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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实践及其启示＊

夏　燕　沈天月

【提　要】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修正了 《存储通讯法案》。从法案功能而言，ＣＬＯＵＤ法案

确立了 “数据控制者”法律管辖原则，排除了美国获取跨境电子数据的障碍，也为其他国

家快速便捷获得美国控制的电子数据提供了可能的法律途径。检视法案实践，囿于ＣＬＯＵＤ
法案的理论局限以及其产生 “长臂管辖”的威慑力，ＣＬＯＵＤ法案实际上极大地加速了其他

国家数据本地化的步伐。我国应当借鉴ＣＬＯＵＤ法案中的有利思路，在司法协助领域做出

前瞻性部署，促进电子数据跨境流动达致合理状态，进而逐步引领跨境数据流动区际或者

国际规则的制定。
【关键词】ＣＬＯＵＤ法案　电子数据　数据主权　数据流动　数据本地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９５２（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０５－１０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 （Ｊａｃｋ　Ｌ．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等人主张的那样：“鉴于构成互联网

的硬件和软件都位于一国领土之内，领土主权正当化了国家对网络使用者的规制。”① 在网络信息技术

纵深应用的互联网时代，形同网络空间 “土壤”的数据被国家治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日益凸显。然

而互联网巨头企业将数据储存于世界不同主权国家的服务器，造成数据服务器存储地与数据服务提

供者所在地地理疆域的普遍分离，② 致使主权国家的法律管辖权陷入困境，引发层出不穷的纠纷与争

论。其中如何合法 获 取 境 外 电 子 数 据，为 本 国 案 件 提 供 司 法 协 助，更 是 成 为 纠 纷 与 争 论 中 的 焦 点

问题。
正是基于顺利获取跨境电子数据的目的，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美国４位参议员向国会提交了 《海

外数据使用澄清法案》（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Ｌａｗｆｕ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以下简称为ＣＬＯＵＤ法案）法律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网络平台侵权责任之立法研究”（１８ＶＨＪ０１１）、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网络平

台自治规则研究”（２０１８ｓｋｊｄ０３）、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美国网络安全防护经验对我国网络安全情势的启示”

（２０１７ｓｋｊｄ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①　Ｊａｃｋ　Ｌ．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ｄ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ｐ．４７５－４９１．

②　Ｓｅａｎ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ｓｋ　Ｄｒ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Ｈｏｗ　Ｗｅｂ　Ｇｉａｎｔｓ　Ｓｔｏｒｅ　Ｂｉｇ—ａｎｄ　Ｗｅ　Ｍｅａｎ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ｒ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ｈｔｔｐｓ：／／

ａｒ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ｃ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０１／ｔｈｅ－ｂｉｇ－ｄｉｓｋ－ｄｒ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ｈｏｗ－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ｂ－

ｓｔｏｒ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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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ＣＬＯＵＤ法案，修订了１９８６年 《存储通讯法案》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以下简称为ＳＣＡ法案）１８卷的内容。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出台，引起

了网络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积极关注，争议不断。①

本文以回顾学界研究为引，探寻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立法起因，通过考察法案主旨与条文内容，分析

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理论路径与法治功能，研究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理论局限与实践矛盾，探寻法律规则与现代

信息技术的融合，更分析这种融合罔顾当前体制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偏离，从ＣＬＯＵＤ法案寻求可供我

国借鉴的思路，以期为我国跨境电子数据立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提供域外参考与政策建议，亦为

网络时代法律规则构建提供一种知识背景。

一、研究回顾

ＣＬＯＵＤ法案颁行一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法案主旨、内容以及实际影响在不同层面都有阐

释，国内也有学者积极关注ＣＬＯＵＤ法案。回顾国内外研究，关于ＣＬＯＵＤ法案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以下

四个方面：第一，对ＣＬＯＵＤ法案的赞誉。ＣＬＯＵＤ法案是数据流动和网络安全防御制度中的关键环节，
为跨境电子数据取证提供了渠道。② ＣＬＯＵＤ法案有助于打击网络犯罪，是跨境数据流动在司法协助领

域的进步体现。③ 第二，对ＣＬＯＵＤ法案的批评。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实行礼让原则，实际将可能隐私保

护力度 不 足 的 国 家 纳 入 其 中，造 成 对 隐 私 保 护 实 际 的 侵 害。④ 第 三，对ＣＬＯＵＤ法 案 的 本 质 分 析。

ＣＬＯＵＤ法案一个半月快速通过，体现了美国数据主权战略。⑤ “云幕”法案背后的角逐彰显美国寻求世

界网络控制权的意图，⑥ 它试图界定数据主权边界，但未尊重他国合作治理网络空间的 “共治权利”，⑦

因而ＣＬＯＵＤ法案实质上创建了一个关于数据主权划分标准的新框架，凸显了美国数据霸权主义。⑧ 第

四，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实际影响。ＣＬＯＵＤ法案中个人数据境外管辖权必然引发国家法律主权的冲突和矛

盾，不仅会对境外互联网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更使得跨国互联网企业在夹缝中无所适从，⑨ 必定会对国

际法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瑏瑠 有学者分析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后建议中国应当对等授权侦查机关通过服务

提供者提取存储于境外的电子数据。瑏瑡 以上系列论文不仅为我们深入分析ＣＬＯＵＤ法案提供了他域参考

的宝贵资料，更为进一步探讨ＣＬＯＵＤ法案的性质和趋势提供多维视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立法起因

（一）微软诉美国案

微软诉美国案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是推动ＣＬＯＵＤ法案产生的重大案件。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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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互联网公司如苹果、脸谱、谷歌、微软等于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上书国会议员，表达对ＣＬＯＵＤ法案的支持；美国隐私与自由倡导

者组织发表公开信，指责ＣＬＯＵＤ法案可能存在通过礼让原则让不符合隐私保护的国家进入协议，从而损害公民隐私与自由。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ｏｔｈａｒ　Ｄｅｔ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Ｓ　Ａｃ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３５，Ｎｏ．８，

２０１８，ｐｐ．１－４．
Ｃｈｒｉｓ　Ｃｏｏｋ，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Ａ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ｙｂｅ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ｂｏｏｋ，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９，Ｎｏ　２０５，２０１８，ｐｐ．３－９．
Ｒｏｂｙｎ　Ｇｒｅｅｎｅ，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Ａｃｔ　Ｓｔｉｌｌ　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ｇ／

５４２４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ｌｏｕｄ－ａｃｔ－ｐｏｓｅｓ－ｔｈｒｅａｔ－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

洪延青：《美国快速通过ＣＬＯＵＤ法案 明确数据主权战略》，《中国信息安全》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３～３５页。

李小武：《美国 “云幕”法案背后的角逐》，《中国信息安全》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６～３９页。

许可：《数据主权视野中的ＣＬＯＵＤ法案》，《中国信息安全》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０～４２页。

魏书音：《ＣＬＯＵＤ法案隐含美国数据霸权图谋》，《中国信息安全》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３～４５页。

弓永钦：《美国 〈云计算法案〉引发的个人数据法律管辖权思考》，《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２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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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调查一起毒品走私犯罪时，向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请求签发搜查令，要求互联网巨头微软

公司提供相关电子邮件内容。微软公司立即提出法律质疑，认为该电子邮件内容并非存储于美国领土，

而是存储在爱尔兰当地服务器，因此应当经过爱尔兰政府批准后才能调取数据，美国政府要求提供境外

数据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微软认为美国政府单方面要求获取位于其他国家服务器的数据严重侵犯个人隐

私，会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与混乱，势必影响微软的商业发展。因此微软拒绝提供相关数据。美国政府

则认为，科技公司拒绝移交该数据，妨碍了对犯罪行为的调查，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微软有自觉提交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２０１４年５月，联邦地方法院判定微软败诉，认为微软对

境外数据拥有控制权，因此有能力遵守该搜查令。微软不服，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２０１６年７
月１４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做出有利于微软的裁决，法院认为根据ＳＣＡ法案的规定，签发搜查令

并不适用美国服务提供商在海外存储的通讯数据。① 如何让美国政府适用 “数据控制者标准”有效完成

电子数据的跨境取证，成为美国推出ＣＬＯＵＤ法案的重要动力。

（二）不合时宜的ＳＣＡ法案

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件中，微软获得胜诉的法律依据是ＳＣＡ法案。这部１９８６年实

施的法案第二章规定了电子通讯隐私条文，却没有对境外数据的访问做出授权。② 在ＳＣＡ法案制定的时

代，计算机数据几乎都储存在美国境内的美国公司，美国法律具有无法质疑的管辖权。而今天，美国互

联网巨头公司集聚了世界各地用户的数据并存储在全球云中，数据的储存地早已经超越国境分布在地球

的各个地方。这意味着，尽管数据还是掌握在美国公司，但却已经不在美国境内，如果以数据的属地原

则判断，这些数据已经属于数据存储地国家的法律管辖。ＳＣＡ法案的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网络技术的

发展会给法律管辖权带来戏剧性的变化。③ 正如美国法学教授詹尼弗·达斯卡尔阐释的那样，“数据在

全球范围内迅猛的移动速度、第三方控制的存在，以及数据被存储在与犯罪活动执行方或受害方毫不相

关的其它位置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这一切都导致相关管辖权划定变得非常困难。”④ 在互联网云时代

大量数据跨境流动的背景下，ＳＣＡ法案的不合时宜愈加凸显。在此起彼伏的改革ＳＣＡ法案的呼声中，

ＣＬＯＵＤ法案的新内容开始浮出水面。

（三）问题重重的 ＭＬＡＴ程序

美国ＳＣＡ法案关于获取电子数据信息的规定并不清晰明确，在实务中美国政府依赖 ＭＬＡＴ 条约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以获得跨境电子数据信息内容。ＭＬＡＴ 程序非

常复杂，涉及国外政府、美国国际事务司法办公室、美国法院以及数据信息保存者等，其间经过多个部

门流转。如下图⑤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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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ｈｔｔｐｓ：／／ｌａｗ．ｊｕｓｔｉａ．ｃｏｍ／ｃａｓ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２／１４－２９８５／１４－２９８５－２０１６－０７－
１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Ｏｒｉｎ　Ｓ．Ｋｅｒｒ，Ａ　Ｕｓ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ｎｄ　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ｉｔ，Ｇｅｏ．Ｗａｓｈ．Ｌ．Ｒ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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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ＬＡＴ程序运行耗时长，工作效率极为低下，在实践中被证明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期间专门学

术小组———情报与信息交流组曾调研 ＭＬＡＴ程序，其结果表明，在 ＭＬＡＴ程序中，完成获取境外电子

数据信息所花费的平均时间竟然高达１０个月。① 随着网络犯罪在全世界范围的与日剧增，外国政府要

求美国政府提供相关数据的情形日益普遍，但是繁琐滞后的 ＭＬＡＴ 程序屡屡挫败相关请求。美国政府

向外国政府提出类似要求，同样因为漫长的时间和低下的效率让电子数据信息的获取变得十分困难。面

对着信息快速流转的互联网世界，ＭＬＡＴ 程序未能跟随技术场景的改变而变革，陷入现实困境，快捷

的新型途径出现成为时代的要求。

三、ＣＬＯＵＤ法案的主旨与内容

（一）立法主旨

ＣＬＯＵＤ法案的主旨蕴含着 “双重改变”，一方面法案改变了ＳＣＡ阻止美国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交他

们所储存的电子数据，另一方面法案也改变了ＳＣＡ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披露相关的电子数据。

ＣＬＯＵＤ法案确立了美国政府奉行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通过修订ＳＣＡ法案内容，绕开了 ＭＬＡＴ
司法协助条约，为快速获取存储在本国地理范围之外的数据打下基础。根据ＳＣＡ法案，网络服务提供

者均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保存、备份、披露通信内容、记录或其他信息，只要上述通信内容、记录或其他

信息为该服务提供者所拥有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监管 （ｃｕｓｔｏｄｙ）或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ＬＯＵＤ法案对网络服务

提供者能否向政府披露位于国家地理疆域之外服务器存储的信息做出了明确规定，无论此通信、记录或

其他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美国政府都有权在法定的情形下随时调取，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负有提供

该数据的司法协助义务。②

同时，ＣＬＯＵＤ法案规定了美国网络服务提供商向外国政府快捷提供电子数据的情形。作为全球最

大数据控制者所在地的美国，不可能对外国政府关于电子数据的请求无动于衷，缺乏规则设计层面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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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内容填补了ＳＣＡ法案的缺漏，为外国政府在实务中快捷获取电子数据提供了可能，

凸显了美国为促进电子数据流动所做的努力。简而言之，ＣＬＯＵＤ法案确立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解决

了美国政府获取本国数据控制者跨境电子数据的难题，也为其他国家获得美国数据控制者相关电子数据

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二）主要内容

１．适用对象

根据ＣＬＯＵＤ法案的规定，美国获取境外的电子数据应当为涉及到美国公民并属于美国公司控制下

的数据，只有在涉及法定的犯罪，才能启动调取电子数据的程序。ＣＬＯＵＤ法案中调取美国数据的外国

政府并非是普遍意义的国外组织，而是应当具备法定的适格条件，并遵循相关程序才能成为法案适用的

主体。

２．美国调取数据的范围及其例外

根据ＣＬＯＵＤ法案的规定，仅在涉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的刑事犯罪等重大案件才适用

该法案，这排除了不具备网络性的普通刑事案件。同时，法案规定了调取数据的例外情形。如果同时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免除披露数据的义务。第一，产生立法冲突。披露义务将会导致

服务提供者违反 “符合资格的外国政府”的立法并因此产生法律冲突。第二，违背司法公正。如果该个

案的具体情形违背司法公正，该法律流程应当被撤销或修改。第三，适用对象不适格。适用对象的确不

是 “美国人”且不在美国居住，适用对象产生了认识错误。以上三个条件是否满足应当由法院进行相应

“礼让分析”，即对所涉利益、法律结果以及关联性进行审查才能得出最后结果。

３．外国政府调取美国数据

如果外国政府需要调取存储在美国的数据，应当首先符合 “有资格的外国政府”的认定条件。该认

定条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该政府是否拥有相关法律制度并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第二，该政

府是否具有有效监管获取电子数据的机制与能力。第三，该国政府应当展现出对全球信息自由流动和维

护互联网开放、分布以及互联本质的决心和承诺。ＣＬＯＵＤ法案规定了调取证据应当遵循的条件。法案

第１７条例举了遵循条件的具体要求，总体说来聚焦于数据披露过程中保障数据隐私，防止数据的不合

理扩散，主要体现为最小化、范围限定以及数据相互访问三个原则。

总而言之，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对境外电子数据的 “获取”和 “提供”做出原则性的规定，既划定了

电子数据获取的法定范围，又设置了对外提供电子数据的资格条件与法律程序，有效保障了美国获得跨

境电子数据的权利。

四、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理论路径与法治功能

（一）两种理论路径

关于数据所蕴含的主权属性，在当前尚未有权威的阐释，但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个人数据的保护

常常涉及公法对公共安全和网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考量。① 在跨境数据产生的法律管辖中，一直存

在 “数据储存地标准”与 “数据控制者标准”的争议，争议显示与折射了两种迥异的理论路径。
“数据储存地标准”遵循了主权国家传统疆域的法律管辖。在这样的理论路径里，数据是传统法律

思维中的 “物”，存储地理位置的固定就能确定法律管辖，数据的跨境流动性未能成为考量的因素，并

不对法律管辖产生影响。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对数据具有实际控制权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对管辖权

产生影响，因为 “数据”的地理位置与数据可能的争议已经被默认为产生于同一无法分离的物理 （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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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地理范围已经固定）空间中。
“数据控制者标准”突破了物理空间的主权管辖范围，在数据流动可能产生的诸多管辖权关联的节

点中，通过强化属人化的数据属性设定，将法律管辖权确立为数据控制者所在地。在这样的理论路径

中，数据流动性成为管辖权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属性。正因为数据的跨境流动性，数据存储地理位置的重

要性被忽略，仅成为其中一个可能被选择的节点。相比存储地而言，对数据具有实际控制的网络服务提

供商所在地的关联性愈加凸显。
理论路径的选择与立法者自身利益的维护紧密关联，对于地球上最大的数据控制者美国而言，采用

“数据控制者标准”不仅符合美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更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树立美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

域跨境电子数据调取的标杆，最终吸引其他国家不断向其看齐，成为ＣＬＯＵＤ法案的长臂管辖之物。
（二）法治功能

１．排除美国获取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障碍

按照微软诉美国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的裁决，签发搜查令并不适用美国服务提供商在海外存

储的通讯数据。如果此项裁决体现的 “美国政府不得随意获取跨境电子数据”原则得到确立，美国只能

眼睁睁看着自己控制的数据困于地理管辖而难以获取。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出台，正是剑指这道针对跨境电

子数据获取的隐形藩篱。ＣＬＯＵＤ法案通过规定美国政府调取数据的范围及其例外，为美国政府顺利获

取跨境电子数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尽管ＣＬＯＵＤ法案对跨境电子数据调取范围有所限制但在排除

美国电子数据取证的障碍上，ＣＬＯＵＤ法案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

２．提升了国家获取跨境数据的快捷性

传统的 ＭＬＡＴ程序缺陷在前文已有叙述，ＣＬＯＵＤ法案在 ＭＬＡＴ 程序基础上做出了重大革新。如

下图①所示：

ＣＬＯＵＤ法案通过两国之间的行政协定，代替了以往繁琐的审查步骤，即不再经过双方政府、美国

国际事务司法办公室等部门审批。此时，一方侦查人员可以直接向另一方司法机关申请调取令，获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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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再向电子数据所有者发出通知，电子数据所有者可以直接向侦查人员提供电子数据。同时，行政协

定还达成了 “一劳永逸”的效果，即只要外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关于数据调取的行政协定，今后双

方需要调取对方数据时，都不必经过双方政府、美国国际事务司法办公室等部门审批。

ＣＬＯＵＤ法案体现的快捷性很快获得了英国的认同。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英国上议院二读审议了

《犯罪 （境外提交令）法令２０１８》（Ｃｒｉｍ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ｓ　Ｂｉｌｌ）。该法令授予了英国执法机构

依据英国法庭命令，直接获取与英国签订相关国际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数据的权力。① 这一法令，

认同了ＣＬＯＵＤ法案倡导的国际行政协定模式，为英国与美国之间快捷获取数据提供了实践样本。

３．注重披露数据的权利保护

以微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极力反对美国政府随意获取跨境电子数据，甚至不惜与政府公

堂对簿。在ＣＬＯＵＤ法案出台以后，互联网企业态度出现了反转，转而大力支持ＣＬＯＵＤ法案。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ＣＬＯＵＤ法案实质上存在妥协，不仅获取数据的范围较为有限，而且注重对

披露数据的权利保护。ＣＬＯＵＤ法案规定，除非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的刑事犯罪等重大案

件，美国政府才可以依据本法跨境调取数据，并且明文规定了调取数据范围最小化，行政协议的签署并

不能使公司数据解密，在法案实施过程中披露的数据权利受到严格保护。ＣＬＯＵＤ法案缓解了互联网时

代公权力惩治网络犯罪捉襟见肘的压力，同时运用国家强制力加强了数据权利的保障。

４．倡导协议网络合作体系

高速互联互通的网络技术，让整个网络空间的地理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国与国之间在互联网上根本

不存在明显的实体藩篱，甚至部分国家希望建立的一道虚拟的边界线也十分薄弱，数据全球存储便是突

破各国网络空间边界最典型的实例之一。既然在网络空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那么单个

国家单独制定一项网络法律，其实际效果和影响范围便值得怀疑。网络空间独特的运行模式，导致传统

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出现失灵，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网络空间的法律效力，② 也激励着我们不断

探索网络空间法律的革新。

美国政府推出的ＣＬＯＵＤ法案，在其中加入 《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国际司法协助等内容，其

涵义在于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向外界传达美国的网络空间法治经验，引导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或者多边会

谈，共同商讨关于数据跨境流动和调取的合作协议，推动网络空间合作体系的构建，美国政府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在倡导协议网络合作体系的同时，提升了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从而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合作中占据了有利的主导地位。

五、ＣＬＯＵＤ法案的理论局限和实践矛盾

（一）理论局限

美国ＣＬＯＵＤ法案选择了最能捍卫其国家利益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但 “数据控制者标准”理论

本身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局限，表现出与当前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不相容的状态。

１．“数据控制者标准”无法反映数据权属的多面性。个人、企业以及国家与数据关系的多面探讨在

理论界刚刚开始拉开序幕。③ 在个人与数据权属方面，大部分民法学者认为个人数据权利是一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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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１３４＿ｅｎ＿１．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刘艳红：《论刑法的网络空间效力》，《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９页。

在法学理论界的探讨中，“信息”和 “数据”在大多数时候没有严格地区别，彼此通用。



人格权，① 有学者认为个人数据权利是一种财产权，② 还有学者认为个人数据权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对个

人数据自主决定的权利。③ 在企业和数据的关系中，有学者认为企业对数据享有的权属实际上是隐私权

或个人信息权的派生，④ 有学者认为数据企业享有的是财产权或有限制的所有权，⑤ 还有学者认为数据

企业对数据的权属是数据经营权和数据资产权。⑥ 无论个人、企业与数据关系的观点有何不同，学者们

通常都是在传统国家主权地理疆域固定的法律框架之下展开论述。关于国家与数据关系的探讨必须涉及

国家主权，这里有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没有主权，数据主权无从谈起。持此

观点的美国认为应当将网络空间视为 “全球公域”，用 “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进行治理，⑦ 在这样

的背景下，数据没有国家主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具有主权，有关互联网的决策问题应该归属于

主权国家。中国作为网络空间主权的倡导者，坚定认为网络空间具有国家主权，数据主权是其中应有之

义。⑧ 以上纷繁复杂的论述充分说明数据权属具有多重面孔，仅仅以简单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无法充

分有效地反映与平衡跨境数据中多方主体利益的博弈。

２．“数据控制者标准”有违数据的国家主权性。在互联网立法中，基于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是无法

退让的底线，数据主权的兴起势不可挡。⑨ 所谓数据主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数据享有的最高排他权

利，是国家领土主权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延伸。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数据主权的另一重属性是数据

企业对数据占有而拥有的权利。瑏瑠 的确，在微软诉美国案中，双方争议聚焦于跨境数据调取的最终决定

权是美国政府还是占有数据的互联网公司，这似乎也印证了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数字技术掀起了一

场革命，让企业家们利用光纤在一个不受管辖的世界里凭空建立起他们的王国。他们已经向政府和它的

传统权威发起了挑战。”瑏瑡 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其实被人忽略，互联网企业的数据主权与数据存储地

国家的主权孰先孰后？在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存储地图里，数据控制者的地理位置固定，但数据存储地却

位于世界不同地方，并且通常涉及该地理位置所在主权国家的 “人”与 “事”。在微软诉美国案中，与

数据联系最为紧密的数据储存地所在国家的主权被忽略，“数据控制者”所在地的政府与企业堂而皇之

争夺数据调取的决定权。瑏瑢 “数据控制者标准”理论极大地违背数据的国家主权性，在实践中造成了不

可避免的纠纷与矛盾。
（二）实践矛盾

ＣＬＯＵＤ法案在试图促进数据流动共同体形成之时，囿于文化语境与法律体制的差异，亦在一定程

度上因数据控制者的理论局限而造成实践中的矛盾重重。

１．ＣＬＯＵＤ法案与诸多国际法文件并不相容。ＣＬＯＵＤ法案与当前国际影响最大的网络犯罪区域性

文件 《网络犯罪公约》的规定存在矛盾。２００４年生效的 《网络犯罪公约》以 “数据存储地标准”为原

则，反对ＣＬＯＵＤ法案主张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尽管在 《网络犯罪公约》第３２条规定有无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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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昆：《个人信息权的私权属性与民法保护模式》，《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８６～８７页。

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８４页。

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１６页。

齐爱民、盘佳：《数据权、数据主权的确立与大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６５

～７０页。

王融：《关于大数据交易核心法律问题———数据所有权的探讨》，《大数据》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１页。

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６３页。

张新宝、许可：《网络空间主权的治理模式及其制度构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齐爱民、祝高峰：《论国家数据主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８３页。

于志刚：《坚持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 构建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检察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翟志勇：《数据主权的兴起及其双重属性》，《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０２页。
［美］德伯拉·Ｌ．斯帕：《技术简史———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倪正东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版，第ＸＩＩ页。

在微软诉美国案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中，数据储存地所在主权国家爱尔兰虽然提供了相关意见，但事实上爱尔兰的意

见在该案中基本忽略不计。



数据存储国而取证的相关条文，但这被解释属于地域管辖原则的特殊例外。对此，２０１４年网络犯罪公

约委员会在其发布的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指引注释》第３２条强调，地域管辖即数据存储国管辖是本国

际法文件坚持的原则，例外的情形往往是因为缔约国放弃部分主权才可能有相关取证行为的发生，否则

被视为影响他国主权完整的行为。① 可见，ＣＬＯＵＤ法案的主张与诸多国际法文件并不相容，非常容易

造成冲突与纠纷。

２．ＣＬＯＵＤ法案与他国 “数据本地化”立法产生矛盾。由于 “斯诺登事件”引发持续发酵的大规模

数据监控丑闻，一些国家和地区基于对美国霸权的担忧，产生了一系列 “数据本地化”的立法，对跨境

数据流动施加更强的限制。② 欧盟２０１８年施行 《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选择数据存储地模式严格个

人数据保护，旨在提升欧盟本已薄弱的数据掌控能力。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都确立了数据

本地化的立法或政策，③ 巴西、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也认可数据本地化立法并付诸实施。④ 数据本地化

的典型代表国家俄罗斯在 “斯诺登事件”事件发生后，立即修订了 《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

法》《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等法律要求数据拥有者和数据系统运营方将收集、整理、保存、更新、

变动、使用俄罗斯联邦公民个人数据的数据库存放在俄罗斯境内；要求包括使用互联网手段收集个人数

据时，运营商应当保证使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数据库。⑤ 这就意味着，当ＣＬＯＵＤ法案伸出长臂管辖之

手要求获取存储于俄罗斯境内服务器的数据时，已经违背了俄罗斯 “数据本地化”的法律，可能造成严

重的国际法冲突。我国 《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要求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相关数据

应当 “本地化”存储，⑥ 我国保守国家秘密、金融业、征信业等领域相关行政法规等也有数据本地化的

要求，这同样与ＣＬＯＵＤ法案中的 “数据控制者”标准产生矛盾。

事实上，ＣＬＯＵＤ法案的长臂管辖威慑促使其他国家数据本地化进程加快。在我国跨境电子取证领

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采用了较为严格的 “关闭”方

式，明确规定不得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协助，对外国司法执法机关利用 “长臂管辖”直接要求中

国境内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证据材料做出了否决性的回应。⑦

３．ＣＬＯＵＤ法案 “取供”不平衡造成新冲突。ＣＬＯＵＤ法案相关规定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自己调取

境外数据的规定较为简洁，获取境外数据非常容易，而对外国政府调取美国 （数据控制者）数据的条文

却十分繁琐。如前文所述，ＣＬＯＵＤ法案要求调取电子数据的国家是有资格的外国政府，必须要符合一

系列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条件，在主体上排除了国际上包含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最终仅形成美英等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流通的小团体。这种 “取”易 “供”难的数据管控限度不仅降低了ＣＬＯＵＤ法案的实

践作用，还造成了国家间新的冲突。

总体而言，ＣＬＯＵＤ法案对降低跨境电子数据调取的难度、推动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治理等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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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坤：《基于数据主权的国家刑事取证管辖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９２页。
“斯诺登事件”又称 “棱镜门”事件，是指２０１３年６月美国前中情局 （ＣＩＡ）职员爱德华·斯诺顿揭示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进入微

软、谷歌、苹果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以及外国政府、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秘密资料。

王融：《大数据时代：数据保护与流动规则》，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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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３７８，２０１４，ｐｐ．６－２０．
何波：《俄罗斯跨境数据流动立法规则与执法实践》，《大数据》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３０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

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

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

协助。



着期待的法治功能，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导向和影响。但ＣＬＯＵＤ法案基于先天的理论局限，在实践中造

成了种种矛盾和冲突，使其作用和效果都大打折扣。

六、结论

美国政府出台的ＣＬＯＵＤ法案，是世界上专门规定跨境电子数据调取的里程碑法案，提出了一种新

型的司法协助模式，即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签订行政协定从而相互快捷获取数据，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网络

空间电子数据访问提供了法律基础。ＣＬＯＵＤ法案试图顺应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大趋势，但不可避免地带

上了先天的理论局限，不相容于国际主要法律文件，更与世界大多数国家 “数据本地化”法律政策产生

冲突。这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网络法必须要植根于现实物理社会的关系，才能为网络空间提供

合理的框架、模式与构造。现实社会互联网技术、国家、企业、民众等力量的博弈成为网络法律是否制

定的深层原因，而包含跨国元素的网络法律是否能实现其价值功能，则取决于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体系

是否具有同质性以及国家间利益互惠的程度。
在ＣＬＯＵＤ法案中，有相关思路值得中国借鉴。基于打击新时代网络犯罪的需要，中国应当摒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 “一关了之”的传统思维，实现有限度地开放。我国应当尽

快形成本国跨境电子数据基本原理和原则，借鉴ＣＬＯＵＤ法案 “取供”思路，积极联合与中国理念一致

的国家共同构建科学高效的跨境电子数据调取区域合作体系，在此过程中贡献中国方案，进一步促进电

子数据跨境流动达致合理状态，从而逐步引领跨境数据流动区际或者国际规则的制定。我们相信，秉持

“开放合作”的思想，经过不断的法律修订和实践考验，网络空间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必将越来越完善，
真正推动网络空间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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