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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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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空间数据进行分割

与分析，许多基于此类数据应用（如交通监控、导
航系统、位置推荐等） 的服务质量得以提高。 然

而，空间数据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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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移动用户轨迹中，轨迹数据通

常蕴含着丰富的个人敏感信息，比如就医地点，出
租车上车、下车地点等。 空间数据隐私是指个人

实体不愿意被外部知晓的位置或轨迹信息（例如，
家庭住址、就医地点等）。 在过去十几年中，如何

分割空间数据而又不披露数据中所蕴含的隐私是

数据库领域的研究热点。 虽然出现了多种基于 ｋ⁃
匿名［１⁃２］及其变种（例如 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等）的分割方

法，但是这些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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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分隐私［４⁃８］技术的出现和广泛认可使得空间数

据分割变为可能。 该技术可以确保在某一数据集

中插入或者删除一条记录的操作不会影响任何查

询的输出结果，从而保证了每条记录删除或者加

入该数据集不会对其隐私造成危险［９］。 相比传统

的隐私保护模型，差分隐私具有众多显著优点，最
重要的是所提供的隐私保护不依赖于攻击者的背

景知识，同时对于数据分割与查询也能提供严格

的可量化的隐私保证，这使得差分隐私对数据发

布与查询中的隐私保护非常合适。 本文着眼于基

于差分隐私的空间数据分割研究，对于差分隐私

保护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然后从当前常用

的空间分割方法的优缺点、关键技术以及适用范

围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１　 差分隐私保护模型

１．１　 差分隐私定义

差分隐私保护的核心思想是：给定一个数据

集 Ｄ，ｒ 是 Ｄ 所包含的记录。 设 ｆ 是 Ｄ 上任意的查

询或者分析操作，操作结果为 ｆ（Ｄ）。 如果把 ｒ 从
Ｄ 中删除（或者添加另外一条新的记录），然后进

行 ｆ 操作，如果操作结果仍然是 ｆ（Ｄ），则认为 ｒ 的
敏感信息在 Ｄ 中不会有额外风险。 基于此分析，
给出空间数据分割上的差分隐私形式化定义。

定义１ 　 给定一个空间数据分割方法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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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ｇｅ（Ａ） 为 Ａ 的输出范围，若 Ａ 在 Ｄ ＝ ｛ ｄ１， ｄ２，
…， ｄｎ｝与 Ｄ′ ＝ ｛ ｄ１， ｄ２， …， ｄｒ－１， ｄｒ＋１， …， ｄ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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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与 Ｄ′为相差一个空间数据点的近邻关系，
ε 表示隐私预算，其值越小则算法 Ａ 的隐私保护程

度越高。
从定义 １ 可以看出，ε⁃差分隐私限制了任意一

个空间数据点对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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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斯机

制［１０］与指数机制［１１］是实现差分隐私的主要技术。
而所需要的噪音大小与其响应查询或者分析函数

ｆ 的全局敏感性密切相关。
定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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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２）

其中，Ｒ 为映射的实数空间，ｄ 为 ｆ 的查询维度。
文献［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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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设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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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ｎ， （３）

其中，Ｌａｐ（λ） 为相互独立的拉普拉斯噪音变量，
λ≥Δｆ ／ ε。 噪音 通 常 由 拉 普 拉 斯 分 布 产 生， 即

Ｐｒ（Ｌａｐ（λ）＝ ｘ）＝ １
２λ

ｅ－ ｜ ｘ ｜ ／ 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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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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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空间结点中寻

找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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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 Ｐｒ［ｄｉ∈Ω］∝ｅｘｐ
εｕ（Ｄ，ｄｉ）

２Δｕ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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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该式可知，ｄｉ 的打分函

数越高，被选择输出的概率越大。

１．２　 查询误差度量

满足差分隐私的空间数据分割的最终目的

是能够比较精确地响应查询，或者给出比较精确

的分析结果。 然而，有拉普拉斯噪音的引入，不
可避免地会带来噪音误差，而噪音误差通常采用

绝对误差（ ２ Δｆ ／ ε） 或者方差（ ２ （ Δｆ ／ ε） ２ ） 来度

量。 目前差分隐私下的分割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基于数据无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技术、基于数据相

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技术。 如果查询来自于数据

无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查询误差通常由噪音

误差与均匀假设误差来度量；如果查询来自于数

据相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查询误差由噪音误

差与分割误差来度量，或者有噪音误差与数据转

换误差来度量。 接下来主要介绍数据无关的空

间数据分割方法与基于数据相关的空间数据分

割方法。

２　 基于差分隐私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

２．１　 基于数据无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

基于数据无关的空间分割常用的索引技术是

网格结构与树结构（ Ｑｕａｄ⁃树、ｂ⁃ａｒｙ 树等）。 这类

分割方法通常不考虑底层空间数据的实际分布，
而是采用数据结构对空间数据进行逻辑上的划

分，然后对每个分割单元进行噪音处理。 ＨＫＤ⁃
Ｔｒｅｅ［１２］是空间数据无关分割的早期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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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只有在数据均

匀分布的前提下才有效。 Ｕ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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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ＵＧ 能够比较合理地设定划分粒度，但是却没

有考虑数据分布的偏斜和稀疏性。 若某个单元过

于稀疏，甚至计数为零会导致过大的噪音误差；反
之一个单元过于密集，该单元划分不够彻底，会导

致过大的均匀假设误差。 ＤＰ⁃Ｗｈｅｒｅ 方法［１４］同样

采用均匀网格对移动人群的工作位置与家庭位置

进行分割，但该方法的不足与 ＵＧ 类似。 针对 ＵＧ
方法的不足，ＡＧ［１３］ 根据高层划分单元的粒度不

同，自适应地自顶向下划分。 虽然 ＡＧ 方法能够根

据数据稀疏性自适应地设置空间数据的划分粒

度，然而该方法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启发式规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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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数据稠密与稀疏之间的边界。 此外，该方法

同样没有考虑原始数据的实际分布。 文献［１５］在
空间数据众包应用中，采取 ＡＧ 方法进行空间分

割，然后利用拉普拉斯机制保护工作者的位置信

息。 Ｑｕａｄ⁃ｐｏｓｔ［１６］方法采用完全 Ｑｕａｄ⁃树对二维空

间数据进行自顶向下划分，完全 Ｑｕａｄ⁃树需要满足

所有的叶子至根路径具有相同长度，以及所有中

间结点具有相同的扇出。 为了提高分割精度，
Ｑｕａｄ⁃ｐｏｓｔ 利用几何分配技术划分隐私代价，利用

最小二乘法无偏估计对最终噪音响应结果进行了

后置处理。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合理地分配隐

私预算，噪音误差较低；缺点在于利用树的深度控

制噪音值的大小，如果树的深度比较大，则 Ｑｕａｄ⁃
树每层添加的噪音都非常大，致使最终的查询精

度很低。 此外，该方法没有考虑原始数据分布，仅
对叶子结点计数添加相应噪音，均匀假设误差比

较高。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１７］利用 Ｑｕａｄ⁃树与卡尔曼滤波技

术分割动态空间数据，该方法首先利用启发式阈

值判断每个划分单元是稀疏还是密集，若密集则

继续分割。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方法的不足与 Ｑｕａｄ⁃ｐｏｓｔ 方

法相似，均依赖树深度控制噪音值的大小。 不同

于 Ｑｕａｄ⁃ｐｏｓｔ 方法与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方法，ＰｒｉｖＴｒｅｅ［１８］方

法结合完全 Ｑｕａｄ⁃树划分空间数据，通过发布叶子

结点噪音计数以及非叶子结点域信息，来响应范

围查询。 该方法完全不依赖于树深度，通过结点

计数的偏移值来减少噪音，进而用一个噪音常量

来判断某个结点是否分割。 同时，该方法利用稀

疏向量技术［１９⁃２０］计算结点的分割阈值。 Ｂｏｏｓｔ２ 方

法［２１］采用 ｂ⁃ａｒｙ 树对数据进行层次分割，利用噪音

对每个结点中的计数进行扰动，然后以直方图的

形式发布每层的统计信息。 然而该方法也是用树

深度控制噪音。 Ｈｂ 方法［２２］利用 ｂ⁃ａｒｙ 树对数据进

行层次分割，该方法讨论了树的深度、树的扇出、
数据维度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约束推理对查询结

果进行后置处理。 ＧＳ［２３］方法利用抽样方法处理

空间数据，然后把空间计数分成大小相同的组，并
为每组的均值添加噪音，然而该方法的最终分割

精度比较低。 ＤＰ⁃Ｔｒｅｅ［２４］方法利用嵌入树分割多

维空间数据，并支持范围计数查询，但是该方法利

用树深度控制噪音，并容易受树的扇出影响。 综

上，表 １ 分别对上述方法进行分析对比。

表 １　 基于数据无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技术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名称

ＨＫＤ⁃Ｔｒｅｅ［１２］

ＵＧ［１３］

ＡＧ［１３］

Ｑｕａｄ⁃ｐｏｓｔ［１６］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１７］

ＰｒｉｖＴｒｅｅ［１８］

Ｂｏｏｔ２［２１］

Ｈｂ
［２２］

ＧＳ［２３］

ＤＰ⁃Ｔｒｅｅ［２４］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计算开销 实际精度

支持范围查询 分割误差大，可用性低 高；涉及额外分割操作 差；取决数据实际分布

支持长度范围查询 没有考虑数据的稀疏性 中；网格划分操作 一般；取决划分粒度

支持范围查询，均衡误差 采用启发式划分 中；网格划分操作 好；取决两层划分粒度

支持长范围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后置处理

支持范围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额外卡尔曼过滤 一般；取决卡尔曼过滤

支持范围计数查询 无法应对大规模数据 中；额外阈值操作 好；取决噪音常量设置

支持范围计数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后置处理

支持较长范围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好；取决后置处理与扇出

支持较长范围计数查询 分割误差大 中；额外的抽样操作 差；取决于抽样效果

支持范围计数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数据维度影响 一般；取决后置处理

　 　 总体来看，大多数已有的方法大都受到实际

的数据分布影响，通常采用树深度控制拉普拉斯

噪音量，导致计算开销比较高、实际的可用性比较

低。 上述这些方法通常无法顾及如何均衡噪音误

差与均匀假设误差。 一些基于网格结构的分割方

法，虽然顾及到了上述两种误差的均衡，但没有考

虑到如何利用启发式规则来自适应地设置均衡参

数。 当空间数据达到百万级别时，上述这些方法

通常无法输出精确的分割结果。 此外，上述方法

大都属于数据无关的方法，优势在于能够给出严

谨的数据可用性理论下界。 但在实际数据上，这
一系列方法均无法获得理想数据可用性和效率。
这一缺点引出了数据相关方法的研究。

２．２　 基于数据相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

基于数据相关的空间分割常用的索引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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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结构（ ＫＤ⁃树、Ｈｉｌｂｅｒｔ⁃Ｒ 树、Ｈ⁃树、前缀树、分类

树、小波树等）。 这类分割方法通常要考虑底层空

间数据的实际分布，根据空间数据点的实际位置

进行分割。 然而，这种分割必须在差分隐私保护

下进行，否则会泄露底层数据的隐私。 ＫＤ⁃ＳＭ［２５］

是采用 ＫＤ⁃树划分相关数据的早期代表，该方法

采用噪音均值代替中位数来划分数据空间。 通过

噪音和与噪音计数的比率来获得噪音均值，然而

这种方法获得的噪音中位数与实际值差别比较

大。 ＫＤ⁃Ｓｔａｎｄ［１６］利用指数机制［３４］选择中位数，以
免泄露实际的空间数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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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为树中结点添加拉普拉斯噪音

时，采用 ＫＤ⁃树的深度控制每层的噪音量。 不同

于 ＫＤ⁃Ｓｔａｎｄ 方法，ＫＤ⁃Ｈｙｂｒｉｄ［１６］首先利用 Ｑｕａｄ⁃树
分割部分原始数据，然后再利用 ＫＤ⁃树分割剩余

数据，其分割原理与 ＫＤ⁃Ｓｔａｎｄ 相同，分割精度高于

ＫＤ⁃Ｓｔａｎｄ 方法。 但是，ＫＤ⁃Ｈｙｂｒｉｄ 同样采用树深度

控制噪音量。 ＨＴ⁃Ｓｔａｎｄ 方法［２６］采用两层 Ｈ⁃树分

割空间数据，该方法采用较少隐私代价为每个结

点添加噪音值，较多隐私代价实现中位数选择。
尽管该方法只对隐私代价做两次分割，但是在寻

找中位数时，要不断分割隐私代价，进而使得找出

来的中位数会越来越不准确。 此外，当空间数据

达到百万级别时，两层 Ｈ⁃树很难有效索引。
除了上述的 ＫＤ⁃树、Ｈ⁃树之外，还有一些方法

依赖分类树与前缀树来分割数据。 而这些方法通

常可以直接用于空间数据分割。 ＤｉｆｆＰａｒｔ［２７］采用自

顶向下的方式随机地分割基于泛化技术［２８］的分类

树。 按照分类树索引结构，树的根结点存储所有

空间数据点，然后逐层向下分割。 然而， ＤｉｆｆＰａｒｔ
方法仅支持计数查询，在泛化时没有考虑空间数

据之间的相似关系。 ＤｉｆｆＧｅｎ 方法［２９］结合指数机

制与信息增益来确定决策树中的分割属性，借助

于分类树自顶向下地把所有的数据点分割到叶子

结点中去，然后对叶子结点中的计数值添加拉普

拉斯噪音。 Ｈｙｂｒｉｄ⁃Ｂｕｓ［３０］借鉴前缀树与分类树对

空间轨迹数据进行自顶向下分割，并利用前缀树

本身所蕴含的固有约束，设计了一种一致性约束

推理策略来增强分割精度。 但是该方法却忽视了

空间轨迹自身携带的时间戳，导致分割结果的可

用性较低。 Ｎ⁃Ｇｒａｍ［３１］方法通过抽取所有变长的

ｎ⁃ｇｒａｍ，并结合前缀树索引分割序列数据。 Ｎ⁃
Ｇｒａｍ 方法采用马尔科夫过程来自适应地分配隐

私预算。 然而，该方法却人为设定 ｎ⁃ｇｒａｍ 的最大

长度，进而造成隐私预算分割的合理性较差。 类

似于 Ｎ⁃Ｇｒａｍ 方法， ＤＮＡ⁃Ｍｏｔｉｆ 方法［３２］ 与 Ｍ⁃ＯＭＣ
方法［３３］也是采用最大长度参数控制 ＤＮＡ 序列数

据与轨迹数据，这两种方法具有与 Ｎ⁃Ｇｒａｍ 相同的

缺陷。 ＤＰＴ［３４］方法利用前缀树结构离散化空间轨

迹数据，采用方向权重采样技术抽取空间数据，并
基于抽样数据构建前缀树。 然后利用顺序马尔科

夫过程选择合适的且满足差分隐私的前缀树。 此

外，ＥＦＰＡＧ 方法［３５］采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作为索引结构

来分割空间数据，然后针对每个分割单元添加相

应的噪音值。 综上，表 ２ 给出了上述方法之间的

对比分析。

表 ２　 基于数据相关的空间数据分割技术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名称

ＫＤ⁃ＳＭ［２５］

ＫＤ⁃Ｓｔａｎｄ［１６］

ＫＤ⁃Ｈｙｂｒｉｄ［１６］

ＨＴ⁃Ｓｔａｎｄ［２６］

ＤｉｆｆＰａｒｔ［２７］

ＤｉｆｆＧｅｎ［２９］

Ｈｙｂｒｉｄ⁃Ｂｕｓ［３０］

Ｎ⁃Ｇｒａｍ［３１］

Ｍ⁃ＯＭＣ［３３］

ＤＰＴ［３４］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计算开销 实际精度

支持计数查询 噪音均值带来的误差大 高；额外的通信代价 差；取决数据分布

支持范围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中；树划分操作 一般；取决数据分布

支持范围计数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高；额外网格划分操作 好；取决网格划分粒度

支持范围查询 无法应对大规模数据 中；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隐私代价分配

支持计数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中；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隐私代价分配

支持决策树分类 无法应对连续型属性 高；额外信息增益计算 一般；取决数据分布

支持计数查询 利用树深度控制噪音量 中；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数据维度

支持较范围查询 利用最大长度控制噪音 高；额外数据重构操作 好；取决最大分割长度

支持较范围查询 利用最大长度控制噪音 中；额外后置处理操作 一般；取决最大分割长度

支持较范围计数查询 利用马尔科夫选择模型 高；额外的抽样操作 好；取决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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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２ 可以看出，许多基于 ＫＤ⁃树的空间数据

分割方法，通常依赖树的深度控制拉普拉斯噪音

量，而设置合适的树深度非常具有挑战性。 此外

基于其它树结构的分割方法同样是利用树深度控

制噪音大小。 尽管上述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但是它们距离解决实际应用中的空间数据

分割问题仍然很遥远。 就我们所知，目前仍没有

能够支持实际应用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

３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差分隐私下的空间数据分割方法做了

系统总结，分析了现有分割方法的技术特点与不

足。 总体来看，基于差分隐私的空间分割方法研

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挑战性问题有待

解决。 接下来对一些挑战性问题给予展望，并给

出相应的研究方法。
１） 已有的数据无关与数据相关的空间分割

方法常处理小规模空间数据。 然而，实际生活中

的空间数据通常是大规模的与偏斜的。 大规模的

数据会导致基于树结构与网格结构的分割方法无

法实施。 偏斜的数据通常会导致树与网格结构出

现大量的 ０ 值结点或者 ０ 值单元，如果直接对这

些 ０ 值进行噪音扰动，会导致最终查询或者分析

结果的可用性非常低。 因此，如何分割大规模且

偏斜的空间数据是个大的挑战。 结合上述分析，
可以利用满足差分隐私抽样技术和滤波技术获取

足够多的样本，然后基于样本进行分割。
２） 已有的基于树结构的空间分割方法，通常

采用树深度控制拉普拉斯噪音大小。 然而，如何

设置合适的树深度非常困难，如果人为直接调节

树深度的大小，则调节过程会违背差分隐私，进而

无法保护空间数据中的敏感信息。 如果能够在为

树中的结点添加噪音时不依赖树深度控制噪音，
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综上分析，可以利用稀疏

向量技术来设置树中结点的分割条件，而在分割

过程中，分割结点只需与稀疏向量技术产生的阈

值比较即可，无需记录其噪音值。 这样在计算过

程中，隐私代价无需重复分配。 因此，利用稀疏向

量技术是解决树深度控制噪音的途径之一。
３） 已有的空间分割方法通常着眼于静态数

据，而在实际应用中，空间数据通常随时间而演

化。 例如人群的轨迹数据。 目前基于静态的空间

分割方法无法直接应用动态环境。 动态的空间数

据分割存在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对动态空间数据

进行建模；二是如何在动态环境中分配隐私代价。
针对第一个挑战，可以利用基于滑动窗的动态马

尔科夫过程对动态空间数据进行建模，在每个滑

动窗中分割相应的空间数据。 针对第二个问题，
可以考虑设计一套动态的隐私参数分配策略，结
合滑动窗中空间数据之间的相似性来节省部分隐

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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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２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３ ７５７⁃７６８．

 １４  Ｍｉｒ Ｄ Ｊ Ｉｓａａｃｍａｎ Ｓ Ｃａｃｅｒｅｓ Ｒ ｅｔ ａｌ． ＤＰ⁃Ｗｈ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３ ５８０⁃５８８．

 １５  Ｔｏ Ｈ Ｇｈｉｎｉｔａ Ｇ Ｓｈａｈａｂｉ Ｃ．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４０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２０１４ ９１９⁃９３０．

 １６  Ｃｏｒｍｏｄｅ Ｇ Ｐｒｏｃｏｐｉｕｃ Ｃ Ｍ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Ｄ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Ａ ２０１２ ２０⁃３１．

 １７  Ｆａｎ Ｌ Ｂｏｎｏｍｉ Ｌ Ｘｉｏｎｇ Ｌ ｅｔ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ｅｂ ｂｒｏｗｓ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ｏｕ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０１４ 

１７７⁃１８８．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Ｊ Ｘｉａｏ Ｘ Ｘｉｅ Ｘ．ＰｒｉｖＴｒｅ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６ｔｈ

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ＵＳＡ ２０１６ １５５⁃１７０．

 １９  Ｌｅｅ Ｊ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Ｃ Ｗ． Ｔｏｐ⁃ｋ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ｅｔｓ ｖｉ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ｐ⁃ｔｒｅｅ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 ２０１４ ９３１⁃９４０．

 ２０  Ｃｈｅｎ Ｒ Ｘｉａｏ Ｑ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２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ｙｄｎｅｙ ＮＳ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５ １２９⁃１３８．

 ２１  Ｈａｙ Ｍ Ｒａｓｔｏｇｉ Ｖ Ｍｉｋｌａｕ Ｇ ｅｔ ａｌ．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ＬＤＢ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３ １  １０２１⁃１０３２．

 ２２  Ｑａｒｄａｊｉ Ｗ Ｙａｎｇ Ｗ Ｌｉ 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ＬＤＢ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６ １  １０２１⁃１０３２．

 ２３  Ｋｅｌｌａｒｉｓ Ｇ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ｖｉａ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ＬＤＢ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６ １  ３０１⁃３１２．

 ２４  Ｐｅｎｇ Ｓ Ｙ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ＤＰ⁃ｔｒｅ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２ｔｈ ＡＣＭ Ｉｎｔ Ｃｏｎｆ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ｃｏｔｔｓｄａｌｅ ＡＺ 

ＵＳＡ ２０１２ ８６４．

 ２５  Ｉｎａｎ Ａ Ｋａｎｔａｒｃｉｏｇｌｕ Ｍ Ｇｈｉｎｉｔａ Ｇ ｅｔ 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１２３⁃１３４．

 ２６  Ｔｏ Ｈ Ｆａｎ Ｌ Ｓｈａｈａｂｉ 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ｔｒｅｅ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ｔ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ｓｐａｔｉａｌ ２０１５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Ａ ２０１５ ９５⁃８２．

 ２７  Ｃｈｅｎ Ｒ Ｆｕｎｇ Ｂ Ｃ Ｍ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 ｅｔ 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ｔ⁃ｖａｌｕｅｄ

ｄａｔａ ｖｉ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ＬＤＢ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４ １１  １０８７⁃１０９８．

 ２８  周水庚 李丰 陶宇飞 等．面向数据库应用的隐私保护研究综

述 Ｊ  ．计算机学报 ２００９ ３２ ５  ８４７⁃８６１．

 ２９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 Ｃｈｅｎ Ｒ Ｆｕｎｇ Ｂ Ｃ Ｍ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ＣＡ ＵＳＡ ２０１１ ４９３⁃５０１．

 ３０  Ｃｈｅｎ Ｒ Ｆｕｎｇ Ｂ Ｃ Ｍ Ｄｅｓａｉ Ｂ Ｃ ｅｔ 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 

２１３⁃２２１．

 ３１  Ｃｈｅｎ Ｒ Ａｃｓ Ｇ 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ｃｃｉａ 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ｎ⁃ｇｒａｍ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ＮＣ ＵＳＡ ２０１２ ６３８⁃６４９．

 ３２  Ｃｈｅｎ Ｒ Ｐｅｎｇ Ｙ Ｃｈｏｉ Ｂ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ＮＡ ｍｏｔｉ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５０ 

１２２⁃１３２．

 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Ｊ Ｇｈｉｎｉｔａ Ｇ Ｃｈｏｗ 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ｏ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４ １１５４⁃１１６５．

 ３４  Ｈｅ Ｘ Ｃｏｒｍｏｄｅ Ｇ Ｍａｃｈａｎａｖａｊｊｈａｌａ Ａ．ＤＰ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ＬＤＢ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７ １  １１５４⁃１１６５．

 ３５  Ａｃｓ Ｇ 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ｃｃｉａ Ｃ．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 ２０１４ １６７９⁃１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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