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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隐私保护：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
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的隐私性和安全性
这两种现有的新兴技术可有效保护人工智能应用中所使用的数据， 
但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增强其实际可行性

同
态加密和联邦学习是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技

术，其目的均在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

在执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任务的过程中

更好地确保隐私性和安全性？据德勤全球预测，由

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日益迫切，同态加密和联邦

学习市场将在2022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达到2.5亿
美元以上。到2025年，该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5亿
美元。1  

数据越安全，人工智能的 
应用越广泛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均属隐私增强技术，2是提高

人工智能隐私性和安全性的工具。基于同态加密技

术，机器学习可使用加密状态下的数据；而其他情

况下的机器学习则需要首先解密数据，增加了遭受

攻击的风险。联邦学习将机器学习分配到本地或

边缘设备，而非将所有数据保存在同一个地方，从

而避免因某一次黑客攻击就泄露全部数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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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针对人工智能实

施了新的监管方式，同态

加密和联邦学习或有助于

企业更好地遵从这些监

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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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集中式机器学习中比较常见。同态加密

和联邦学习并不相互排斥，两种技术可同时使用。 

市场对提升人工智能应用隐私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急速上涨，成为同态加密/联邦学习市场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是许多行业的关键

技术，目前有多家企业对人工智能的隐私性和安全

性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将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视为降低未来风险的方式。

这对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云计算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它们需要面对数据的云端迁移和场外处理，而

这两者都会带来潜在的隐私和安全问题。监管机

构针对人工智能实施了新的监管方式3，同态加密

和联邦学习或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遵从这些监管规

定。规模庞大的市场，尤其是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

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隐私性和安全性影响高度敏感，

已开始探索研究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以解决相关

问题。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都是相对较新的技术，比传统

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更为复杂。两种技术虽然具有

良好效能，但也存在一定缺点。使用同态加密进行

计算比使用未加密数据计算要慢；联邦学习需要边

缘设备配备更强大的处理器，同时也要求数据中心

的核心硬件（用于安装主要的人工智能软件）和边

缘设备（用于学习技术应用）之间能够建立快速且

高度可靠的网络连接。（这里的“边缘设备”可以是

智能手机或工厂里面距离机器人几百米的设备。）   

然而相比前几年，如今使用这两种技术已变得更为

容易。首先，随着Wi-Fi 6和5G无线技术速度和可

靠性的提高，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提高了依靠

边缘设备的可行性。部分供应商发布了开源工具，

非专业人员因此能够更加容易接触到技术的运作

过程，从而降低了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的使用难

度。4但处理器成本/性能的改进才是可行性提高的

真正原因。同态加密过去的计算速度比未加密计

算慢万亿倍，但如今由于应用了新的专用处理器，

部分情况下同态加密的计算速度仅比未加密计算

慢20%。5与之类似，为联邦学习提供驱动的边缘

处理器正变得功能更强、价格更低、应用更广泛。

目前的全同态加密属处理器密集型，同态加密优化

处理器的显著发展可大幅缩减时间和成本。6  

我们通常不会对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这类市场价

值较低的技术展开预测。我们打破惯例，部分原因

在于这两种技术正处于关键转折点。全球监管机

构纷纷开始针对人工智能制定规则；与此同时，虽

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早在2016年就已发布，但

这并非隐私监管的最终定音：每月都会有隐私相关

的新规出台，且《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执行也可

能会提高到新水平。受这些监管规定的影响，供应

商和用户可能会意识到，人工智能的使用将变得越

发困难，这一情况将蔓延至更多的司法辖区和行业。

而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则可以帮助企业满足这些

监管要求，极大地便利它们使用人工智能。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目前的用户是我们讨论这两

种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最近某隐私增强技术

知识库的数据来看，目前公开发布的同态加密和联

邦学习试点、产品和概念验证共计19项。这看起来

似乎并不多，但开展这些项目的组织机构包括苹果、

谷歌、微软、英伟达、IBM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用户和投资者包括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英

特尔、甲骨文、万事达卡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参与这

些早期项目的也是规模最大的行业领域。健康与社

会保障以及金融行业在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的使

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此外，这两种技术在数字化

以及犯罪与司法领域的使用也较为突出（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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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勤对数据伦理和创新中心2021年《使用案例知识库》（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Repository of use 
cases, 2021） 的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8

图1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正在吸引部分全球最大的企业及行业领域
不同行业领域公开发布的同态加密和联邦分析试点、产品和概念验证数量

联邦分析               同态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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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随着部分全球最大的企业对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的采用，对敏感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感兴趣的组织

应持续关注这两种技术以及其他隐私增强技术的动态，虽然到2022年，对其中大部分组织机构而言，同

态加密和联邦学习技术可能依然没有实用价值。最感兴趣的组织机构或团体可能包括：

• 云服务提供商和云服务用户 9 

• 医疗保健、金融和公共部门等特别敏感的行业的组织，特别是犯罪和司法机构

• 希望与竞争对手分享和比较数据，但不会泄露最重要的知识产权的企业 

• 首席信息安全官及其团队

与量子计算等其他新兴技术（见《2022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报告相关部分）一样，致力于探索

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的组织机构可采取以下举措，以有效制定未来规划：

了解对行业的冲击。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等隐私增强技术可能为企业所在及邻近行业带来何种冲击？从

战略、运营和竞争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隐私性和安全性提高对企业有何意义？要理解这一点，领导者必

须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密切关注同行、竞争对手和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如何开展相关的投资与实验。

制定战略。企业应当召集具备丰富的相关知识的专业人才，共同制定隐私增强技术战略。这一战略的现

阶段策略可能是按兵不动，但领导者却可通过识别未来预示需要开始或加大投资与探索的触发事件（如

竞争格局变化或技术发展），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企业应当指派兼具技能、知识和组织地位的人

才在时机来临之时扛起战略执行的大旗。 

关注技术和行业发展。同态加密和联邦分析战略应该随技术和市场态势的变化而演变。领导者应该根

据这些变化相应调整企业战略，避免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而与触发事件擦肩而过。

提前引入网络。网络安全通常在部署阶段才会被纳入人工智能流程。但企业可能希望在使用同态加密和

联邦学习阶段就提前引入网络。这种人工智能与网络之间协作性更强的方法或有助于增强隐私性和安全

性，同时将透明度和问责风险降至最低。

包括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在内的隐私和安全技术都只是工具，而并非灵丹妙药。虽然没有什么工具是完

美的，但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能够在保护隐私和安全方面起到重要的助益作用。它们能够通过保护人工

智能核心数据，扩大人工智能的用途，进而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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