整每轮次的通讯

频率和学习率。由于在联邦学习训练过程中，不同客户端给出的梯度

方向可能由相同逐渐到不同，这个过程定义为梯度分叉。梯度分叉会

导致全局模型参数停滞在非全局最优点，准确率无法达到最优值。在

各联邦参与客户端上报本地模型梯度给中央服务器后，由中央服务器

计算所有本地模型梯度分叉程度，调整下一个迭代所有客户端本地模

型训练的通讯频率和学习率（学习步长），通过反复迭代进行这种调

整，使得最终模型参数收敛于全局最优值。变频变步方法提高了模型

准确率，但有可能需要更多的模型聚合迭代次数。

可持续学习指在联邦学习过程中充分利用模型特征来针对性地激

活、训练新模型，并在不影响任务效果的基础上对旧模型进行适应性

调整，其中包括对特征空间变化的持续学习和标签空间变化的持续学

习等。其中对特征空间变化的持续学习可以利用共同子空间法和特征

对齐变换法来解决特征空间变化问题。在标签空间变化的可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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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任务中可能会出现新类别的数据。此时，有

中心损失函数法、深度样例学习法、自适应增量学习模型等多种可行

方案来应对这种数据标签变化的情况。其中，中心损失函数法通过在

损失函数中引入新的惩罚项，使得属于同一类样本的特征更加汇聚，

增加了样本特征的可鉴别性，适当调整输出层参数即可保持学习器的

鉴别分类能力。深度样例学习方法结合了深度学习的强特征提取能力

和样例学习的高新类别容忍度，从而适于解决任务标签变化问题。自

适应增量学习模型通过新增级联的分类器追踪了数据标签的变化，与

此同时也增强了模型的特征提取能力，有助于提升模型的学习精度。

5. 个性化联邦

在电信网络中，联邦学习通过分布式学习所有参与的网络设备或

终端设备的本地数据而获得更泛化的全局模型，但同时缺少了捕获每

个客户端或设备个性化信息的能力。此外，联邦学习在实际复杂的电

信网络中应用时需要解决设备在数据、计算和通信能力方面的异构性

和根据其应用场景所需要的模型异构性问题等。个性化联邦学习通过

在设备、数据和模型级别上进行个性化处理，来减轻异构性并考虑每

个客户端所获得的个性化模型，主要包括迁移学习、元学习、多任务

学习、分层多模型等。

其中迁移学习通过将全局共享模型迁移到分布式网络或边缘设备

上，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个性化处理，从而减轻网络中设备之间的异

构性问题。元学习中，模型是由一个能够学习大量相似任务的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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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训练的，训练模型的目标是从少量的新数据中快速适应新的相似

任务。联邦元学习将元学习中的相似任务作为设备的个性化模型，将

联邦学习与元学习相结合，通过协作学习实现个性化处理。分层多模

型联邦学习中的模型采用分层结构，首先对所有层进行全局训练，每

层有多个功能相同的模块。同层的不同模块可以使用不同的神经网

络，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计算学习算法。因此可以根据终端的性能差异

选择不同的模块或算法进行个性化实现。联邦多任务学习的目标是同

时学习不同设备的不同任务，并试图在保护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捕捉模

型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模型之间的关系来使得每个设备模型可以获取

其他设备的信息，从而既实现模型的个性化又能够提高模型的泛化能

力。

三、 电信联邦学习应用

（一） 基于横向联邦学习的 ONT精准识别应用

1. 背景需求

随着家庭宽带服务业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升级，目前国内外运营

商开始向家庭用户推出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例如电竞场景、VR/AR

场景的光网络终端（Optical Network Terminal, ONT）套餐，通过各家

庭用户 ONT上的 AI模型识别接入网络的应用，来保证对相关应用的

宽带服务。然而，由于不同地区每个家庭用户接入网络应用的数据样

本不同，且不断有新的应用数据产生，AI模型劣化、泛化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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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应用识别准确率低。同时，各地海量 ONT上应用识别过程涉及

家庭用户个人数据，由于隐私保护需求难以将数据集中训练，导致应

用识别项目的产品上市时间（Time-to-Market, TTM） 时间长。各家

庭用户进行应用识别时所需的特征标签一致，因此可以在不同的家庭

用户之间利用横向联邦学习来提高模型的识别准确率和泛化能力。

2. 技术方案

如图 10所示，基于横向联邦学习架构，通过向各家庭用户 ONT

配置部署联邦学习客户端（Federated Learning Client, FLC），当 ONT

发现新的未知应用或检测到特征发生漂移，上报联邦学习服务器

（Federated Learning Server, FLS）需重新进行模型训练；FLS下发模

型到各个 FLC进行模型的增量学习，并利用差分隐私和多方可行计

算解决 ONT和 FLS之间的通信隐私安全，利用参数冻结和节点调度

技术来提高海量 ONT之间共同参与联邦学习的通信效率；并利用持

续学习、自适应聚合等训练优化技术来解决各 ONT数据样本不同以

及新应用数据产生带来了模型准确率下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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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于横向联邦的 ONT 应用识别

3. 前景价值

通过海量 ONT之间的横向联邦学习，有效解决家宽服务识别模型

劣化、准确率下降、泛化能力弱等问题，实现 ONT家庭应用的精准

识别，提升品质家宽增值业务的产品上市周期（Time-to-marketing,

TTM），保证各签约应用在用户 ONT终端的带宽稳定，快速进行电

竞套餐业务的开展和服务质量提升。

（二） 基于横向联邦学习的防未知网站注入攻击检测

1. 背景需求

在数据通信安全领域，未知网站注入攻击已成为目前最大的安全

威胁之一，它可能造成现有WAF/IPS防御失效，给相关企业机构带

来严重损失甚至破产。目前，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政企单位对未知网站

注入自动检测的需求强烈。由于注入攻击的模式多种多样，黑客利用

各种手段绕过后，无法提取攻击者的签名，因此造成了基于签名的检

测机制失效。但大量的注入内容通过语义分析关联特征，可支撑 AI

模型训练实现自动检测。但各个网站在进行独立的模型训练时，由于

各企业机构数据安全问题，数据无法出局分享，各企业独立训练的

AI模型只能学习到自己网站的攻击特征，无法学习到其他新的攻击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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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方案

如图 11 所示，基于横向联邦学习架构，各企业作为客户端接入

云上智能中心，云上智能中心探测各企业运维数据的变化量自动启动

联邦学习训练任务。各企业客户端本地训练时使用差分隐私技术，将

各自本地模型梯度加密发给联邦学习中央服务器，并接收中央服务器

安全汇聚后的模型变化量更新本地模型。

图 11 AI 防未知网站注入攻击检测

3. 前景价值

目前华为基于云地协同的横向联邦学习实现了防未知网站注入攻

击检测模型的自我学习优化，将未知网站注入攻击威胁发现时间从平

均 180天降到分钟级，发现时间降低近 99%，检测到已知/未知网络

攻击类型准确率高达 99%，助力数通安全网络构建更快、更准、更智

能的威胁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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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纵向联邦学习的消费金融应用

1. 背景需求

随着消费金融业务的拓展需求，业务对金融风控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准确率的金融风控模型可有效降低逾期率，来保证消费金融业务的

新用户增长需求。然而，互联网和运营商企业可用的用户金融行为的

特征有限，对用户的信用评估准确率较低。为了更精准、更全面的刻

画用户信用情况，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和运营商可以通过联合共建

风控模型来提高风险预测的准确率。同时，各企业机构的用户数据涉

及大量个人敏感数据，由于隐私保护需求难以将数据集中训练，导致

金融风控模型的准确率难以提高。利用不同企业之间的数据特征可用

补全用户的金融行为特征，因此可以利用纵向联邦学习来提高模型的

识别准确率。

2. 技术方案

如图 12 所示，基于纵向联邦学习架构的金融风控模型共享，通

过联合运营商本地的网络数据，和其他一个或多个参与方接入后进行

联合金融风控模型的在线训练，从而提高金融风控业务公司的消费金

融风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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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基于纵向联邦共建金融风控模型

基于纵向联邦的金融风控模型训练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1） 各参与方分别向本地多方安全计算平台上传训练数据；

2） 两端推理机通过交互加密计算因子，训练金融风控模型；

3） 模型训练完成后保存公有云多方安全计算平台；

4） 模型应用方需要计算用户信用分时，调用训练完成的模型，同

时向数据提供方申请用户特征数据调用；

5） 风控分数计算完成后，平台将用户信用分返回数据应用方。

3. 前景价值

通过纵向联邦学习，双方或多方公司联合训练信用分模型，可以

有效提升消费金融业务风控准确度，更精准更快速的识别个人和企业

背后的复杂关系链条及欺诈风险，为客户融资鉴权、增信提供准确判

断，每年阻止数亿资金的风险贷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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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纵向联邦学习的 5G网络 QoE评估和预测

1. 背景需求

随着 5G多样化业务需求以及 2B业务和 2C极致业务对 SLA的要

求，单一的 KPI管理已无法真实反映和保障用户体验（QoE，Quality

of Experience）。用户体验不同于网络质量 KPI，是对多维运营运维

指标的综合评判。目前运营商越来越重视对 QoE指标的分析，建立

网络 KPI与 QoE之间的关系模型，从而更好的对用户体验进行评估

和预测，对客户不满意问题分析和业务服务战略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实际的 QoE评估和预测中往往需要至少两方面的数据：网络数

据和应用数据。由于个人信息保护和行业壁垒等原因，运营商和业务

服务商之间无法直接互通共享各自的网络数据和应用数据，数据不能

出局难以实现集中式模型训练。

2. 技术方案

如图 13所示，基于纵向联邦学习模型架构，运用运营商的网络数

据（如速率、网络接入时延等）和业务服务商的应用数据（如平均意

见评分（MOS）、卡顿时间/频率等）进行模型的联合训练，打造运

营商和业务服务商在保证数据隐私安全的前提下的跨域建模能力，实

现 5G网络 QoE的评估和预测，从而赋能运营商 SLA的监测和保障，

提高用户体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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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于纵向联邦的 QoE 评估和预测

3. 前景价值

通过运营商和业务服务商的联邦 QoE建模，运营商可以实现更精

准的 QoE评估和预测，从传统以网络为中心的 KPI管理模式向以用

户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提升运营运维能力。

（五） 基于联邦迁移学习的数据中心 PUE控制

1. 背景需求

随着 AI发展，运营商利用 AI模型对数据中心进行自动调节冷却

塔、冷却泵控制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因数据中心暖通工艺、投入运行时长等存在差异，各数据中心训练的

AI模型精度和泛化能力存在差异。有的成熟数据中心运行时间较长，

有大量数据特征和标签，训练的 AI模型精度高，PUE控制好，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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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数据中心投入运行时间较短，数据特征较少，只有极少量的标签，

直接使用数据训练的模型精度和泛化能力都很差，无法快速商用。

2. 技术方案

如图 14所示，基于联邦迁移学习架构，在保证各数据中心数据隔

离与本地化的前提下，各数据中心作为客户端接入联邦学习中央服务

器，将各自训练模型的共享层（输入层和隐藏层）共享给中央服务器，

中央服务器汇聚后下发给各数据中心，各数据中心基于中央服务器汇

聚的共享层，结合本地数据进行模型迁移训练。

图 14 数据中心 PUE 联邦迁移模型

3. 前景价值

使用联邦迁移学习能快速利用数据中心已经成熟和训练效果良好

的 PUE模型，可以快速提升数据质量较差的其他数据中心模型精度

和泛化能力，解决数据量少，标签少无法快速训练高精度模型问题，

助力新建数据中心 PUE模型快速商用，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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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电信联邦学习未来展望

人工智能当前面临“数据孤岛”及隐私监管力度加大的巨大挑战，

联邦学习的出现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通过

联邦学习的架构方案设计及隐私保护技术应用，可使多个数据拥有方

协同建立共享模型，达到模型训练与隐私保护双赢的目的。联邦学习

在未来的网络自动驾驶、边缘计算、物联网、车联网、用户体验提升

以及垂直行业等领域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电信领域联邦学习的发展

与落地应用尚处于发展初期，对于其发展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 需求牵引电信联邦学习关键技术提升

结合电信网络特性与发展进程，考虑电信网络应用联邦学习技术

时，网络节点数据、算力与通信资源异构性、网络性能等方面的限制，

以及电信网络对联邦学习在模型个性化、模型训练效率、收敛性与安

全性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加强对适用于网络及其细分场景下联邦学

习应用的开展流程、通信需求、数据需求、算力要求与所需关键技术

的研究，重点开展面向联邦学习异构计算资源池化、调度与管理的相

关研究工作，发展基于具体场景的云边端协同训练推理技术，以及适

用于电信网络联邦学习的体系架构、软硬件与开发框架。

2. 强化电信网络联邦学习标准与测评工作开展

聚焦电信网络联邦学习功能体系、性能评估、应用场景与安全等

关键技术，关注电信网络应用联邦学习形成的智能化产品及新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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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相关标准化工作，研制可操作性和兼容性强、与电信网络智能化

发展需求紧密衔接，具有技术参考价值的标准。发展电信网络联邦学

习的性能评估指标体系与安全评估体系，建立电信领域联邦学习能力

成熟度模型，推动电信领域联邦学习的评测用例与性能基准的开源建

设。

3. 加快电信网络联邦学习落地应用与产业发展

联邦学习在电信网络中的应用优势最终需要落地实践来证明，因

此电信联邦学习的发展需要积极开展工程探索与应用示范，拓展垂直

领域联邦学习应用，围绕电信联邦学习应用性能瓶颈、安全性证明、

设备互通能力等规模化应用难点，在实践中探索对网络联邦学习的试

验与性能验证，发展实践与验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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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本白皮书中用到的缩略语如下：

3GPP：第 3 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5G：第 5 代移动通信系统（5th Generation）

6G: 第 6 代移动通信系统（6th Generation）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IA：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lliance）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CCSA：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

FL：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

FLC：联邦学习客户端（Federated Learning Client）

FLS：联邦学习服务器（Federated Learning Server）

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KPI：关键性能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MOS：平均意见评分（Mean Opinion Score）

NWDAF：网络数据分析功能（Network Data Analytic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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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光网络终端（Optical Network Terminal）

PUE：能效（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QoE：体验质量（Quality of Experience）

QoS：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SLA：服务级别协议（Service-Level Agreement）

TTM：产品上市周期（Time-to-marketing）

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一、联邦学习概述
	（一）联邦学习产生背景与技术概念
	1.联邦学习产生背景
	2.联邦学习技术概念

	（二）联邦学习发展状况
	1.联邦学习标准化现状
	2.联邦学习开源框架
	3.联邦学习的行业应用

	（三）联邦学习在电信领域的技术价值与应用潜力
	二、电信联邦学习架构与关键技术
	（一）电信联邦学习技术架构
	（二）横向联邦学习
	1.横向联邦学习技术原理
	2.电信横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三）纵向联邦学习
	1.纵向联邦学习技术原理
	2.电信纵向联邦学习部署模式

	（四）联邦迁移学习
	1.联邦迁移学习技术原理
	2.电信联邦迁移学习部署模式

	（五）联邦学习优化技术
	1.安全与隐私增强技术
	2.高效传输与通信开销降低
	3.客户端调度与选择
	4.模型训练优化
	5.个性化联邦

	三、电信联邦学习应用
	（一）基于横向联邦学习的ONT精准识别应用
	1.背景需求
	2.技术方案
	3.前景价值

	（二）基于横向联邦学习的防未知网站注入攻击检测
	1.背景需求
	2.技术方案
	3.前景价值

	（三）基于纵向联邦学习的消费金融应用
	1.背景需求
	2.技术方案
	3.前景价值

	（四）基于纵向联邦学习的5G网络QoE评估和预测
	1.背景需求
	2.技术方案
	3.前景价值

	（五）基于联邦迁移学习的数据中心PUE控制
	1.背景需求
	2.技术方案
	3.前景价值

	四、电信联邦学习未来展望
	1.需求牵引电信联邦学习关键技术提升
	2.强化电信网络联邦学习标准与测评工作开展
	3.加快电信网络联邦学习落地应用与产业发展

	缩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