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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机器学习在社会中的广泛使用，带来的歧视问题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这逐步引起了产业界和学

术界对机器学习算法公平性问题的浓厚兴趣。目前对公平性度量和机器学习公平性机制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本文对公平性机器学习的研究进行了调研，首先从公平性的定义出发，比较了衡量公平性指标的方法，
然后调研了公平性数据集，对公平性问题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对现有的公平性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归类和
比较，最后总结了当前公平性机器学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关键问题和重大挑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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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in our society, the problems of discrimination have
caused widespread social controversy. It gradually arouses strong interests in fair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Nowdays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issues related to fairness and mechanism of fair machine learning is still in their infancy. We makes a survey on fair machine learning.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s of fairness,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difinitions on fairness in different problems. Common datasets are also summarized. And the issues of
fairness is analyzed. We classify and compare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achieving fairness. Finally, we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fairness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opose the key problems and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lgorithmic ethics;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fairness; fair machine learning; fair indicator; fair design; fair
dataset; dynamicity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被应用于金融、反恐、征
税、司法、医疗、保险等公共领域，算法不仅为经
[1-3]
济社会带来了许多进步，还决定着公民的福祉 。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不公平甚至是
[4]
[5]
歧视现象的出现，如信用评分 、犯罪预测 和贷
[6]
款评估 等。算法伦理特别是机器学习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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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题引起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如
IEEE(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于 2017 年底发
[8]
布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第 2 版) 、欧
盟于 2018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与自动系
[9]
统宣言》 、第 40 届数据保护与隐私专员国际大
会于 2018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数据保护
[10]
宣 言 》 ， 世 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D) 于
[11]
2019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原则》 、G20 组织于
[12]
2019 年发布的 Human-centred AI Principles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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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于 2020 年发
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发展负责
[13]
任的人工智能》 。在以上宣言或原则中，都不
同程度强调了算法的公平性问题。所谓公平性机
器学习是将公平性植入到模型设计中，使得算法
对敏感属性 (如种族、性别宗教等) 的分类预测结
果对人来说是公平或非歧视的。虽然模型的结果
必须考虑准确性指标，但是也必须考虑其社会影
响，因此对机器学习的公平性的评估和分析显得
[14-15]
尤为重要
。

1 公平性的定义
公平性机器学习算法需要考虑两个密切相关
的方面：首先是在特定社会场景中如何定义公平
性，其次是社会可接受程度。通常假定敏感属性
为二元属性，以下对本文中使用的符号进行定义：
S 表示敏感属性或受保护属性；X 表示除了受保
护属性外的其他可观测属性；Y 为要被预测的标
签 ； Ŷ 为 对 于 Y 的 预 测 ， 是 取 决 于 S、 X 的 随 机
变量。
无意识公平 (fairness through unawareness, FTU)
如果在算法中不使用受保护属性 S 进行训练
[16]
及预测，则这个算法的公平满足 FTU 。FTU 模
型简单，但是加入 X 包含类对 S 的歧视性信息，导
致不公平。
1.1

个体公平 (individual fairness, IF)
[17]
IF 是由 Dwork 在 2012 年提出的 。如果一
个算法对于相似个体的预测结果是相同的，就称
其实现了个体公平。给定一个度量，如果个体
[18-20]
i 和 j 是相似的，则对其预测也应该相似
。
[21]
Kim 等 改进了告知个人偏好的个体公平 (preference-informed individual fairness，PIIF)，即放松个
体公平，允许偏离 IF 但是要符合个人偏好，可以
为个人提供更为有利的解决方案。
1.2

1.3

人口均等 (demographic parity, DP)/不同影响

(disparate impact, DI)
如果预测值 Ŷ 满足 P( Ŷ |S =0) = P (Ŷ |S = 1)，则
[21]
算法实现了人口均等 (DP) 。
DI 定义为 P( Ŷ |S =0)/P (Ŷ |S = 1)。在二分类
中，所有非特权类被分组成一个单独的值 S=0（例
如，“非白种人”），与特权类 S=1（例如，“白种人”）
进行比较。在多分类中，对特权组进行成对 DI 计
[22]
算，并取这些计算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值 。
[23]
Zafar 等 在将不同影响解释为决策系统的
不同结果，对于具有敏感属性的某些人群，所产
[24]
生的不同有益或有害的影响。Beretta 等 将 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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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与现存的公平概念结合，提出在不同社
会背景中某一特定的民主思想背景下，如何选取
公平性的评价标准，并指出反事实公平、无意识
公平及基于组条件的公平更适用于竞争民主，个
体公平更适用于自由民主，基于偏好的公平更适
用于平等民主。
机会均等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EO)
如果预测值满足 P(γ̂ = 1 |S=0,Y=1)= P( γ̂ |S = 1,
Y=1)，则称算法实现了机会均等。比较在同类别
Y 中的基于不同敏感属性 S，预测标签的概率是否
相等，称为基于组条件精度的公平。不同的 EO
的衍生定义如表 1 所示。
1.4

表 1 不同的机会均等定义
Table 1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EO
名称

数学定义

s的准确率

P(Ŷ = y | S = s, Y = y)

s的召回率

P(Ŷ = 1 | S = s, Y = 1)

s-TNR
s-BCR

P(Ŷ = 0 | S = s, Y = 0)

[ (
)
(
)]
P Ŷ = 0|S = s, Y = 0 + P Ŷ = 1|S = s, Y = 1 /2
[25]

Chouldechova 的目标是在敏感群体中实现
1−s-TPR 和 1−s-TNR 值相等，即错误率平衡。在
敏感群体中如果实现了相同的 s-TPR 和 1−s-TNR，
则称机会均衡。
不同对待 (disparate treatment)
通常法律通过两个不同概念来评估决策过程
的公平性：不同对待和不同影响。如果决策过程
部分或全部基于受试者的敏感属性信息，则决策
过程将导致不同对待。当决策系统为具有相同
(或类似) 非敏感属性 (或特征) 值，但不同敏感属
性值的人群提供不同的输出结果时，称为不同对待。
[23]
Zafar 等 参照上述两种概念定义，通过从决
策过程中删除敏感属性避免不同对待，以及增加
公平约束消除不同影响进行研究。观察到标准的
公平约束是非凸的，其引入协方差将非凸问题转
化为凸型，并通过参数来衡量输出结果及敏感属
性，研究了多分类的敏感属性及多个敏感属性分
析问题。
1.5

不同误判率 (disparate mistreatment, DM)
在决策实现公平性中，如果历史数据中存在
偏见，那么不同影响及不同对待适合作为公平衡
量标准，但是当训练数据是基于历史事实而来，
使用不同误判率指标来衡量公平性会更准确。当
分类器对于不同敏感属性输出错误率不同时，称
[23]
为不同误判率 DM，公式为
1.6

P(Ŷ = 1|Y = 0, S = 0) + P(Ŷ = 0|Y = 1, S = 0) =
P(Ŷ = 1|Y = 0, S = 1) + P(Ŷ = 0|Y = 1, S = 1)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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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系

基于组条件的校准度量
在敏感值均衡中引入校准的概念，即如果
p(Y = 1|Ŷ = p) =p ，则输出事件概率 Ŷ 的预测因子
被称为经过良好校准。可以通过调节校准功能来
[25-26]
确定公平性测量
。
1.7

反事实公平 (counterfactual fairness)
[15]
由 Kusner 等 提出，建立在给定结构方程模
型 (U,V,F) 的 基 础 上 ， 其 中 U 表 示 潜 变 量 ， V ≡
S∪X， F 为 一 系 列 方 程 。 如 果 预 测 值 Ŷ 满 足 式
(1)，则称为反事实公平：
1.8

P(ŶS ←s (U) = y|X = x, S = s) =
P(ŶS ←s′ (U) = y|X = x, S = s)

(1)

该定义针对个体层面，如果在现实世界和反
事实世界中预测相同，那么对个人是公平的。

统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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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公平 (ex-ante fairness) 及事后公平 (ex-

1.9

post fairness)
事前公平指一个算法 A 满足对于任意一对候
( )
选人 x ij 和 xi j ，其累积分布函数 F j (x ij ) >F ′j xi j ，则
[ (
)
(
)]
概率满足 E A X, xi j ]⩾ E[ A X, xi j 。
事后公平指一个算法 A 满足对于任意一对候
( )
选人 x ij 和 xi j ，其累积分布函数 F j (x ij ) >F ′j xi j ，个
′ ′

′ ′

′ ′

′ ′

′ ′

[27]

体 xi j 只当 xij 也被选中时才被选中 。
′ ′

综合分析比较
许多不同公平性定义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关
[14]
的。Friedler 等 通过分析许多算法的公平性度
量，度量了不同定义的相关性，发现不同的公平
性指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性，分别在 Ricci
和 Adult 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如图 1 所示。
1.10

1.0
1-accuracy
TPR
Race-TPR
TNR
0-accuracy
Race-TNR
calibration+
BCR
accuracy
Ice-accuracy
e-calibrationCV
Dlbinary
Dlavgall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a) Ricci, Zafar
图1
Fig. 1

(b) Adult, Feldman

不同公平性标准之间的关系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asures of fairness

图 1 表示数据集和算法的相关性分析，展示
了不同的公平性度量如何相互关联。各种群体条
件下的公平指标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值得注意
的是，对负结果的群条件校准测量 (s-calibration)
与其他组条件测量相比，它与基准率测量的关系
更为密切。
此外准确性指标与群体条件下的公平指标相
关性，表明公平性−准确性的权衡与基准率公平
度量更相关。

在某些情况下，期望在不同的公平性度
[25]
量 之 间 进 行 权 衡 。 Chouldechova
和 Klein[28]
berg 等
研究表明，假设不同人群比率不相
等 ， 则 不 可 能 同 时 实 现 校 准 和 错 误 率 平 衡 (组
间 相 同 的 假 阳 性 率 和 相 同 的 假 阴 性 率 )。 Friedler
[14]
等 通过一个实例检验了这种权衡。每种算
法 的 s-calibration 与 s-TPR 之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权
衡，且不同的算法位于不同的权衡线上，如图 2
所示。

sex-calibration

0.16
0.14
0.12
0.10
0.08
0.06
0.4

图2
Fig. 2

−1.0

0.5

0.6
sex-TPR

0.7

0.8

算法
Calders
DecisionTree
Feldman-DecisionTree
Feldman-GaussianNB
Feldman-GaussianNB-Dlavgall
Feldman-GaussianNB-accuracy
Feldman-LR
Feldman-SVM
Feldman-SVM-Dlavgall
Feldman-SVM-accuracy
GaussianNB
Kamishima
Kamishima-Dlavgall
Kamishima-accuracy
LR
SVM
ZafarFairness

对于所有算法在 Adult 数据集中 sex-calibration 和 sex-TPR 指标之间的权衡
Trade-off between s-calibration and s-TPR for all algorithms on the Adult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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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性测试数据集
公平性测试数据集和普通数据集的差别在于
具有敏感属性，目前国际上对公平性机器学习算
法的测试大多基于以下几个数据集。
消防员晋升 (ricci)
该数据集来源于美国最高法院诉讼案，是关
于消防员是否会获得晋升的测试数据集，包括
118 条记录和 5 个属性，其中有一个敏感属性 (种
族 )， 目 标 是 预 测 晋 升 ， 同 时 实 现 对 敏 感 属 性 的
[29]
公平 。
2.1

成年人收入 (adult income)
该数据集包含 1994 年美国人口普查的个人
信息，有 45 222 条记录，14 个属性 (包括年龄、种
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还包含有一个二分类
[30]
标签，表示每个个体的收入是否超过 50 000 美元 。

出不同阶段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在输入阶
段，存在问题是输入数据集中存在偏差；在过程
阶段，存在程序的黑箱问题；而输出阶段存在算
法决策产生的歧视性影响。
预处理公平性设计
训练数据中存在的不公平是算法能学习的，
如使训练算法不能学习该偏差就能得到预处理公
平，可归为两类：1) 更改训练数据中单个项目的
敏感属性或类标签的值；2) 将训练数据映射到转
换空间，在该空间中敏感属性和类标签之间的依
赖关系消失。
3.1

2.2

德国人信用贷款 (german credit)
该数据集包含 1 000 个记录和 20 个属性，标
签描述了每个人的信用分类为好或坏。敏感属性
包含性别、年龄，性别不直接包含在数据中，但可
[31]
以从给定的信息中得到 。
2.3

预测再次被捕率
该数据是关于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使用
COMPAS 风险评估工具评估的数据，包括 6 167 人
的少年重罪数量、当前逮捕的指控程度等信息，
以及敏感属性 (种族和性别)，预测在第一次被捕
[32]
后的两年内被再次逮捕的概率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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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man 等

[35]

对每个属性进行修改，使得基

于给定敏感属性子集的边际分布都相等,并且这
种改变不会影响其他变量，转换后的数据保留了
非敏感属性的大部分特征信号，还提出交叉敏感
属性，并且两种敏感属性的影响不叠加。
其他方法包括具有二元敏感属性和二分类问
题，对预处理技术进行改进，抑制敏感属性，通过
更改类标签来调整数据集，重新加权或重新采样
[36]

数据以消除歧视，而无需重新标记实例 。Calmon
等

[37]

提出了一种用于学习数据转换的凸优化，其

目标有控制歧视、限制单个数据样本中的失真度
以及保持效用。
3.2

过程公平性设计
对特定机器学习算法的改进中，最常见的是

给算法附加约束条件。Kusner 等

[15]

将因果模型

预测再犯暴力
该数据描述了与上述累犯数据相同的情况，
但预测结果是两年内再次暴力犯罪的结果。预处
[32]
理后共有 4 010 人，敏感属性为种族和性别 。

引入到算法中，并给出了 3 种实现不同等级算法

银行营销数据
该数据集有 45 211 条记录，17 个属性，还包含
[33]
一个二分类标签，表示每个客户是否有定期存款 。

3) 通过具有潜变量的确定性模型 (如加性误差模

纽约市阻止和搜身 (NYC stop and frisk)
该数据集是阻止、搜索和搜身数据集，该网
站提供了纽约警察局阻止的司机的人口学信息和
其他信息，总共有 45 787 条记录，具有 73 个特征，
[34]
受保护属性为种族 。

不存在偏见，在基于不同误判率的公平性和准确

美国司法部数据
该数据集包含 1990~2009 年在美国 75 个人
口最多的县中 40 个保留了 151 461 名重罪被告的
法院处理信息。

Kearns 等

3 公平性机器学习设计

法提供近似的公平性。Kamishima 等

2.5

2.6

2.7

2.8

从算法的基本定义出发，用输入、过程及输

公平性的方法。1) 运用与敏感属性无直接或间接
关联的属性来构建模型；2) 通过潜在变量来构建
模型，潜在变量是可观测变量的非确定性因素；
型) 进行建模。Zafar 等

[16]

对不同误判率下的逻辑

回归及支持向量机算法进行改进，基于历史信息
性之间提供了灵活的权衡。当敏感属性信息不可
用时，此方法效果较好。Zemel 等

[20]

结合预处理

和算法修改，学习规范数据表示以实现在分类
中实现高效，同时实现不受敏感属性值的影响。
[27]

结合事前公平及事后公平，利用不同

个体的累积分布函数，给定一组个体的得分，根
据候选人的经验值来提供置信区间，然后将使用
的偏差界限为候选人分配分数，运行 NoisyTop 算
[38]

引入以公

平性为中心的正则化项，并应用于逻辑回归分类
算法中。Calders 等

[39]

为敏感属性的每个值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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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了单独的模型，并根据相应输入的属性值来适当

值。Kamiran 等

选择模型，在 CV 度量下评估迭代组合模型的公

叶子标签，以满足公平约束。Woodworth 等

[40]

通过在训练后修改决策树中的
[43]

采

针对现有的图嵌入算法无法处

取了一阶矩的统计和计算理论学习非歧视预测，

理公平约束的问题，在确保学习表示与敏感属性

提出了统计上最佳的二阶矩程序，同时在二阶矩

不相关的条件下，通过引入对抗框架来对图嵌入

上对非歧视性较为松弛，使得算法易于学习。

进行公平性约束，使用复合框架去除掉更多的敏

3.4

平性。Bose 等

部分算法比较如表 2 所示。Corbett-davies

感信息。

表2
Table 2
算法

S是否是多分类?

√

[35]

Feldman

Kamiran，Calders

[36]

[37]

Calmon

[38]

Kamishima

Calders,Verwer

[39]

[23]
[15]

Kusner

Kamiran
Hardt

[42]

[41]

Woodworth

[43]

算法之间的比较

一次能处理多个S吗?

√

其他分类数量

分类器

数值型

任何

数值型

基于打分的分类器

×

分类及数值

任何

×

×

数值型

逻辑回归

×
√

×
√

分类及数值

朴素贝叶斯

数值型

基于凸边缘分布的分类器

×

×

分类及数值

构建结构方程

×
√

×

分类及数值

决策树

×

分类及数值

任何

×

×

分类及数值

任何

公平性算法的分类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s of fair machine learning

特点

缺陷

规定算法不考虑受保护的特征，

1) 此策略可确保决策不明确依赖于组成员身份；

如种族、性别或其代理人

2) 即使不使用受保护的特征，明显的歧视行为是可能的

要求某些常见的预测性能指标在被

1) 当风险分布不同时，强制执行分类均等常常会降低所有

保护属性限制的群体中是相等的

群体的效用；2) 误解假正率是一个群体总体福祉的合理代表

要求结果是独立于保护属性，

不足以确保风险分数是准确的或决定是公平的，

控制估计的风险

在评估离散风险评分的校准时必须小心谨慎

4 公平性机器学习应用研究
4.1

到统计上的限制，如表 3 所示。

×

公平性算法分类

校准

(calibration)，并指出 3 种公平性算法的定义都受

×
√

Table 3

分类均等

classfication)、分类均等 (classification parity)、校准

Comparison between algorithms

表3

反分类

[44]

等 将 公 平 性 算 法 定 义 分 为 3 类 ， 即 反 分 类 (anti-

后处理公平性设计
[41]
Hardt 等 考虑在敏感属性情况下，对不公平
类别的概率估计进行后处理，学习不同敏感属性
下的不同决策阈值，并在决策时应用这些特定阈
3.3

Zafar

公平性算法分类

环境演化与动态性公平
大多数的公平性算法任务关注于一次性的分

类任务，但是在现实的算法系统中包含着很多相
互影响的因素。在某些场景中，学习算法本身会
作用于复杂环境的动态演化，而公平性也会相应
地在不同群体间变化。
在 静 态 环 境 中 ， Kannan 等

[45]

进行了初步尝

试，展示了如何在一个简单、程式化的环境中，使
用小额货币支付来激励个人公平的特定概念。
[46]
Davies 等 在分类中采用公平的福利最大化观
点，并描述了附加统计公平约束的成本。
在动态环境中，Google 提出了 ML-fairness[47-48]
gym 仿真框架
，可以帮助理解算法如何动态
地影响信息系统的环境以及人类行为者的动机。
以公平性为导向适用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框架，
具有很高的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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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复杂性
某些统计数据十分敏感，受到法律条款保
护。通过加入不同程度的噪音保护敏感数据，往
往会降低机器学习的准确性。
在某些情况下，常见的隐私算法对个体公平
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当隐私更严格时或决策
[49]
涉及人口较少时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
在数据很少甚至是没有数据时，难以做出准
确预测，其一是公平警告 (fair warnings)，当将系统
应用到一个相似数据集时，可以解释产生不公
平性的边界条件；其二是模型不可知的元学习
(model agnostic meta learning, MAML)，该算法在强
化学习和图像识别的方面用很少的数据达到一个
[50]
很好的效果 。
4.2

特定场景下的公平性问题
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公平需要一定的公平代
[51]
价 (price of fairness，PoF) ，需要在公平性与其他
待优化因素之间进行权衡。机器学习的准确率降
低，在资源分配问题中则体现为对资源的不充分
利用，考虑公平性下的资源最大利用率，小于不
考虑公平性时的最大利用率。在需求不确定时分
配资源，存在某些自然分布族，如指数分布和威
尔分布，能够使在考虑公平性条件下的资源最大
可利用率达到无该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可利用率；
幂律分布虽然不能消除最优解与公平解之间的距
离 PoF，但是能够被一个独立于分布参数的常数
[52]
所限制 。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由于 ImageNet 数据大多
[53]
为人为标注，并且类别绝大部分是欧美人 ，因此
比如在人脸识别系统中，对某些种族的人错误率
有明显偏高，因此产生公平性问题。比如基于
[54-56]
ILSVRC 数据集为场景，这是 ImageNet 的子集
，
有 1 000 种类别，其中人只有 3 种类别 (司机、棒
球员、新娘)。使用 ImageNet 来研究人的类别标
签，发现导致图像识别不公平的根本的 3 个原因：
1)WordNet 中的停滞词汇；2) 所有类别图像的详
尽描述；3) 图像类别的不平衡。对 ImageNet 的 2 832
种类别进行过滤，只有 158 种类别可以用于图像
[45]
识别 。
在推荐系统中，需要保证推荐是公平的而不
依赖于用户的种族或性别，系统能够在不暴露自
身属性的前提下学习节点嵌入表示以保证隐私。
[40]
Bose 等 聚焦于对社会图加入不变性约束的可
行性，即生成对特定敏感信息不变的图嵌入。首
先训练得到一组过滤器，以防止对抗式的甄别者
将敏感信息与过滤后的嵌入信息进行分类。然后
将过滤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灵活生成对
任何敏感属性子集不变的嵌入。
4.3

·583·

语言建模是一项非常容易受到性别偏见影响
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同时也非常具有实际应用
[57]
价值，例如屏幕键盘中的单词预测。Bordia 等
评估了性别偏见对于在文本语料库中训练的单词
级别的语言模型的性能影响。
在司法智能应用中，需要保证算法的公平
[58]
性。Green 等 认为不应过于偏向研究算法的精
确性，而应该研究怎么设计一个系统使得人们利
用和系统的交互，综合做出公平性判断，并提出
了一个循环算法的框架。

5 关键问题和重大挑战
国际上对公平性机器学习的研究中，如何设
计更好的公平性指标，如何针对实际问题对公平
性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设计、分析、测试和评估，这
是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公平性机器学习
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思考。
1) 数据的复杂性
在许多情况下，获取代表性数据可能过于困
难。同时公平性算法对于输入的变化特别敏感。
数据挑战包括在数据标注时的错误、测量误差、
偏差和样本不平衡。数据标签错误是实现公平机
器学习最严重障碍之一。数据类别不平衡也会影
响不公平性学习效果。只有通过尽量准确的标注
数据，以及针对训练数据的特点设计机器学习算
法实现公平性。同时，建设评估公平性算法的数
据集也很关键。
2) 公平性表示学习
公平性表示学习包含数据和模型的公平性表
示。数据的公平性表示，是指一方面能够表达出
包含数据点相关的大量有用信息，同时这一表示
是公平的，即包含有关敏感属性信息，目的是防止
机器学习算法产生歧视性行为。模型的公平性表
示，是指把公平性嵌入到机器学习模型中，成为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结合认知理论，特别是多粒度
[59]
认知计算进行公平性表示学习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
3) 公平性算法的鲁棒性
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专注于实验条件下公平
性算法的准确性，然而算法在实际应用中会面临
攻击行为，如何设计鲁棒性公平性机器学习方法
是一个公开问题。
4) 公平性算法的动态性
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在静态分类的场景下
进行机器学习中的公平性问题研究，并没有研究
这些决定会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影响未来。通常
认为给机器学习模型施加公平性的限制以后，能
够更好地改进不公平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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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何设计动态公平性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有
反馈和长期的公平性非常重要。
5) 公平性算法的可解释性
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机器学习算法的准确
性，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广泛使用，在图像、视频和
文本领域实现高准确性的同时，模型越来越复
杂。在实际应用中，算法的可解释性变得越来越
重要，在设计可解释性模型的同时，务必保证公
平性结果的可解释性。
6) 平衡公平性与其他指标
实现公平性会对算法的其他性能指标带来损
耗，如何平衡公平性和效率，如何平衡公平性与准
[60]
确性，如何平衡公平性与可解释性等 。如何达到
平衡，综合考虑多个指标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7) 建设公平性软件工具箱
目前只有 Google 发布的工具箱 ML-fairnessgym，用来探索在社交网络环境中部署智能决策
系统的影响。公平性机器学习软件工具的开发和
应用是丰富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
8) 社会环境适用性
公平性设计需要结合各国的法律，结合各国
的规章制度，以及不同应用系统的要求，如为非
歧视性雇佣、量刑指导风险评估和贷款分配，实
现应用领域的公平性。算法的公平性需要与社会
公正的平等概念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才能避免
狭隘的技术解决方案，建立更公平的机器学习模型。

6 结束语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广泛应用，当前人工智
能伦理和人工智能治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算法公平性成为研究热点，不过研究和应用仍处
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针对公平性机器学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
综述，对公平性算法的实现机制进行了调研，并
总结了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希望给相关
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只有实现了机器学习算
法在应用中的公平性，人工智能才能更好地服务
于人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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