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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

戴 昕*

摘 要 数据价值来自聚合形成规模后在流动中获得多元、多维开发,因此数据界权不应

受确立财产所有权思路的局限,而应致力于调整社会主体间围绕数据价值开发利用而形成的

具体利益互动关系。霍菲尔德框架为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概念工具。无论

针对个人信息、企业数据还是公共数据,法律界权都应被理解为逐步搭建、并灵活调整多元主

体间法律关系网络的过程。通过在边际上不断探索有助于数据流动、共享的机制,法律界权方

有望促进数据价值开发并推动公共利益实现。

关 键 词 界权 法律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 企业数据 公共数据

一、引论:数据确权及其形式主义

1935年,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科恩(FelixCohen)在经典论文《超验废话》中辛辣地解构了

当时司法裁判中盛行的形式主义。〔1〕科恩认为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存在将法律概念———例如

“公司”“商号”等———过度实在化的倾向,这使得他们常误以为解决社会争议不取决于伦理判

断,而在于能否像把握有形物那样确定法律概念的本质内涵。〔2〕

类似于曾经的“公司”和“商号”,“数据”自21世纪初以来成为法律人关注的新鲜事物后,
照例先引发了一波形式主义探讨:什么是“数据”? 数据本质是人格还是财产? 好在,近百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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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研究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

息保护边界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1)及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1ZDA049)子课题“数据要素市场建

制与法律治理”资助。

SeeFelixCohen,“TranscendentalNonsense”,ColumbiaLawReview,Vol.35,No.6,1935,

p.809.
Ibid,pp.80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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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肃学者大多都形成了现实主义自觉,即便围绕概念展开讨论,也能意识到,数据相关权利

规则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是法律回应社会对数字经济效率与公平关切的结果。〔3〕

但形式主义思路在另一个意义上仍深刻影响着当代数据法的话语和实践:人们习惯继续

用财产所有权的逻辑理解数据的社会价值及其对应的制度需求。近年来,论者常将“数据权属

不清”称为数字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而“明确数据权属”“建立数据要素产权”则被拔

高为数据法的皇冠明珠式问题。论者的思路看来被限定在流行版本的“科斯定理”———“清晰

界定财产权,资源就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有效率的配置”———之上,即预设以所有权为原型确

认数据财产权的经济必要性。〔4〕然而数据的价值以大规模聚合(aggregation)为前提,其利

用则具有非对立性(non-rivalry),〔5〕这意味着科斯寓言中农民和牧民在地上“修篱笆划界”的
意象,〔6〕并不适用于理解数据的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如何实现。特别是,鉴于企业通过平台

架构控制数据获取和流动的现实,〔7〕创制或确认财产权的法律方案与促进数据流动、共享、
开放的目标之间,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相隔遥远。〔8〕

本文认为,数据法应超越传统的财产权属思维,以开放利用的价值逻辑为基础,用“搭积

木”而非“套模具”的方式,在主体间利益互动关系层面进行具体界权,逐步建成容纳多维度、多
层次规范的领域规则网络。此即所谓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毫无疑问,此前已有其他学者

针对流行的数据确权主张提出过商榷意见。〔9〕例如,梅夏英曾指出,数据在私法上确权面临

理论和操作困难,而现有法律和技术条件下已形成的数据控制则足够支持利用和交易秩序,额
外确认私权则不利于数据分享。〔10〕在总体认同上述看法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提供一个新的

分析性视角,特别是提示,在进入比特世界后,法律人应更加自觉、明确地采用关系而非实体性

的方式去理解法律中的各类“权利”“义务”概念。借助这一理论视角,建构界定“数据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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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20页;邢会强:
“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人信息财产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105-107页;申卫

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11-117页;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

殊”,《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88-89页。
参见申卫星,见前注〔3〕,第111页。欧洲学者的确权思路,SeeAndreasBoerdingetal.,“Data

Ownership- APropertyRightsApproachfromaEuropeanPerspective”,JournalofCivilLawStudies,

Vol.11,No.2,2018,pp.323-370.
SeeCharlesI.JonesandChristopherTonetti,“NonrivalryandtheEconomicsofData”,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110,No.9,2020,p.2821.
See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3,

1960,pp.2-8.
参见胡凌:“互联网‘非法兴起’2.0———以数据财产权为例”,《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3期,第28

-30页;梅夏英、王剑:“‘数据垄断’命题真伪争议的理论回应”,《法学论坛》2021年第5期,第99-101页。
有学者甚至指出财产权保护与配置效率存在一般性矛盾。SeeEricA.PosnerandE.GlenWeyl,

RadicalMarkets:UprootingCapitalismandDemocracyforaJust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18,pp.30-49.

对立观点的一个简要综述,可参见许可,见前注〔3〕,第86-88页。
参见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司法局限和公共秩序建构”,《中外法学》2019年第4

期,第845-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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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数据价值实现的过程本身是主体间合作或冲突的互动过程,
因此科斯提出的法律“界权”必要性命题,在适当理解“界权”的前提下仍然成立。〔11〕而建构

性的法律界权则不应被既有概念形式体系过度束缚,特别是不应误以为可以、甚至必须先找到

数据在所有权规范体系中的“定位”,才能自上而下演绎规则。今天人们对不同数据制度安排

所对应社会福利后果的理解,仍以大量有待继续观察和验证的假说为主。这一认知过程中会

因信息的持续增加而出现新的阶段性判断,因此不能指望任何“体系化”“一揽子”的界权方案

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意味着当前决策者需要就数据权益提供权宜性的法律安排,并保持对

规则变化的开放心态,注重对有效机制设计作逐步积累。
以下第二部分将重申数据法应坚持的“开放利用”这一价值逻辑,并解释在主体间利益互

动关系层面进行法律界权的涵义。第三部分简要介绍霍菲尔德法律关系概念框架,并以个人

信息保护制度中的若干规则为例展示其对数据界权的启发。第四和第五部分将分别结合企业

数据规则和公共数据体制相关问题,讨论法律界权如何可能基于关系进路,推动数据价值开发

和公共利益实现。第六部分简短作结。

二、数据界权:数字经济中的科斯定理?

在“大数据”概念炒热之前,〔12〕以界定财产权方式解决互联网环境中信息隐私问题的“科
斯式”方案曾风靡一时。受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影响的不少学者都曾提出,由于互联网服务提供

者以处理用户个人信息作为提供有价值服务的前提,因此法律与其只在出现损失时追究赔偿

责任,不如赋予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使用户和处理者在交易成本较低的网络环境中自愿

交易,既实现个人信息经济价值,又使价值分配更有利于用户。〔13〕但当互联网进入平台企业

主导的格局后,用户与企业间存在明显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对用户决策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

步放大,这导致了自愿交易无法克服的市场失灵,〔14〕也使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全面转

向规制范式。但在信息隐私担忧之外,数字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面临的更深刻质疑,在于新的技

术和商业模式是否真能为社会带来其所承诺的价值愿景。目前看来,数据经济价值实现的最

大挑战,莫过于各类数据控制者与利用者能否形成开放性的合作网络。为应对这一挑战,“科
斯式”财产权安排虽不对路,但科斯式界权却仍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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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过往讨论中学者提出“数据权属无法进行明确化的界权”一类观点,其中所说“界权”往往是相对狭

义的确定所有权意义上的。参见丁晓东:“数据到底属于谁———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71页。

标志应是2013年商业畅销书《大数据时代》出版。SeeViktorMayer-SchönbergerandKenneth
Cukier,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 How WeLive,Work,andThink,London,UK:

MarinerBooks,2013.
SeeLawrenceLessig,Code:AndOtherLawsofCyberspace,Version2.0,NewYork,NY:Basic

Books,2006,pp.228-230.
SeeAlessandroAcquistietal.,“TheEconomicsofPrivac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

Vol.54,No.2,2016,p.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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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不是石油

数据常被比作石油,就像石油曾被比作黄金。〔15〕但类比思维误导性极强。石油并非黄

金,石油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不像黄金以作为交换中介为主要功能。数据则更不是石油。石

油可细切单位计价,但数据价值却以大规模汇聚为基本前提,且在算力不断提高、算法不断改

进的前提下,数据规模的边际收益还可能递增。〔16〕不仅如此,石油作为资源,其利用有对立

性,例如将相同单位的石油用作燃料烧掉后,便没法再将其用作化工原料。但数据则完全不

同。一人以某种方式对特定数据的使用,并不影响他人使用相同数据的价值。甚至,在相同数

据上进行多主体、多层次、多元化开发,是数据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以相对直观的场景为例,
一次机动车事故产生的数据,会被当事人、交警、法院、汽车厂商和保险公司分头或合作处理,
以满足纠纷解决和产品改善等社会需求;相同数据还可再被媒体、学术界、交管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使用,产生公众警示、科学研究、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价值。〔17〕而在相对不那么直观的场

景———如人工智能算法研发———中,当前公众广泛忧虑所谓算法决策风险,通常鼓吹的“算法

透明”等应对方案则效用可疑;〔18〕但若允许并促成多方主体利用相同数据开发相互竞争的机

器学习算法,能更有效地识别被采用算法的缺陷,并实现算法工具的不断优化 〔19〕———这种社

会收益仍来源于数据利用的非对立性。
以保护排他诉求为基本功能的传统财产权体制,与数据的规模价值和非对立性之间存在

深刻张力。但这当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就数据资源提出排他主张。最基本且看来最正当合理

的排他主张来自个人,其诉求主要是避免因数据处理遭受隐私损害,而这实质上是借财产权解

决外部性的科斯逻辑。〔20〕但如前所述,赋予并保护用户对个人信息的产权控制,不足以使企

业内化信息处理活动的负外部性。〔21〕除了信息和理性局限外,基于算法的数据处理可以基

于个人自愿披露的信息推知其本人和他人尚未或拒绝自愿披露的信息,这会降低企业为获得

自愿披露所需支付的对价,〔22〕甚至使人们有动力进入披露竞赛。〔23〕而即使假定个体完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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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SeeKaterinaPistor,“RulebyData:TheEndofMarkets?”,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

Vol.83,No.2,2020,p.106.
机器学习意味着数据规模的增加使算法可以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这意味着数据规模的边

际收益可能是增加的。SeePosnerandWeyl,supranote8,pp.224-230;MichalS.GalandDanielL.Rubin-
feld,“DataStandardization”,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94,No.4,2019,pp.743-746.

SeeHalR.Varian,“ArtificialIntelligence,Economics,andIndustrialOrganization”,NBERWorking
PaperNo.w24839,2018,p.10,https://www.nber.org/papers/w24839,lastvisitedon24October2021.

沈伟伟:“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算法规制理论的批判”,《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20
-39页。

Seegenerally,SaulLevmoreandFrankFagan,“CompetingAlgorithmsforLaw:Sentencing,Ad-
missions,andEmployment”,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88,No.2,2021,pp.367-412.

SeeAcquistietal.,supranote14,pp.452-453.
SeeAcquistietal.,supranote14,p.452.
SeeDaronAcemogluetal.,“TooMuchData:PricesandInefficienciesinDataMarkets”,NBER

WorkingPaperNo.w26296,2019,https://www.nber.org/papers/w26296,lastvisitedon24October2021.
SeeScottR.Peppet,“UnravelingPrivacy:ThePersonalProspectusandtheThreatofaFull-Dis-

closureFuture”,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105,No.3,2011,pp.115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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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可能产生系统性负面后果,例如引发政治风险,这类成本无法分解到

个人头上,不能指望借助科斯式交易将其消化。〔24〕不仅如此,个人基于产权拒绝信息处理,
也会有负外部性。例如,若赋予个体对自身医疗信息的排他控制,则其可能基于歧视偏好,拒
绝个人信息被用于使特定种族或性取向群体受益的医学研究。〔25〕

与个人相比,企业有更强的确认排他甚至独占性数据财产权的诉求,其依据是洛克以降证

成私人产权时常用的为要素投入提供激励的逻辑:例如,不明确土地及其产出归谁所有,则无

人有动力充分耕作;不明确智力成果归谁所有,则无人有动力投入文艺创作和技术研发,等等。
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获得著作权或专利权等排他权利早被指出并非创造力和创作激励的唯

一———甚至必要———来源。〔26〕数据资源的生产、维护和安全保障的确需要投入资源;从静

态、个别企业的视角算账,规模还相当可观。但从趋势上看,物联网和云服务的普及不断降低

着企业在数据收集和存储方面需要投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而对于难以通过消费互联网

等廉价数据源收集到的高价值生产力数据,如开发工业机器人所需要的工业生产行为数据,因
其往往是企业核心运营活动的副产品,所以需要的额外生产激励往往也有限。

更重要的是,如政治经济学学者所说,以大型平台企业(“BigTech”)为代表的数据处理

者,之所以要投资于数据资源的形成和积累,并不为倒卖数据赚取中间差价,而是要通过处理

数据生产基于算法的预测力(predictivepower)。〔27〕这种预测力有助于通过更好匹配供需、
提升交易决策效率产生价值。但其同时服务于平台企业对接入其架构的资源、交易活动和交

易主体形成越来越强的控制。〔28〕例如,网约车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本服务于出行供需的更

高效匹配,但因数据仅由平台掌握,呼叫、派单决策必须以平台算法为中介作出,因此消费者和

司机无法绕开平台进行交易。甚至,在皮斯托(KaterinaPistor)看来,尽管数字科技使交易成

本不断降低,但大型科技企业借助数据实施纵向控制的经济疆域不断扩大,平等主体基于自愿

进行交易的古典市场反而持续缩小,这与科斯定理的预测恰好相反。〔29〕由此看来,企业通过

处理数据不仅预期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追求获得支配权力。这至少可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一直

没有明确法定财产权的情况下,企业毫不缺乏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可控数据资源的生产。因

此,以财产权为原型寻求建构数据权利,并非数据价值获得有效生产和充分开发的必要前提,
也不足以应对数据处理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二)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

流行版本的“科斯定理”不能简单套用于思考数据权利规则的建构,但法律应为存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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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SeeOmriBen-Shahar,“DataPollution”,JournalofLegalAnalysis,Vol.11,No.1,2019,pp.
104-159.

SeeJorgeL.Contreras,“TheFalsePromiseofHealthDataOwnership”,NewYorkUniversity
LawReview,Vol.94,No.4,2019,pp.644-645.

Seegenerally,JessicaSilbey,TheEurekaMyth:Creators,InnovatorsandEverydayIntellectual
Property,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4,pp.274-285.

SeePistor,supranote15,p.111.
SeePistor,supranote15,pp.111-112.
SeePistor,supranote15,pp.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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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影响的社会主体提供界权(delimitationofrights)这一科斯式规范命题,〔30〕对数据经济

仍然重要———前提是需要对“界权”作超越“确认财产权”的理解。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
科斯提出的最有启发性的洞见是“损害相互性”(reciprocalnatureofharm):社会主体总会在

自行其是时相互影响,法律无论如何界定权利,都并非“一碗水端平”,只能要么允许甲方妨害

乙方,要么允许乙方妨害甲方。〔31〕因此,科斯所谓“界权”,不是判定谁对谁错,而只是“定
分”,即就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给个说法;允许交易的情况下,这种“说法”直接对应何种权益配

置不重要,重要的是界权存在且足够清楚,以为此后基于交易的重新配置提供起点。〔32〕而法

律经济学家则进一步发挥指出,若交易成本过高,则法律界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提供交易起

点,而且决定交易终局结果。〔33〕

由于创造价值的数据处理活动不以对数据排他所有为前提,数据资源获得有效配置、充分

利用不必回答“谁拥有数据”的大问题,但需要在不同场景下为数据处理者和控制者就数据获

取(access)行为提供具体界权方案。〔34〕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个人信息是谁的“财产”,但要知道

是允许企业自由开展影响个体隐私和安全的数据处理行为,还是允许个体要求企业在处理数

据前必须征得其同意;不需要确认企业对其控制的数据有无“知识产权”,但需要明确是允许其

他企业对相同数据进行自由爬取,还是数据控制企业可自行采取技术措施阻止爬取;不需要认

定公共数据是否“国有资产”,但需要规定是允许政府机关对数据开放设置包括价格在内的限

制条件,还是允许市场主体主张获得无条件开放。甚至,基于损害相互性原理的启发,当法律

对具体数据获取行为未作明文规定时,不等于主体相互关系层面的界权“真空”。例如,若法律

未明文规定禁止爬虫行为,这其实就是科斯意义上允许数据获取方“妨害”控制方的法律界

权———除非或直至权威决策者给出与此不同的界权安排。
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数据法仍应以在具体主体利益关系层面界权为侧重;任何在法

律层面进行笼统确权的探索,即使无意创制所有权或财产权,都需格外谨慎。以广东等地近期

数字经济立法为例,其中出现了有关保护市场主体“对依法获取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成

果……所产生的财产权益”的明文确权规范。〔35〕地方立法者试图借原则规定撬动生产和流

转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这种“财产权益”到底意味着何种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界

权? 例如,企业处理数据后进行公开展示,吸引用户和广告商并获得收入,固然是合法财产权

益,但竞争企业爬取公开展示数据,是否仅因权益的“财产属性”就必定不被允许? 又如,企业

通过政府数据开放获得公共数据,加工后用于经营活动并形成收益,该收益的财产权益属性,
是否意味着企业对政府及第三方开发利用相同数据的行为也可提出反对? 这些具体界权问题

的答案,都无法从对财产权的笼统确认逻辑推演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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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SeeCoase,supranote6,p.8.
SeeCoase,supranote6,pp.19-28.
SeeCoase,supranote6,p.8.
SeeCooterandUlen,LawandEconomics (6thed.),Boston,MA:PearsonEducation,2012,

p.85.
SeeVarian,supranote17,p.10.
《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40条:“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依法获取的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的成果,所产生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并可以依法交易。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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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若论者接受数据权利可在传统财产模式外另起炉灶,那么财产法提供“标准化”或
“模块化”界权规则组合的思路,〔36〕对数据权利即便有参考价值,也未必要照猫画虎。法律经

济学理论中,财产权利标准化为有限模块的核心理由是降低信息成本。有价值事物及由其利

用引发的人际互动可在万千维度上存在差异,但法律规则只在不那么直观可见的有限维度上

提供界权,可帮人们在利用财产和进行交易时聚焦关注,减轻认知负担;而将相互配合的权能

打包在一起形成模块,在利用和交易时自然就更加方便。〔37〕这一思路并非完全不适用于数

据。但对数据权利进行标准化的难度比有形财产更高,因为数据的来源、规模、信息内容等决

定其可能利用方式和后果的诸多关键维度都非肉眼可见,这意味着法律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界权的维度可能太多;什么样的数据权益可以组成最具互补性的模块,也并不直观。例如许

可提出,应设计使数据生产投入与数据成果分享在不同主体间“成比例”的标准规则,以保护投

资激励并避免“反公地悲剧”。〔38〕但由于数据利用方式的多样性和数据价值生产在人工智能

场景中的不可预测性,很难想象这类规则如何“标准化”。若难以自上而下建构“标准化模块”,
那么数据权利说到底还是要在类似“权利束”的框架中,结合围绕数据开发利用产生的互动关

系,累积界权规则,“一根一根”增减,以求务实,也更加灵活,〔39〕避免为套用标准模具而在瞬

息万变的数字经济中削足适履。

三、“霍菲尔德数据法”

科斯在1960年代写作时并未引用比其更早五十年的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WesleyNew-
combHohfeld)。但霍氏有关法律权益和法律关系的分析概念框架(以下简称“霍菲尔德框

架”),与科斯有关法律就相互损害关系界权的命题一样,均体现了在关系意义上理解法律的思

想。本文无意主张用霍菲尔德框架及其术语在形式层面重新书写现有法律规范,因为这无疑

会带来太高的转换成本。但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在思考抽象和具体的数据界权问题时,将其作

为一种组织思维的分析性概念工具。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霍菲尔德框架早先被用于对“财产”
等法律权利概念作解析乃至解构。眼下,“财产”概念再一次亟待重构,适当借助霍菲尔德框

架,通过关系界权理解和建构数据法规则,同样有助于我们在实质层面更具体地把握不同权利

规范的内涵与后果。
(一)权利作为关系

霍菲尔德框架在1990年代由前辈学者引介到中国,〔40〕但与大陆法系教义学的主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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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参见许可,见前注〔3〕,第92-95页。

SeeThomasW.MerrillandHenryE.Smith,“OptimalStandardizationintheLawofProperty:

TheNumerusClaususPrinciple”,YaleLawJournal,Vol.110,No.1,2000,pp.26-34;HenryE.Smith,
“EconomicsofPropertyLaw”,inFrancescoParisi(ed.),TheOxford HandbookofLawandEconomics:

Volume2:PrivateandCommercialLaw,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pp.152-154.
参见许可,见前注〔3〕,第94页。
参见包晓丽、熊丙万:“通讯录数据中的社会关系资本———数据要素产权配置的研究范式”,《中国

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第168页。
参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6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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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差异过大,因此除王涌等例外,〔41〕少见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将其运用于具体法学研讨中。
近年张永健追求“一步到位”,提出用霍菲尔德框架彻底取代德式民法概念体系,既打通“债物

二分”,〔42〕又打破合同与侵权基于“债”的同构。〔43〕

通常认为,霍菲尔德框架追求比原有法律概念更清晰、少含混———这听上去很像是一种形

式主义的学术旨趣。〔44〕其实,霍菲尔德撰文时的直接批判对象就是法律形式主义,而其在20
世纪上半叶最热心的追随者则是法律现实主义者。〔45〕在霍菲尔德看来,形式主义的最大问

题在于对法律概念作本质化理解。例如,在形式主义法律论说中,作为客观事实的“财产”
(property)和“合同”(contract)常与“财产法律关系”和“合同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但后两者与

前两者不同,并无客观“本质”,只是依据社会伦理和实践考量而作的建构,不但无形无体(in-
corporeal),且应在价值指导下不断重构。〔46〕与科恩一样,霍菲尔德不认为法律概念对应任

何“超验”实在;法律中的大量权利、义务、责任等概念,都不对应各自独立的“客观事物”,必须

被置于法律在人与人之间设定的关系———即霍菲尔德所谓“法律关系”(juralrelations)之中才

能作有效理解。
在此基础上,霍菲尔德搭建了以八个概念、四对关系为核心内容的那个著名框架,其中人

与人之间可在法律上存在的二元(dyadic)关系有四种:〔47〕

①“请求权”(claim)—“义务”(duty):一方有权请求另一方作为或不作为,而另一方对应

承担的义务是根据对方请求作为或不作为;

②“自由”(privilege)—“无请求权”(noright):一方有自由选择作为或不作为,而另一方

无请求权对应要求对方不作为或作为;

③“权力”(power)—“负担”(liability):一方享有可行使的权力,单方面改变另一方所处的

法律关系,而另一方则需承受对方行使权力带来的法律关系改变的后果;

④“豁免”(immunity)—“无能力”(disability):一方可主张自身所处的法律关系不因另一

方单方行为改变,而另一方此时的法律负担称为“无能力”。
上述概念框架中,八个概念是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最小概念,且必须在两方主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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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参见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参见张永健:“物权的关系本质:基于德国民法概念体系的检讨”,《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

738-741页。
张永健:“告别债的概念———德国民法概念体系检讨之二”,载“中研院”网站,http://idv.sinica.edu.

tw/kleiber/pdf/obligation.pdf,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4日。

SeePierreSchlag,“HowtoDoThingswithHohfeld”,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Vol.
78,No.1&2,2015,p.189.

例如科恩认为霍菲尔德为基于经验重新定义各类法律概念提供了逻辑基础。SeeCohen,supra
note1,pp.828-829.

SeeWesleyNewcombHohfeld,“Some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JudicialRea-
soning”,YaleLawJournal,Vol.23,No.1,1913,pp.21-24.

Ibid.;SeeWesleyNewcombHohfeld,“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JudicialRea-
soning”,YaleLawJournal,Vol.26,No.8,1917,pp.710-770.相关概念中文翻译有多个版本,此处沿用

张永健(参考雷磊)的版本。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律关系中相互定义。例如,若在世上找不到一个某乙就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义务”(duty),
则说某甲享有“请求权”(claim)毫无意义,反之亦然。〔48〕基于霍菲尔德框架,没有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影响就无所谓法律,因此人对物的“支配权”一类概念是虚妄的。〔49〕

霍菲尔德主张用四种法律权益(ablements)概念和四种法律负累(disablements)概念,替
代传统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概念。他援引大量示例,指出“权利”一词常被法学家和法官

在同一论述中无意识地指称两三种不同法律权益,由此导致法律推理错误。例如,若说原告有

“权利”(right),但实际意思是其相对被告有自行其是的“自由”(privilege),如此会导致的错误

可能是,接下来会推论被告应履行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duty)———尽管对应于原告的“自
由”,被告的法律负担只是“无请求权”(noright)。〔50〕

而除了上述批判分析用途,霍菲尔德框架还有重要的建构功能。霍菲尔德框架中的四对

关系并不直接对应法律规范通常呈现出的形式,而是用于分析理解法律规定实质内容的“最小

公约数”。如此一来,这一框架也便具有“创生性”(generative),可帮助法律人反向搭建更为灵

活、丰富的法律规则。例如张永健主张用霍菲尔德框架取代德式物权概念,其基本理由是通常

被理解为“权利”的“所有权”概念,本身并非一项具体请求权(right);所有权人享有的所有物

返还请求权(right)等才是足够具体的权利,〔51〕而作为制度的“所有权”则由一系列霍菲尔德

法律关系组合而成,即所有权人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针对对方的请求权、自由、权力和豁免,
及对应相关主体承担义务、无请求权、负担和无能力。〔52〕同时,传统学说描述所有权人享有

“对世”(inrem)权,应解析为其与每一个与之相互影响的其他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所有

权人可向每个他人请求不得妨害占有,每个他人则对所有权人背负不得妨害的义务。若采这

一视角,“对人”与“对世”的截然分野就会被消解,〔53〕而这有助于更精细地描述财产权利在生

活世界中的真实意义。例如,一本书的所有者可以给两三个朋友设定入室阅览的自由(privi-
lege),并保留自己针对这几位朋友享有的翻阅自由(privilege),同时又享有主张其他熟人不得

翻阅的请求权(right)———看到如此简单所有权对应的权益束(bundleofentitlements),其实

可包含多根“长短不一”的霍菲尔德权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所谓“对世权”的真实构造。
(二)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例

以霍菲尔德框架撼动传统物权学说不容易。但在数据权这样没必要主动背上历史包袱的

领域,法学理论应有别开生面的机会。在电子著作权领域,“所有权终结”的命题早已被提

出———读者“买下”电子书时,无法获得与“拥有”纸质书时相同的权益组合。〔54〕而数据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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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SeeSchlag,supranote44,p.189.
参见张永健,见前注〔42〕,第735-737页。

SeeHohfeld,supranote46,pp.33-37.
参见张永健:“农村耕地的产权结构———成员权、三权分置的反思”,《南大法学》2020年第1期,

第88页。
参见张永健,见前注〔42〕,第726-728页。
在霍菲尔德的论说中,转化为“大量”(multital)关系和“少量”(paucital)关系的区别。SeeHohfeld,

supranote47,p.712.
SeeAaronPerzanowskiandJasonSchultz,TheEndofOwnership:PersonalPropertyinthe

DigitalEconomy,Cambridge,MA:TheMITPr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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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和处理,在不同主体间对应的关系形态及其组合多样、多变,不能指望借任何有形载体

或“本质属性”实现一般性明确。霍菲尔德框架有助于我们下沉到更具体的关系层面理解数据

法需要完成的界权工作。而法学界当前以数据权益或“权属”为主题的文论中,霍菲尔德框架

在背景中已隐隐出现。〔55〕

这一节首先结合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若干规则,展示霍菲尔德框架的运用及启发。〔56〕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规范是处理个人信息原则上以“告知同意”为前提。〔57〕这一规范虽

可被理解为“财产规则”,但这却不等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为个人赋予了所有权式的权利。个

人信息保护类法律文本都会从定义“个人信息”入手,但以“可识别”为核心的主流定义,〔58〕在
大数据挖掘的技术条件下几乎包罗一切信息;而由于“匿名化”理论上几乎都可逆,将“未加匿

名化”加入定义并不能有效限缩个人信息范围。〔59〕因此,个人信息或数据不但没法被想象成

物,也完全不同于知识产权客体(如“作品”),而法律不可能为每个公民设定一种无远弗届的财

产权。
但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围绕是否同意而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可以也需要作具

体界权的。借助霍菲尔德框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成文法规则在何处留出了仍待填补的界权

空间———这恰恰也能对应暴露出“同意权”“撤回权”等传统权利概念及其对应的实体化权利理

解在内涵方面有其空洞之处。篇幅所限,仅举两例:

①《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提供了信息处理者不需取得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例外

情形。但基于霍菲尔德框架,不同例外情形中,信息处理者享有的权益恐怕要有所区别。例

如,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而“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时,〔60〕处理者针

对个人或许只有收集信息的自由(privilege),而未必有要求对方采取配合行为的请求权

(right);但若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1〕则处理者享有的应是要求个人配合提供真实信息

的请求权(right)。

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规定个人有权撤回处理其个人信息的同意。参照霍菲尔德

框架,撤回权应是个人针对处理者享有的一种权力(power),一旦行使,则处理者不再有处理

信息的自由(privilege),而要针对个人背负不得继续处理信息的义务(duty)。但如果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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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参见崔国斌,见前注〔3〕,第20页;许可,见前注〔3〕,第89页;包晓丽、熊丙万,见前注〔39〕,第167
页。

70年代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刚出现时即有此类分析。Seee.g.LaymanE.Allen,“Formalizing
HohfeldianAnalysistoClarifytheMultipleSensesof‘LegalRight’:APowerfulLensfortheElectronic
Age”,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48,No.2,1974,pp.428-488.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取得个人同意”是在没有其他法定情形时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前

提,第14条规定个人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

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例如敏感的医疗数据、生物基因数据等,其重新识别化正随着技术日益可行。SeeContreras,su-

pranote25,p.655.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5)项。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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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将相同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处理,则个人撤回对处理者的同意,对第三方有何影响? 根据

第23条的规定,处理者向第三方(法条中的“接收方”)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时,需要再次向

个人做出告知并征得单独同意。个人对处理者做出的单独同意,使第三方针对个人享有了处

理信息的自由(privilege)。此时,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第三方与个人之间,各有一项“自由—无

请求权”法律关系。个人根据第15条对处理者撤回同意时,是仅在针对处理者行使单方改变

关系的权力(power),还是同时也向第三方行使了权力(power)? 想来,个人若不愿其信息再

被处理者处理,也应对其合作第三方并无好感,但个人仅希望针对处理者撤回的情形在现实中

可能存在。若简单规定个人撤回时必定是“对全世界”撤回,为数据流动带来的成本恐怕过高。
因此,第15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的“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应当包含向个人

提供辅助其就撤回范围作明确选择和表示的操作选项。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其他特定问题做出的规定,同样可结合霍菲尔德框架看到其中

可再做进一步界权的地方。例如,第24条规定一些条件下个人可拒绝接受自动化决策的决定

或要求予以说明。但若个人不拒绝自动化决策,其有无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中考虑某些参数、甚
至其本人特定个人信息的请求权(right)? 学界当前对自动化决策的想象以灰暗为主色调,担
忧其带来的系统性偏见、歧视等风险。〔62〕但部分社会成员可能只是反对具体决策结论,并希

望以积极而非消极方式干预自动化决策过程。例如,针对信用评价算法,存在负面记录的个人

若能要求决策者将特定的“修复信息”输入评价模型,或可由此获得更为合理的评价结果和社

会待遇。〔63〕

而如前所述,当代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尽管仍强调个人同意,但总体上已转向公共规制模

式。仍以前述撤回权规则为例。不难想见,即使法律为个人提供可绝对自主选择行使的权利,
指望其理性地以之为基础,控制处漫长链条上的一系列信息处理者,难度还是很大;换言之,法
律在个人与处理者关系层面能做的文章是有限的。基于此,法律将政府监管机构作为主体引

入,寻求建设个人、处理者和监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网络。例如,法律为监管机构设定要求信

息处理者纠正违规处理行为的权力(power),处理者对应有其负担(liability),即在监管机构查

实违规后,处理者需负担根据监管机构请求权(right)履行具体纠正措施的义务(duty);〔64〕也
可赋予个人乃至他人举报违法的权力(power),举报后则举报人与监管机构间有“请求权—义

务”关系,前者可请求后者依法及时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65〕

尽管霍菲尔德生前文论以讨论私法问题为主,〔66〕但其理论抱负实为用统一的法律关系

概念打通公私部门。数据领域公私法规范交织、制度机制整合既是现状,也是趋势。而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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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Seee.g.VirginiaEubanks,AutomatingInequality:How High-TechToolsProfile,Policeand
PunishthePoor,NewYork,NY:St.Martin’sPress,2018.

参见戴昕:“声誉如何修复”,《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138-139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4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消除隐患。”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5条第1款规定:“……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

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但也有明确的公法示例,如公民担任陪审员的公法义务。SeeHohfeld,supranote46,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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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护规范在法律性质上的私人权利和国家义务之争,〔67〕或许可借霍菲尔德框架化解:个人

信息保护制度设定的是由私主体间及公私主体间霍菲尔德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关系网络,其
中同时包含在关系意义上相互界定的私人权益、私人负担、国家权益和国家负担。而基于这种

视角,公共机关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介入虽然直观上是范式变革性(transformative)的,但落到

实处也仍是边际性的。例如,美国法上,公民有无“宪法上的信息隐私权”(constitutionalright
toinformationprivacy)至今存疑。〔68〕形式上,这与欧陆宪法性文件中单列“数据保护权”作
为公民基本权利有重大差别。〔69〕但实际上,由于联邦和州有其他规制政府处理个人信息行

为的立法,因此没有一般性宪法权利,主要的结果是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缺失一些具体

法律关系(如“请求权—义务”关系)。〔70〕

四、企业数据界权:控制格局下的流动规则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属性与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密不可分,而企业进行数据处理的同时

也在积累数据资源。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发展早期便清晰意识到数据要素化的有利前景,呼吁

法律对企业持有数据确认财产权。〔71〕而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官方也强调要“加快建立数据

资源产权”等基础性制度。〔72〕法学界虽有部分论者认为企业数据权只需非常有限的特殊财

产权利(如大数据集合的公开传播权),〔73〕但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倾向于体系建构,即先打下完

整财产权利基础,再演绎数据访问、许可、转让、修改、清除等具体权能。〔74〕而由于围绕数据

商业利用发生的争议不断出现,我国法院结合竞争法裁判建立了以“三重授权”为代表的界权

规则。〔75〕但常见看法是,竞争法只能禁止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像法定财产权那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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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45-146页;王锡

锌、彭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宪法基础”,《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第7-11页。

SeeDanielJ.SoloveandPaulM.Schwartz,InformationPrivacyLaw (5thed.),NewYork:

WoltersKluwer,2015,pp.566-567.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早已明确了宪法上的决策隐私权(decisional
privacy),但这与宪法层面的信息隐私权不同。

SeeCharterofFundamentalRightsoftheEuropeanUnion,Article8.
SeeLiorJacobStrahilevitz,“ReunifyingPrivacyLaw”,CaliforniaLawReview,Vol.98,No.6,

2010,pp.2016-2018.
参见丁道勤:“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的二元划分”,《财经法学》2017年第2期,第5-10页。
例如工信部于2020年5月13日发布的《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企业普遍

反映,因数据权属界定不清、规则不明、难以定价等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跨企业、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流通

难以开展。”
参见崔国斌,见前注〔3〕,第10-20页。
参见申卫星,见前注〔3〕,第114-117页。SeeJeffreyRitterandAnnaMayer,“RegulatingDataas

Property:ANewConstructforMovingForward”,DukeLaw&TechnologyReview,Vol.16,No.1,2017,

pp.220-277.
参见徐伟:“企业数据获取‘三重授权原则’反思及类型化构建”,《交大法学》2019年第4期,第20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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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界权方案。〔76〕无论以财产权立法还是竞争法裁判规则方式界权,都预设了某些必要

法律关系在当前缺失。而从数字经济现状出发,关系界权的进路有助于让我们更为聚焦地思

考“权属不明”所指为何。
(一)企业控制获取作为起点

呼吁为企业持有数据确权的逻辑是科斯式的,但企业数据权界定并不在“科斯世界”中发

生,而要以企业———包括大型平台企业———控制并持续积累有价值数据资源的现实作为起点。
结合“多元规制”视角,〔77〕可看到在法定财产权缺失的世界中,企业一直通过其他规制力量对

数据及其流动实施有效管控。数据虽不具有利用方面的对立性,但有形承载的数据与抽象的

信息或思想有所不同:组织化的力量通过物理(如封闭管理的数据中心)、技术(数据加密)、商
业模式(数据换服务)、劳动合约(员工雇佣协议中的保密条款)甚至社会规范(互联网早期被认

可的robots协议)等机制控制数据获取,远比“禁锢”信息或思想更为可行。〔78〕不仅如此,法
律同样也已为企业维持甚至加强数据控制提供了强劲支持;即使对其所控制数据并无“产权”,
企业仍要依法采取各类网络和数据安全措施,而这类措施不但旨在应对黑客,客观上也对其他

经营者形成限制。〔79〕

因此,不能认为缺失财产权利的企业数据市场就处于“无法无天”的“自然状态”;企业数据

界权,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是法律还应为企业对数据获取的实际控制建构何种额外法律关系。
霍菲尔德在辨析“财产”一词时指出,其既指称实物又指称法律规范,但二者是两回事。〔80〕数

字经济中,一个企业客观上控制特定数据资源,可以但不必然要求其与其他主体间存在财产权

通常对应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例如持有企业享有要求其他企业非经授权不得获取的请求权

(right)。法律是否应当建立此类或其他法律关系,需要考虑如此界权是否符合数据价值逻辑

和分配公正的要求。例如,若决策者有理由认为当前持有企业对数据控制过强,则法律可考虑

将持有企业与获取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仅设定为两组“自由(privilege)—无请求权(no
right)”:①持有企业有自行控制其持有数据的自由,获取企业就分享数据无请求权,且②获取

企业有通过爬取公开数据等非授权方式获得数据的自由,持有企业亦无权请求获取企业不得

如此获取。甚至,法律可进一步明确,获取企业享有要求持有企业不得使用技术措施阻止其爬

取数据的请求权(right),而持有企业对应背负不阻挠的义务(duty),负担重于仅有无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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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79〕

〔80〕

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21页;申卫星,见
前注〔3〕,第114-115页。

参见戴昕:“超越‘马法’? ———网络法研究的理论推进”,《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9-11
页。

SeeJonesandTonetti,supranote5,p.2821.对市场中数据获取门槛的讨论,seealsoDanielL.
RubinfeldandMichalS.Gal,“AccessBarrierstoBigData”,ArizonaLawReview,Vol.59,No.2,2017,

pp.339-382.
参见梅夏英,见前注〔3〕,第861-862、866页。近期典型事例如电商平台基于数据合规理由对消

费者订单信息作加密处理,可能使平台商家难以使用相关数据作二次运营。参见《个保法、数安法生效在即,
阿里加密用户信息》,载财新网,https://www.caixin.com/2021-08-21/101758209.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1年10月24日。

SeeHohfeld,supranote44,pp.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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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ight)时。此种界权的典型示例,便是著名案件hiQLabv.LinkedIn中美国法院对

LinkedIn发出停止阻挠hiQ使用爬虫的禁令。〔81〕这无疑是对LinkedIn通过技术控制数据

的釜底抽薪。但若法律仅界定hiQLab有爬取自由(privilege),LinkedIn对此无请求权(no
right),然而却有采取防御性技术措施的自由(privilege),则技术控制仍可行,只是实施成本被

提高,获取企业此时说服持有企业自愿开展数据合作的难度相对就更大。
(二)企业数据的关系界权:到底缺什么?
虽然进一步强化企业控制的界权方案总体上不符合数据开放利用的价值逻辑,但如前所

述,为持有企业确权的主张也不乏理由:首先,企业持有的数据资产毕竟不是“大风刮来的”
(windfall),若其控制没有法律支持、甚至会遭法律削弱,则投资初始生产、开发和维护的动力

可能下降;〔82〕其次,若无法律保障企业的控制,其与他方进行数据合作、交易可能缺乏起点,
也会由于担忧失去控制而减少参与合作和交易;〔83〕第三,若法律保护不足,企业会把更多资

源投入建设技术壁垒,但这种自力救济只影响利益分配,不生产价值,浪费资源。〔84〕

上述观点虽有合理性,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若论者有关数据流转的想象以“中间商赚差

价”为原型,即企业处理原始数据形成大数据集,将其通过打包分发或授权访问等方式提供给

用户,则企业收回成本甚至营利的预期确实与其对大数据集获取的控制有无财产权保护紧密

挂钩。但即便承认此种数据中介活动的社会价值,赋予其排除第三方传播的请求权(right),
仍可能导致中介市场缺乏竞争、数据后续利用成本过高等问题。各类受著作权保护的收费学

术资源数据库近年来面临日益广泛指责,甚至引发激烈抗争,对此应有启示。〔85〕

更一般而言,企业间数据交易、流通机制运行不畅,包括大数据交易所等探索不成功,当前

也被归因于“产权不明”。确实,若法律不能界定持有企业与获取企业之间的“权力(power)—
负担(liability)”关系,令前者有权力设置后者与前者之间有关数据获取和使用的“自由—无请

求权”,则获取企业会缺乏动力寻求与持有企业交易。但在此之外,持有企业“受法律保护”“可
以依法交易”的“财产权益”,〔86〕是否还包括其为获取企业设置针对第三方的排他请求权

(right)的权力(power)? 这种更强的财产权益,未必为交易发生所必要,主要影响交易价

格———或持有企业在数据流转增值中分配到的份额。
此外,当前企业间数据权交易及大数据交易所运行面临的实际困难一是供需匹配不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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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84〕

〔85〕

〔86〕

SeehiQLabs,Inc.v.LinkedInCorp,938F.3d985(9thCir.2019).美国最高法院在2021年因另

一个解释《计算机侵入和滥用法案》(ComputerFraudandAbuseAct)的先例出台而撤销了第九巡回法院的裁

定并将该案发回重审。SeePetitionGranted,LinkedInCorp.v.hiQLabs,Inc.,19-1116(Sup.Ct.June
14,2021),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courtorders/061421zor_6j36.pdf,lastvisitedon24Octo-
ber2021.

参见程啸,见前注〔76〕,第107页。
参见邢会强,见前注〔3〕,第98-99页。
参见崔国斌,见前注〔3〕,第19-20页。 
SeeNoamScheiber,“TheInsideStoryofWhyAaronSwartzBrokeIntoMITandJSTOR”,onThe

NewRepublic,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2418/aaron-swartz-suicide-why-he-broke-jstor-
and-mit,lastvisitedon24October,2021.

见前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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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据难以定价;二者笼统被说成“产权不明”的结果,但其实都源于机制设计匮乏。匹配不足

源于搜寻成本过高,但即使对于传统物权体制而言,法律界权也只是信息成本降低的部分原

因,国家建立公示登记系统和权利公示规则同样至关重要。解决数据市场的匹配难题,需要考

虑围绕交易所机制建立企业数据资源的披露规则。定价困难同样是信息不足的后果。在缺乏

客观定价依据的情况下,持有企业和获取企业对数据的主观估价差异很大,沟通议价会有极强

策略性。打破困局的一个可能方案是小波斯纳和维尔设计的一种特殊的强制交易机制,即要

求持有企业自行披露并登记公示本方数据资产的主观转让估价,并被强制与任何接受公示价

格者完成交易,且通过基于估价收税的方式避免持有企业报价过高。〔87〕这既可保证持有企

业回收成本并适当获利,也使其不会借财产权过度限制数据流动。以上机制如要落地,需要的

法律界权反倒是增加持有企业的霍菲尔德式法律负担(disablements),而不是法律权益(able-
ments)。

更重要的是,科技企业投入数据处理活动,主要是为借助处理数据形成更强的算法决策能

力,这种能力服务于企业建立并控制更长的价值生产链条乃至庞大多元的商业体系,而链条或

体系中的生产活动又成为新的可控数据来源。〔88〕若这一闭环逻辑成立,企业生产数据资源

和建设数据壁垒的激励都不会因缺乏额外的财产权保护而降低,企业间数据合作也可以持有

企业对数据获取的实际控制为起点,通过契约、技术措施甚至企业兼并等方式完成。因此,若
大型企业对数字经济的主导增强,法律对企业数据提供额外财产保护的必要性反会下降。

(三)“三重授权”还是“可携权”:用户与企业数据法律关系

企业数据权讨论中常被认为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企业持有数据中包含的用户个人信息“归
谁所有”。〔89〕能够识别个人的数据有匿名化数据不能替代的经济价值,〔90〕但信息隐私理论

强调个人信息是人格尊严的载体,不能仅被视为可交易财产。〔91〕然而即使数据本质是人格,
不意味着个人有排他主张;即使是财产,也不意味着企业可排他控制。参考霍菲尔德框架,企
业数据权涉及的个人信息界权问题,同样可落在主体间法律关系层面分析考虑。

我国法院对企业持有用户个人数据的基本界权安排被描述为“三重授权”:最初收集用户

数据的企业需要先获用户授权,而后续企业为获取上述数据,既要得到当前控制数据的企业授

权,还要再次获得用户授权。〔92〕“三重授权”试图保证数据持有企业与用户均能参与数据交

易决策,以此在满足获取企业参与竞争需求的同时,也保护持有企业的投资预期,并关照用户

信息利益。但正如“损害相互性”命题所提示,鉴于持有企业实际控制数据获取,法律在持有企

业和获取企业之间界权,要么支持这种控制,要么削弱这种控制,总要有所取舍。理想来看,若
二者就数据流转已达成一致,则此时“三重授权”规则专门赋予用户针对获取企业非授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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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90〕

〔91〕

〔92〕

SeePosnerandWeyl,supranote8,pp.55-62.
SeePistor,supranote15,p.111.
参见丁晓东,见前注〔11〕。
例如通讯录包含的实名社交网络数据的价值。参见包晓丽等,见前注〔39〕,第155-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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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45-50页。
参见徐伟,见前注〔75〕,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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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请求权(right),及针对持有企业非授权不转让的请求权,有助于企业将交易对用户产

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避免数据过度处理,也可使用户获得一定对价。这是告知同意规则的基

本经济学理由,但其福利推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用户能够自主理性地行使权利。然而与初始

收集授权相比,在数据持续流动的过程中,用户为有效完成每一次后续授权付出的边际认知成

本只会不断攀升———理解后续数据处理后果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此,“三重授权”为个体设

定的请求权,其保护个体利益的效果恐怕有限。
现实中,“三重授权”更常被适用于获取企业无法得到持有企业授权一类纠纷。更确切地

说,参考“微博诉脉脉”以及“微信诉抖音”等案,持有企业与获取企业间的纠纷往往发生在二者

合作破裂时:持有企业意识到“企业授权不足”之说未必足够有力,便搬出“用户授权不足”以额

外支持其恢复数据控制。在法律关系层面,用户二次授权规则意味着用户享有对应企业负担

(liability)的权力(power),其若拒绝授权,便可在持有企业和获取企业之间建立“请求权

(right)—义务(duty)”关系,即前者可请求后者不得获取数据。但若持有企业对用户能够施加

较强影响力,则法律赋予用户的权力(power)会服务于支持而非节制持有企业的数据控制。
由此可见,“三重授权”的界权方案不但未必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也难以促进数据流动。另

一种制度思路是当前流行的“可携权”(portability),即将“三重授权”变为“二重授权”:持有企

业拒绝时,获取企业仍可直接基于用户授权获取数据。可携权的制度设计在各法域都尚处探

索中,但一般来说,会包含用户要求数据迁移的权力(power),对应持有企业配合的负担(lia-
bility),而用户既可基于此权力设定获取企业要求持有企业积极配合数据迁移的请求权

(right),也可仅设定获取企业有获得数据的自由(privilege),持有企业无请求权(noright)排
除获取,但也无积极义务(duty)配合,或最多有不采取技术干预措施的消极义务。〔93〕需要注

意的是,可携权看似是为用户赋权,但当持有企业意识到自身针对用户的负担加重时,其寻求

与获取企业达成合作性数据共享安排的意愿也会越强。而企业间更多以合作形式处理数据,
可能意味着用户个体对其数据的事实控制能力反而下降;〔94〕但基于服务改善,用户可以部分

分享合作数据开发带来的新增价值。

五、公共数据体制与开放数据资源

企业数据界权对数据流动和共享的可能推动作用受限于主导企业控制数据资源的市场格

局。而自政务信息化改革以来,公共机关处理并实际控制的数据资源(即“公共数据”)规模日

渐庞大,一个看上去更有希望坚持开放性的数据资源池呼之欲出。公共数据体制应致力于建

设、维护并扩大这一公共数据资源池,而政府对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持续投入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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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规定:“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提供转移的途径”对应的具体行为内涵并不清晰。

GalandRubinfeld指出,数据标准化、可互操作以及可携带等方面的改善,会导致消费者面临更多

个性化定价。SeeGalandRubinfeld,supranote16,p.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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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国家和地方立法都在为此提供规范依据。〔95〕但随着公共数据规

模的累积和数据处理要求的提高,相关投入不断增长,主事者面临现实财政及公共责任压力,
需要进一步证成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这是当前政府急切推动公共数据加大开

放的重要原因。明确公共数据权属,同样被视为开放的前提,因此颇受关注。但无论国有还是

基于信托的产权方案,都有局限性;在正确理解公共数据价值的基础上,法律仍应结合机制设

计作具体界权。
(一)国有资产还是公共信托

“权属决定流转”的认知在决策层面颇有影响力,以至于有地方立法甚至一度考虑将公共

数据定性为新型国有资产。〔96〕毫无疑问,公共数据的处理过程与成果不应被私人控制乃至

垄断;在法律上明确国有属性,确系有力的立场宣示。〔97〕但私人主体控制的数据,因其利用

非排他性和处理活动强外部性,同样有高度公共性。而即使公共数据明确国有,其价值生产各

环节仍有私人参与,相关法律关系还是要包含为私人设定法律权益的内容———例如个人请求

公共机关更正数据错误的请求权(right)、企业就获授权处理的公共数据享有的自由(privi-
lege),等等。这一层面如何具体界权,仅凭“国有”二字无法回答。甚至,在政务数据共享和开

放仍存阻力的局面下,公共数据宣示为“国有资产”,还有被部门利益劫持以反对共享和开放

(“严防流失”)之忧。
当前西方学界则提出了基于公共信托(publictrust)规则建构数据资源公共权属的方

案。〔98〕这与我国学界此前关注的用私人信托解决数据权属的主张有所不同。私人数据信托

将用户作为个人信息名义所有权人,而企业作为受托人,对数据行使实际财产权,并对用户承

担信义义务。〔99〕与此不同,普通法的公共信托安排中,信托资产以国家为实际所有人,但国

家使用、处置信托资产又面临比纯粹国有财产更多约束,即要承担“保护全民共同财富的责

任”。这种公共信托在美国法上常由司法裁判创制,用于维系包括水域、地下水、野生动物等资

源的开放性,其核心是拒绝私人主体对相关资源的独占主张,并要求国家基于事前控制和事后

监督确保资源优先或限定用于公共目的。〔100〕而数据公共信托的设想则是将数字经济各角落

产生的个人数据都在法律层面归到公共信托之下,从而使其处理受控于作为受托人的国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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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

〔100〕

参见《数据安全法》中有关国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一般要求及地方立法中关于政府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具体规定。
参见商希雪:“政府数据开放中数据收益权制度的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

61页。
美国医疗数据领域也有过类似的呼吁。SeeMarcA.Rodwin,“TheCaseforPublicOwnershipof

PatientData”,JournalofTheAmericanAssociation,Vol.302,No.1,2009,pp.87-88.
SeeAzizZ.Huq,“ThePublicTrustinData”,UniversityofChicago,PublicLawWorkingPaper

No.765,2020,pp.1-58,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3794780#,lastvisited
on24October,2021.

参见冯果、薛亦飒:“从‘权利规范模式’走向‘行为控制模式’的数据信托———数据主体权利保护机

制构建的另一种思路”,《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70-82页。

SeeHuq,supranote98,pp.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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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各类消极和积极用途要求。〔101〕

公共数据信托在理念上符合数据资源公共化的追求,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权属安排,毋宁说

还是对所有权问题绕行。我国学者批评私人数据信托主张时,指出其无法兼容于中国法律框

架。〔102〕但移植私人数据信托的最大困难在于,英美信托架构经年累积成型的法律关系网

络,〔103〕靠立法或司法都难以快速搭建起来。而公共信托在中国语境里是更加陌生的概念,其
要害不在于是否确认国家所有者地位,而在于公共部门应被设定何种权益和责任,以维护并推

进数据利用公共性。
(二)公共数据开放:价值与对价

“公共数据利用不足”“价值(收益)不够”,这类抱怨到底意味着什么? 公共数据不是国有

土地,固然不应仿效“好地越卖越少”的逻辑把有用数据“捂”在手中,也不能用“出让变现”“回
收资金”的狭隘思路理解数据资源的价值所在。政府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开发公共数据资源,
首要追求是提高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效率。这种价值很难量化,也不只落在具体受益人或群

体头上,因此相关工作“吃财政饭”,〔104〕具备公共经济理性与政治伦理基础。实践中,政府主

导的数字基建和政务电子化工程,在建设和运营阶段通常引入企业参与。政府可采用定向或

有条件开放模式,允许合作企业接入获取公共数据,以此作为后者投入资金和技术的部分对

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种模式既减轻公共财政负担,又可在相同数据资源上同时进行公

共和私人价值开发,契合数据利用的非对立性。
但当前被抱怨更多的,是公共数据资源在政务场景外没能更广泛地被市场和社会主体获

取并利用。数据安全之外,公共数据开放的关键考量是开放对价是否符合分配正义要求:公共

数据获得私人利用越多,产生社会价值总量越大,但新增价值在私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如何

分配,是公共数据体制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前有观点认为,尽管数据定价困难,但通过公共数

据开放获得数据的市场主体,至少应基于成本向政府支付数据授权费用。〔105〕而包括《深圳数

据条例》在内,一些有探索性的地方数据立法都将免费开放作为原则,尽管也留出收费的制度

空间。〔106〕

“免费”开放作为原则是合理的,因为“收费”并非实现数据公共价值的最佳机制。公共数

据的价值与开发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且肯定超出打包变现价格(更不用说“成本价格”)。收

费开放带来的财政收入固然“聊胜于无”,却可能让官员产生只要收费就已实现价值或“完成任

务”的错觉,助长短视。由于数据不像土地那样“越卖越少”,只要机制设计合理,数据开放应成

为公共资源池“越做越大”的过程。具体来说,不应狭隘地将“公共数据开放”想象为仅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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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105〕

〔106〕

SeeHuq,supranote98,pp.54-57.
参见申卫星,见前注〔3〕,第120页。
霍菲尔德提出其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全面重新分析信托法。SeeHohfeld,supranote

46,pp.16-20.
例如《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数

据开放、利用和安全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参见何渊主编:《数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320页。
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47条规定:“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开放公共数据,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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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被私人主体获取的单向流动。近年来,欧美一些城市尝试要求获得授权参与城市交通系

统运营的服务商将运营产生的用户数据提供给公共数据平台。〔107〕以相关经验为参照,公共

数据开放未来完全可以探索在“不收取费用”的前提下,以企业向公共数据资源池回传自身运

营数据,作为其获取公共数据的对价或“开放条件”。
与当前较常见的有条件开放模式相比,这种以“数据换数据”为核心交易条件的公共数据

开放,也有利于简化有关开放条件的界权。从地方立法提供的框架来看,除了数据安全保障一

类普遍而言不可或缺的合作条件外,立法还要求政府机关在事前审核乃至设定开放公共数据

的具体用途。这种行为控制虽在理论上有利于保证开放数据利用的公共性,但却不切实际地

预设了公共部门有能力在事前判断数据在开放后的最优利用方案。相比之下,若将“数据换数

据”确立为公共数据开放的核心条件,在数据安全之外,公共机关可不对利用作过多约束。就

关系界权而言,可明确获取开放公共数据的利用主体享有开发利用数据的自由(privilege),而
公共机关在授权开放后无请求权(noright)作具体干预。这有助于增强市场和社会主体开发

数据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公共机关借助企业运营数据回流的要求,既可提高实际安全监管

和追责能力,还可借此推动数据标准化,〔108〕并实现公共数据资源池不断扩大这一基础性公共

利益。相比于受困垄断与定价难题的私人数据市场,公共数据体制借此可能形成流动性优势,
或至少提供一种额外的数据流动渠道,以“增量”撬动“存量”。

现实中,公共部门其实已发起过性质类似、形式有别的数据合作,但效果有限。通常认为

这是由于公私双方均以积极获取对方数据、又借隐私和安全之名“捂住”己方数据为占优策略,
从而陷入合作困境。控制较大规模数据资源的主导企业,贡献公共数据资源池的意愿确实有

限。但通过公共数据开放降低数据获取成本,对中小或初创企业是有吸引力的。通过扶持、聚
拢中小企业,公共数据体制也有望建立更好的数字经济生态。

地方立法目前探索为数据开发成果明文确权,〔109〕这也应适用于企业处理开放公共数据

后获得的成果。基于维持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的总原则,此处有关“财产权益”保护的规范表述,
对应何种界权,仍有可明确空间。特别是,私人主体就利用公共数据资源享有的权益,不应有

排他性。例如,政府将数据开放给企业时,虽对企业利用的自由(privilege)负担无请求权(no
right),但仍应有将相同数据自行开发或对其他主体开放的自由(privilege),而企业的权益则

不应包含主张其他数据开发者不得开发利用相同数据的请求权(right)。

六、结语:“未行小径”,〔110〕还是“条条大路”

本文借助霍菲尔德框架,尝试在实质政策考量的基础上,对数据界权问题进行规范分析,
以将法律理论的形式和现实维度尽可能结合。现代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离不开概念工具,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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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

〔107〕

〔108〕

〔109〕

〔110〕

SeeHuq,supranote98,pp.4-5.
SeeGalandRubinfeld,supranote16,pp.764-769.
见前注〔35〕。
如弗洛斯特(RobertFrost)诗《未选择的路(TheRoadNotTaken)》中所说,另辟蹊径,反可能别开

生面(“Itooktheonelesstraveledby,Andthathasmadeallthe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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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价值是帮助组织思路(“howtothink”),而不应限定结论(“whattothink”)。〔111〕有关概

念的思辨若不紧密结合功能视角,“正本清源”的探讨就容易“不接地气”,〔112〕甚至沦为穷究伪

问题。
正如数据价值开发须以开放为原则,数据法建构同样要打开思路。优先考虑走熟悉的大

道,是务实的好习惯,但不应因此无视另辟蹊径的可能。自上而下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属模

式并不适合作为数据资源的制度性界权方案。《民法典》通过第127条的留白,即“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际上提供了充分空间,允许数据的界权思

路跳出传统财产权体系的窠臼。无论是个人数据、企业数据还是公共数据,有实际意义的法律

界权都不是在地上划线分清“你的”“我的”,而应逐步搭建、并灵活调整多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

系网络。如此法律关系网络架设在真实世界的市场资源和权力配置格局之上。而法律作为各

类行为规制力量中最具能动性的一种,〔113〕则应通过一次次关系界权,有意识地在边际上探寻

可以撬动现状、推进开放的机会。

Abstract:Thevalueofdataderivesfromitsaggregation,mobility,andexploitationbymultiplepar-
tiesfordiversepurposes.Itishencenotadvisablethatthelegaldelimitationofdataentitlementsemulate
thatofrealproperty.Instead,regimesfordatarightsmustprovidesettlementsforarangeofinteractive
relationsamongvariousinterestedpartieswithrespecttotheexploitationofdatavalues.WesleyNew-
combHohfeld’sframeworkofjuralrelationsoffersausefulconceptualtool.Thenatureofdelimitationof
datarights,acrossinstitutionalcontextsinrelationtopersonal,corporate,andgovernmentdata,maybe
properlyunderstoodasgraduallyandflexiblyconstructinganexusofHohfeldian,inter-subjectjuralrela-
tions.Thelegaldelimitationofdatarightsmaypromoteboththeeconomicvalueandpublicinterest
throughexploringlegalandinstitutionalmechanismsthatareconducive,onthemargin,togreaterdata
mobilityandbroaderdatasharing.

KeyWords:DelimitationofRights;JuralRelations;PersonalDataProtection;CorporateData;Gov-
ernmen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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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113〕

SeeSchlag,supranote44,p.189.
SeeCohen,supranote1,p.811.
SeeLawrenceLessig,“TheNewChicagoSchool”,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7,No.2,

1998,pp.66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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