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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D-Tree-based differentially private spatial decomposition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resear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size of spatial data and Laplace noise directly constrains the accuracy of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ightforward method with differential privacy, called SKD-TS (sampling-

based KD-Tree) to partition spatial data. To handle the large-scale spatial data, this method employs Bernoulli ran-

dom sampling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samples. While SKD-Tree still relies on the height of KD-Tree to control the

Laplace noise. However, the choice of the height is a serious subtitle: a large height makes excessive noise in the

nodes, while a small height leads to the partition too coarse-grained. To remedy the deficiency of SKD-Tree, this paper

proposes another method, called KD-TSS (KD-Tree with sampling and SVT) for spatial decomposition. The sp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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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空间数据的获取与收集

变得尤为容易，例如移动用户位置、GPS位置、家庭住

址等数据。通过对空间数据的分析，使得交通监控、

位置推荐等应用能够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然而，

空间数据蕴含着丰富的个人敏感信息，在提供给第

三方应用的同时，个人的敏感信息有可能被泄露。

因此，如何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发布空间数据是当

前基于位置服务的主要挑战问题。匿名化[1]与差分

隐私[2-4]是常用的隐私保护模型。然而，匿名模型由

于对攻击背景知识与攻击模型给出过多特定假设，

而不适合真实的位置服务。例如，文献[5]指出针对

150万条匿名后的用户位置数据，在无任何背景假设

情况下，随机给出 2个时空点，能够甄别出 50%用户

的敏感位置，随机给出 4个时空点，能够甄别出 97%

用户的敏感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匿名化模型，差分

隐私模型要求数据库中任何一个用户的存在都不应

显著地改变任何查询的结果，从而保证了每个用户

加入该数据库不会对其隐私造成危险。

近年来，出现了几种满足差分隐私的KD-树空间

划分方法。HKD-Tree（hierarchical KD-tree）[6]是此类

方法的早期代表。该方法利用部分隐私代价对原始

空间数据进行网格划分，然后基于网格的每个划分

单元构建KD-树。然而，该方法没有从数据相关（data

dependent）的角度考虑空间数据的实际分布与大小，

KD-树仅起到索引作用。文献[7]是最早从数据相关

角度分割空间数据的，并给出KD-Stand与KD-Hybrid

两种方法。KD-Stand方法利用指数机制[8]寻找每次

分割的中位数（例如图 1中的 a点），KD-Hybrid结合

vector technology (SVT) is used in KD-TSS to judge whether a node of KD-Tree should be split, without depend-

ing on the height. SKD-TS and KD-TSS methods are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such as KD-Stand, KD-Hy-

bird on the large-scale real datase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algorithms outperform their competi-

tors, achieve the accurate decomposition and results of range query.

Key words: differential privacy; KD-Tree; private spatial decomposition; Bernoulli random sampling; sparse vector

technology

摘 要：基于KD-树与差分隐私保护的空间数据分割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空间数据的大小与拉普拉斯噪

音的多少直接制约着空间分割的精度。针对现有基于KD-树分割方法难以有效兼顾大规模空间数据与噪音量

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满足差分隐私的 KD-树分割方法 SKD-Tree（sampling-based KD-Tree）。该方法利用

满足差分隐私的伯努利随机抽样技术，抽取空间样本作为分割对象，然而却没有摆脱利用树高度控制拉普拉

斯噪音。启发式设定合适的树高度非常困难，树高度过大，导致结点的噪音值过大；树高度过小，导致空间分

割粒度太粗劣。为了弥补 SKD-Tree 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稀疏向量技术（sparse vector technology，

SVT）的空间分割方法KD-TSS（KD-Tree with sampling and SVT）。该方法通过SVT判断树中结点是否继续

分割，不再依赖 KD-树高度来控制结点中的噪音值。SKD-Tree、KD-TSS 与 KD-Stand、KD-Hybrid 在真实的大

规模空间数据集上实验结果表明，其分割精度以及响应范围查询效果优于同类算法。

关键词：差分隐私；KD-树；隐私空间划分；伯努利随机抽样；稀疏向量技术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TP392

Fig.1 Spatial decomposition with KD-Tree

图1 基于KD-树的空间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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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树与KD-树达到比较理想的分割效果。上述几

种方法均采用KD-树对空间数据进行分割，然而这些

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 1 HKD-Tree、KD-Stand以及KD-Hybrid方

法仅仅在小的空间数据上进行分割，支持相应的范

围查询。然而，当数据点达到百万级别时，这些方法

的分割与响应查询精度很低。

问题 2 HKD-Tree、KD-Stand以及KD-Hybrid方

法通常逐层分配隐私代价（例如ε/h，h为KD-树的高

度），然后利用结点中的噪音值判断该结点是否继续

分割（例如判断图 1中Q查询的结果 4+Lap(λ) ≥ θ是

否成立，其中θ为分割阈值，λ ≥ ε/h）。然而，当h很大

时，KD-树的分割精度会急剧降低。

总而言之，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同

时克服上述两种差分隐私下KD-树分割空间数据的

不足。为此，本文提出了两种融合抽样与稀疏向量

技术（sparse vector technology，SVT）的KD-树分割方

法，在满足差分隐私的情况下，采用伯努利抽样技术

对大规模原始空间数据进行抽样，在构建KD-树分割

过程中，利用稀疏向量技术判断结点是否继续分割，

实现高质量的空间数据发布。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1）为了解决问题1，提出了SKD-Tree（sampling-

based KD-Tree）方法，该方法利用伯努利抽样技术对

海量空间数据进行抽样，不但满足差分隐私需求，而

且能够比较精确地响应范围查询。

（2）为了有效解决问题 2，提出了 KD-TSS（KD-

Tree with sampling and SVT）方法，该方法利用抽样

与稀疏向量技术对KD-树中结点进行分割判断，不再

按照KD-树的高度逐层分配隐私代价，进而减少结点

分割误差，提升了叶子结点中计数值的发布精度。

（3）理论分析了 SKD-Tree 与 KD-TSS 方法满足

ε -差分隐私，通过真实数据集上的实验分析展示了

两种方法在兼顾高可用性和准确性的同时，优于同

类方法。

2 相关工作

差分隐私拥有极强的保护能力，并依赖严谨的

统计模型，这些特点使其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当

前学术界的应用着重关注差分隐私保护下的直方图

发布[9]、高维数据发布[10-11]等。鉴于空间数据在分析

应用中的重要性，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多种基于差分

隐私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HKD-Tree[6]是空间数据

分割的早期代表，该方法利用网格分割原始数据，并

为每个网格单元添加噪音，利用KD-树进行索引，其

只有在数据均匀分布的前提下才有效。Quad-post[7]

利用四分树与后置处理技术发布空间数据，该方法

同样没有考虑原始数据分布，仅对叶子结点中计数

添加相应的噪音。HKD-Tree与Quad-post通常利用

树的高度控制噪音大小，然而PrivTree[12]在添加噪音

时，不依赖于树高度，该方法利用一个噪音常量来判

断某个结点是否分割。网格也是空间数据分割常用

的数据结构。UG（uniform grid）[13]采用均匀网格划分

二维空间数据，并为每个划分单元添加噪音，然而该

方法无法顾及原始数据分布的偏斜问题。针对UG

方法的不足，AG（adaptive grid）[13]根据高层划分单元

的粒度不同，自适应地自顶向下划分，然而该方法同

样没有考虑原始数据的实际分布。

上述方法大都属于数据无关（data independent）

的方法，这类方法通常不考虑原始数据分布，其优势

在于能够给出严谨的数据效用理论下限。但在实际

数据上，这一系列方法均无法获得理想的数据可用

性和效率，从而引出了数据相关方法的研究。所有

空间数据相关的研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基于KD-树

的分割方法。KD-Stand[7]利用指数机制分割中位数，

以免泄露实际的数据点，并利用结点中的噪音计数

与给定的阈值相比较，来判断该结点是否继续分

割。不同于KD-Stand，KD-Hybrid[7]首先利用四分树

分割部分原始数据，然后再利用 KD-树分割剩余数

据。然而，KD-Stand 与 KD-Hybrid 两种方法具有相

同的不足之处，二者均采用启发式设定树的高度来

控制结点中的噪音量。而树的高度通常无法具体设

定，树高度太小，导致空间数据分割粒度太粗劣；树

高度太大，导致叶子结点中的噪音值过大，影响最终

的范围查询精度。此外，KD-Stand 与 KD-Hybrid 两

种方法很难应对大规模空间数据。因此，本文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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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相关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两种基于抽样的

空间分割方法KD-TSS与SKD-Tree，其中KD-TSS方

法不依赖于树高度来控制噪音的大小。针对大的空

间数据集，KD-TSS 与 SKD-Tree 能够比较精确地进

行范围查询。

3 定义与问题

3.1 差分隐私

传统的隐私保护模型如k-匿名[1]通常对攻击背景

知识与攻击模型给出特定的假设，而现实中这些假

设并不成立。相比于传统保护模型，差分隐私保护

模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不依赖于攻击者的背

景知识；（2）具有严谨的统计学模型，能够提供可量

化的隐私保证。本文所关心的是在分割空间数据

时，如何使得空间分割过程满足差分隐私。

定义 1（近邻关系）设 D ={d1,d2,⋯,dn}为原始空

间数据点，D′= {d1,d2,⋯,dr - 1, dr + 1,…,dn} ，D 与 D′ 相
差一个数据点，则二者互为近邻关系。

结合 D与 D′给出 ε -差分隐私的形式化定义，如

定义2所示。

定义2（ε -差分隐私）给定一个空间数据分割方

法 A，Range(A) 为 A的输出范围，若方法 A在 D 与 D′
上任意分割结果 T(T ∈Range(A)) 满足下列不等式，则

A满足 ε -差分隐私：

Pr[A(D) =T]≤ exp(ε) ×Pr[A(D′)=T] （1）

其中，ε 表示隐私预算，其值越小则方法A的隐私保

护程度越高。

从定义 2可以看出，ε -差分隐私限制了任意一

个记录对方法A输出结果的影响。实现差分隐私保

护需要噪音机制的介入，拉普拉斯与指数机制是实

现差分隐私的主要技术。所需要的噪音大小与其响

应查询函数 f的全局敏感性密切相关。

定义 3（全局敏感性） 设 f为某一个查询，且 f:

D→Rd ，f 的全局敏感性为：

Δf = max
D,D′  f (D) - f (D′) 1 （2）

其中，R为映射的实数空间；d为 f的查询维度。

文献[2]提出的拉普拉斯机制可以取得差分隐私

保护效果。该机制利用拉普拉斯分布产生噪音，进

而使得发布方法满足 ε -差异隐私，如定理1所示。

定理1[2] 设 f为某一个查询函数，且 f: D→Rn ，若

方法A符合下列等式，则A满足 ε -差异隐私：

A(D)= f (D)+ Lap(Δf/ε)
n

（3）

其中，Lap(Δf/ε) 为相互独立的拉普拉斯噪音变量，噪

音量大小与 Δf 成正比，与 ε 成反比。因此，查询 f

的全局敏感性越大，所需的噪音越多。

文献[8]提出的指数机制主要处理抽样算法的输

出为非数值型的结果。该机制的关键技术是如何设

计打分函数 u(D,di) 。设A为指数机制下的某个隐私

方法，则A在打分函数作用下的输出结果为：

A(D,di) = ìí
î

ü
ý
þ

di:|
|
||Pr[di ∈Ω]∝ expæ

è
ç

ö
ø
÷

εu(D,di)2Δu （4）

其中，Δu 为打分函数 u(D,di) 的全局敏感性；Ω 为采

用算法的输出域。由该公式可知，di 的打分函数越

高，被选择输出的概率越大。

定理 2[8] 对于任意一个指数机制下的方法A，若

A满足式（4），则A满足 ε -差分隐私。

3.2 范围查询误差

给定一个原始二维空间数据集 D ={d1,d2,⋯,dn}，
每个 di 为一个二维数据点。基于 D 进行 KD-树分

割，得到满足差分隐私的分割结果 T 。本文的问题

是如何针对 T 进行比较精确的范围查询。而在响应

范围查询时，两种误差无法避免：一是采样本身带来

的误差（sampling error，SE）；二是结点中的拉普拉斯误

差（Laplace error，LE）。给定一个范围查询Q，假设有q

个数据点落入Q查询，则Q携带的误差如式（5）所示：

Error(Q)=SE(Q)+LE(Q) （5）

本文采用与文献[14]相同的方法，利用均方差来

度量伯努利采样误差。设参数γ为抽样概率，则

SE(Q) = q(1 - γ)/γ 。利用拉普拉斯分布的方差度量拉

普拉斯噪音误差，则 LE(Q) = 2q(h/ε)2 ，其中 h为KD-树

的高度，进而使得 Error(Q) = q(1 - γ)/γ + 2q(h/ε)2 。
因此，如何使得 Error(Q) 尽量小是本文研究的重

点。文献[6-7]采用启发式设置KD-树的高度 h 达到

控制范围查询误差作用。而本文通过稀疏向量技术

避免了拉普拉斯噪音对树高度 h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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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KD-树的空间分割方法

4.1 空间分割的原则

基于相关工作部分的分析，在设计新的基于KD-

树空间分割方法时需要考虑如下原则：

原则 1 针对大规模空间数据问题，所设计的分

割方法应在满足差分隐私条件下尽量抽取充足数据

点作为分割对象。

原则 2 针对传统方法通过人工设置KD-树高度

控制拉普拉斯噪音的缺陷，所设计的分割方法应尽

量避免所添加噪音对树高度的依赖。

针对原则1，本文利用伯努利随机抽样技术抽样

空间数据点，并且该抽样方法满足差分隐私。基于

原则 1，本文设计一种直接方法 SKD-Tree。然而，

SKD-Tree方法在添加拉普拉斯噪音时，没有脱离对

KD-树高度的依赖。

针对原则2，本文利用满足差分隐私的稀疏向量

技术判断KD-树结点是否继续分割。在分割结点时，

判断条件不再依赖树的高度。基于原则 1与原则 2，

本文设计一种高效方法KD-TSS来分割空间数据。

4.2 SKD-Tree算法实现

本节描述SKD-Tree算法的具体实现细节。

算法1 SKD-Tree算法

输入：D，隐私预算 ε，分割阈值θ，树高度h。

输出：满足差分隐私的KD-树 T 。

1. 以概率γ执行多次伯努利实验，获得空间样本

D̂ =(d̂1, d̂2,⋯, d̂m)；
2. εγ = ln(eε - 1 + γ)- ln γ；//由定理3算出εγ

3. εγ = ε1 + ε2 ；

4. 基于 D̂ 初始化KD-树，并标注其根结点 v1 为unvis-

ited(v1)=1；//设置 v1 为未访问结点

5. while unvisited(v) =1 do

6. 标注结点 v为 visited(v)=0，并得到 c(v) ；// c(v) 为 v

中数据点的计数值

7. c͂(v)= c(v) + Lap(h/ε1) ;

8. if c͂(v)> θ and v is not leaf then

9. xi =EM(v,ε2)；//利用指数机制寻找分割中线 xi

10. 把 v 的所有孩子结点 vi放入T，并标注unvisited

(vi)=1；

11. SKD-Tree(vi)；//递归调用 SKD-Tree，分割 v的孩

子结点

12. Return T

该算法包括两个主要步骤：伯努利随机抽样（第

1~2行）与KD-树分割（第4~11行）。在利用KD-树分

割每个结点时，两种操作至关重要：判断每个结点中

的噪音计数是否大于给定阈值θ（第7~8行）。对于可

分割结点，利用指数机制选择其分割中位线（第 9

行）。接下来介绍如何利用指数机制选择中位线。

4.2.1 中位线选择方法EM

因为在树结点中选择中位数的过程，位于中位

线上数据点的隐私有可能被泄露，所以该选择过程

需满足差分隐私。本文利用指数机制实现该步骤。

设结点 vi =< x1,x2,…,xl >的数据点属于区间[a,b]，

且 x1 ≤ x2 ≤…≤ xl 是按照升序排列。设 xm 是 vi 的真实

中位数，任意取一个数值 xi(xi ∈ [a,b]) ，则 xi 被选择的

概率如式（6）所示：

Pr(xi) =
expæ

è
ç

ö
ø
÷

ε2rank(xi)2Δrank
∑
xj ∈[a,b]

expæ
è
ç

ö

ø
÷

ε2rank(x j)
2Δrank

（6）

其中，rank(xi) 表示 xi 在结点 vi 中的排名；Δrank 表

示排名函数的敏感性。在 D中添加一个或者去掉一

个数据点，rank函数的最大变化为1，因此 Δrank = 1。

由式（6）可知，与真实中位数 xm 排名越接近的值，被

选中的概率越大。

结合式（4）与式（6），算法 SKD-Tree 的第 9 行可

表示为：

EM(vi,ε2)= ìí
î

ü
ý
þ

xi:|
|
||Pr[ ]xi ∈[a,b] ∝ expæ

è
ç

ö
ø
÷

ε2rank(xi)2Δrank （7）

根据定理 2 可知，EM(vi,ε2) 过程满足 ε2 -差分

隐私，进而使得选择中位数的过程不会泄露该值的

隐私。

4.2.2 伯努利随机抽样过程

SKD-Tree算法的另外一个重要步骤是伯努利随

机抽样，该过程的操作细节如下：首先确定抽样概率

γ，然后以γ对 D 做伯努利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则获

得空间样本，否则放弃该样本。最后，计算出整个空

间分割所需的隐私代价 εγ（SKD-Tree算法第 2行所

示）。该过程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抽样过程满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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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隐私。文献 [15]给出的定理 3 说明该过程满足

ln(1 + γ(eε - 1)) -差分隐私。

定理 3 给定一个数据 D ，令方法A在 D 上满足

ε -差分隐私。如果方法 Aγ 操作包括：以概率γ从 D

中抽取样本获得 D̂ ，然后 A 作用于 D̂ ，则 Aγ 满足

ln(1 + γ(eε - 1)) -差分隐私。

接下来要证明 SKD-Tree算法如何满足 ε -差分

隐私。如定理4所示。

定理4 SKD-Tree算法满足 ε -差分隐私。

证明 设 A 是 SKD-Tree 没有抽样操作的算法，

即是算法 SKD-Tree 去掉第 1 行与第 2 行。 Aγ 表示

SKD-Tree算法本身。首先证明 A满足 εγ -差分隐私。

算法 A 中只有第 7 行与第 9 行用到隐私代价。

第7行为每个结点添加 Lap(h/ε1)大小的噪音，其原因

是在 D 中添加或去掉一个数据点时，最多影响 h 个

结点的计数。结合差分隐私并行性质 [16]与顺序性

质 [16]，利用定理1可知，第7行满足 ε1 -差分隐私。结

合定理2可知，第9行满足 ε2 -差分隐私。由于第7行

与第 9 行是顺序执行，并且 εγ = ε1 + ε2 ，因此 A 满足

εγ -差分隐私。

由于 εγ = ln(eε - 1 + γ)- ln γ ，结合定理3可知，算

法 Aγ满足 ln(1 + γ(eεγ - 1)) - 差分隐私。把 εγ 带入

ln(1 + γ(eεγ - 1)) ，则 ln(1 + γ(eln(eε - 1 + γ) - ln γ - 1)) = ε ，因此

可知算法 Aγ 满足 ε -差分隐私，由于 Aγ 表示 SKD-

Tree算法本身，则SKD-Tree满足 ε -差分隐私。 □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SKD-Tree算法只是利用抽

样技术克服了海量数据带来的分割困难。由式（5）

可知，SKD-Tree 算法的查询误差由树高度 h控制。

然而，启发式设定h非常困难，h过大或者过小均会造

成范围查询的精度较低。为了同时满足原则 1与原

则2，本文设计一种更有效的算法KD-TSS。

4.3 KD-TSS算法实现

本节描述KD-TSS算法的具体实现细节。

算法2 KD-TSS算法

输入：D，隐私预算 ε，分割阈值θ。

输出：满足差分隐私的KD-树 T 。

1. KD-TSS算法的第1~4行与SKD-Tree算法的第1~4

行相同

2. while unvisited(v) =1 do

3. 标注结点 v为visited(v)=0，并得到 c(v)；
4. θ͂ = θ + Lap(2/ε1) ；//利用稀疏向量技术 SVT 计算

噪音阈值

5. c͂(v) = c(v) + Lap(2/ε1)；
6. if c͂(v) > θ͂ and v is not leaf then

7. xi =EM(v,ε2)；
8. 把 v的所有孩子结点 vi 放入 T ，并标注unvisited

(vi) =1；

9. KD-TSS(vi)；//递归调用KD-TSS算法

10. Re-Gen-Tree(v)；//利用叶子结点重构KD-树

11. Return T

该算法的核心步骤包括稀疏向量技术 SVT（第

4~6行）与KD-树的重构技术Re-Gen-Tree（第10行）。

利用SVT判断结点是否被分割（第6~8行），若满足条

件，则利用EM函数分割该结点。结合所有的叶子结

点噪音计数，利用Re-Gen-Tree重新构造KD-树。利

用重构的KD-树来响应范围计数查询。在为结点添

加噪音时，不再依赖于树高度h，其原因是KD-TSS算

法并不实际保存中间结点的噪音计数。中间结点的

噪音计数只是与 SVT计算出的阈值进行比较，相当

于一个“是/否”的应答。接下来介绍稀疏向量技术。

4.3.1 稀疏向量技术

稀疏向量技术（SVT）[17-19]通常用来响应有限个大

于某阈值的计数查询。该技术包含两个主要步骤：

一是寻找合适的阈值 θ ，添加噪音后获得 θ͂ ；二是对

每个查询结果 c(v) 添加噪音后获得 c͂(v) ，并与噪音阈

值比较。比较结果有两种：一是若 c͂(v)≥ θ͂ ，则输出

c͂(v)；否则输出一个标识符号 ⊥ 。本文SVT技术的具

体表示形式如式（8）所示：

c͂(v) ={c(v) + Lap(2/ε1), if c(v) + Lap(2/ε1)≥ θ͂
⊥, else （8）

不同于文献[5]，本文在计算结点噪音值的过程

中并不分割隐私代价 ε1 ，其原因是在利用SVT分割

结点时，被分割结点中的噪音值 c͂(v)并没有实际保存

到该结点中，c͂(v) 与 θ͂ 仅在形式上进行比较。例如，

设定图 2中的KD-树扇出为 4，对 v4 结点进行判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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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继续分割。由于 6 + Lap(2/ε1)≥ θ͂ ，则 v4 结点被分

割成 4个结点。然而值 6 + Lap(2/ε1) 却没有保存在 v4

结点中。由于 v2 、v3 、v5 结点中的噪音值小于 θ͂ ，则

不再继续分割。对于 v2 、v3 、v5 这样的结点，具体的

噪音值应保存在结点中（算法2中的第4行）。例如 v2

结点中的噪音计数为1 + Lap(2/ε1)。
接下来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阈值θ。

为了找到恰当的θ，首先不考虑数据点隐私，结合空间

数据点构建KD-树。然后记录所有叶子结点中的计

数值 {c(v1),c(v2),…,c(vi)} ，求出 {c(v1),c(v2),…,c(vi)} 的中

值作为阈值θ。

当利用 SVT 对空间分割后，形成了相应的 KD-

树结构。树中所有的叶子结点记录相应的噪音值。

由于在分割过程中，一些结点的噪音值没有被保存下

来，如何恢复这些结点的噪音值是另一个关键问题。

接下来介绍如何利用叶子结点计数值重构KD-树。

4.3.2 KD-树重构过程Re-Gen-Tree

满足差分隐私的KD-树空间分割，其最终目的是

能够精确响应范围查询。给定一个范围查询Q，在遍

历树过程中，Q与树中结点 v交集存在几种情况：（1）Q

完全包含 v，此时 v中的数据点全部落入Q中；（2）Q与

v没有交集，此时抛弃结点 v；（3）Q与 v部分相交，此时

利用相交部分响应Q。

在利用SVT与EM对结点进行分割时，一些结点

的噪音值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只利用最终的叶

子结点响应范围计数查询，查询精度与查询效率会

非常低。例如，图 2中给出范围查询Q，自顶向下遍

历KD-树，得到响应结点 v1 、v4 、v5 、v9 。然而，由于

结点 v4 中的噪音值没有被记录，无法精确响应Q。

为了能够比较精确地响应范围查询，本文设计

了KD-树重构算法。

算法3 Re-Gen-Tree

输入：仅有叶子结点计数的KD-树 T 。

输出：各结点均有计数的树 T 。

1. S = top-down-travel(T);

2. T = bottom-up-travel(T,S)

3. Return T

过程1 top-down-travel(T)

1. 记录根结点在 l1 层；

2. while li < h do // li 为当前层，h为树高度

3. 遍历 vj ，且 vj ∈ li + 1 ；//遍历 li + 1 中所有结点

4. if vj 是叶子结点 then

5. c͂(p(vj)) = c͂(p(vj)) + c͂(vj) ；//将 li 的噪音计数叠加

到其父结点中，p(vj)表示 vj 的父结点。

6. else

7. S = S⋃ vj ；

8. i ++；

9. Return S

过程2 bottom-up-travel(T,S)

1. 记录 h - 1层为当前层；

2. while li > 1 do // li 为当前层

3. 遍历 li 中结点 vj ，且 vj ∈ S ；

4. c͂(p(vj)) = c͂(p(vj)) + c͂(vj)；
5. 更新 vj 的父结点；

6. i --；
7. Return T

算法 Re-Gen-Tree 主要包含两个过程 top-down-

travel(T)与 bottom-up-travel(T,S)。其中 top-down-travel

(T)主要用来寻找那些被分割的结点，并存入S中（过

程 1的第 7行），同时把叶子结点的噪音计数叠加到

其父结点中（过程1的第4~5行）。bottom-up-travel(T,

Fig.2 An example of KD-Tree decomposition

图2 KD-树分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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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过程主要用来恢复那些被分割却没有噪音计数的

结点（过程2的第2~5行）。

例如，图 2结点中红色数字为噪音值，黑色数字

为真实计数值。自顶向下遍历 KD-树，结点 v1 与结

点 v4 中没有实际的计数值。把结点 v1 与结点 v4 放入

S 中，把 c͂(v2)= 2 ，c͂(v3)= 2 与 c͂(v5)= 3 叠加到结点 v1

中，把 c͂(v6)= 2 ，c͂(v7)= 1，c͂(v8)= 2 与 c͂(v9)= 2 叠加到结

点 v4 中，得到 c͂(v4)= 7 。然后，自底向上遍历KD-树，

c͂(v4)= 7 叠加到结点 v1 中，得到 c͂(v1)= 14 。得到所有

结点的噪音值后，即可应用重构后的KD-树响应范围

查询。

接下来比较KD-TSS与SKD-Tree的范围查询误

差。根据式（5），设ErrorKD-TSS(Q)表示KD-TSS的查询

误差，ErrorSKD-Tree(Q)表示SKD-Tree的查询误差。

定理 5 在大规模空间数据环境中，KD-TSS 与

SKD-Tree 的查询误差满足不等式 ErrorKD- TSS(Q)<

ErrorSKD-Tree(Q)。

证明 利用反证法进行证明。

假设ErrorKD-TSS(Q)>ErrorSKD-Tree(Q)。根据式（5）可

知，ErrorSKD - Tree(Q) = q(1 - γ)/γ + 2q(h/ε)2 ，ErrorKD - TSS(Q) =
q(1 - γ)/γ + 2q(2/ε1)2 。假设KD-TSS与 SKD-Tree采用

相同的抽样概率，落入Q查询中的数据点相同，则不

等式 ErrorKD - TSS(Q) >ErrorSKD - Tree(Q) ，使得如下不等式

(2/ε1)2 >(h/ε)2 成立。进而使得 h < 2ε/ε1 成立。由于 ε1

为 KD-树中的叶子结点添加噪音，通常 ε/ε1 ≤ 2 ，进

而得到 h≤4。由于KD-树通常表示成二叉树，则 h =
é ùlb n 。而在数据点达到百万级别，h≤4 不成立。因

此，不等式ErrorKD-TSS(Q)<ErrorSKD-Tree(Q)成立。 □
4.4 KD-TSS算法隐私性分析

KD-TSS算法的隐私性主要从 ε -差分隐私的概

念和性质的角度来证明，论证KD-TSS算法是否满足

ε -差分隐私。

定理6 KD-TSS算法满足 ε -差分隐私。

证明 根据算法 2 可知，用到隐私代价的只有

SVT技术（KD-TSS中第4~6行）与EM操作（KD-TSS

中第 7行）。根据定理 2可知，EM操作满足 ε2 -差分

隐私。因此，只要证明SVT技术满足 ε1 -差分隐私，

即可推理出KD-TSS满足 ε -差分隐私。

在利用SVT技术判断KD-树的结点是否被分割

时，相当于系列的“是/否”应答。因此，为了证明方

便，采用二元向量 v = < x1,x2,…,xt > 记录结点是否分

割。如果 c͂(v)≥ θ͂ ，则 xi = 1，表示结点 vi 被分割；否

则，xi = 0 ，表示 vi 没被分割。此时 vi 为叶子结点。

给定两个近邻空间数据集 D 与 D′ ，Pr1(v) 与
Pr2(v) 分别表示 SVT 作用于 D 与 D′输出 v 的概率。

设 x< i 表示向量 v中前 i - 1个响应记录。由条件概率

定理可知：

Pr1(v)Pr2(v) =
∏
i = 1

t Pr1( )xi = 1 or 0| x< i

∏
i = 1

t Pr2( )xi = 1 or 0| x< i
=

∏Pr1( )xi = 1| x< i

Pr2( )xi = 1| x< i ×∏Pr1( )xi = 0| x< i

Pr2( )xi = 0| x< i （9）

由式(9)可知，当 x< i 固定后，c͂(vi)≥ θ͂ 使得 xi = 1，

c͂(vi) < θ͂ 使得 xi = 0 。因此，c͂(vi) 与 θ͂ 的分布仅仅是拉

普拉斯分布。

假设 x 是 D 上某个分割阈值，设 Hi(x) 表示 D 上

xi = 1的概率，H′i(x) 表示 D′上 xi = 1的概率。因此，

Hi(x)可以描述如下表达式：

Hi(x) = Pr( )xi = 1| x< i = Pr( )c͂(vi)≥ x| x< i =
Pr( )Lap(λ)+ c(vi)≥ x| x< i

其中，Lap(λ)表示拉普拉斯分布产生的独立噪音。

设 λ = 2/ε1 ，f ( )y: μ,λ = 12λexp
æ

è
çç

ö

ø
÷÷- || y - μ

λ
。根据

拉普拉斯分布，则 Hi(x)可以写成如下表达式：

Hi(x) = ∫x∞ f ( )y: c(vi),2/ε1 dy
根据全局敏感性定义可知，计数 c(v)的敏感性为

1，即∆=1。设 c(vi) 与 c′(vi) 分别表示 D 与 D′上结点 vi

的计数，c′(vi) = c(vi) +1，进而得 μ = y + 1。重写 Hi(x)，
则 Hi(x)可以表达成如下公式：

Hi(x) = ∫x + 1
∞
f ( )u: c(vi) + 1,2/ε1 dμ =

∫x + 1
∞
f ( )u: c′(vi),2/ε1 dμ =H′i(x + 1)

结合上述分析，∏Pr1( )xi = 1| x< i 可以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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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1( )xi = 1| x< i = ∫-∞∞ Pr(x)∏Hi(x)dx =
∫-∞∞ Pr(x)∏H′i(x + 1)dx≤
expæ

è
ç

ö
ø
÷

ε12 ∫-∞∞ Pr(x + 1)∏H′i(x + 1)dx =

expæ
è
ç

ö
ø
÷

ε12 ∫-∞∞ Pr(x)∏H′i(x)dx =

expæ
è
ç

ö
ø
÷

ε12 ∏Pr2( )xi = 1| x< i （10）

同理，可以获得如下不等式：

∏Pr1( )xi = 0| x< i ≤expæ
è
ç

ö
ø
÷

ε12 ∏Pr2( )xi = 0| x< i （11）

把式（10）与式（11）带入式（9）可知：

Pr1(v)Pr2(v) ≤ exp(ε1)，即 Pr1(v)≤ exp(ε1)×Pr2(v)。
由定义1可知，SVT技术满足 ε1 -差分隐私。

由于 εγ = ε1 + ε2 ，并且 εγ = ln(eε - 1 + γ)- ln γ ，进

而可以推理出 ln( )1 + γ(eln(eε - 1 + γ) - ln γ - 1) = ε。因此，KD-

TSS算法满足 ε -差分隐私。 □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平台是4核 Intel i7-4790 CPU（4 GHz），8 GB

内存，Win7系统。所有算法均采用Python实现。实

验采用两个数据集NYC（http://publish.illinois.edu/db-

work/open-data）与 Beijing（http://research.microsoft.

com/apps/pubs/?id=152883），其中NYC数据集是整个

2011年12个月内纽约市出租车的乘车和下车地理坐

标数据，该数据集包含 1 000 万条信息；Beijing数据

集是2011年北京市二月份某一周内10 357辆出租车

的乘车和下车地理坐标数据，该数据集包含1 500万

条信息。两种数据集具体细节与可视化结果分别如

表1与图3、图4所示。

结合上述两种数据集，采用相对误差（relative

error，RE）度量 SKD-Tree、KD-TSS、KD-Stand 以及

KD-Hybrid算法的可用性。相对误差如式（12）所示：

RE( )Q͂(D) = ||Q͂(D) -Q(D)
max{ }Q(D),Δ （12）

其中，Q(D) 表示 D 上真实的范围查询结果；Q͂(D) 表

示 D上范围查询的噪音结果；Δ为平滑因子，其值为

实验数据集大小的0.1%。

本文设置伯努利随机抽样概率为 1%，隐私预算

参数 ε 的取值为 0.1、0.5、1.0。实验中范围查询Q的

查询范围分别覆盖NYC与Beijing两种数据集的[1%,

1%]、[5%,5%]、[10%,10%]，在每种查询范围内随机生

成5 000次查询。

（1）基于NYC数据集的KD-TSS、SKD-Tree、KD-

Stand以及KD-Hybrid算法RE值比较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datasets

表1 数据集的属性

数据集

NYC

Beijing

维度

4

4

实际大小

10 000 000

15 000 000

采样大小

1 000 000

1 000 000

描述

纽约市出租车的乘
车和下车地理坐标

北京市出租车的乘
车和下车地理坐标

Fig.3 Visualization of NYC dataset

图3 NYC数据集可视化结果

Fig.4 Visualization of Beijing dataset

图4 Beijing数据集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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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隐私预算参数 ε 值来对比 KD-TSS、

SKD-Tree、KD-Stand 以及 KD-Hybrid 算法响应固定

范围查询的相对误差，进而对比4种算法的可用性。

图5表示NYC数据集范围查询结果。由图5（a）~

（c）可以发现，当查询范围固定到[1%,1%]、[5%,5%]、

[10%,10%]时，ε 从 0.1变化到 1.0，KD-TSS算法所取

得的查询精度是 SKD-Tree 算法的将近 3 倍，是 KD-

Stand 与 KD-Hybrid 算法的将近 10 倍。特别是查询

范围为[1%,1%]时，将近 13倍。图 5（d）~（f）显示，当

查询范围从[1%,1%]变化到[10%,10%]，ε 分别固定

为0.1、0.5、1.0时，KD-TSS算法取得的范围查询精度

是 SKD-Tree 算法的将近 2 倍，是 KD-Stand 与 KD-

Hybrid算法的将近 12倍。此外，从图 5（a）~（f）可以

看出，SKD-Tree算法同样优于KD-Stand与KD-Hybrid

算法。其主要原因是 NYC 数据偏斜比较严重，而

KD-TSS与SKD-Tree算法通过抽样技术能较好地避

免偏斜问题。同时KD-TSS采用SVT技术避免了对

隐私代价的多层次分割。

（2）基于 Beijing 数据集的 KD-TSS、SKD-Tree、

KD-Stand以及KD-Hybrid算法RE值比较

由图 6（a）~（c）可以看出，变化 ε 时，KD-TSS算

法所取得的查询精度稍微好于 SKD-Tree 算法，是

KD-Stand与KD-Hybrid算法的 3倍多。图 6（e）~（f）

显示，查询范围从[5%,5%]变化到[10%,10%]，ε 固定

时，KD-TSS 算法取得的范围查询精度是 SKD-Tree

算法的将近 2倍。查询范围从[1%,1%]变化到[10%,

10%]时，KD-TSS 算法取得的查询精度是 KD-Stand

与KD-Hybrid算法的将近4倍。其原因是Beijing数据

的偏斜度不是很大（参考图 4），由于KD-TSS算法同

时采用了抽样与SVT技术，其查询精度优于同类算法。

6 结束语

针对差分隐私保护下基于KD-树空间数据分割

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方法进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伯努利随机抽样技术的算法SKD-

Tree。由于SKD-Tree依赖KD-树高度添加拉普拉斯

噪音，重新提出了另外一种基于抽样与稀疏向量技

术的算法KD-TSS。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的结果显

示，SKD-Tree 与 KD-TSS 算法分别满足差分隐私。

最后，在真实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SKD-Tree与

Fig.5 Results of range queries on NYC dataset

图5 NYC数据集范围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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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TSS 算法能够输出比较精确的范围查询结果。

未来工作考虑高维度空间数据的分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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