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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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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2022 年冬奥会将在北京举行，组织工作涉及一系列法律问题，其中，运动员数据采集因涉及隐私权和人格

权，尤为引人关注。特别是 2018年欧盟通过并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运动员数据采集及跨境传输的法律义

务要求得更加严格，使之一跃成为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组织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在当前的国际体育赛事中，存在

由于数据采集范围不清晰、数据利用目的超出权限导致的损害运动员权利以及“数据主权”对抗等问题。由于运动员

数据具有财产属性，且信息公共性突出，现有的人格权、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覆盖面不足，“知情同意”机制的实际效

力也存疑。因此，需要在数据采集范围、利用限制、保护方式上做出安排，完善运动员数据采集的法律规范体系，平衡

运动员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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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数据采集愈加广泛地

运用于体育赛事领域，如用于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预防

运动伤病、衡量运动员价值、开发球迷服务、兴奋剂查处

以及辅助裁判判罚等。但同时，对于运动员数据的采集，

尚未有详尽的规则安排，受利用目的驱动，运动员被迫不

断曝光在采集技术下，即便是生理隐私、私人交往轨迹也

无所遁形，不仅给运动员权利带来伤害，还由此延伸出国

家数据权力冲突等问题。因此，综合分析欧盟通过实施

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

tion，GDPR）以及各国（际）规范，调适运动员数据采集和

利用的规则与方法，有利于规范运动员数据采集工作，协

调数据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冲突，对于北京冬奥会组织工

作的顺利展开以及北京冬奥会法律遗产的传承，具有现

实意义。

1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方式及法律问题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采集主体在报名和比赛期间均可

采集运动员数据，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但是，采集主

体采集和利用范围、权力行使限度并不明确，并由此产生

侵害运动员人格权、隐私权、参赛权以及跨境数据流动冲

突等问题。

1.1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方式

目前，运动员数据采集方法主要有通过报名申请采

集，通过安有传感器的场馆设备采集，通过可佩戴设备采

集，通过其他方式采集等。通过采集，采集主体获得运动

员身份数据、生活数据、生物识别数据、技术动作数据、健

康生理数据、心理数据等，并在不同的采集方法中受到相

应的约束。

1.1.1 报名时运动员数据采集

在赛事筹备阶段，主办方通过报名表或申请书采集运

动员的基本个人信息，主要包括年龄、联系地址等身份数

据以及身体素质等健康生理数据。作为数据采集组织

者，主办方承担保障运动员数据安全、保证数据利用正当

的责任。同时，体育组织作为报名表或申请书递交的传

递者或知情者，应恪守保密义务。

1.1.2 通过安有传感器的场馆设备采集运动员数据

传感器的使用使摄像和照明等场馆设备成为运动员

数据采集的重要途径，大量的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技术

动作数据和生活数据被获取。例如，自 2009 年始，美国职

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逐步引

入 Sport VU 技术，在球馆天花板上悬挂带有各种传感器

的 3D 高清摄像头，并直接连线计算机分析系统，以捕捉、

分析和处理数据；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美国通用电气公

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在多个场馆的 LED 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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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生物传感器，用于跟踪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和加速度。

场馆设备的设计和使用由主办方统筹安排，对此，主

办方负有以下责任：1）把控体育赛事期间运动员数据采

集的整体环境，审慎决定使用数据采集装置，严格禁止使

用未经批准的采集设备；2）限制利用目的，利用设备采集

的运动员数据应主要用于日后工作指导和赛事推广工

作；3）保障采集数据中涉及的运动员隐私内容，保证采集

设备的安全性、工作人员的保密度及数据保管的完备

性等。

1.1.3 通过可佩戴设备采集运动员数据

利用可佩戴设备采集运动员数据是当前最常用的手

段，“黑色小马甲”、智能手环、智能鞋、智能芯片等设备受

到青睐。这些设备小巧、轻便，能 24 h 监控运动员身体状

态，并快速记录分析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动作和技巧，由此

获取丰富的运动员生活数据、生物识别数据、技术动作数

据和健康生理数据，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最直观的竞

赛和训练建议。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Visa 支付手环、

Solo 智能眼镜、Whoop Strap 2.0 智能手环以及 Halo Sports

运动耳机等，为运动员的比赛、训练和生活带来便利与保

障，也因此获取了大量的运动员数据。

可佩戴设备通常依托运动员与体育组织的数据采集

协议得以运用。例如，自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允许球队在与球员的协议中加入数

据采集条款后，在 2018－2019 赛季中，所有球队都通过

RFID 技术采集数据（Lazzarotti et al.，2019）。在合同关系

下，体育组织作为采集主体负有以下义务：1）数据采集需

告知运动员，并征得其同意；2）向运动员充分解读合同，

披露风险和威胁；3）按合同约定正当利用运动员数据；4）

审慎选择采集商，即技术服务商，明确其责任义务；5）运

动员的数据流转必须符合合同约定。另外，主办方应当

协调和约束可佩戴设备的使用，监测设备安全性，保证各

体育组织不会越界采集未经同意的运动员数据。采集商

的行为同样受合同约束，应按要求采集和处理运动员数

据，保护数据安全，及时披露风险和不良影响，并禁止擅

自流转数据，对数据损坏、泄漏以及超出权限使用等行

为，均负有法律责任。

1.1.4 其他数据采集方法

比赛过程中，观众记录、媒体采访、工作人员与运动

员接触都可能成为获取运动员数据的途径。虽然由此获

得的数据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价值相对较小，但由于

采集者数量众多，数据保护责任意识和规则相对较弱，反

而给主办方、体育组织、运动员限制和排除非法采集与利

用增加了难度。另外，有些运动队在赛事期间为舒缓运

动员情绪不稳定和精力分散的情况，利用网络跟踪技术

监控运动员个人通信设备，监视运动员情感状态，将更广

泛的运动员生活和心理数据纳入采集范围，则明显属于

运动员数据采集方法的不正当扩张。对于这些不系统的

采集方法，应通过制定规则或协议，由赛事主办方对其他

数据采集者提出数据保护或保密要求，明确各方义务。

同时，主办方依托赛事协议或规则，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和规范。

1.2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方式引发的法律问题

如上所述，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提升，运动员数据采

集方法也不断更新。虽然针对不同的采集方法，从法律

和技术的角度对采集方和服务商设定了权利保护的要求

和约束，但从根本上说，数据采集利用的范围和权限始终

没有明确，形式上强调“运动员同意”难以使运动员获得

真正平等的协商地位。比如，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规则通

常直接要求运动员应同意主办方认可的数据采集及利用

方式，否则，参赛资格可能会受到影响，体育组织因此获

得如何进行数据采集的话语权。而在所采集数据的内容

方面，目前运动员数据采集一直未划分数据类型和级别，

间接剥夺了运动员对与赛事无关信息和敏感信息的控制

权，对运动员权利造成损害。

1.2.1 数据采集范围不规范导致运动员人格权和隐私权受

侵害

运动员具有强烈的“名人效应”，催生普通人的好奇

心，并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创造运动员“数据人格”（徐伟

康 等，2019）。未限制范围的数据采集保障了运动员“数

据人格”塑造的真实性，却增加了运动员人格权和隐私权

被侵害的可能性。首先，国际体育赛事中的运动员数据

采集是全面采集，包含大量的身体隐私、心理隐私和信息

隐私，这本就不符合人类正常的生活状态和对人格权、隐

私权的保护要求。并且，发达的数据采集技术使传统竞

技体育中具有保密特质的训练手段、方法、运动员技术特

征暴露无遗（王奇 等，2016）。其次，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数据窃取和买卖成为大数据时代的衍生“行业”（王奇 等，

2016）。例如，Facebook 公司曾与数据收集公司 Datalogix

合作，跟踪并分析用户数据，以评估广告投放效果，这种

做法引起各界对用户隐私保护的忧虑。同理，运动员数

据一旦泄露，数据采集中包含的隐私信息将会给运动员

带来更深的伤害。

1.2.2 权力差距致使运动员参赛权受到影响

实践中，体育组织更在乎运动员商业价值的创造

（Hattery，2017），并将其与运动员数据联系起来。这种情

况下，运动员难以获得平等地位。首先，理论上，个人对

自己的数据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有权获知数据被采集和

利用的范围，并需征得本人同意（Warrena，2002）。但是，

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垄断性，运动员为获得比赛入场券，往

往只能“一键同意”数据采集，无法充分体现运动员的真

实意思表示以及对不同数据采集的意见差异。其次，即

使运动员谋得谈判空间，成功拒绝数据采集，也可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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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中枯坐“冷板凳”的境地。再次，运动员数据的采

集分析结果还会影响运动员的后续发展，运动队或俱乐

部会以运动员体能减弱和病史细节为谈判条件，获取续

约谈判中的巨大优势（Schofield，2018）。

1.2.3 运动员数据采集的国际性是造成数据主权冲突的

重要原因

国际体育赛事涉及不同国籍的运动员和数据采集者，

由于国家数据立法和技术标准存在差异，运动员数据采

集自然会面临数据主权冲突，需对数据保护水平、数据跨

境传输安全检查、隐私保护进行协调。数据主权是大数

据时代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领域

内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数据所拥有的最高权

力（沈国麟，2014），有学者则认为是国家对其管辖领域内

数据享有的生成、传播、管理、控制、利用和保护的权力

（齐爱民 等，2015）。虽然角度不同，但在权力归属和权属

内容上存在基本共识：数据主权表现为国家对本国数据

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并不受他国干涉和侵扰，主要包括所

有权和管辖权。

实践中，数据的属人性与传播的跨境特点，使数据主

权冲突通常表现为不同国家对同一数据主张权力以及数

据跨境流动制度的冲突。当前，主要体现在美国主导的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模式与欧盟主导的数据隐私保护模式

间的冲突。由于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对立，无论是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

ment Partnership，TTIP）谈 判 还 是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协 定

（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TISA）谈判，都未能就数据跨

境流动问题达成一致（彭岳，2018），但欧盟 GDPR 实施后

产生的案例却已对国际经贸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体育

竞赛天然的国际化属性使运动员数据采集直接受到数据

主权的影响，一旦发生数据采集纠纷，主办方所在地国/地

区、运动员国籍国以及体育组织所属国/地区均可能主张

共享运动员数据，行使管理、保护和问责的权力。所以，

为避免数据主权引发的冲突及争议，数据采集合规渐成

为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法律审查工作的主要内容。

2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的法律规制及存在的

缺陷

目前，针对运动员数据采集引发的法律问题尚未形成

专门规定，但已经引发各方关注，并普遍将其纳入个人数

据采集的规范范畴。欧盟和美国均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出

发，实现对数据采集的规制。相关国际组织也通过行业

或自治规范，形成国际规则和指引。但在实际应用中，在

保护路径、采集同意机制、采集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协调。

2.1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范

虽然数据保护立法模式有所区别，但国际社会普遍都

以保护“隐私”为目标，保证当事人“同意”和“知情”，进而

落实对数据的保护。

2.1.1 GDPR：强化个人数据权利的综合立法

GDPR 是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立法，采用了综合

规范国家机关和民事主体采集、处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

立法模式，对法案适用范围、公民数据权利与救济、特殊

数据的处理、数据采集处理者的责任要求与处罚、数据监

管机构的职责、数据跨境流通的要求等方面做了全面规

定，建立起个人数据保护体系。并且，GDPR 突出数据主

体的“同意”和敏感数据划分两部分内容的地位和作用，

强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

首先，GDPR 充分肯定了个人的数据权利，赋予个体

访问权、更正权、可携权、删除权、限制处理权、反对权和

自动化个人决策等数据权利。其次，GDPR 划分了数据类

型，界定了个人敏感数据的范围，包括种族或民族出身、

政治观点、宗教/哲学信仰、工会成员身份，涉及健康、性生

活或性取向的数据，基因数据，经处理可识别特定个人的

生物识别数据等。在分类基础上，明确禁止处理个人敏

感数据，除非满足数据主体明示同意或为了公共利益的

10 种例外情形，突显了对数据主体隐私的保护。再次，

GDPR 确立并完善“同意”机制，要求“同意”必须是“数据

主体依照其意愿自由做出的、特定的、知情的、明确的指

示”，且必须“以声明或清晰肯定的行为”做出，并规定有

效同意的要件之一是数据控制者必须能证明数据主体确

实同意处理其个人数据。此外，GDPR 针对医疗数据和雇

佣关系中的个人数据处理设置了更严格的条件，除数据

主体同意之外，还要求满足法律义务等其他处理依据。

最后，GDPR 通过赋予数据主体删除权，可随时撤回对数

据处理已做出的“同意”，从而确保数据采集中数据主体

的主动地位。

由于 GDPR 适用于所有欧盟境内组织和非欧盟组织

处理欧盟境内个人数据的行为，因此，当在欧盟境内举办

国际体育赛事或主办方需采集欧盟境内运动员等个人数

据时，就必须考虑 GDPR 的影响。目前，GDPR 的实施已

推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

DA）修订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标准》（Interna‐

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

formation，ISPPPI），制定了《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案》

（Athletes’Anti-Doping Rights Act），并将持续影响国际大

型体育赛事的运营规范和服务方式，国际奥委会已将个

人数据保护要求纳入“办奥新规范”①及相关文件（裘韵，

2019）。目前，我国既未获得欧盟委员会关于数据保护水

①2018年 2月，国际奥委会在 2014年通过的《2020年奥林匹克议程》

的基础上发布了“办奥新规范”（Olympic Games：the New Norm），随

后发布最新版的合同原则（Host City Contract-Principle）与操作要求

（Host City Contract-Operational Requirements）以反映新规范带来的

变化，其中包括新增的个人信息保护要求与数据保护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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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充分性保护认可，也未与欧盟达成任何数据共享协

议。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相比，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面

临更大的 GDPR 合规挑战。

2.1.2 美国行业数据保护体系：强调隐私权的数据保护规

则体系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和数据监

管机构，而是以保护隐私为目标，在不同行业或事项中就

存在的数据处理行为及对象分别制定单行法，规制数据

处理主体，并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形成分散式的

个人数据保护体系。例如，《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

Leach-Bliley Act，GLB Act）、《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 Act）、《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

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分别对金融机构、个人和商业机构、医疗业主体

的个人数据处理权限做了详细规定。目前，美国的数据

保护立法涵盖用户财务信息、医疗健康信息、电子信息的

收集和使用，在线隐私保护，个人信息披露，数据控制者

和处理者的义务等领域（赵丽莉 等，2019）。现行的数据

保护相关立法还有《隐私权法案》（Privacy Act）、《儿童网

上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金融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Financial Pro‐

tection Agency Act，CFPA）、《视频隐私保护法》（Video Pri‐

vacy Protection Act，VPPA）以及《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

PA）等。

美国的数据立法体系同样确立了“知情同意”机制。

1973 年，美国医疗、教育与福利部门首次报告了公平信息

实践原则，明确指出个人有权了解其被收集的信息范围

及用途，强调数据处理应获得个人同意（U.S. Dep’t of

HEW，1973）。其后，FERPA、《联邦有线通讯政策法》（Ca‐

ble Communication Policy Act，CCPA）、VPPA 和《司机隐私

保护法》（Driver’s Privacy Protection Act，DPPA）等都融入

了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丁晓东，2019）。《隐私权法案》和

COPPA 也规定了数据主体的同意条件。

由于美国的数据保护立法充分尊重市场自治，追求社

会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法律规定和“知情同意”机制的运

行较欧盟都更为宽松。但是，GDPR 的制定实施使美国公

司受到制裁，直接影响了美国与欧盟“隐私盾协议”的磋

商，也让美国各界愈加关注并重新审视“联邦统一个人数

据保护法”的制定。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于 2019 年 3 月

和 5 月分别发布《数据保护法概况》（Data Protection Law：

An Overview）和《数据保护与隐私法律简介》（Data Protec‐

tion and Privacy Law：An Introduction），对美国现阶段个人

数据保护立法应考虑的问题做了介绍。目前，美国政府

建议采取结果导向性①（outcome-based approach）的立法方

式制定“联邦统一个人数据保护法”，即以所要实现的数

据保护结果作为立法目标（张臻 等，2019），在联邦层面不

对个人数据权利、利用限制、监管规则等内容作具体规

定，而只提供一个立法目标，并匹配问责权力。以数据风

险管理为例，联邦立法只规定应当保障个人数据不面临

被滥用、盗用、恶意买卖等风险，具体做法则由各州落实。

但是，受 GDPR 的影响，规范性立法方式也得到广泛支持。

美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走向有待观察。

2.1.3 国际组织的指南和标准：对数据采集的规范和自治

除了国内立法，国际组织制定的数据保护指南和标准

以及体育组织的自治规则，同样发挥着数据采集的规制

作用。

1）通过国家间协商形成国际规则实现数据保护。

198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隐私保护和个

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南》（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

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确立了个人

数据保护的 8 项基本原则；199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

计算机处理的个人数据文档规范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Regulation of Computerized Personnel Data Files）；2004 年，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组 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发布《隐私保护框架》（Privacy Framework）；2011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

dardization，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IEC）联合设立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

发 布 ISO29100-2011 号 文（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Privacy Framework），提出了处理个人可识别信

息的隐私标准等。

2）依靠体育组织的自治规则和赛事合同约束数据采

集。体育治理有很强的自治性，各大体育赛事机制及管

理规程也在不断完善，以加强对运动员数据的保护。以

奥运会为例，国际奥委会通常在主办城市合同中就数据

采集问题提出要求：一是限制东道国数据采集权利，明确

与奥运会相关的一切数据独属于国际奥委会所有，东道

国只能根据国际奥委会授权，在合同范围内有条件地行

使部分数据权利，如为赛事举办而必须采取的采集、处理

相关数据的工作等；二是区分信息敏感度进行保护，当采

集、传输及处理的个人数据属于与医疗服务或反兴奋剂

活动有关的敏感信息时，东道国不仅要保证数据主体的

知情权，还要符合 WADA 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 ISPPPI 的

①GDPR 采用的是规范性立法方法，即立法规定数据保护规则和相

关主体义务。《数据保护法概况》指出选择结果导向性立法方式还是

规范性立法方式是美国当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美国商务部电信

与信息管理局于 2018年 9月，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方法公开征求

意见，其关注的一系列结果包括：透明性（transparency）、控制（con‐

trol）、合理最小化（reasonable minimization）、安全（security）、访问与

更正（access and correction）、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和问责性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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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①。

通过法律规定与自治规则、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共

同作用，国际社会逐渐建立起数据保护的规则体系，依法

约束数据采集和利用。但是，现有法律框架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一方面，各国立法的保护目标和力度存在差异，

有待协调，且保护对象是一般公民个体，具有普遍适用

性，但对诸如运动员等特定主体的特殊性关照不够，适用

效果有欠缺；另一方面，运动员数据采集既影响基本人

权，也涉及数据主权，既要注重发挥自治在体育治理中的

作用，也要考虑到体育自治难以约束一国的公法行为，国

内法律与自治规则的相互协调需要加强。

2.2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制中存在的

缺陷

基于现有数据保护规则体系的特点，将其适用于运动

员数据采集时，在个人数据权利定性、采集范围确定、“知

情同意”机制适用等方面，不一致的情形更加明显。

2.2.1 对运动员隐私权和人格权保护路径有限

长久以来，各国的个人数据保护主要依赖隐私权保护

路径，当隐私权保护不足时，则借助其他人格权保护方

式，如肖像权和姓名权等，这种权利保护机制为规范运动

员数据采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仍存在适用困境。第一，

隐私权无法维护运动员数据的财产性。比如，运动员不

能对侵权人处理或出卖其数据获得的收益主张权益，而

通过肖像权和姓名权等保护方式能否补缺，效果如何，法

律上也不明晰。第二，隐私权的保护客体是个人隐私信

息，但体育赛事中体现的运动员数据有一大部分是非隐

私信息，如技术动作等，难以归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第

三，欧盟将个人数据隐私权视为基本人权，追求数据保

护，而美国仅将数据隐私权视为公民的普通权利，需让位

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购买、出售和交易公民的个人数

据已正常化（Gosnell，2019）。数据保护规则的差异不仅

要求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需同时满足不同国家的数据保

护条件，加大了组织难度和成本，而且还需要确立有利于

利益平衡的数据纠纷解决依据。

2.2.2 运动员“知情同意”机制运行失衡

理论上，运动员对自身数据享有绝对的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采集主体需充分告知运动员数据采

集内容和目的，并获得同意才可进一步行动。现有法律

规范也对“知情同意”机制的落实加以细化。然而，实施

难题依旧存在。第一，运动员同意受同意形式的约束，尚

无有效方式考证运动员签订数据采集协议时是否自主及

自主程度几何。第二，运动员同意深受采集目的影响。

采集后的数据可能会产生新信息，导致新用途，即便协议

包括了新信息使用的内容，但数据分析具体会获得怎样

的新信息、采集主体又将如何使用这些新信息，很难在合

同中体现，不易受运动员意愿的影响。第三，法定的知情

同意规则适用效果存疑。在体育自治的状态下，运动员

和体育组织有时都愿意服从于双方合意，更强调合同权

利义务，欧盟较为严苛的“知情同意”规则并不受青睐。

美国的“知情同意”规则侧重个人同意，并鼓励个人因同

意实现财产权。但是，许多采集者往往选择不公开数据，

并在不公开使用数据的情况下就能获取经济利益，使得

个人失去了主张数据财产权的机会。因此，根据体育竞

赛和体育产业的特点和需求，区分不同的运动员数据类

型，在体育自治下建立受普遍认可的有效的“知情同意”

机制，是运动员数据保护和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

2.2.3 运动员数据采集和流转范围的界定不精确

由于个人数据具有可复用性，因此，平衡个人数据的

利用与保护主要在于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朱新力 等，

2018）。受到公共信息范围难确定的影响，国际社会尚未

明确运动员数据采集范围的界线及敏感信息的类型。对

于个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界定，目前争议较大。有学者

认为，适当的个人信息保护符合信息业者的利益，只有在

个人信息获得适当保护时，才能获得个人的信任以放心

地提供个人信息，使个人信息得以利用（张新宝，2015）。

而反对者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属性，关涉他人和社会

利益，个人信息的使用不应当完全由个人决定（高富平，

2018）。虽然存在争议，但仍达成两个基本共识：1）即使

基于公共使用，个人的数据权利也不应被完全剥夺；2）可

以通过细化个人信息，将一部分归于可采集的公共信息

范畴。此两点共识直接体现在立法上的结果，就是以美

国为代表的国家正尽可能扩大可采集的公共信息，以获

取广泛的个人数据信息。例如，美国社会更倾向于支持

个人在公共场所的自愿活动不受隐私保护，任何人都有

权记录公共场所中任何可见的事物，并主张公众人物应

承担因其特殊身份导致的更强的信息公开义务（Czarno‐

ta，2012）。如前所述，美国的这一数据立法理念受欧盟

GDPR 的影响，会被重新审视，但基于反制 GDPR 的需要

进行的立法考量，应该不会实质性改变公共利益的优势。

在这种理念下，运动员数据很容易被冠以用于比赛、训

练、体育产业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被广泛采集。此时，

明确界定运动员有权保留的数据范围，尤显重要。

2.2.4 未对国家数据主权冲突问题进行“化解”

受技术与产业影响，立法者逐渐意识到大数据的采集

和流转不可阻挡，法律的作用是在维护基本权利之上考

虑如何促进产业发展，其中隐含着国家安全、信息安全、

经济安全等多个深层次问题，运动员数据采集之所以受

到关注，正是基于这种意识的提升（张平，2017）。在数据

主权初兴之际，各国都站在本国立场上进行立法选择。

①《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标准》于 2009 年制定，在 2018 年修

订草案中，WADA 在第 3.2 条确定了个人敏感信息的定义，并在第 7

条规定应确保相关主体的知情权。

例如，在数据管辖上，2018 年 3 月美国颁布《澄清域外合法

使用数据法》（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沿袭了美国惯有的长臂管辖风格，规定数据管辖权应按

数据控制者判断，与存储地无关，即只要公司在美国实际

开展业务，数据就都归美国管辖。而欧盟 GDPR 则规定，

只要数据涉及欧盟境内自然人，就受欧盟管辖。这种从

本国出发的“利己式”立法不仅无法化解数据管理和保护

间的冲突，反而会加剧数据主权对抗。国际体育领域是

数据跨境输入和传输的主要领域，运动员自带的明星效

应、社会影响力和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加剧了数据主权冲

突的强度，而当前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体系实难与之

匹配。

另外，国家间的个人数据保护能力和水平差异短时间

内也难以达到平衡。以我国为例，尽管在经济和法律上

已具备了一定的交往和竞争能力，但在隐私与数据保护

规则等方面，中国知识界、企业界的准备仍略显不足（丁

晓东，2018），体现在主办重大赛事上，即需要针对境外的

数据保护规则和要求，在国内法、合同及运营方式上作出

更多的特别安排。

3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制内容的完善

对运动员数据采集规范的完善，应考虑各国立法和保

护水平的差异，将主要内容集中在确定采集范围及手段、

合理限制数据利用、明确数据保护途径几个方面，借助体

育自治的优势，推进规则的形成。

3.1 划定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范围

划定采集范围是运动员数据采集规范的第一步，是数

据保护的前提，包括对运动员数据权利性质进行明确，厘

定不同数据可采集度，明确同意类型和采集限制。

3.1.1 明确运动员数据权利的性质

运动员数据权利是一项综合权利，不能完全概括为人

身权或财产权。首先，运动员数据权利包含人身权。运

动员数据产生于运动员个体，包含大量的健康生理数据、

生物识别数据和心理数据等，与运动员的人身不可分离。

实践中，表现为运动员通过主张人格权和隐私权保护，实

现数据权利。其次，运动员数据权利包含财产权。在当

今信息社会中，企业广泛地收集、存储和分析个人数据，

并借助数据获取利益，已成为常态，体育产业的发展已离

不开运动员数据的支撑（Litman，2000）。因而，在市场需

求下，法律允许运动员处分或转让自身数据，以获得报酬

或奖励。再次，个人数据权利最初主要是作为人身权而

产生的，其财产权性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以人身权性

质为基础的。因此，运动员数据权利中的财产权不是完

全的财产权，运动员转让数据或同意数据采集只是权利

的适当让渡。保障运动员数据权利中的人身权，始终是

基本要求。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发现，GDPR 统一的

个人数据权利定义忽视了不同场景的数据利用特征，可

能导致数据保护负担过重。美国的数据立法虽体现了不

同行业和事项的数据利用需求，但对相对应的权属界定

不清晰，也会导致风险预估不足。对此，应根据运动员数

据权利体现出的不同属性，设定运动员数据的采集范围，

划分采集同意的标准。

3.1.2 将运动员数据厘定为“经一般同意可采集”与“经

严格同意可采集”两类

通过厘定同意形式，以确定不同数据对应的同意机

制。一般同意是指运动员在数据采集协议中作出的明示

同意；严格同意是指在一般同意的数据采集协议外，运动

员另外单独作出的明示书面同意，或在同一合同中设置

的特别提示同意条款。

第一，当被采集数据主要用于财产收益，即运动员人

身权侵害风险远低于数据利用价值或能获得充分有效补

偿时，经运动员一般同意后即可采集，主要包括：1）一般

身份数据，如姓名、肖像、身高、体重、国籍、所属体育组织

等；2）基本生命体征，如比赛时的心率、肌肉张弛程度、呼

吸频率等；3）技术动作，如命中率、速度、力度、角度、反应

时间等；4）诸如历史比赛成绩、兴趣爱好等具有运动员个

人特征的，但确有必要收集的，且运动员人身权利可让步

于体育利用价值的数据。第二，当被采集数据主要体现

为运动员人身权的客体，即具有强隐私性，商业或公共利

用价值较小时，需经运动员严格同意才可采集。该类数

据在实践中通常被界定为敏感数据，并被施加严于一般

个人数据的保护。敏感数据应在不同类型主体中有所区

分，就运动员数据而言，应包括基因数据等极具隐私性的

身份数据，既往病史、生理缺陷等健康生理数据，交友、家

庭情况等生活数据，个人偏好等心理数据以及个人聊天

记录、网上交易、个人娱乐等缺少体育利用价值但可能严

重暴露运动员个人隐私的数据等。通过区分数据，可有

针对性地设置“同意”机制。而且，严格同意的设置能缓

解 GDPR 同意规则在体育领域适用时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同时也能适当限制美国立法

主张的广泛数据利用同意。

3.1.3 限定运动员数据采集时间、空间和手段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大多数时间处于公共空

间，因此，不能简单以“公共空间”作为采集依据，需通过

规范采集的时间、空间和手段，落实上述对运动员数据采

集范围及相应同意机制的区分。在采集时间上，除有必

要的生理健康测量外，禁止 24 h 采集运动员数据；明确所

有监控和录像设备在休息娱乐时间主要是起安全保障作

用，不能进一步用于数据分析和利用；在非比赛和训练期

间，运动员有权选择是否佩戴可穿戴设备。在采集空间

上，应排除在运动员休息娱乐场所、个人网络空间进行数

据采集；若未经同意，即使运动员在非比赛和训练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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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数据管辖上，2018 年 3 月美国颁布《澄清域外合法

使用数据法》（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沿袭了美国惯有的长臂管辖风格，规定数据管辖权应按

数据控制者判断，与存储地无关，即只要公司在美国实际

开展业务，数据就都归美国管辖。而欧盟 GDPR 则规定，

只要数据涉及欧盟境内自然人，就受欧盟管辖。这种从

本国出发的“利己式”立法不仅无法化解数据管理和保护

间的冲突，反而会加剧数据主权对抗。国际体育领域是

数据跨境输入和传输的主要领域，运动员自带的明星效

应、社会影响力和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加剧了数据主权冲

突的强度，而当前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体系实难与之

匹配。

另外，国家间的个人数据保护能力和水平差异短时间

内也难以达到平衡。以我国为例，尽管在经济和法律上

已具备了一定的交往和竞争能力，但在隐私与数据保护

规则等方面，中国知识界、企业界的准备仍略显不足（丁

晓东，2018），体现在主办重大赛事上，即需要针对境外的

数据保护规则和要求，在国内法、合同及运营方式上作出

更多的特别安排。

3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制内容的完善

对运动员数据采集规范的完善，应考虑各国立法和保

护水平的差异，将主要内容集中在确定采集范围及手段、

合理限制数据利用、明确数据保护途径几个方面，借助体

育自治的优势，推进规则的形成。

3.1 划定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范围

划定采集范围是运动员数据采集规范的第一步，是数

据保护的前提，包括对运动员数据权利性质进行明确，厘

定不同数据可采集度，明确同意类型和采集限制。

3.1.1 明确运动员数据权利的性质

运动员数据权利是一项综合权利，不能完全概括为人

身权或财产权。首先，运动员数据权利包含人身权。运

动员数据产生于运动员个体，包含大量的健康生理数据、

生物识别数据和心理数据等，与运动员的人身不可分离。

实践中，表现为运动员通过主张人格权和隐私权保护，实

现数据权利。其次，运动员数据权利包含财产权。在当

今信息社会中，企业广泛地收集、存储和分析个人数据，

并借助数据获取利益，已成为常态，体育产业的发展已离

不开运动员数据的支撑（Litman，2000）。因而，在市场需

求下，法律允许运动员处分或转让自身数据，以获得报酬

或奖励。再次，个人数据权利最初主要是作为人身权而

产生的，其财产权性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以人身权性

质为基础的。因此，运动员数据权利中的财产权不是完

全的财产权，运动员转让数据或同意数据采集只是权利

的适当让渡。保障运动员数据权利中的人身权，始终是

基本要求。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发现，GDPR 统一的

个人数据权利定义忽视了不同场景的数据利用特征，可

能导致数据保护负担过重。美国的数据立法虽体现了不

同行业和事项的数据利用需求，但对相对应的权属界定

不清晰，也会导致风险预估不足。对此，应根据运动员数

据权利体现出的不同属性，设定运动员数据的采集范围，

划分采集同意的标准。

3.1.2 将运动员数据厘定为“经一般同意可采集”与“经

严格同意可采集”两类

通过厘定同意形式，以确定不同数据对应的同意机

制。一般同意是指运动员在数据采集协议中作出的明示

同意；严格同意是指在一般同意的数据采集协议外，运动

员另外单独作出的明示书面同意，或在同一合同中设置

的特别提示同意条款。

第一，当被采集数据主要用于财产收益，即运动员人

身权侵害风险远低于数据利用价值或能获得充分有效补

偿时，经运动员一般同意后即可采集，主要包括：1）一般

身份数据，如姓名、肖像、身高、体重、国籍、所属体育组织

等；2）基本生命体征，如比赛时的心率、肌肉张弛程度、呼

吸频率等；3）技术动作，如命中率、速度、力度、角度、反应

时间等；4）诸如历史比赛成绩、兴趣爱好等具有运动员个

人特征的，但确有必要收集的，且运动员人身权利可让步

于体育利用价值的数据。第二，当被采集数据主要体现

为运动员人身权的客体，即具有强隐私性，商业或公共利

用价值较小时，需经运动员严格同意才可采集。该类数

据在实践中通常被界定为敏感数据，并被施加严于一般

个人数据的保护。敏感数据应在不同类型主体中有所区

分，就运动员数据而言，应包括基因数据等极具隐私性的

身份数据，既往病史、生理缺陷等健康生理数据，交友、家

庭情况等生活数据，个人偏好等心理数据以及个人聊天

记录、网上交易、个人娱乐等缺少体育利用价值但可能严

重暴露运动员个人隐私的数据等。通过区分数据，可有

针对性地设置“同意”机制。而且，严格同意的设置能缓

解 GDPR 同意规则在体育领域适用时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同时也能适当限制美国立法

主张的广泛数据利用同意。

3.1.3 限定运动员数据采集时间、空间和手段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大多数时间处于公共空

间，因此，不能简单以“公共空间”作为采集依据，需通过

规范采集的时间、空间和手段，落实上述对运动员数据采

集范围及相应同意机制的区分。在采集时间上，除有必

要的生理健康测量外，禁止 24 h 采集运动员数据；明确所

有监控和录像设备在休息娱乐时间主要是起安全保障作

用，不能进一步用于数据分析和利用；在非比赛和训练期

间，运动员有权选择是否佩戴可穿戴设备。在采集空间

上，应排除在运动员休息娱乐场所、个人网络空间进行数

据采集；若未经同意，即使运动员在非比赛和训练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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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赛和训练场地，也不能利用场馆设备采集运动员数

据。在采集手段上，不应采取影响运动员正常生活、训练

和比赛的采集手段。

3.2 国际体育赛事中采集的运动员数据的利用限制

采集运动员数据的最终目的是分析利用，但数据滥用

则必然会给运动员造成损害。因此，需明确数据采集中

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对数据利用权限进行合理限制，平衡

运动员数据的利用和保护。

3.2.1 运动员对数据利用范围的自我设定

运动员是数据所有者，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利用数据，

但不得用于非法目的，且决定权受到其他主体权益的约

束，包括：1）在法定或必要情形下，运动员个人利益应服

从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2）采集主体通过运动员权利

让渡获得的数据采集和利用的部分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因而，考虑到采集主体的采集成本、相关体育产业项目利

益以及有约必守等因素，运动员数据权利的行使应受到

协议约束。同样，当采集或使用方违约时，运动员可根据

违约程度，决定撤销同意或解除协议。

3.2.2 对数据采集组织者利用数据予以规范

数据采集组织者包括主办方和体育组织，是运动员数

据利用链条的始端，通常也是运动员数据初始利用的全

权代理人，规范其利用行为，即为后续主体的利用划定了

范围。主办方需遵守赛事合同以及对参赛国和运动员所

做的数据利用承诺，获取的运动员数据应只服务于赛事

本身，严格禁止数据控制权转让。体育组织在现有的责

任义务上，应充分尊重运动员本身的竞技能力、强调公平

的参赛待遇，确保在与运动员的任何谈判中，数据采集及

分析利用结果都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2017 年，NBA 就

对各球队使用从可穿戴设备收集的运动员数据作了限制

规定，明确该数据不得被考虑、讨论或用于球员协议及与

球员的其他交易的谈判中，一旦违背，球队可能面临高额

罚款（Lam，2017）。

3.2.3 划定数据采集商的职能和权限

采集商通常也是运动员数据利用的技术服务商，是使

运动员数据得以发挥价值的真正推手。在获得运动员或

数据采集组织者的授权或转让之前，采集商不具有数据

流转权利。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采集商与运动员或数

据采集组织者共同开发一个体育产业项目，也仅具有在

该项目中的数据利用权限，是数据的直接控制者而不是

实际控制者或所有者，除非获得运动员或数据采集组织

者的授权，这种利用权限紧密依附于委托合同或项目开

发协议。

3.2.4 对其他数据使用者的合理约束

运动员数据的其他使用者主要指体育产业的参与者，

包括媒体、体育游戏开发者、博彩业、医疗公司等，其对运

动员数据的利用应控制在合同范围之内，并受行业自治

规则约束。当下，伴随技术的发展，在去中心化的个人信

息生态系统中，由于多元信息处理主体的存在及与用户

直接联系的缺失，使得对个人信息后续利用的第三方主

体尤其是数据中间商的监管几近真空，数据中间商与信

息收集者的责任界定十分模糊，数据所有者对后续流通

环节的权利更是无从行使（范为，2016）。对此，在合同和

自治规则约束之外，也应考虑加强技术保护方式，如对传

输给其他使用者的数据设置自毁程序，一旦被盗取或传

播则自动删除。

概言之，面对不断扩大的采集利用运动员数据的现实

需求，无论是运动员自我设定权利还是限制其他采集利

用主体的权限，都应以个人数据利益、数据从业者利益以

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全面平衡和共同实现为最终目的，力

求实现充分保护下的宽泛的数据利用环境。

3.3 细化数据采集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方法

在厘定数据和确权的基础上，对运动员数据采集的规

范还有赖于完善“知情同意”机制、细化合同约束内容、明

确控制者责任等具体措施。

3.3.1 设置多样化“同意”场景，保障运动员知情同意的

真实性

从数据立法诞生至今，“知情同意”机制一直是欧盟

和美国立法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知

情同意”机制在日益冗杂的隐私声明面前逐渐形如摆设，

应予以放弃。但是，能否行使好自主权和是否具有自主

权是两回事，因个人不能行使好权利就剥夺它，显然与人

权理念背道而驰（徐丽枝，2017）。应该说，信息自决是自

主、自由价值的时代表达，这种自我控制在法律上是通过

同意实现的，而同意有效的重要前提是充分知情（田野，

2018）。在数据采集中，运动员较一般个体更具有谈判能

力，知情同意权的确立更能体现对其相对弱势地位的补

充。为保障运动员知情同意的真实性，需巧妙设计适应

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从整齐划一的同意

向基于信息分类、场景化风险评估的分层同意转变，从一

次性同意向持续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转变，容许使用

“有条件的宽泛同意+退出权”模式（田野，2018）。另外，

让运动员进行角色转换，从消极的受保护者变为积极的

数据利用参与者，也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的同意能力。

3.3.2 依托合同约束实现对运动员数据的有效保护

合同是约束数据采集组织者、采集商和其他数据使用

者利用数据的基本方式。应尝试通过合同，形成介于欧

盟和美国立法之间宽严适宜的数据保护条件。为充分发

挥合同约束的作用，要重点把握：1）突出“目的限制”原

则，即合同要具体、清晰地表明运动员数据采集的利用方

向，对由数据分析产生的超出合同目的的利用，应重新签

订合同；2）对合同时间长短进行限制，不能要求运动员一

次性签订期限过长的协议，如 5 年以上的期限，应以一次

比赛、一个赛季或一两年一签为宜，以保障运动员充分的

自主权；3）设立严格的保密条款及责任要求，防止数据采

集组织者及采集商主动侵权。当下，在完善我国数据保

护立法之外，通过合同约定数据保护义务，约束和监管数

据采集，是解决北京冬奥会面临的 GDPR 合规问题的重要

路径。

3.3.3 通过“数据控制者责任+技术确定”模式确定运动员

数据保护的责任主体

实践中，东道国需尽可能创造符合各国或体育组织要

求的数据保护环境。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控制者的归责

应强调“谁采集谁负责”，即在体育自治环境下，将运动员

数据采集认定为经运动员认可的、为利用之目的的私主

体行为，由运动员数据的实际控制者承担管理和保护责

任。同时，在运动员数据的跨境流动中，依靠数据技术的

发展，在无需排查内容的情况下确定传输数据的来源和

合法性，以保证运动员数据权益受损时可以确定追责对

象，减少国家数据主权冲突。此外，数据采集期间，当运

动员数据权益受损时，在公权力介入之前，应首先尊重运

动员对采集主体的问责和救济途径的选择，以“私”谋

“公”，协调各国的数据权力。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受到各国重视，

大致形成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数据立法模式。在

对运动员数据采集进行规范时，欧盟的立法充分保护运

动员数据权利，而使数据利用受到限制；美国的立法营造

了宽松的数据利用环境，也相应形成数据保护的安全隐

患。各国数据立法目的及保护水平不一，导致难以形成

统一有效的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制体系。而基于自治

形成的体育组织行业规则，则难以与涉及公法范畴的各

国数据立法相抗衡，进而给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的组织

工作带来新的法律成本和压力。对此，为适应体育竞赛

的国际性以及因此产生的运动员数据的跨境采集和传

输，应区分运动员数据，明确数据采集中各方权利义务，

完善“知情同意”机制，在运动员数据采集范围、数据利用

限制及数据保护途径等方面确定标准，形成规则，实现合

法采集、依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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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赛和训练场地，也不能利用场馆设备采集运动员数

据。在采集手段上，不应采取影响运动员正常生活、训练

和比赛的采集手段。

3.2 国际体育赛事中采集的运动员数据的利用限制

采集运动员数据的最终目的是分析利用，但数据滥用

则必然会给运动员造成损害。因此，需明确数据采集中

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对数据利用权限进行合理限制，平衡

运动员数据的利用和保护。

3.2.1 运动员对数据利用范围的自我设定

运动员是数据所有者，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利用数据，

但不得用于非法目的，且决定权受到其他主体权益的约

束，包括：1）在法定或必要情形下，运动员个人利益应服

从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2）采集主体通过运动员权利

让渡获得的数据采集和利用的部分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因而，考虑到采集主体的采集成本、相关体育产业项目利

益以及有约必守等因素，运动员数据权利的行使应受到

协议约束。同样，当采集或使用方违约时，运动员可根据

违约程度，决定撤销同意或解除协议。

3.2.2 对数据采集组织者利用数据予以规范

数据采集组织者包括主办方和体育组织，是运动员数

据利用链条的始端，通常也是运动员数据初始利用的全

权代理人，规范其利用行为，即为后续主体的利用划定了

范围。主办方需遵守赛事合同以及对参赛国和运动员所

做的数据利用承诺，获取的运动员数据应只服务于赛事

本身，严格禁止数据控制权转让。体育组织在现有的责

任义务上，应充分尊重运动员本身的竞技能力、强调公平

的参赛待遇，确保在与运动员的任何谈判中，数据采集及

分析利用结果都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2017 年，NBA 就

对各球队使用从可穿戴设备收集的运动员数据作了限制

规定，明确该数据不得被考虑、讨论或用于球员协议及与

球员的其他交易的谈判中，一旦违背，球队可能面临高额

罚款（Lam，2017）。

3.2.3 划定数据采集商的职能和权限

采集商通常也是运动员数据利用的技术服务商，是使

运动员数据得以发挥价值的真正推手。在获得运动员或

数据采集组织者的授权或转让之前，采集商不具有数据

流转权利。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采集商与运动员或数

据采集组织者共同开发一个体育产业项目，也仅具有在

该项目中的数据利用权限，是数据的直接控制者而不是

实际控制者或所有者，除非获得运动员或数据采集组织

者的授权，这种利用权限紧密依附于委托合同或项目开

发协议。

3.2.4 对其他数据使用者的合理约束

运动员数据的其他使用者主要指体育产业的参与者，

包括媒体、体育游戏开发者、博彩业、医疗公司等，其对运

动员数据的利用应控制在合同范围之内，并受行业自治

规则约束。当下，伴随技术的发展，在去中心化的个人信

息生态系统中，由于多元信息处理主体的存在及与用户

直接联系的缺失，使得对个人信息后续利用的第三方主

体尤其是数据中间商的监管几近真空，数据中间商与信

息收集者的责任界定十分模糊，数据所有者对后续流通

环节的权利更是无从行使（范为，2016）。对此，在合同和

自治规则约束之外，也应考虑加强技术保护方式，如对传

输给其他使用者的数据设置自毁程序，一旦被盗取或传

播则自动删除。

概言之，面对不断扩大的采集利用运动员数据的现实

需求，无论是运动员自我设定权利还是限制其他采集利

用主体的权限，都应以个人数据利益、数据从业者利益以

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全面平衡和共同实现为最终目的，力

求实现充分保护下的宽泛的数据利用环境。

3.3 细化数据采集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方法

在厘定数据和确权的基础上，对运动员数据采集的规

范还有赖于完善“知情同意”机制、细化合同约束内容、明

确控制者责任等具体措施。

3.3.1 设置多样化“同意”场景，保障运动员知情同意的

真实性

从数据立法诞生至今，“知情同意”机制一直是欧盟

和美国立法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知

情同意”机制在日益冗杂的隐私声明面前逐渐形如摆设，

应予以放弃。但是，能否行使好自主权和是否具有自主

权是两回事，因个人不能行使好权利就剥夺它，显然与人

权理念背道而驰（徐丽枝，2017）。应该说，信息自决是自

主、自由价值的时代表达，这种自我控制在法律上是通过

同意实现的，而同意有效的重要前提是充分知情（田野，

2018）。在数据采集中，运动员较一般个体更具有谈判能

力，知情同意权的确立更能体现对其相对弱势地位的补

充。为保障运动员知情同意的真实性，需巧妙设计适应

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从整齐划一的同意

向基于信息分类、场景化风险评估的分层同意转变，从一

次性同意向持续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转变，容许使用

“有条件的宽泛同意+退出权”模式（田野，2018）。另外，

让运动员进行角色转换，从消极的受保护者变为积极的

数据利用参与者，也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的同意能力。

3.3.2 依托合同约束实现对运动员数据的有效保护

合同是约束数据采集组织者、采集商和其他数据使用

者利用数据的基本方式。应尝试通过合同，形成介于欧

盟和美国立法之间宽严适宜的数据保护条件。为充分发

挥合同约束的作用，要重点把握：1）突出“目的限制”原

则，即合同要具体、清晰地表明运动员数据采集的利用方

向，对由数据分析产生的超出合同目的的利用，应重新签

订合同；2）对合同时间长短进行限制，不能要求运动员一

次性签订期限过长的协议，如 5 年以上的期限，应以一次

比赛、一个赛季或一两年一签为宜，以保障运动员充分的

自主权；3）设立严格的保密条款及责任要求，防止数据采

集组织者及采集商主动侵权。当下，在完善我国数据保

护立法之外，通过合同约定数据保护义务，约束和监管数

据采集，是解决北京冬奥会面临的 GDPR 合规问题的重要

路径。

3.3.3 通过“数据控制者责任+技术确定”模式确定运动员

数据保护的责任主体

实践中，东道国需尽可能创造符合各国或体育组织要

求的数据保护环境。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控制者的归责

应强调“谁采集谁负责”，即在体育自治环境下，将运动员

数据采集认定为经运动员认可的、为利用之目的的私主

体行为，由运动员数据的实际控制者承担管理和保护责

任。同时，在运动员数据的跨境流动中，依靠数据技术的

发展，在无需排查内容的情况下确定传输数据的来源和

合法性，以保证运动员数据权益受损时可以确定追责对

象，减少国家数据主权冲突。此外，数据采集期间，当运

动员数据权益受损时，在公权力介入之前，应首先尊重运

动员对采集主体的问责和救济途径的选择，以“私”谋

“公”，协调各国的数据权力。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受到各国重视，

大致形成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数据立法模式。在

对运动员数据采集进行规范时，欧盟的立法充分保护运

动员数据权利，而使数据利用受到限制；美国的立法营造

了宽松的数据利用环境，也相应形成数据保护的安全隐

患。各国数据立法目的及保护水平不一，导致难以形成

统一有效的运动员数据采集法律规制体系。而基于自治

形成的体育组织行业规则，则难以与涉及公法范畴的各

国数据立法相抗衡，进而给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的组织

工作带来新的法律成本和压力。对此，为适应体育竞赛

的国际性以及因此产生的运动员数据的跨境采集和传

输，应区分运动员数据，明确数据采集中各方权利义务，

完善“知情同意”机制，在运动员数据采集范围、数据利用

限制及数据保护途径等方面确定标准，形成规则，实现合

法采集、依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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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thlete Data Col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LI Zhi，HUANG Linfang

Law School,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of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nvolves a series of legal issues. Among them, athlete data
collection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because it involves privacy rights and personality rights. In particular,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EU in 2018 imposes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legal obligations of
athletes’data collection and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making i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such as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ata collection
scope, data utilization purpose beyond the authority, damaging athletes’rights and“data sovereignty”confrontation. The athlete
data has property attribute and obvious publicity.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system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privacy rights is not
enough to cover, and the informed consent mechanism is hard to work.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gal regulation system of
athlete data collection, and balanc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thlete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limits of data
collection, utilization restrictions and protection method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athletics data; collec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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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Dimension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Sense of Gain of Residents in

Public Gymnasiums and Stadiums Service in China

CHEN Yuanxin，QIU X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s survey, expert interview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ime
implication of the sense of gain,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evaluation dimension of resident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tadiums
and gymnasiums public serv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sense of gai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ness, justi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pointing to the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needs of people and the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The sense of gain of
residents in stadiums and gymnasiums public service a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eds, which is based o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eelings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services of stadiums and gymnasiums, the real acquisition,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 needs. It includes the degree of people’s mastery and satisfaction of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higher levels of individual needs.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residents’sense of public service in stadiums mainly
include the sense of venue facilities, service content, service security, venue atmosphere, personal realization and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The application in the stadium operation refor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larifying the reform
purpos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sense of gain; improving the reform schem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responding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masses,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content;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Keywords: the public service of the stadium; the sense of gai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ime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dimens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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