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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数据管理的内涵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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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域共享与协同

近年来，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但“数据孤岛”问题仍普遍存在于政务、教育、医疗、

商业等行业中，如跨省市医保及健康码互认问题，

严重制约数字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数据的价值遵

循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网络节
点越多，每个节点价值越大，“增值”呈指数级变大。

要使数据价值最大化，就需要打破“数据孤岛”，促

进数据要素的共享与协同。数据要素共享与协同要

求多个数据市场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充分释

放数据要素的价值，依靠多个市场主体共同的力量

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然而，当前数据要素共享

与协同过程中存在“不会、不愿、不敢”的关键问题，

阻碍了数据价值有序释放。对数据要素跨域、高效、

安全地共享与协同的需求，催生了跨域数据管理。

自 20年前起，国家陆续启动南水北调、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进行物理世界资源的跨域管

理；2022年初，国家完成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
系总体布局设计，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在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八大区域部署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这一系列重

大举措，为数字世界的数据跨域共享与协同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设施，为跨域数据管理提供了基本条件。

跨域数据管理的内涵

数据管理是指基于计算机技术，高效、安全、

经济地对数据进行摄取、处理、存储和使用的过程。

简言之，数据管理是使数据跨越时间维度仍然保持

高效与可用的技术。然而传统数据管理局限在单一

企业、业务、数据中心等内部，即使少数分布式数

据管理系统采用异地多中心方案，也主要用于容灾

等极端情况。

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流通的大趋势，

以及算力网络等全国范围内广域基础设施的完善，

数据管理正在从面向和限定于单域的孤立服务发展

到跨域的共享与协同服务的阶段，即跨域数据管理。

跨域为数据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通信层面，

面临跨空间域的挑战，体现为不确定性网络的问题；

在数据建模层面，面临跨管辖域的挑战，体现为异

构模型融合的问题；在安全隐私保护层面，面临跨

信任域的挑战，体现为隐私计算的问题。如图 1所示，
跨域数据管理的内涵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次。

图1 跨域数据管理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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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空间域数据管理。地域间的远距离决定了

跨地域网络传输具有较高的基础时延（通常为几十

到几百毫秒）；而广域网数据的端到端传输和介质

共享特性，也为数据传输时延带来不确定性。跨地

域将显著影响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中的事务处理效

率，造成性能显著下降，甚至不可用。因此，跨空

间域数据管理需要减少不确定性网络对事务处理等

关键操作性能的影响。

2. 跨管辖域数据管理。数据管理跨越多个数据

管辖域，这些数据管辖域的数据类型、模式和标准

不统一，呈现异构特征。为了更好地支持全国范围

内的数据要素共享与流通，跨域数据管理迫切需要

广域范围内的统一查询体系，但统一查询非常复杂，

且存在模型异构性、查询语言多样性、语义异构性

等严峻挑战。因此，跨管辖域数据管理需要实现异

构数据和模型的高效融合。

3. 跨信任域数据管理。跨域数据有不同的归属，

数据所有者有版权保护、隐私安全的考虑，无法简

单地将所有数据集中摄取、处理和存储；且全国大

范围的数据集中、数据存储和访问规模等压力也非

单一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承受。因此，跨信任域数据

管理需要实现隐私计算以支持不同信任域之间的安

全数据流通。

跨空间域数据管理的挑战

跨地域网络节点间传输的时延和不确定性显著

高于局域网。以“东数西算”场景为例，时延不确

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 [1]：（1）西部超大型数
据中心远离国家骨干网节点，与东部缺少直连链路，

专线部署成本高，而公网时延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2）由于行业竞争和统一维护等原因，移动、联通、
电信三网互通的数据中心很难合规地建立（例如电

信用户无法直接连接移动的服务器），这会导致数

据传输时必须跨网跳转，直接增加了网络时延和不

确定性；（3）出于成本考虑，西部超大型数据中心
建立时，仅选择 1~2家运营商网络接入，全运营商
接入的数据中心比较少，使得跨网跳转不可避免。

由于域内和跨域节点间网络延时和不确定性之间

的不平衡（通常情况下域内时延比域间时延低 3个数
量级，域内带宽比域间带宽高出 1~2个数量级），跨
域节点间的网络传输成为制约整个系统性能提升的

瓶颈。以分布式事务为例，事务参与节点执行本地

数据的读写操作，协调节点负责协调所有参与节点

的提交或回滚，保证事务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

性和持久性。其中协调节点与参与节点之间的通信，

包括读写操作、两阶段提交（Two-Phase Commit，
2PC），可能会涉及跨地域节点的网络传输。特别是
2PC中两个阶段是串行进行的，只有协调节点完成
与所有参与节点之间的通信之后，才能进入到提交

阶段。跨地域环境下，由于传输基础时延大、时延

抖动具有不确定性，一旦某个参与节点没有向协调

节点返回确认信息，则事务处理无法进入到提交阶

段。类似地，在提交阶段，只要存在参与节点因为

网络无法完成与协调节点之间的通信，该事务就无

法完成提交。在这两种情况下，事务处理的时延会

增加，系统的吞吐会降低。

缓解跨地域通信时延不确定性对数据管理性能

的影响，有两种基本的思路。（1）第一种思路是优
化分布式数据管理过程，尽可能减少网络中传送信

息的次数和数据量。例如尽可能将同步操作转换成

异步操作，避免高延时低带宽网络造成的性能开销，

也可以选择优化分布式事务和分布式共识协议等，

特别是减少网络传输轮次，并与新兴网络技术紧密

结合，实现协同优化。（2）第二种思路是优化网络
传输通道，降低广域网传输的不确定性。首先需要

以用户为中心构建骨干网、城市群、城市内等多级

时延圈，满足不同业务诉求，并可以根据业务属性

进行调度。这种通过网络架构构建的低时延圈，只

能保证静态时延的确定性；而业务动态运行时的时

延确定性，则需要确定性低时延传输技术来保障。

当前业界提出了 IEEE 802.1时间敏感网络和确定性
网络 [2]，分别在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通过资源预留

实现确定性数据传输。然而，广域网中的链路和中

间节点是不可控的，链路层和网络层资源预留和时

间同步的方案开销大，在广域网中难以部署。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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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网，华为提出基础网络架构 New IP[3]，包含确

定性 IP和新传输层技术，是确定性广域网研究的重
要尝试，但这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其规模化部署仍

然任重道远。因此，基于现有的 IP架构进行面向确
定性低时延传输技术创新和平滑演进，仍然是实现

高性能跨地域数据管理的当务之急。

跨管辖域数据管理的挑战

不同的数据管辖域，存在模型各异、松散耦合、

彼此自治的特点，给跨域数据管理带来了严峻的异

构性挑战。首先，作为数据管理最核心的功能之一，

跨域数据查询面临着两个难题：（1）不同数据管辖
域的数据库蕴含的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不同，无法

直接进行统一的查询；（2）缺乏统一的优化机制，
不同数据模型的数据库适用的场景各异，结合上层

应用特点，研究统一的查询优化方法对提升整体查

询性能非常关键，也颇具挑战。其次，多个数据管

辖域可能在数据类型、数据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

语义差异，为了支撑数据的跨域访问，需要在语义

层面对跨域数据进行高质量的融合。数据融合（data 
integration，也称数据集成）的目标是整合多源异构
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视图，包括多源模式匹配、

实体表示对齐、属性冲突消解等多个挑战性任务。

因此，应对跨管辖域数据管理的挑战，可以从跨域

数据的统一查询与优化，以及跨域异构大数据的语

义融合两个方面展开探索。

针对跨域数据查询的挑战，解决方案有三类：

物理汇聚、联邦数据库（federate database）、多存储
数据库（polystore database）。由于前两类方法并不
适用于跨域数据管理的场景，近些年多存储数据库

系统受到了广泛关注，其目标是提供对多个异构数

据库（如关系数据库、NoSQL数据库或文件系统）
的统一访问，现有的技术方案可以分为松耦合、紧

耦合以及混合系统。松耦合多存储系统 [4]的基本思

想是采用“中介器 -包装器”架构：用户使用统一

的查询语言进行查询；中介器将查询转换为若干子

查询，每个子查询对应一个异构数据库，由相应的

包装器负责处理；包装器将子查询翻译为自身数据库

的查询语言，并反馈查询结果。最终，系统将来自包

装器的结果进行集成，并返回给用户。紧耦合多存储

系统 [5]与松耦合系统的区别在于其查询处理器可以在

查询执行期间直接访问底层数据库，使数据能够在不

同数据库之间高效移动，从而优化整体的查询性能。

混合系统 [6]试图结合松耦合系统与紧耦合系统的优

点，例如前者可以更好地支撑异构的数据库，而后者

能够直接通过其接口高效访问某些数据。

针对异构数据融合的挑战，ACM图灵奖获得
者迈克尔·斯通布雷克（Michael Stonebraker）教授
将数据融合技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7]，其中第三

个阶段是大规模高质量数据融合，主要的特点是通

过“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机制充分利用
人的认知推理能力和机器的计算能力，解决大规模

数据源的语义融合难题。人在回路的数据融合技术

近年来也备受工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包括沃尔玛、

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企业尝试利用人在回路的方法

解决大规模的数据融合难题。学术界主要研究如何

通过有效的人机交互机制，高效高质地完成数据转

换、清洗、集成等相关操作 [8]，实现大规模数据融

合任务的“提质增效”。 
总的来说，现有工作没有针对跨管辖域数据管

理中存在的模型各异、松散耦合、彼此自治的挑战

设计通用的方法和高效的系统，更多的是解决一些

具体的技术与算法问题。因此，亟待研发通用的统

一查询优化方法和高质量语义融合技术，更好地支

持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要素高效共享与流通，支撑跨

管辖域数据增值。

跨信任域数据管理的挑战

信任域是指各企业、组织或机构设置本地认证

服务形成相对独立的域，每个信任域包含不同的用

户及不同的网络资产和数据对象，是控制访问的主

要手段。然而，信任域也造成了分散的“数据孤岛”，

阻碍机构间可能的数据共享与协同。

现实情况中，受到隐私保护的严格限制，构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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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跨信任域数据管理存在以下挑战：（1）数据组织
方面，共享资源的分散性和异质性限制了数据的汇聚

和共享。跨域数据访问需要保护数据拥有者和访问者

双方的隐私安全，而且各数据拥有方存在数据库系统

异构、存储模式异构等问题。（2）数据使用方面，保
障数据在计算实体之间自由安全地流动是一项巨大挑

战。专用芯片等集成技术的出现，使隐私保护计算成

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由于性能瓶颈、技术缺乏可

解释性等问题，该技术仅适用于小规模计算。（3）数
据存储方面，域内及域间的隐私保护需要加强。例如，

杜绝可信用户非法访问域内敏感数据，避免跨域计算

时存储系统遭受恶意攻击等。

许多新兴技术为实现信任域间数据安全高效共

享开辟了新思路：（1）数据联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数据孤岛”问题，使各数据拥有方能够在保护隐

私的前提下完成联合查询。联邦计算凭借“数据不

动计算动”的核心思想，将任务拆分至各方自行完

成计算，最后汇总结果，避免敏感数据的跨域访问

和传输。（2）全同态加密（FHE）、安全多方计算
（MPC）、差分隐私（DP）等新型隐私计算软件技术
的通信开销巨大，需权衡实用性和保障性。（3）基
于硬件的可信执行环境（TEE）在硬件和操作系统
层面为数据和程序提供隔离的运行环境，避免不可

信的窃取或篡改 [9]。（4）以 TEE为代表的新型硬件
技术为密态数据处理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可确保

在所有状态（使用、传输、静态存储）下的数据保

护。（5）跨域数据共享对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的严格
要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和留痕不可篡改的特性高

度符合，因此一些研究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数据库实

现多信任域分布式系统 [10]。

结语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

经济形态。数据成为继农副产品、工业品之后的全

新流通要素，而促进数据要素在跨空间域、跨管辖

域和跨信任域的流通以使数据价值最大化，正是跨

域数据管理的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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