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博览

2022 年 8 期 ( 下 ) 总第 505 期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算法治理背景下关于个性化推荐优化的研究
卢毅俊
（中国南方航空，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3 月 1 日已正式生效，作为规范算法推荐的重要法律，
必将对电商个性化推荐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本文对管理规定中与电商个性化推荐联系较密切的条款进行分析解读，
总结其主要规定要求并提炼出对电商个性化推荐产生的主要影响。最后提出在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背景下，关于
优化电商个性化推荐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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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或管理规定）2021 年 11 月 16 日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1 年第 20 次室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同意联合发布，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1]。《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出台，可以进一步规范
这些互联网信息服务推荐类的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的
权利，保护人民的利益，也为促进国家社会安全利益
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1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主要关键点
本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内容主要分为六章，
其中第二章“信息服务规范”及第三章“用户权益保护”
涉及了互联网算法推荐的相关具体规定。本次管理规
定也对算法推荐给了一个较明确的范围，主要包括生
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
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本文主要针对个性化推送这一类
展开分析。对于个性化推荐，根据学者孙鲁平等（2016）
的定义，个性化推荐是电商平台根据用户的特点如用
户评分、浏览历史、购物行为、社交关系等信息，综
合分析消费的需求偏好产品，并在用户访问平台时将
对应的产品推送给他们 [2]。个性化推荐系统主要由智能
推荐系统执行，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了数据输入、推荐
算法、推荐输出这几个步骤 [3]，因此，算法推荐也是电
商个性化推荐的关键核心之一，评估个性化推荐系统
的好坏可以通过对其算法进行评估 [4]，总体来看，个性
化推荐算法可以分为协同过滤推荐、基于内容的推荐
及混合型推荐三种模式 [5]，其根本的逻辑都是基于用户
的个人基础信息或行为数据进行计算，在此次规定中，
包含对算法推荐、个人信息管理等相关治理方面，对
于企业电商个性化推荐服务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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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算法推荐的正向积极性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六、七、八条从推
荐内容的规范性、价值性、合理性等作出了要求，明
确要求推荐内容要符合国家安全利益，遵守法律法规，
要注重信息安全，切实做好用户信息等网络安全保护，
推荐的内容也要考虑好正向价值和积极能量的传播，
不得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可以看到，管理规定从一
开始就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的方向，强调推荐服务应
该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要符合国家人民利益，保证
安全，倡导价值正向理念。

1.2 关于用户模型及信息标签的管理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二章第九、十条规定了算
法服务的信息要符合信息安全、规范信息传播、对不
良信息进行治理等要求。算法服务的提供者需要完善
用户兴趣模型及用户标签的管理规则，避免将违法不
良信息作为用户的兴趣或标签而进行推送。个性化推
荐服务基于用户信息，企业很多情况下会将用户信息
分成不同的标签进行管理，以往企业可能对于用户的
标签信息好坏并不会作严格的区分，只要是涉及用户
的属性特点，个性化推荐系统都会作为其中一个参考
点，但管理规定要求个性化服务需要严格甄别这类不
良信息，如果是涉及负面影响的违法不良隐私，个性
化推荐算法一定要进行过滤，以杜绝不良信息的推送。

1.3 关于推荐信息的真实客观性
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主要规定
了推荐服务需要保证信息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内容，
禁止不合理限制其他互联网服务的真实正当信息。算
法推荐的原则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个性化推荐服
务不仅仅是按照企业的目标利益去执行，保证信息的
真实性是开展推荐服务的前提，如果仅仅为了迎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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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喜好或者为了展现自己产品的好处，就制造了一
些不属实或过于夸张的信息去吸引研究，就会违背这
个原则。过度推荐也是个性化服务让用户烦恼的一个
现象，企业为了加大产品的销售，而无节制地给用户
提送产品信息，给用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规定将会
进一步限制这方面的行为，督促企业做好算法推荐的
优化，真正做到为用户考虑。

1.4 关于提供推荐服务的说明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要用
明显的方式告诉用户关于算法推荐的情况，包括算法
的原理、目的、运行机制等。以往个性化推荐服务主
要是以最终的一个输出结果给到用户，用户对于个性
化推荐最明显的感知就是收到对应的产品或信息推送，
但对于其中涉及的算法逻辑，推送目的等用户会一无
所知或者很模糊，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此条规定增
加了推荐服务的透明性，用户作为接受服务的主题，
有权知道算法的推荐逻辑和背景，只有知道了这些用
户才能结合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否要使用这个推荐服务，
如此一来，电商个性化推荐不仅仅是企业主动产生的行
为，企业在执行之前也要先尽到告知的义务。

1.5 关于用户对于个性化服务使用的决定权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算法服务需要提供
一个方便清晰的关闭算法服务的选项，关闭后不再对
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以往大多数情况是电商应用
默认给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虽然在应用打开时
有请求用户能否收集相关信息，但用户如果拒绝往往
就不能使用应用的任何服务了，此规定明确了算法服
务的独立性，必须是用户同意后才能提供，用户能自
行选择是否需要推荐服务。关闭算法服务到底要做到
什么程度，也需要后续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所以关
于个性化服务的关闭整治后续还有一段路要走。

1.6 关于对特殊用户群体的服务个性化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八、十九条规定了算法服务
向未成年人或老人群体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其群体特
点做好对群体的保护，对于未成年人要加强其身心健
康的引导，对于老年群体要关爱好他们的使用体验，
在方便他们使用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免受网络诈骗。
这里强调个性化推荐服务要更注重关怀性，不能只为
了盈利而只去服务经常使用或懂得使用网络的群体，
个性化推荐服务也不能用一套模式一劳永逸，需要考
虑到不同群体的特点去制定不同的服务内容，保证各
个群体都能受益，保护好他们的权益。

1.7 关于个性化服务的公平性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算法服务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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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户的交易公平性，不得利用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实
施不合理的对待。此规定对于电商购物中如“大数据
杀熟”这种现象给了一个明确的禁止规定。在零售市
场中，价格歧视是企业根据不同的市场、地域、消费
群体采取的价格区分定位的一种手段，在以前互联网
电商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企业并不能利用很隐蔽
的手段去实行，用户还能比较明显地看到这种价格差
别，如果用户想要获得更低价，他只需要多付出一些
努力就能享受到这种低价。但在大数据的时代，企业
可以利用算法来随时给用户进行定价，在网站产品信
息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可能一个算法调整就能让消费
能力更强的人看到价格更贵的产品，价格敏感的人看
到低价产品，而且是在大家都对低价产品有需求的情
况下，消费能力强的人就因此失去了购买低价的机会，
这就严重造成了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个性化服务不能
仅根据用户的特点提供有差别的价格，更多应该是从
产品的特性上去区分价格，然后推送给不同的用户，
当然也不能剥夺高价值用户看到低价产品的权利。

1.8 关于个性化服务的用户反馈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算法服务需要
提供一个方便的渠道给用户反馈问题及投诉，企业应
该能有效处理这些反馈。这条强调了个性化推荐服务
的反馈重要性，再次说明了推荐服务不仅是企业的主
动行为，用户不再只是主动接受服务，用户不仅有接
受选择的主动权，也有提供意见的权利，个性化推荐
服务应当要保证反馈的通畅性。

2 电商个性化推荐的改善建议
2.1 保护用户对于个性化推荐服务的决定权，
加强用户互动性
电商个性化推荐服务的产生都是基于用户的信息
进行输出，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是个性化推荐服务的
基础，从隐私的关注维度上看，Malhotra 等（2004）认
为隐私关注可以分为隐私收集、隐私控制、隐私认知，
其中控制包含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权，用户有权
决定自己的信息如何被使用，同时也要掌握自己的个
人信息利用 [6]。因此，企业首先应该给用户提供一个显
著的是否使用个性化服务的选项，如果用户关闭了服
务，则不再主动地给用户提供信息，也不能再利用用
户的个人信息进行算法计算。如果用户使用个性化推
荐服务，则在服务开始前，应明确告知用户需要收集
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会用在那些服务场景，同时应当
采用简洁明了的形式告知推荐算法的应用逻辑，大致
的算法规则，能达到让用户理解自己会接收到怎么样
的推荐产品的程度就行。另外建议增加推荐服务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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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给用户提供一个可以对推荐服务反馈意见的
渠道，可以是一个简洁的反馈页面，对于用户提供的
意见需要及时地反馈，让用户感觉到自己被重视。同时，
企业应该主动给用户反馈推荐服务的情况，在推荐过
程中也可以随时询问用户的感受，如用户在收到推荐
信息时可以在底下反馈是否喜欢这个推荐等。

2.2 重视产品的公平性与真实性，保护用户
的合法利益，加强算法的优化
“大数据杀熟”等现象让用户痛恨，企业不能为了
一时的利益而流失掉用户，信任永远是企业的立足之
本，企业在提供服务时应该随时考虑算法的公平性，
相同的产品不应该以不同的价格提供给用户，应该着
重在对产品质量的打磨，根据不同的用户特点提供不
同特点，有差异的产品，这才是个性化精准营销的基
础，首先需要有个性化的差异产品，而不单单是差异
化的价格。同时推荐的产品应该是基于用户的真实需
求，个性化推荐就是为了匹配用户的特点为其推送最
合适的产品，应该是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匹配，
避免为了冲销量而给用户推荐不合适的产品。

2.3 注重推荐信息的合理性，倡导正向价值观
算法需要为用户带来符合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也
需要倡导正向的内容，引领积极的方向。首先，算法
推荐服务虽然是给用户推荐合适的产品，但并不是无
节制地推荐，因为算法在根据用户兴趣爱好推荐的同
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信息成瘾的问题，不断地迎
合用户需求，不断地根据用户爱好推荐容易让用户形
成单一的信息，如果不加制止，也会容易让用户陷入
泛娱乐化的陷阱，使其沉浸在虚拟世界中 [7]。如果用户
本身有涉及不良的习惯，或者社会上传播的一些不良
思想也自动加入算法中，会容易带偏社会的正向价值
观。企业在做推荐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多加入一些社
会主流正向价值观的内容，即符合用户产品需要，也
能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构建健康的消费理念。算法本
身没有判断好坏的属性，一切在于人为的控制与优化 [8]，
所以，任何企业在做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时候，都应该
避免这种负向的信息，多考虑好算法所产生的意外结
果，从而去及时进行规范。

2.4 建立一套完善的推荐算法管理机制
算法推荐需要国家层面出台法律规定进行治理，
同理企业也应该遵循规定去给自己制定关于算法的内
部管理机制。在大数据盛行、电商购物行为普遍的背
景下，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即涉及了用户的购
物行为，也会涉及很多个人甚至国家层面的敏感数据，
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如何保护这些数据，需要

企业完善信息技术，也需要企业内部形成严格的信息
保护条款，做好数据脱敏，规范内部的数据使用规定。
另外，在人工智能时代，推荐算法也逐渐趋向于智能
化和自动化，算法能自动进行学习，不断地优化从而
能做出更有效符合用户需求的推荐，但智能化的算法
毕竟无法对所有情况进行判断，涉及一些伦理性或价
值是否判断的内容智能算法可能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
企业不能任由算法去执行推荐服务，应该要定期检查
算法推荐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可以成立专门的
算法推荐服务体验小组，定期进行个性化推荐服务体
验，及时提出算法优化建议。利用技术手段及时规制
算法出现的不确定情况，如果发现个性化推荐产生了
不良的内容，要有相应的系统自动阻断机制。

3 结语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无疑是给电
商个性化推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进一步为规范算
法推荐服务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方向。算法推荐不再仅
仅强调推荐效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也应该给社会带
来更多方面的价值。希望更多企业能遵循规定，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更有效、更安全、更公平、更积极向上
的推荐服务，共同打造一个健康的电商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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