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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隐私政策条款和机器学习的应用分类 *

朱璋颖，陆亦恬，唐祝寿，张 燕

（上海犇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201100）

摘 要：为了提升隐私政策可读性并评价其质量，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中文隐私政策条款自

动分类方法。首先，确立条款分类指标体系，从不同类别条款中提取特征；其次，建立和训练基

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层次多标签分类模型，在测试集上通过实验对比各算法性能；最后，基于分类

结果检测隐私政策的虚假性和完整性，同时设计了隐私政策评价方法对其进行评分。实验结果表明，

支持向量机模型在分类效果上优于其他模型，准确率达到 86%，验证了该方法在自动分类隐私政策

条款上的可行性。此外，对华为应用市场中 1 500 篇隐私政策检测发现，其中 38.5% 不是隐私政策，

余下隐私政策中 92.5% 的内容不完整，大部分得分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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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Privacy Policy Terms  
and Machine Learning

ZHU Zhang-ying, LU Yi-tian, TANG Zhu-shou, ZHANG Yan
(Pwnz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11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adability of privacy policy and evaluate its quality, a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privacy policy term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is proposed. Firstly, a 
clause classific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extract features from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lauses. 
Then, a hierarchical multi-label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s established 
and train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algorithm is compared through experiments on the test set. Finall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false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privacy policy are detec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rivacy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 is designed to score i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odel is superior to other models in the classification effect, with an accuracy 
rate of 86%, which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privacy policy 
terms. In addition, a test of 1,500 privacy policies in Huawei App Market shows that 38.5% of them are not 
privacy policies, and 92.5% of the remaining privacy policies are incomplete, and most scores ar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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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隐私政策是披露用户数据如何被搜集、使用、

共享和管理的声明 [1]。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被

APP 收集，与 APP 相关的隐私政策逐步受到关注。

本文以问卷的形式调查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的情况。

调查结果发现，60.3% 的用户不了解隐私政策的作

用，46.4% 的用户在使用 APP 前不会阅读隐私政

策 [2]。隐私政策篇幅长、用语专业等原因，影响了

用户阅读隐私政策。因此，隐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很有可能成为用户隐私安全的漏洞。针对以上现象，

本文提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中文隐私政策条款自动

分类方法，以达到提升隐私政策可读性并评价其质

量的目的。

目前，人们试图根据 GDPR[3] 标准化英文隐私

政策的相关工作 [4-7]。另外，有相关研究对英文隐

私政策条款进行自动分类。例如：Contissa 等 [8] 利

用机器学习技术对英文隐私政策进行评估，从而发

现其中的问题条款；Harkous 等 [9-10] 使用众包任务

标注数据，设计自动化隐私政策分析框架 Polisis 对

隐私政策条款进行分类。此外，也有针对中文隐私

政策现状进行分析的调研。例如：朱颖 [11] 基于 96

个移动应用 APP 对中文隐私政策进行分析；付少雄

等 [12] 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中文隐私政策的制定内

容；申琦 [13] 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中文隐私政策的

现状与不足。目前，针对中文隐私政策条款自动分

类的工作并不多。来自 JUNO 隐私政策数据监测平

台 [14] 的数据表明，应用市场中 47.8% 的隐私政策

为中文隐私政策。本文提出的自动分类方法相较传

统的内容分析法，可以更快速分析中文隐私政策，

既提升其可读性，又节省大量分析时间，因此具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使用中文文本处理方法和特征选择方法，

通过对比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和卷积神经网络

3种模型的文本分类效果，最终使用支持向量机建

立中文隐私政策条款自动分类模型。基于隐私政策

条款自动分类的结果，检测隐私政策的虚假性和完

整性，再依据设计的评价方法对隐私政策进行评分。

1 层次多标签分类模型

1.1 条款自动分类流程

本文构建的隐私政策条款自动分类框架，如图

1所示。

 

数据预处理

特征选择 训练分类模型

支持向量机模型

虚假隐私政策检测

隐私政策完整性检测

隐私政策评分

隐私政策文本

数据集
隐私政策文本

分类结果

图 1 条款分类框架

隐私政策条款自动分类流程主要分为模型训

练、模型应用和检测分析阶段。

隐私政策层次多标签模型的训练先是进行人工

标注数据，确定条款类别标签及其对应的属性标签，

然后使用 TF-IDF 算法 [15] 进行特征选择，提取各类

别条款的关键特征训练分类模型，通过调节参数提

升模型的性能，最后得到分类模型。

层次多标签模型的应用先是对隐私政策各项类

别的条款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进行特征选择，最

后调用训练得到的分类模型实现条款分类。

层次多标签模型的检测分析先基于分类结果对

隐私政策条款进行虚假性检测，然后进行条款的完

整性检测，最后通过设计的隐私政策评价方法得出

隐私政策的评分结果。

1.2 隐私政策条款分类指标体系

赵波等 [16] 认为，国内目前缺少直接针对 APP

个人信息安全评估的标准，且结合当前针对个人信

息安全发布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和标准文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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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出《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是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标准。因此，

本文以《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为主要

参考标准，根据其中的要求，总结得出隐私政策条

款应该至少包含 7个基本分类，而本文将其定义为

类别，如个人信息控制者（以下统称“第一方”）

收集 / 使用、其他通用信息等。本文将 7个基本分

类对应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属性，如第一方收集 / 使

用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方收集的个人信息、第一方何

时收集以及第一方收集的目的等。此处以第一方收

集/使用类别为例进行详细定义说明，如表1所示。

表 1 第一方收集 / 使用部分定义

类别 对应说明 属性 对应说明 值 条款内容

第一方

收集

/ 使用

第一方

在用户同

意该隐私政

策后的一系

列收集用户

信息举动

第一方

何时收集

第一方在用户进行何种

操作时对用户进行的信息收集
特定场景下的收集 你使用推荐通信录好友

功能时，在获得你的明示同

意后，我们会将你通信录中

的信息进行高强度加密算法

处理后，用于向你推荐通信

录中的好友

第一方收集

的个人信息

运营者在用户进行何种操作时，

收集用户的具体何种个人信息
收集用户的联系信息

第一方

收集的目的

运营者在用户进行何种操作时，

因何种目的收集用户信息
APP 运营所需

根据分类定义，结合《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的要求，借鉴相关工作 [9] 的方法，本文

对隐私政策内容进行了划分。结合隐私政策标注过

程的反馈进行反复修正，最终形成“类别 -属性 -

值”层次结构的分类指标体系。该分类指标体系包

含 7个类别、50 个属性和 91 个值 [17]，部分分类指

标体系如图 2所示。

 第一方收集/使用

采集的渠道

收集的目的

是否有交互

用户的选择

用户选择造成的影响

与第三方共享/转让/公开

共享的目的

相关实体

是否有交互

共享的方式

对于第三方的约束

何时与第三方共享

...

相关实体

1.不明确的第三方

2.明确的第三方

3.关联公司

4.其他用户

5.对外公开

数据安全

安全措施

发生事故的处理方式

数据存储期限

跨境传输

传输的目的

...

用户访问/编辑/删除的方法

用户可进行的操作

操作途径

供应商动作

操作对用户造成的影响

条款更改

更改原因

告知方式

用户选择

面对特定人群条款

用户选择

供应商动作

用户选择

1.监护人同意使用

2.停止使用服务

其他通用信息

隐私政策适用范围

运营者信息

隐私政策时效

运营者信息

1.公司名称

2.公司注册地址

3.联系方式

图 2 分类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体系中方框内的内容代表 7个基本分

类，分别用First-Party-Collect-Use和Third-Party-Share 

等标签表示。每个方框下对应的内容代表该类别

的属性，分别用 First-Party-Collect-Use-Purpose 和

First-Party-Collect-Use-Collect-User-Choice 等标签

表示。对于大部分属性设计相应的值选项，如是否

有交互属性设置了是和否两个值。

1.3 条款标注

条款标注以众包任务的方式进行，招募的 10

名学生全部来自于法律相关专业，在确保标注者充

分理解分类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其开放在线标注

工具 BRAT[18] 入口对隐私政策进行标注。经过充分

讨论标注有疑问的内容，最终通过调整分类指标体

系或者放弃标注等方式解决。对于每一个标注标签
需支付 0.4 元的报酬，整个标注过程历时 90 天。

本文通过 Cohen’s kappa 系数 [19] 检验数据标
注的一致性，证明数据标注内容是可信的。该过程
最终形成了包含100篇中文隐私政策条款数据集[20]。
参考 OPP-115[9] 的命名方法，本文将该数据集命名
为 Chinese-OPP-100。该数据集中共包含 11 440 个
类别和属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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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过程

2.1 隐私政策数据集构建

本文爬取华为应用市场中 100 个热门应用的隐

私政策作为数据集，覆盖 17 种应用类型（包括影

音娱乐、实用工具和社交通信等）。在 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期间，通过持续监控

华为应用市场，本文爬取1 500份隐私政策用于检测。

2.2 数据预处理和特征选择

2.2.1 数据预处理阶段

为了使后续的特征选择更准确，本文通过 Jieba[21]

分词工具的自定义词典功能导入自定义词典。本文

的自定义词典根据隐私政策条款的特点进行人工整

理与添加。部分自定义词典内容包括匿名化处理、

隐私政策以及敏感信息等。为了减少隐私政策中的

噪音词，如“的”“甚至”等出现频率高且没有实

际意义的词，本文调用哈工大停用词表对隐私政策

条款进行去噪处理，以提高后续的分类效果。

2.2.2 特征选择阶段

分类模型性能受到类别特征中无明显分类特征

词的影响，因此可通过 TF-IDF 算法 [15] 进行特征选

择，选择出能够识别不同条款类别的有效特征。各

类别条款关键特征词的部分展示如表 2所示。关键

词的权重值越大，表明该词对该类别条款越重要。

表 2 类别条款关键特征词部分展示

类别（带标签表示） 部分关键词 权重值

数据安全（Data-Security） 安全 0.824

第一方收集 / 使用（First-Party-Collect-Use） 收集 0.836

其他通用信息（General-Information） 地址 0.792

条款更改（Policy-Change） 变更 0.921

面对特定人群条款（Specific-Audience） 未成年人 0.876

与第三方共享 / 转让 / 公开（Third-Party-Share） 共享 0.897

用户访问 / 编辑 / 删除的方法（User-Access-Edit-Delete-Control） 编辑 0.789

2.3 训练方法

为了实现隐私政策条款的自动分类，本文采用

机器学习技术，将数据集以 8:2 分成训练集和测试

集。使用了基于 scikit-learn 工具包 [22] 的朴素贝叶

斯和支持向量机，以及基于 Keras[23] 的卷积神经网

络，分别训练多标签分类模型。使用网格搜索自动

调整参数，采用简单交叉验证的方法进行训练，每

组实验重复5次，以防止随机影响。模型训练完成后，

调用分类模型对隐私政策测试集进行类别和属性标

签的预测，并与隐私政策条款应该正确对应的类别

和属性标签进行比较，计算分类器的性能评价指标。

本文基于类别和属性建立层次多标签分类指标

体系。在进行隐私政策条款的自动分类时，先定位

到本文定义的类别标签上，再定位到每个类别标签

下相对应的属性标签上。因此，本文先对数据集中

的 7个类别标签构建一个类别多标签分类模型，再

针对各个属性标签构建属性多标签分类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的分类算法是支持向量机算法 [24]。 

由于本文的数据集是多标签数据集，区别于一般的

二分类问题，因此采取One-vs-all 策略构建分类器，

具体采用 scikit-learn 工具包中 One Vs Rest Classifier

进行实现。在本文样本数量少且特征数量多的情况

下，考虑线性支持向量机，使用核函数将有限维空

间映射到高维空间，使其线性可分。同时，本文设

定惩罚因子C来提升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性能。因此，
本文设置了多个惩罚因子 C，以观察不同惩罚因子
下支持向量机模型的分类准确率。

图 3显示了不同惩罚因子下简单交叉验证法的

分类精确率（横坐标为惩罚因子，纵坐标为对应的

分类精确率），表明惩罚因子 C分别为 1、1.5、2、
4、6、8、8.5 和 9 这 8 个不同数值时，分类精确率

逐渐减小。因此，本实验中惩罚因子设为 1。

图 3 不同惩罚因子下的分类精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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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仍以类别多标签分类为例。当本文选取惩

罚因子 C=1 时，用简单交叉验证法验证支持向量机
模型的分类精确率达到了 86%。

2.4 性能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精确率 P、召回率 R和 F1 值对训练
得到的分类模型进行性能评价，计算公式分别为：

 

ba
aP
+

=  （1）

 

ca
aR
+

=  （2）

 

RP
RPF
+
××

=
2

1  （3）

式中，a表示人工分类中属于该类的隐私政策
条被分到该类的数目，b表示人工分类中不属于该
类的隐私政策条款被分类模型分到该类的数目， 

c表示原本属于该类的隐私政策条款却被分类模型
分到其他类的数目。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类别标签分类结果

为了研究上述分类算法对隐私政策条款类别

和属性标签分类的有效性，分别基于本文训练得到

的 3种多标签分类模型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如 

图 4 所示。

图 4 3 种分类模型的性能对比

从图 4可以看出，支持向量机模型的精确率、

召回率和 F1 值均在 0.85 左右，明显优于其他分类
模型。当一个分类模型的性能达到较优时，其召回

率增长的同时，精确率仍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上。而当精确率和召回率均较大时，才能保证 F1
值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数据不均衡问题给分

类模型性能造成的影响。反观朴素贝叶斯和卷积神

经网络模型的精确率较好，但是这两个模型的召回

率和 F1 值明显偏低。因此，从图 4 可知，支持向
量机模型在整体分类结果中所表现的性能最好。

3.2 属性标签分类结果

本文研究的是层次多标签分类问题，类别标签

类别分类性能指标不能代表隐私政策中各个类别对

应属性标签的分类能力。因此，在隐私政策类别分

类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各种算法对本文

分类指标体系中 7种条款类别标签对应的属性标签

的分类性能，结果如图 5所示。

（a）第一方收集使用

（b）用户访问编辑删除的方法

（c）与第三方共享转让公开

（d）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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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条款更改

（f）面向特定人群用户条款

（g）其他通用信息

图 5 属性标签的分类性能

从图 5可看出，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和卷

积神经网络这 3个模型，面向特定人群用户条款和

数据安全两个类别对应的属性标签的分类性能都较

好。这与这两个类别下属性标签的分类特征较为明

显有关，模型能够较好地学习到特征。第一方收集

使用和与第三方共享转让公开类别对应的属性标签

的分类性能，较以上两个类别稍弱。3种分类模型

的精确率值都达到了 0.90 以上，召回率和 F1 值也
都在 0.85 以上。这与训练数据量大有关，模型能充

分学习到分类特征。其余 3个类别对应的属性标签

的分类性能稍弱，这与这 3个类别下的属性标签较

为复杂有关，会干扰模型学习分类特征，从而对最

后分类性能造成影响。纵观图 5中所有类别下属性

标签的分类性能，支持向量机模型在 7个条款类别

下的分类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其准确率、

召回率和 F1 值均在 0.90 上下，在各个类别对应的

属性标签的分类性能上明显优于其余两个模型。

4 检测分析

4.1 虚假隐私政策检测

应用市场会为开发者提供填写隐私政策链接的

接口，但部分开发者会在此接口处填写用户协议、

官方网站或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的混合文本链接。

据JUNO隐私政策数据监测平台[14]的爬取结果显示，

仅华为应用市场中就存在上万个隐私政策链接，因

此通过人工审核来识别隐私政策的虚假性是不现实

的。为了对这些虚假隐私政策进行自动检测，设计

了一种判断虚假隐私政策的检测方法。

虚假隐私政策的检测基于以下事实。本文根据

对华为应用市场上绝大多数隐私政策的观察，认为

一篇隐私政策中描述符合除“其他通用信息”外的6

项类别条款的比重应该占全文的绝大篇幅。本文设 

置系数 R，在小型数据集上进行简单实验，由式（4）
计算得出可以将 R设置为 0.55。其中，L代表文本
长度，li(i=1,2,…,6) 代表文本分类后这 6个类别分别
对应的结果数量。如果一篇隐私政策中条款描述符

合这 6个类别的占比小于 R，则认为该隐私政策为
虚假隐私政策。

本文对华为市场中的 1 500 份隐私政策进行

虚假检测。在 1 500 篇被检测的文档中发现，578

（38.5%）篇文档属于虚假隐私政策。本文在 578

篇虚假隐私政策中随机抽样 250 篇进行人工检测，

发现有23篇隐私政策被错误检测为虚假隐私政策，

准确率为 90.8%。根据对样本检测的结果，推断出

R的值设置是合理的。
 ( )1,2, ,6il i
R

L
=

=
…

 （4）

4.2 隐私政策完整性检测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要求隐私

政策应该完整描述所要告知用户的所有条款信息。

因此，如果一篇隐私政策中未全部涵盖本文分类标

准中的所有类别对应的条款或者本文分类标准中类

别下所有属性对应的条款涵盖的不全，那么该篇隐

私政策就是不完整的隐私政策。

基于隐私政策条款自动分类结果，本文对过滤

掉虚假隐私政策后的922篇正常隐私政策进行统计，

结果如图6所示。从统计结果发现，共有85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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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隐私政策没有完整说明“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所要求的内容，其中有 707 篇隐私政策

没有提到个人信息超期处理方式，有 414 篇和 447

篇没有提及个人信息存储期限和个人信息出境情

况。最终实验结果表明，目前大部分隐私政策条款

在完整性方面不能满足《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

全规范》的要求。

图 6 隐私政策条款完整性检测

4.3 隐私政策的内容分布和完整性评分

观察发现，隐私政策条款分布中最常见的问题

是：对一个类别条款的描述在隐私政策中多处提及，

而不同类别条款的描述又可能在隐私政策中某个位

置交叉提及，这种情况下用户很难抓住隐私政策中

表达的具体内容。例如，很常见的“第一方收集 /

使用”和“与第三方共享 / 转让 / 公开”这两个类

别条款在隐私政策中交错提及，用户很容易混淆这

两个类别条款。

因此，本文认为隐私政策条款越完整、分布越

集中，得到的评分应该越高。本文以类别为依据，

对隐私政策分布情况进行评价，设计了如下评价

方法。假设一篇隐私政策包含 N句话和 M个类别
Ci，其中某个类别 Ci包含 ni句表述。针对某个类

别 Ci，本文使用式（5）的评价方法表示其条款表

述是否集中。

 
( )

12 2
, 11

2

in
i ii

i

N d
E C

N

-

+=
-

= ∑  （5）

式中，di,i+1 表示相同类别 Ci表述条款之间包含

其他类别表述条款的数量。式（5）的例外情况为：

如果一份隐私政策中缺少与 Ci对应的隐私政策描

述，则 E(Ci)=0；如果与 Ci对应的隐私政策只有一

句话，则 E(C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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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篇隐私政策，使用如式（6）所示的评

分方法。式（6）中 Q=138，为隐私协议中平均语
句数量。之所以在类别平均评分结果上乘以系数

 N
Q ，是为了避免只包含少量条款的隐私政策得到

高的评分。最后，使用 arctan 函数进行归一化处理。

根据上述评分方法，本文选择华为应用中不同

类型的 10 款 APP 进行对比评估。表 3显示了每款

APP 隐私政策中所存在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及其对

应的量化评分结果。量化评分结果可以直观表明隐

私政策条款表述是否集中和条款是否完整。图 7给

出了 922 篇隐私政策的得分分布，横轴代表隐私政

策的分数，纵轴代表评分区间内的隐私政策的数量。

可以看出，有 32.6%（301 篇）隐私政策在 0～ 0.2，

6.3%（57 篇）的隐私政策在 0.5 ～ 0.7。因此，整

体上看，隐私政策的质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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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隐私政策得分分布

5 结 语

本文针对用户因中文隐私政策篇幅长、内容难

以理解而不愿阅读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隐私政策条

款自动分类的方法，并以华为应用市场为数据来源，

采用 TF-IDF 算法提取隐私政策各类别条款的关键

特征，最终调用训练得到的支持向量机模型使隐私

政策条款可以自动划分成各个类别，方便人们对隐

私政策的阅读与理解，并通过分类结果评价华为应

用市场中的隐私政策质量。通过在数据集上的测试

与验证，证明了本文提出的自动分类法是有效的。

该方法可对隐私政策条款按照本文定义的分类指标

体系进行较为准确的分类，同时基于该方法对隐私

政策的完整性进行了评价，并对隐私政策进行评分。

分析结果表明，目前隐私政策的总体质量较低，无

法体现其条款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

本文标注数据集的数量有限，影响分类模型充

分学习特征，使模型的分类性能受到了影响，因此

下一步将扩充标注数据集，以提升模型的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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