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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如今，很多数据处理与分析的任务仅仅依靠机器算法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众包技术应

运而生，其利用群体的智慧来解决对计算机比较难的问题。其中，众包平台（例如 Amazon Mechanical 

Turk）为众包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平台上有成千上万的网络大众来为任务发布者解决问题。然

而，对于任务发布者来说与众包平台交互是不方便的，因为平台会要求任务发布者设置很多参数甚至书

写代码。所以研究者们借鉴传统数据库的思想，提出了众包数据库的概念，其封装了任务发布者、众包

平台以及众包工人之间的复杂交互过程，为发布者提供友好的API。使发布者可以通过简单的类SQL语言

与平台交互。在这篇综述中，我们首先介绍众包的概念；然后介绍设计众包数据库时需考虑的一些基本

技术例如真值推理、任务分配，代价优化等；接着我们介绍几种主流的众包数据库系统。此外，我们会

介绍对于不同的数据库算子包括选择、连接、排序等的优化技术。最后我们会介绍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

向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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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many data management tasks cannot purely rely on machine-based algorithms to be 

resolved. Therefore, crowdsourcing has attracted the interest of many researchers, which leverages the crowd 

ability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that are hard for the computer. Thanks to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e.g., Amazon 

Mechanical Turk, we can easily hi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o resolve these computer-hard tasks. 

However, it is inconvenient for the requester to interact with the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which require the 

requesters to set parameters and write codes to display the task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DBMS, crowdsourcing 

database system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ncapsulate the complexitie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crowd. In this paper, 

we will survey a wide spectrum of existing studies on crowdsourcing database systems. We first give an 

overview of crowdsourcing, and then introduce the fundamental techniques in designing crowdsourcing 

databases, including truth inference, task assignment, cost control, etc. Next, we will illustrate several popular 

crowd-powered database systems. Moreover, we review techniques on designing different operators, including 

selection, join, sort, etc. Finally, we discuss the future work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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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对于许多数据处理与分析的任

务（例如实体匹配[1]），仅仅依靠机器算法不

能 达到 很好 的效 果。幸 运的 是， 众包

（crowdsourcing）模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这一问题。众包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连

线》的记者 JeffHoew 在 2006 年提出的，其定

义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

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

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网络大众的做法
[2]”。也就是众包利用人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解

决大型的、对于机器来说很难的问题。在过

去的十年中，众包模式已经不知不觉惠及到

几乎每一个人并成为数据挖掘和数据管理的

一大研究热点[3-38]。一些影响力极其深远的工

程，例如维基百科，百度知道，百度百科还

有学术界的 ImageNet，都是通过众包模式来

构建的。步入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在不断增

大，数据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导致

众包的需求量增大以及任务的形式增多，在

线 众包 平台 应运 而生， 例如 亚马 逊的

AmazonMechanical Turk （ AMT ） １ 、

Crowdflower２和 Upwork３。在这些平台上，我

们可以轻松地雇佣千上万的工人（Worker）来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流程可以概

括为以下三步：（1）任务发布者（Requester）

发布许多任务到众包平台。（2）众包平台把

任务分配给工人。（3）工人回答问题并返回

答案给任务发布者。 

 然而，对于任务发布者来说与众包平台

交互是比较不方便的，因为众包平台会要求

任务发布者设置很多参数甚至书写代码来布

置任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受传统数据库

管理系统的思想启发，研究人员们提出了众

包数据库例如 CrowdDB
[17]

, Qurk
[31]

, Deco
[37]和 

CDB
[24]。一方面，这些数据库提供了描述性

的编程接口，其允许任务发布者利用简单的

                                                                 

１https://www.mturk.com/ 

２http://www.crowdflower.com 

３https://www.upwork.com 

类 SQL 语言来发布任务并与众包平台交互。

另一方面，众包数据库封装了平台与工人交

互的复杂流程。针对不同的数据库算子，众

包数据库会自主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分配任务

并推理答案。这样大大提升了答案质量，降

低了众包开销，也使得任务发布者不需要亲

自设计相关策略。在这种设计思想下，当任

务发布者给出一个类 SQL 查询，众包数据库

首先解析这个查询，生成带有众包算子的查

询计划。接着根据计划生成任务发布到众包

平台上，最后收集众包工人的答案并产生最

终的结果。 

 众包数据库与传统数据库的不同主要有

以下两点。第一，传统数据库采用的是封闭

环境（ClosedWorld）的模型。该模型仅能处理

数据库中已经存在的数据。然而众包数据库

采用的是开放环境[17]（OpenWorld），该模型

可以利用人工来获取外部世界的数据，加载

到数据库后再进行处理。例如，收集一条新

的记录或者填充一个属性。第二，众包数据

库可以利用人的智慧来处理数据库相关算

子。例如，比较两个实体是不是指代同一实

体，记录之间的排序，为实体打分等等。这

两个不同是我们设计众包数据库的主要动

机。接着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众包

数据库。 

 众包概述：当任务发布者有一个任务需

要利用众包处理时，他首先需要将该任务分

解为很多微任务。接着他需要设计匹配这些

微任务的题目形式（网页前端技术）。随后设

置很多参数，包括但不限于为任务定价、设

定答题时间、设定答题工人质量等。之后便

可以在众包平台发布任务，平台会将任务分

配给工人。当一个问题被工人回答，任务发

布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个答案。如果接

受了该答案，他会付给工人相应的报酬。 

 众包数据库相关技术：那么与传统数据

处理算法相比，众包数据管理有什么挑战

呢？（1）有偿。任务发布者需要付钱给工人，

所以控制成本很重要。我们可以利用人机混

合（Human-machine Hybrid）以及答案推理

（Answer Reasoning）的方法来降低成本。人

机混合指得是首先利用机器算法对一些简单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A4%96%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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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进行判断，然后利用人来处理剩余的

问题。答案推理指得是利用已知答案推理出

其他问题的答案，例如在实体识别的问题

中，我们已知“ IPhone 6 = IPhone six” , 

“IPhone 6 ≠ IPad 2,那么我们可以推理出

“IPhonesix≠IPad2”。（2）易错。人是可能会

返回错误答案的，那么如何在容忍错误答案

的同时推出高质量的结果是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可以利用真值推理（Truth Inference)以及

任务分配（Task Assignment）的方法来降低成

本。真值推理指的是为了容忍错误，我们可

以把一个任务分给多个人，然后整合他们的

答案并推导出正确答案。任务分配指的是我

们给每个工人分配最适合他的任务，从而这

些工人可以避免因为分配到不适合的任务而

给出错误答案（3）延迟。相对于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来说，人给出答案的速度是较慢的，

那么如何降低众包数据处理的延迟也是一大

研 究 挑 战 。 我 们 可 以 利 用 并 行 提 问

（Answering in Parallel）的方式来降低延迟，

即每次提问多个任务。 

 众包数据库系统以及相关算子：利用以

上技术，研究人员设计了许多众包数据库系

统例如 CrowdDB, Qurk, Deco 和 CDB。为了

提升数据库的性能，这些数据库系统重点关

注于优化成本，提升质量以及降低延迟。另

外，对于不同的算子包括选择、连接、排

序、最大（小）值、计数、收集，这些数据库

会设计相应的优化策略去优化。 

现有综述或教程（Tutorial）:目前已有

很多有关于众包的总结性工作[39-45]。

VLDB’16[39]主要总结任务分配和执行任务过

程中人的因素；VLDB’15[39]重点关注质量控制

中的真值推理；ICDE’15[40]主要总结了众包的

一部分算子，众包数据挖掘的内容。VLDB’12[41]

讲述现在流行的众包平台以及它们的设计原

则。 文献[43]主要关注众包方面的基本技术如

质量、成本和延迟。文献[42]则从工业界的角度

来探讨众包数据管理。本文则重点关注众包数

据库系统以及系统设计相关的众包算子。 

本文结构：本文在第 2 节介绍了众包的基

本概念,包括众包的定义极其基本流程。第 3

节介绍了众包相关技术，包括质量控制、延迟

控制和代价控制，这些技术在众包数据库的设

计中同样需要考虑。第 4节中介绍了众包数据

库的概念，并具体介绍了四种当下比较流行的

众包数据库系统。第 5节介绍了众包数据库的

算子，包括连接、选择、排序、收集等。第 6

节对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 

2 众包概述 

2.1 众包基本概念 

众包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学术界和工业

界关于其定义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文献 [44]总结

了约 40 种众包定义。综合考虑其内容，我们给出

如下定义： 

定义 1（众包）众包通过整合互联网上的大众

来处理对计算机来说很难的任务，是一种公开面

向互联网大众的分布式的问题解决机制。 

如图 2.1，我们可以根据两个维度对众包进行

分类，任务粒度和激励机制。 

按照任务粒度来分，可以分为微观任务

图 2.1 众包任务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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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众包工作流程 

提交任务

发布任务

发现任务

收集答案

返回答案

众包平台

（micro-task）和宏观任务（macro-task）。微观任

务（例如标记一张图片）指的是需要单个工人花费

至多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而宏观任务（例如翻

译一篇文章）指的是单个工人需要花费数小时乃至

几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

们主要关注于能被分解为很多微观任务的大任

务，所以在本综述中，我们也主要关注微观任

务。但是宏观任务同样是一个在未来很有挑战的

研究问题。 

按照工人的激励机制来分，众包任务可以分

为以下三类。（1）任务发布者需要用金钱来激励

工人答题。例如，ImageNet 利用众包构建了一个

图片标注数据集。它首先构建了一个概念层次结

构，如动物、狗、哈士奇，然后让人去标注某图

片属于该层次结构上的哪一类。（2）工人出于兴

趣自愿来答题。例如网络大众贡献维基百科词

条、ESP 游戏用利用玩家来识别图片中的物体。

（3）任务是隐藏的，工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回答问

题。例如，reCAPCHA 利用众包来数字化 2 千万张

模糊的报纸；谷歌利用用户的点击来提升搜索引

擎的性能。在本综述中，我们主要关注需要任务

发布者付费的任务，即第一类任务。 

2.2 众包的工作流程 

在众包平台中，任务发布者发布任务，工人

们在众包平台上选择感兴趣的问题来回答然后返

回答案。下面，文章将分别从任务发布者、众包

平台和工人的角度来介绍众包流程。 

2.2.1 任务发布者角度的众包流程 

假设一个任务发布者有一个实体解析问题，目

的是从 1000 个产品中找到相同的实体。（1）那么

请求者首先使用众包平台提供的模板设计任务，

调用API或编写代码与众包平台交互。例如，如果

发布者使用模板，他可以设计任务的用户界面（例

如，显示一对产品，并要求工人在“相同实体”

和“不同实体”之间进行选择）。（2）发布者需

要设置任务的一些属性，例如，单个任务的价

格、回答单个任务的工人数、回答任务的最长或

最短持续时间。（3）发布者将任务发布到平台，

并从平台收集答案。任务发布者是整个众包流程

中任务最繁琐，要求技术难度最高的角色，也是

众包数据库系统重点优化的对象。图 2.2 概括了整

个众包流程，接下来我们讨论以上每个步骤的细

节。 

2.2.1.1 任务设计 

现实中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任务。对于不同的任

务，需要设计不同的交互界面来支持，例如： 

单选题：单选任务要求工人从多个选项中选择

一个答案。例如，在实体解析中，给定一对实体，

它要求工人选择它们是否指代同一实体（选项：是

或否）。在手机图片分类中，给出一个手机图片，

它要求工人选择它的分类（选项：苹果、三星、谷

歌等）。 

多选题：多选任务要求工人从多个选项中选择

多个答案。例如，对于给定两张手机图片，要求工

人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品牌、颜色、相似的价格和

大小。 

填空题：填空任务要求工人填写一些记录中指

定属性的值。例如，对于一位 NBA 球星，任务要

求工人提供该球星的的身高体重。因此，工人提供

的值是不限制类型的，可以是数字、文本或类别。 

 

收集题：收集任务要求工人收集某领域内的信

息。例如，要求工人提供所有在役 NBA 球员或美

国前 100 所顶尖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单项选择和多

项选择任务使用“封闭世界（closedworld）”模型，

其中工人只能从给定的一组选项中选择答案；而填

空任务和收集任务使用“开放世界（open world）”

模型，工人则可以提供开放的答案。大多数众包算

子可以使用这四种任务类型来实现，并且有多种用

户界面来支持每个算子。 

2.2.1.2 任务参数配置 

任务发布者主要需要设置以下三种参数： 

价格：发布者需要设置每个任务的价格。通常

任务价格从几美分到几美元不等。值得一提的是定

价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论问题。通常，低价格虽然节

省成本，但是会导致工人回答任务积极性变差，质

量不高；高价格可以吸引多个工人，从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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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付过高的价格并不能无限度地提高回答质量
[44]。因此，为任务设定适当的价格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 

时间：发布者可以为每个任务设置时间限制。

对于每个任务，请求者可以设置回答它的时间限制

（例如 60 秒），意思是工人必须在这个时间限制内

完成它。发布者还可以设置任务的到期时间，例如

24 小时，即如果任务在 24 小时之内还没有工人去

回答，那么会撤销这个任务。 

质量：发布者可以选择众包平台提供的质量控

制技术，或者设计自己的质量控制方法。例如，发

布者可以通过向工人提供一些小测来测试工人的

质量，而不能通过测试的工人则无法回答接下来的

任务。发布者还可以使用隐藏测试，将一些已经有

正确答案的题目混合到正常任务中（但工人不知道

有一些隐藏任务），然后筛选出质量较低的工人。

我们将在第 3 节中详细讨论质量控制技术。 

2.2.1.3 任务布置 

发布者需要预付资金到众包平台，其中包括工

人成本和平台成本。工人成本可以通过任务数量×

每个任务的价格×为每个任务分配的工人数量来

计算，平台成本等于工人成本×平台抽成比例（例

如 5%）。预付款后，发布者可以将任务发布到平台。

接下来，发布者可以监控任务的回答进程，例如检

查已完成任务的百分比和检查返回答案的质量。最

后，发布者可以收集所有答案，还可以评估工人们

的绩效。众包平台根据这些绩效为员工分配质量评

估结果。 

2.2.2工人角度的众包流程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人可以浏览和选择任

务发布者发布的任务。在接受任务后，工人们必

须在请求者指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任务。如果工人

完成了一项任务，任务发布者可以通过或拒绝工

人的回答。经通过的工人将从任务发布者处获得

报酬。如果工人的质量不高，他们也可以被任务

发布者或平台淘汰。 

2.2.3众包平台角度的众包流程 

当任务发布者们发布一些任务后，众包平台

会公布这些任务，工人们可以看到平台上的任

务。当一个工人提交一份答案时，平台收集答

案，并将答案返回相应的发布者。当一个工人请

求任务时，平台会将一个任务分配给该工人。通

常，分配的任务是由平台随机指定的。在一些平

台中，任务发布者可以控制任务的分配，这是质

量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2.2.4众包流程的痛点 

 在传统众包的流程中，任务发布者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例如设计很多参数，设计 HTML 模板。

这些都是很繁杂的工作。尤其当一个任务需要多

轮迭代时，任务发布者还需要设计真值推理以及

下一轮问题的选择算法，以至于需要编写程序。

这对于非计算机专家来说是很难的。因此出现了

众包数据库，在这里，任务发布者只需要准备数

据（甚至是脏数据），简单定义单位任务的价钱，

然后发布数据和相关类 SQL 语言即可。剩下的任

务分解、发布、收集结果、推理答案、迭代发布

统统交给众包数据库来完成，大大降低了发布任

务的难度。具体流程在第四节中详述。 

 

3众包相关技术 

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和延迟控制是众包相关

技术的三要素，分别致力于提升质量，降低成本

和减少延迟。其中提升质量重点关注如何为工人

建模，推理正确答案以及分配任务。降低成本主

要关注于利用机器算法进行剪枝以及答案的推

理。减少延迟主要关注于如何并行地发布任务。

这三者直接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例如，如果我

们希望提高质量，那么大概率就要多问一些问题

然后利用更多的信息来推理正确答案，从而导致

成本的提高。在众包数据库中，这些传统众包相

关技术（质量、代价和延迟）等都可以被应用。因

此，了解这些技术是设计并调优众包数据库的基

础。 

3.1 质量控制 

3.1.1工人模型 

 现有工作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为工人建模，我们

将它们总结归纳如下： 

 概率模型（worker probability）[19][27][45][46][47]：

概率模型将每个工人的质量建模成一个参数

 0,1q ，表示工人给出正确答案的概率。例

如，如果一个工人有 80%的概率正确回答这个问

题，那么这个工人的质量会被建模为 0.8q  。还

有一些工作扩展了概率模型，例如文献[48][49][50]扩

展 到一个任意大小的实数， q 的值越大，说明这

个工人越有能力回答正确的答案。还有文献 [51]引



6 计算机学报 2020 年 

入了置信区间来为工人建模（例如 0.6,0.8 ），表

示求出的 的置信度的大小。通常来说，工人回答

的问题越多，我们求出的工人质量 q 的置信区间

越高，例如 0.9,0.95  

 混淆矩阵模型（confusion matrix）[48][52][53][54]：

混淆矩阵模型通常用来为回答单选题（ 个选项）

的工人建模。例如，一个情感分析任务让工人给

出一段文字的情感倾向（积极、消极和中立），那

么 3 。混淆矩阵表示如下： 

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Q

, , ,

Q Q Q

Q Q Q

Q Q Q

 
 


 
 
 

 





   


 

 

其中每个元素  , 1 ,i jQ i j   表示在正确答案是

第 j 个选项的前提下，工人的答案是第 i 个选项的

概率。形式化的表示为： 

, Pr Pr ( | )i jQ i j 工人的答案是 任务的真实答案是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工人对于以上的情感分析任

务的质量是

0.8 0.4 0.2

Q 0.1 0.4 0.1

0.1 0.2 0.7

 
 


 
  

。如果第一个选项

是积极，第二个选项是中立，第三个选项是消

极，那么
3,2 0.2Q  表示如果这段文本表达的是消

极态度，那么该工人回答中立态度的概率是 0.2。 

3.1.2计算工人质量 

 我们得到了工人质量的模型，接下来我们可以

根据以下方法计算工人的质量。 

资格测试：资格测试包含一组已知真实答案

的任务。工人必须通过资格测试（例如，在这些已

知答案的任务上取得良好的正确率），才能回答真

正的任务。根据工人的回答，可以得出工人的质

量。例如，如果工人被建模为概率，并且工人正

确回答了 10 个已知答案任务中的 8 个，那么质量

为 0.8q  。 

注入已知答案[27]：该方法将已知答案任务与

实际任务混合在一起。例如，假设每次给一个工

人分配 10 个任务，其中 20%的任务（即 2 个任务）

被设置为已知答案的任务。根据工人对这些任务

的回答，可以计算出工人的质量。与资格测试不

同的是，工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已知答案任务的存

在。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通过资格测试之后不认

真答题。 

EM模型[20][48][52][53][54][55][56][57][58][59]：期望最大

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算法利用所有工人

对所有任务的答案作为输入，迭代更新每个工人

的质量和每个任务的真实答案直到收敛。通常来

讲，经常给出高质量答案的员工将被分配较高质

量，由高质量员工回答的答案将更有可能被作为

真正的答案。一般 EM 框架采用迭代方法，每次迭

代采用 E 步和 M 步，如下所示： 

E步骤：利用前一个M步骤得到的参数计算隐

变量的分布； 

M 步骤：计算最大化期望对数似然函数的参

数。该函数是通过E步骤得到的隐变量计算而来。 

例如，在文献[20]中，隐变量包含真实答案的

概率分布，参数包含工人的质量和以及先验。在 E

步骤中，每个任务的真实答案的分布是根据工人

的质量和先验计算的（上一个 M 步骤）；在 E 步

骤中，工人的质量和先验是根据每个任务真实答

案的概率分布（上一个 E 步骤）计算的。 

图模型[45][50][60][61][62]：现有基于图模型的工作

中将工人的质量建模为一个节点（或多个节点的组

合），并利用图模型推理[63]来间接获得工人的质

量。其中图模型的每个节点表示一个随机变量，

每个边表示节点对之间的可能关系（例如条件依赖

关系）。比如，Karger
[50]等人使用二分图对工人和

任务建模，并提出基于信念传播的迭代方法 [88]来

推导工人质量。Liu
[26]等人使用有向图对工人和任

务建模，并应用变分推理方法迭代地计算工人质

量。 

3.1.3 答案聚合 

 由于仅依靠单个工人的答案，对于正确答案的

推断一定有偏差，所以大多数现有的工作
[27][45][52][55][64]使用投票策略作为一种质量控制策

略。基本思想是将每个任务分配给多个工人，并

通过汇总这些工人的所有答案来推断其结果。具

体来说，投票策略可以看作是一个函数，它以两

组参数作为输入：（1）多个工人对一个任务的回

答；（2）每个回答该任务的工人的质量。输出是

任务的推断结果。典型的投票策略包括多数投票
[27][45]、加权多数投票[65][66]、贝叶斯投票[55]等。 

 多数投票选择获得最高票数的结果。假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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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要求工人判断“ IBM”是否等于“Big 

Blue”。如果三名工人给出的答案分别为“是”、

“是”和“否”，则多数人投票结果为是，因为

“是”获得的票数最多（2“是”，1“否”）。加

权多数投票采用相似的策略，但是其考虑到每个

工人的质量。一个高质量的工人的票将被赋予更

高的权重。对于上面的例子，如果三名工人的质

量分别为 0.2、0.6 和 0.9，则“是”和“否”的聚

合权重分别为 0.2+0.6=0.8 和 0.9，因此结果返回

“否”。另一种投票策略是贝叶斯投票，它不仅

考虑到每个工人的质量，而且利用贝叶斯定理计

算出每个答案是真值的概率分布。同样根据上面

的例子，我们有： 

 Pr 0.2 0.6 0.9) 0.012   “是” (1- 。

 Pr 1 0.2 1 0.6 0.9 0.288     “否” （ ）（ ） 。

通过归一化，我们可以得到答案“是”和“否”

的概率分别为 4%和 96%。所以我们选择“否”为

最终答案。 

3.1.4 任务分配 

定义 2（任务分配）：给定 n 个任务，当一个

工人来请求回答时，任务分配问题指的是应该选

择哪 k 个问题来分配给这个工人。 

在 AMT 中，这个问题通常以离线方式解决，

即所有任务的分配在问题展示给工人之前就已经

完成了。正如文献[27][67]中指出，这种方法的主要

缺点是不考虑任务的难度：对于简单的任务，即

使从工人那里收到比较少的答案，也可以准确确

定其最终结果，所以没必要继续分配更多任务。

而更困难或有争议的任务，可能需要更多的工人

来回答。值得一提的是任务发布者可能只有有限

的预算来雇佣工人。因此，为了在有限的预算下

获得最佳答案，任务的合理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该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给定 n 个任务，有

 k

n 组候选任务。而快速选择最优分配方法对任

务发布者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等待很长时

间，工人会离开。考虑 n=100 和 k=5，简单的枚举

将考虑所有 100 万种可能的组合，计算成本非常

高。此外，我们需要高效的在线任务分配算法。

合理的分配时间是指分配过程可以在 O(n)
[68]内完

成，即与任务数量成线性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现有的工作[27][67]通常侧重于为工人分配最合

适的任务。为明确“合适”的概念，现有工作
[66][67][69][70][71][102]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任务的不确定性：根据多个工人的答案来分

析目前任务的不确定度，优先选择不确定度较高

的任务。例如对于一种答案为“是”或“否”的

任务，任务 A 目前收到 5 个“是”，0 个“否”。

任务 B 收到 3 个“是”，3 个“否”。那么我们显

然应该选择任务B去提问。这种不确定性可以用信

息熵来衡量，熵越大代表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

优先提问。 

工人质量：考虑到当前请求任务的工人的质

量，并将任务分配给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工人。

通过主题模型等方法，我们可以将众包任务分

类，例如时政、运动、娱乐等等。同样不同的工

人会擅长不同的领域，我们也可以将工人擅长的

类别分类。当一个工人请求任务时，我们可以将

他擅长的任务分配给他，以期获得更高的质量提

升。  

3.2 成本控制 

 尽管众包平台为任务发布者提供了相对经济的

解决方案，但是面对大数据时，众包成本依旧是

很高的。因此，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减少

众包成本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这一节

中，我们将介绍几种减少成本的方法。 

3.2.1基于机器算法的剪枝 

 基于机器算法的剪枝是指使用计算机算法预先

检查所有任务并删减掉不需要工人去检查的简单

任务。基本思想是在许多情况下，很多任务可以

很容易地由计算机完成，因此工人只需要做最具

挑战性的任务。这种思想已广泛应用于实体匹配
[1,53,94-97][61][72][73][74][75]和搜索 [76]。例如，许多众包

实体匹配算法通常使用基于计算机的技术（称为相

似连接[77]）来剪枝掉相似值小于阈值（例如 0.3）

的记录对，然后利用工人去检查剩下的实体对。 

3.2.2任务选择 

在给定质量要求的情况下，任务分配技术可以

通过选择最优的任务来最小化人力成本，以满足

质量要求。不同的众包算子需要不同的任务分配

策略，例如连接（实体匹配）[61][72][73][74][75]、排序
[19][78][79][80]、分类 [81]等。我们在设计众包数据库

时，对于给定的众包算子首先使用任务选择策略

来决定一组最优的任务，一旦这些任务被选择并

发送到众包平台，则使用任务分配策略从工人中

收集高质量的答案。其中具体的方法会在第 3 节中

针对不同算子详细讨论。 

3.2.3答案推理 

 某些情况下，由某些众包算子生成的任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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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内在的关系，这些关系可用于成本控制。具

体地说，给定一组任务，在从工人中获得一些任

务的结果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推断其他

相似的任务的结果，从而节省成本。许多众包算

子都有这样的性质，例如连接 [72][73][75][82]、规划
[21][83]、挖掘 [5]。比如，假设有三个众包连接任

务：(A,B)、(B,C)和(A,C)。如果我们已经知道A等

于 B，B 等于 B，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传递性推断 A

等于 C，从而避免检查(A,C)的成本。 

3.2.4抽样 

基于抽样的技术指的是只利用工人来处理一

部分数据样本，然后利用工人对样本的回答来推

断他们对全部数据的回答。这类技术在众包聚合

算子[20][30]和数据清理[84]中非常有效。例如，文献
[84]提出一个抽样清洗框架（sample-clean），允许工

人仅清洗一小部分数据样本，并使用清洗的样本

从完整数据中获得高质量的结果。 

3.3 延迟控制 

 延迟实际指的是所有任务从发送到众包平台上

到全部完成的时间。然而，这一时间非常难估

计，因为工人的数量和单位任务的完成时间都是

很难确定的。我们首先介绍一种统计模型来模拟

工人的答题策略从而估计答题时间。接着为了简

化问题，我们将延迟建模为轮数，从而更方便地

优化延迟。 

3.3.1统计模型 

一些现有工作 [44][76]从众包平台收集统计数

据，并使用这些信息来模拟工人的行为。文献 [76]

建立统计模型来预测工人回答任务的时间。其考

虑了两种延迟：（1）从发布任务到收集到第一个

工人的答案的时间间隔。（2）两个相邻答案的时

间间隔。文献[44]使用统计模型预测工人在众包平

台中的到达率。在这些统计模型的帮助下，研究

者们可以预测一个任务是否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限

制内完成。通过这种预测，我们可以计算一个问

题在降低延迟上的收益，从而选择最优的任务。 

3.3.2轮数模型 

很多时候全部任务需要多轮进行处理。任务

发布者会每轮会向工人发布多个任务，在收集答

案后，可以在下一轮中发布另一组选定的任务。

假设有足够的工人，文献[85]通过假设每轮花费 1个

单位时间来简化延迟的定义，然后将延迟建模为

完成所有任务所需要的轮数。 

一些现有的工作[85][86]使用轮数模型来进行延

迟控制。假设有 n 个任务，每轮选择 k 个任务，那

么完成所有任务总共需要
n

k
轮。为了降低延迟，

文献[85][86]使用第 3.2.3 节中的答案推理思想来减少

发布的任务的数量，即利用前一轮接收到的任务

的答案来决定下一轮发布的任务。这样会减少要

请求的任务总数 n。如果我们每一轮选择 k 个无法

被直接推导的任务去问工人，则总的轮数小于

n

k
，从而减少了延迟。 

4众包数据库系统 

从第 1 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任务发布者与众包平

台交互相当不方便，因为有各种参数需要设置，

甚至需要编写代码。因此，受传统数据库系统的

启发，研究者们设计并实现了众包数据库系统，

包括：CrowdDB
[17]

, Qurk
[31]

, Deco
[37]和 CDB

[24]。

众包数据库系统的设计原则是将众包集成到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中，其架构如图 4.2 所

示。系统提供声明性接口，允许任务发布者使用

类 SQL 的语言来发布涉及众包算子的查询并利用

众包驱动的算子来封装任务发布者与众包平台和

工人交互的复杂性。在这个原则下，给定一个类

SQL 查询，系统首先将查询解析成一个涉及众包

算子的查询计划，然后生成要在众包平台上发布

的任务，最后收集工人的答案以获得结果。 

本节的 4.1 节首先概述了众包数据库系统。然

后，第 4.2 节和第 4.3 节分别介绍了众包查询语言

和查询优化技术。最后，通过对第 4.4 节中现有的

众包数据库系统进行综合比较，总结本节内容。 

4.1 众包数据库概述 

众包数据库系统与传统关系数据库系统有两

个主要区别。首先，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系统使用

“封闭世界”模型，只处理基于数据库内部数据

的查询；而众包数据库系统使用“开放世界”模

型，利用众包收集记录或填充属性。其次，众包

数据库系统可以利用众包来回答对机器比较难的

查询，例如，比较两个记录或属性、对多个记录

排序和对一个记录打分等算子。为了更好地理解

设计众包数据库的动机，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具

体说明。 

Author Title Conf.

G. Li xxx SIGMOD17

Jian. Li xxx SIGMOD16

Prof. Affiliation

Guo. Li Tsinghua

J. Li Peking Univ.

Paper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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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例子：待连接数据表 

给出一个查询 Select * From Professor, Paper Where 

Professor.Prof = Paper.Author。由图 4.1 我们可以发

现利用传统数据库该查询不能得到任何结果，因

为 Guo. Li 和 G. Li 虽然指的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字

符串上的表达却不一样。因此，传统数据库并不

能解决这种存在实体匹配的连接问题。再者，给

出查询 Select * From Professor Where Professor.Prof 

= “Qizhi Yao”。由于数据库表中没有“Qizhi Yao”的

相关记录，传统数据库无法给出任何查询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求助于众包工人提供相关结果，填

充到数据表中，然后进行查询。所以我们设计了

如下图 4.2 所示的众包数据库。首先任务发布者给

出一条涉及众包算子的查询语句（详见 4.2 节），

与传统数据库类似，我们首先解析这条查询。然

后选择最优的执行计划。在执行计划中涉及到很

多众包算子，例如众包选择、众包连接等。根据

不同的算子，我们会生成不同的众包问题发布到

众包平台上，工人回答问题后返回结果。有关任

务分配和真值推理我们可以用第 3 节的内容来优

化。在本节中，我们主要关注现有众包数据库系

统如何设计查询语言以及查询优化策略。 

与传统众包技术的区别：首先，第 3节的技术都可

以应用到众包数据库中。例如，在质量控制中，

我们可以在众包数据库中保存工人质量的元数

据，根据工人质量，采用 3.1.3 和 3.1.4 的技术进行

任务分配和真值推理。在成本控制和延迟控制

中，当对单个关系表进行操作时，3.2和3.3的技术

依旧可以应用。不同的是，众包数据库存在多个

关系表参与的复杂查询。面对这些查询时，我们

可以通过以表为单位的查询优化策略通过不同算

子的执行顺序来优化代价和延迟，如接下来

4.3.1、4.3.2 和 4.3.3 所述。也可以采用更加细粒度

的优化，如 4.3.4 所述，采用以记录为单位的优化

策略。这是与传统众包技术的本质不同。 

4.2 众包数据库查询语言 

4.2.1 CrowdDB 

CrowdDB
[17]设计了一种称为 CrowdSQL 的查

询语言以支持缺失数据的外部获取和众包比较算

子。CrowdSQL是标准SQL的自然扩展，新增了三

个 关 键 词 ： CROWD 、 CROWDEQUAL 和

CROWDORDER。 

 

CREATE TABLE phone_review

(

review STRING,

brand CROWD STRING,

model CROWD STRING,

sentiment CROWD STRING

);

CREATE CROWD TABLE phone

(

brand STRING,

model STRING,

color STRING,

storage STRING,

PRIMARY KEY (brand, model)

);

review brand m odel sentim ent

xxx Apple Iphone 8 ?

属性值缺失 记录缺失

brand model storage color

? ? ? ?

 

图 4.3 数据定义语言(CrowdDB) 

 

The Iphone 8 is the flagship

model of Apple Inc.

Is the review positive?

SELECT review

FROM phone_review

WHERE sentiment ~= “pos”;

Which one is cheaper?

SELECT image i

FROM phone_image

ORDER BY CROWDORDER(“price”);
 

 

图 4.4 查询语言(CrowdDB) 

 

图 4.2 众包数据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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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D: CrowdDB 在 CrowdSQL 的数据定义

语言中引入关键字 CROWD，定义哪些属性或

者数据表可以进行众包算子，从而允许

CrowdDB 可以从工人中收集该数据。如图 3.3

所示，有两种数据可以由工人来补全：1）记

录的特定属性值可以被众包获取。2）整个记

录可以被众包获取。CrowdSQL 使用 CROWD

关键字在 CrowdSQL 的 Create Table 语句中指

定这两种情况。 

 CROWDEQUAL 和 CROWDORDER：这两个

关键词便于众包工人来解决对机器来说比较

难的问题。例如，图 4.4 左侧的查询利用

CROWDEQUAL（符号~=）来让工人帮助识别

满足特定约束条件的手机评论，例如评价是

“正面的”。另一种算子是基于众包的排

序，如图 4.4 右侧所示。给定一组可比较但很

难被机器比较的记录，CROWDORDER 可以

基于某种标准（例如该查询中的“价格”）来

处理众包排序任务。 

4.2.2 Qurk 

Qurk
[31]引入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使用用户

定义函数（User Defined Function，UDF）来扩展

SQL 语言。Qurk 中的一个 UDF 可以被视为一个用

于生成众包任务的模板。如图 4.5 所示，该查询定

义了一个名为 isWhite 的 UDF，用于请求工人识别

白色手机。 

 Type: 该字段预定义了一些众包任务，包括：选

择、排序、连接和收集。 

 UI Generation: 如 Prompt、YesText 和 NoTest，这

些参数确定了任务 HTML 界面的样子。 

 Combiner: 该参数确定了质量控制的方式。如多

人投票。 

 

4.2.3 Deco 

 Deco
[37]主要侧重于众包数据收集。下面我们将

介绍它的数据模型和查询语法。 

 数据模型：为了便于众包数据收集，Deco

将任务发布者和系统的视图分离，如图

4.6 所示。一方面，它允许任务发布者来

定义概念关系，从而在逻辑上组织要收集

的数据的模式。更具体地说，它将属性分

为两种：1）锚（ anchor）属性在传统

RDBMS 中扮演类似于主键的角色；2）依

赖(dependent)属性，这些属性可以被视为

记录的“属性”。锚属性和依赖属性的设

计可以指定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依赖关系，

如图 4.6 上部分所示。另一方面，原始模

式（raw schema）实际存储在底层 RDBMS

中的数据表并且对用户不可见。 

Phone( brand, model, cpu, storage)

锚属性 依赖属性

CarA (brand, model)

CarD1 (brand, model, cpu)

CarD2 (brand, model, storage)

∅ ⇒ brand, model: 获取一个新手机

brand, model ⇒ cpu : 获取手机 cpu 型号

brand, model ⇒ storage : 获取手机存储容量

概念关系表（ Concept Relation（ 原始模式（ Raw Schema（

获取规则（ Fetch Rules（ :如何收集数据 解析规则（ Resolution Rules（

image ⇒ cpu : majority-of-3

∅ ⇒ brand, model: dupElim

图 4.6 数据定义语言(Deco) 

SELECT brand, model, cpu, storage

FROM Phone

WHERE brand = “Apple” MINTUPLES 8

查询：收集至少8个苹果手机的信息

图 4.7 查询语言(Deco) 

SELECT i.image

FROM phone_image i

WHERE isWhite(i)

TASK isWhite(field) TYPE Filter:

Prompt: "<table><tr> \

<td><img src=’%s’></td> \

<td>Is the phone in white color?</td>\

</tr></table>", tuple[field]

YesText: "Yes"

NoText: "No"

Combiner: MajorityVote

Is the phone in white color?

Yes No

图 4.5 数据定义语言(Q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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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Fetch）：Deco 设计了数据获取规

则，用来指导如何根据表模式从工人中获

取数据。一个规则的语法是：给定属性

A1 的值，让工人获取属性 A2 的值,表示为

A1→A2 :P，其中 A1 是一组用作获取条件

的属性，A2 是要获取的属性，P 是生成众

包任务的过程。图 4.6 下部分提供了三个

获取规则的示例，分别要求填充一个新的

手机，填充现有手机的 cpu 种类和存储容

量。 

 解析规则（Resolution Rules）: 由于收集的

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性，Deco 还可以指

定解决这些不一致性的规则，即质量控

制，如多数投票。当前版本的 Deco 设计

了两种解析规则，如图 4.6 所示：1）

majority-of-3 采用三个工人的多数投票来

解决不一致问题。2）dumElim 用于从工人

答案集合中删除重复的记录。显然，前者

通常用于填充属性，后者经常用于收集记

录。 

 

  Deco 还 允 许 任 务 发 布 者 使 关 键 字

MINTUPLES 编写类 SQL 语句。MINTUPLES

的用法与 SQL 中 LIMIT 关键字的用法类似。

但不同的是：MINTUPLES n 意思是至少从工

人中收集 n 个元组，LIMIT n 是最多从关系表

中检索 n 个元组。图 4.7 提供了一个示例查

询，该查询收集了至少 8 个“苹果”手机。 

4.3 查询的执行与优化 

4.3.1 CrowdDB 

在 CrowdDB 中，查询引入了以下三种算子： 

 CrowdProbe：该算子用于利用工人收集属

性或新元组的缺失信息。CrowdProbe 的

典型用户界面是一个具有多个字段的表单

（图 2.3 中的填空题），用于从工人中收

集信息。 

 CrowdJoin：该算子在两个表上实现索引

嵌套循环连接，其中至少有一个表是可以

被众包收集的。特别地，内表（ inner 

relation）必须是一个 CROWD 表（见 4.2.1

节），图 4.9 中的用户界面用于众包收集

内表的新元组，这些新元组可以与外表

（outer relation）中的记录连接。 

 CrowdCompare ： 该 算 子 用 于 实 现

CrowdSQL 中 定 义 的 两 个 关 键 字 ：

CROWDEQUAL 和 CROWDORDER 。

CROWDEQUAL 让工人比较两个记录或

属性是否指代同一实体。CROWDORDER

要求工人在预先定义的属性上给出一个排

序。 

上图给出了这些算子的例子。算子

CrowdProbe 和 CrowdJoin 如图 4.9 所示：

CrowdProbe 用于从工人中收集品牌是

“Apple”的手机，而CrowdJoin则连接手

机表和手机评论表。由于有的手机评论是

缺失的，那么就需要收集缺失的评论。如

图 4.10 问题生成（CrowdDB） 

P.brand=R.brand
P.model=R.model

brand=”Apple"σ

phone P

phone_review R

Fill out the missing Phone Review

review

brand

model

sentiment

Fill out the Phone data

brand

model

color

storage

CrowdJoin

CrowdProbe
Apple

图 4.9 查询优化（Crow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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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算子 CrowdCompare 用于支持关键

字 CROWDEQUAL（例如，“IBM==BIG 

BLUE”）和 CrowdOrder（例如，哪个图

片更清晰地展示“清华大学”）。 

对于查询优化，CrowdDB 采用与传统数

据库相同的基于规则的优化技术，用于处理

具有多个算子的查询。例如选择下推和确定

最优的连接顺序。 

4.3.2Qurk 

Qurk 主要专注于连接和排序的查询优化。 

 CrowdJoin：与 CrowdDB 类似，Qurk 同样

实现了一个嵌套循环联接，并对两个表中

的记录进行众包收集算子以便进行连接算

子。为了降低成本，Qurk 提出了批处理

多个比较的技术。图 4.11（a）展示了 Qurk

的两种批处理方案：简单的批处理只需工

人在众包任务中对多个实体对比较，而智

能批处理则要求工人连接实体以完成比

较。 

 CrowdSort：Qurk 实现了两种排序方法，

如图 4.11（b）所示，右图基于比较的方法

要求工人直接指定实体的顺序。由于需要

O(n
2
)的比较次数，该方法对于大型数据

集是不可行的。另一种方法如左图所示，

采用打分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友好的接口

来降低人工成本，只需要 O(n)的复杂度。 

  Qurk 还有两个重要的成本控制模块：任

务缓存和任务模型。任务缓存维护以前任务的

众包答案，任务模型根据任务缓存的答案训练

一个模型。因此，如果一个还未发布的任务可

以从任务模型中获得置信度足够高的答案，那

么它将不会被发布到众包平台。一旦任务无法

从任务模型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它将被发布到

众包平台。 

4.3.3Deco 

如 4.2 节所述,Deco 重点关注用众包收集缺失

值或新元组上。为此，Deco 设计了 Fetch 算子，该

算子符可以为收集算子生成众包任务。此外，

Deco 还支持其他基于机器的算子以处理获取的数

据，例如左外部联接（Left Outer Join）、过滤

（Filter）和扫描（Scan）。 

基于以上定义的算子，在给定复杂查询的情

况下，Deco 定义了一个基本查询优化问题： 

对于一个查询，如何找到最佳查询计划，即

在所有可能的查询计划中，哪一个具有最小的成

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数据库中已存在

一些数据的事实，成本被定义为需要从工人中获

得的新数据的多少。为了找到成本最低的最佳查

询计划，Deco 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 

（a）成本估算：在执行查询计划时，数据库可能

会从工人中收集新的数据，这可能会影响后续流

程的成本估算。考虑此种情况，Deco 提出了一种

迭代方法来估计查询计划的成本。考虑获取 8 个苹

果手机的算子。该算子首先检查数据库的当前状

态，并找到 2 个苹果手机、1 个三星手机和 1 个华

为手机。由于苹果手机的选择率（selectivity）为

0.1，因此该数据库估计苹果手机的期望数量为

2.1。基于此，它为 Fetch 算子设置了一个 5.9 部手

机目标。 

  (b) 根据 5.9 个苹果手机的目标，由于苹果手

机的选择率为 0.1，Fetch 算子估计要从工人中至少

获取 59 辆汽车。基于此，它发布相应的众包任务

以获取数据。 

最佳查询计划生成：简单地枚举所有可能的

查询计划的策略是昂贵的，所以 Deco 重用公共子

计划以减少冗余计算。考虑收集“苹果手机”的

例子，我们可以先无条件的收集手机记录，然后

使用“苹果手机”过滤这些记录。相反，第二种

反向查询计划利用“苹果手机”作为获取新记录

的条件，比第一个查询计划成本要低。 

4.3.4CDB 

 目前的众包数据库系统都采用传统的树型查询

Rat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U

worst best

1 2 3 4 5 6

Which one visualizes better?

A is better

B is better

Rating-Based Interface Comparing-Based Interface

Naïve Batching

Is the same phone in the

two images

Yes No

Yes No

Smart Batching

Find pairs of images of the

same phone

I did not find any pairs

(a) 

(b) 

图 4.11 问题生成（Q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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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其目的是选择一个优化的表级连接顺序来

优化查询。但是这样表级的优化是比较粗糙的，

CDB
[24]定义了一个基于图的查询模型，以便对众

包数据进行细粒度的优化。具体地说，给定一个

类 SQL 查询,CDB 会构造一个图，其中每个顶点是

该查询语句中每个表的记录，每个边根据该查询

语句的连接/选择谓词连接两个记录。该图可提供

了记录级别的细粒度优化。更具体地说，每一条

边都可以作为一个众包问题，询问工人是否可以

连接构成这条边的两条记录。然后，众包结果可

以被标注在图上，如图 4.12：蓝色实线（红色虚线）

的边表示两个记录可以（不能）成功连接。在此基

础上，给出了一个带有 n 个连接谓词的查询，该查

询的答案是一条长为 n+1 的蓝色路径。CDB 可以

支持基于众包的选择、连接、聚合、排序和

Top-k。基于该图模型，CDB 在从成本、延迟和质

量三个维度上考虑了查询优化。 

 

图 4.12 例子：CDB 的查询优化 

 

 成本控制：基于图模型的查询优化为成本

控提供了很多的优化空间。从图 4.12 可以

看出，树模型确定了最佳连接顺序，首先

在手机评论和手机之间需要发布 5 个问

题，然后在手机和手机图像需要发布 2 个

问题，最后在手机图像和选择条件 color=

“black”之间需要发布 1 个问题。总的来

说，这会花费 8 个任务。但是，基于图模

型的方法倾向于找出红色的边去提问，要

求是这些红色的边可以剪枝掉很多不必要

的提问。例如，如图 4.12 所示，首先可以

询问手机和手机图像之间的第一条边，并

将其标注为红色虚线，以便剪枝掉与此边

相关联的所有边。然后相似地，它优先提

问其他具有强力修剪能力的边。这样基于

图的模型只需要询问 5 个任务。CDB 证明

了图模型中的问题选择的优化问题是 NP

难的，并提出了若干启发式算法，如贪心

算法、基于期望的算法等来解决该问题。 

 质量控制：CDB 采用基于轮数的模型来

衡量延迟，基本思想如下：给定两条边 e

和 e′，CDB 检查它们是否在同一个候选

路径中（即，可能是答案的路径）。如果

它是，CDB 会将这两条边标记为“冲

突”，因为询问一条边可能会导致另一条

边被剪枝。这样的话同时问这两条边是浪

费成本的；如果是“否”，则标注他们是

“非冲突”的。为了降低延迟，CDB 将

同时询问非冲突的边但不同时询问冲突的

边。例如，考虑两个冲突的边。如果一条

边的答案其实是红色的，则不需要询问另

一条边。为了检查两个边是否在同一个候

选路径中，暴力的方法是枚举一个边的所

有候选。然而，这种方法是十分昂贵的。

因此，CDB 提出了基于连通分量的方法

来检测是否可以同时询问任意两个边。 

 质量控制：为了在工人答案的基础上得到

高质量的结果，系统必须进行质量控制。

CDB 的质量控制主要分成两个模块，答

案推理和任务分配（技术细节见第 2 节）。

此外，CDB 还支持四种类型任务的质量

控制：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和收集

任务。 

4.5 众包数据库的索引 

索引在传统数据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

图 4.13 众包数据库索引模型 

图 4.14 众包数据库索引任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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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大提升数据库的查询效率。那么在众包

数据库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数据建立传统的索

引，如 B+树、哈希索引、位图索引等。当一

个查询不涉及众包算子时，我们依然可以利用

以上索引来加速查询。同时，众包数据库也可

以支持基于众包的索引[87]。然而，至今还没有

一个数据库真正地将众包索引部署在众包数据

库中。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众包数据库索

引的模型及其使用方法。然后在第六节进一步

讨论有关索引的未来工作。 

4.5.1 众包数据库索引的模型 

众包数据库索引主要索引一些有序的数据，但是

顺序关系却不能被计算机精确给出。例如给出两

辆肇事车辆的图片，判断哪辆车的维修费更高

昂。如图 4.13所示，众包数据库索引模型由索引

管理器和传统 B+树组成。其中 B+树的每个节点

存储 n 个有序的键值（例如按照维修费用排好序

的 n 个肇事车辆的图片的地址）。索引管理器主

要负责索引的构建、查询，包括产生任务以及收

集并推理答案。B+树的每个节点和查询实体构

成一个众包任务，如图 4.14所示。最上面的图片

是查询图片，下面是 B+树的一个节点。众包工

人的任务就是判断查询图片应该在哪个恰当的位

置。 

 

 

4.5.2 众包数据库索引的工作模式 

我们在上一节中概述了众包数据库索引的模

型，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利用该索引进行查

询。显而易见，给出索引和查询，最直接的查询

方法是让一个众包工人自顶向下回答问题，从而

定位查询所在位置。然而，工人是会犯错的，文

献[87]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质量控制，并将投票

策略分成以下三种。 

 基于在叶节点聚集的策略 

如图 4.15 所示，给出一个查询，基于叶节点的

策略会将之分给若干个工人，例如图中的 w1, w2

和 w3。该策略让不同工人分别将查询进行到叶

节点，然后在进行投票。如图所示，w1, w3 返回

12，w2返回 8，那么众包索引将返回 12。该策略

的优点是实现简单，多个工人可以并行工作，

不用互相等待从而降低了延迟。但缺点是工人

的答案容易分散，最后的结论易错。鉴于此，

文献[87]提出了基于在全部层聚集的策略。 

 

 基于在全部层聚集的策略 

如图 4.16 所示，给出一个查询，基于全部层聚

集的策略会首先对第一层的结果投票，例如 w1, w3

觉得比 9 大，w2觉得比 9小，那么在该层的决策是

走向 13。然后再循环提问直到达到叶节点。该方

法保证了在每一层的正确率较高，以期最后的正

确率较高。但是其缺点是不可以回溯，例如到达

图 4.15 基于叶节点聚集的示例 

图 4.16 基于全部层聚集的示例 

图 4.18 众包数据库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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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3 这个点后，就再也回不到 9 的左侧。下面提

出的基于回溯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基于回溯的策略 

如图 4.17 所示，给出一个查询，基于回溯的策略

首先在第一层使用多人投票的方法，决定向哪个

方向搜索。同时按照对于不同选择，人的投票数

量维护一个优先队列。例如在图 4.17 中，会首先

向 B 走，但是同时也会记录下工人投票给 C 的数

量。接着在点B提问，如果C的投票数比D要多，

那么会回溯到 C 去提问。 

4.4 众包数据库系统比较 

综上，我们绘制了图 4.18 在多个维度上对以

上四种众包数据库进行了比较。 

 最优化模型：众包数据库的查询优化方法

主要分为两类，基于规则的和基于代价

的。CrowdDB 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即

下推选择算子和连接顺序选择，但是这种

方法很有可能会丢失最优的方案。Deco

和 Qurk 采用基于代价的方法，即利用树

模型来选择代价估计最小的查询计划。正

如上面分析的，对于相连接的记录，不同

的树模型顺序给出的顺序是相同的，这样

限制了我们的优化空间。因此，CDB 设

计了细粒度的基于图模型的优化方案，相

比树模型而言省下了很多花费。 

 最优化目标：对于众包查询的最优化应该

考虑成本、质量和延迟之间的折中，因为

完美的优化，例如低成本低延迟高质量是

不现实的。如图 4.18，很多系统会优化成

本和质量，但是不优化延迟。CDB 利用

了数据之间的独立性来降低延迟，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方法。考虑到质量，大多数系

统仅用简单的多数投票或者其变种，仅能

支持单选题。但是 CDB 考虑到记录级别

的优化，同时支持单选、多选、填充和收

集。 

 优化的众包算子：如图，CrowdDB 优化

选择、连接、收集和填充。Qurk 主要优

化选择和连接。Deco 则优化填充和收

集，同时也支持选择和连接。 

 任务布置：以上系统一般仅支持与单一众

包平台相连，如亚马逊的 AMT，这样结

果有可能被平台的误差所影响。因此，

CDB 可以将任务发布到多个平台然后跨

平台地收集答案并推理结构。 

5众包数据库中的算子 

第三节中针对不同众包数据库算子的优化，

都是采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策略。而实际上，有很

多方法都可以用来更好地优化这些算子。在这一

节中，我们会概述相关研究工作并着重介绍一些

代表性的工作。 

5.1 选择算子 

给出一些记录，基于众包的选择算子目的是

找出某些满足给定条件的记录。例如，给定一些

图片，目的是找出包含山水的图。现有的基于众

包选择的算子可以分为众包过滤和众包查找。 

定义 3（基于众包的过滤[34][35]）：基于众包的过滤

算子返回所有满足给定条件的记录。 

定义 4（基于众包的查找[85]）：基于众包的查

找算子返回 k 个满足给定条件的记录。 

例如，给出 100 张图片，假设有 20 张包含山

水。基于众包的过滤要求找出所有这 20 张图片。

基于众包的查找会选择一个阈值，比如 5 张满足条

件的图片作为结果返回。下面将介绍解决以上两

个经典问题的方法。 

5.1.1 基于众包的过滤 

   图 5.1 状态矩阵 

 

图 4.17 基于回溯策略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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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问题策略 

 

在这一问题中，我们假设所有的待过滤元素都

是独立的。例如知道一张或几张图片的答案不能

推出另外未问的图片的答案。那么为了保证高质

量的答案，对于每一个元素，我们要问多个工

人，然后利用多数投票的方式推理正确答案。如

此，问题就变成了，对于每个元素，让多少个工

人来回答合适呢？如果回答的人数少了，质量可

能不高。如果回答的人数多了，可能会浪费成本

却并不能提高很多的质量。因此，文献 [35]把这一

问题形式化为一个状态矩阵，如图 5.1。每一个元

素都有一个对应的状态矩阵，其中横坐标表示该

图片目前获得的“满足”票数，纵坐标表示目前

获得的“不满足”的票数。显然，对于每个元素

任务发布者将从（0，0）开始提问，如果获得一个

“满足”票，向右前进 1 步；获得一个“不满足”

票，向上前进 1 步。在每个点（x，y），任务发布

者可以做三种选择：（1）输出“满足”，结束当

前元素的提问并开始下一个。（2）输出“不满

足”，结束当前元素的提问并开始下一个。（3）

继续提问当前元素。那么如何设计提问策略才能

在给定成本的前提下最大化质量呢，文献 [35]给出

该问题的定义： 

定义 5（质量-成本约束）：假设每个元素最多

可以问 m 个问题，质量-成本约束问题目的是找到

一个最优的提问策略，使得在在该成本（Cost）约

束下错误率（Error）最低（即质量最高）。 

图 5.2 展示了一个可能的策略。该策略中，如

果遇到黄色的点，任务发布者将继续提问。遇到

蓝色的点将停止提问该元素并输出“满足”。同

理遇到红色点将输出“不满足”。那么该策略的

期望成本和期望错误率的计算方法如图所示。期

望成本是到达每个蓝色或者红色的点的概率乘以

该点的成本（x+y）的加和。期望错误的计算同理。

到达每个点的概率可以用递归的方法来计算。那

么为了找出最优的策略，最暴力的方法是枚举所

有可能的策略然后选出质量最高的。文献 [35]证明

了这是一个 NP 难问题并给出了启发式的算法。 

5.1.2 基于众包的查找 

 

文献[85]提出了一种成本-延迟折中的策略。如

图所示，如果我们想从 100 张图片找出两张满足要

求的图片，首先我们可以串行提问。这样的话，

我们仅需要花费四个问题就获得了结果，但是延

迟很高，需要与工人交互四轮。如果我们并行提

问，即一次性把 100 个问题都发出去，这样延迟很

低，但是成本很高（100 个问题）。所以我们采取

一种混合的方法，例如由于我们要两张图片，所

以我们第一轮问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满足的，所

以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提问。我们发现这样成本

是 4 个问题，延迟是 3 轮。 

5.2 连接算子 

第三轮

从100张图片中找出两张包含SUV的图片

第一轮

串行提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 ❌ ❌

并行提问 ……
……

第一轮

混合

第一轮 第二轮

❌❌ ❌ ❌

❌❌ ❌ ❌
❌

❌

成本: 4延迟: 4

成本: 100延迟: 1

成本: 4延迟: 3

图 5.3 众包查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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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是数据库中的一个重要算子。众包数据

库主要关注等值连接，定义如下： 

定义 6（基于众包的连接算子）：给定一个表

（或者两个表），基于众包的连接算子目的是找出

其中相等的实体对，其中“相等”指的是在现实

世界中指代同一实体。 

例如“iPhone Four” 和“iPhone 4th Gen”，指代

的是相同的手机。这一问题也被称为实体匹配或

者实体解析，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但是单纯基

于机器的方法仍然无法达到很高的质量。下面我

们将介绍几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CrowER
[1]：该文章率先提出利用众包来

连接实体，其方法简单有效，主要分为两

步。第一步是候选实体生成。例如，对于

n 个实体进行自连接，最直接的方法是生

成
 1

2

n n 
对实体供工人去检查，但是这

样的代价过高。因此 CrowER 首先为每对

实体计算字符串上的相似度（利用

Jaccard、ED 等相似度函数）。如果相似度

小于某个阈值，例如 0.3，CrowER 将这些

实体归为不能被连接的。然后第二步，将

剩下的实体对发布到众包平台上让工人去

检查。 

 Transitivity
[72]：实验证明 CrowER 的效果

要好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但是它的花

费仍然是巨大的。因此文献[94]进一步利用

传递性来降低成本。具体地，如果已知实

体 A=B, B=C, 那么我们可以推理出

A=C。这样 AC 这一对的成本就省下来

了 。 相 似 地 ， 如 果 已 知 实 体

,  A B B C  , 那么我们可以推理出

A C , 同样节省下了 AC 这一对。文献

[72]证明了在已知答案的情况下，按顺序提

问所有可以连接的实体对，然后再提问剩

下不能连接的实体对可以节省最多的成

本。因此，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文献
[72]先按照字符串相似度对实体对排序，然

后按照该顺序提问。 

 PartialOrder
[88]：该方法进一步利用字符串

相似度进行剪枝。对于 n 个实体，每个实

体有 m 个属性，对于每对实体，我们计算

一个 m 维的相似度向量，其中每一维对应

相应属性的相似度。对于这些相似度向

量，我们构建一个偏序图，图中的每个节

点是一对实体。对于两个节点 A 和 B, 如

果 A在每个属性上的相似度都不比B 小，

我们连接一条由 A 到 B 的有向边。接下

来，我们选择一个节点去问，如果该对实

体是匹配的，我们将其标为绿色，同时其

所有祖先也标为绿色（不再去提问其祖

先）。如果该对实体是不匹配的，我们将

其标为红色，同时其所有子孙也标为红色

（不再去提问其子孙）。如图 5.4，图中共

有 11 个节点，如果我们不采取偏序图的

剪枝策略，我们会问 11 个问题。如果采

取该策略，我们最少可以提问 4 个问题。

文献[88]中详述了如何选择问题以最小化成

本及提高质量。 

 Corleone
[89]：Corleone 是一个端到端的基

于众包的连接框架，其架构图如图 5.5 所

示。给出一个或两个关系表，Corleone 首

先利用众包对表做 block，其目的是利用

图 5.4 偏序图示例 

图 5.6 众包排序的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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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人提供的规则快速移除一些明显不

可能匹配的实体。接着，对于剩下的候选

实体对，Corleone 采用主动学习的方法，

利用众包工人训练出一个匹配器用来预测

候选实体对的答案。然后利用一个准确率

估计器估计当前匹配器的准确率,如果准

确率可以达到要求，则输出该匹配器的匹

配结果。否则，Corleone 会探测一些比较

难的实体对让工人去再次标注。其重复以

上流程直至得到满意的结果。 

5.3 排序/Top-k 算子 

5.3.1 整体工作流程 

为了获得实体的顺序或者 Top-k，我们需要产

生众包任务。其中有两种众包任务被广泛采用。

一个是单选题，给出两个实体，让工人选择它们

两个之间的顺序关系。第二种是打分，选取多个

实体组成一组，让工人对比组内实体并给每个实

体打一个分。第二种方法是有明显缺陷的，首

先，工人更喜欢第一种形式，因为其比较简单。

其次，打分是一种很粗糙的比较，而且不同的分

组之间的分数很难横向比较。因此，本文重点关

注第一种方法，研究如何利用很多的成对的比较

来推理出完整的顺序（见 5.3.2 节）以及如何选择

最优的实体对去提问（见 5.3.3 节）。 

5.3.2 结果推理 

5.3.2.1 基于打分的方法 

文献[19]证明了在图模型下找到一个最优的顺

序或者最大值是一个 NP 难的问题，所以很多方法

会在图模型的基础上给每个实体分配一个分数，然

后按照分数由高到低排序。从而选择一个顺序或者

Top-k。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些分配分数的方法。 

 BordaCount
[90]：该方法中，每个实体的分

数是它在图中的出度。 

 Copeland
[91]：该方法中，每个实体的分数

是它在图中的出度减去入度。 

 Local
[19]：以上两个方法仅仅考虑了每个节

点的邻居信息，这样是不完整的。因此该

方法考虑了每个节点两跳的邻居。显然，

当一个点可以两跳跳到其他节点，说明它

的排名很靠前。同理，如果一个点可以被

其他点两跳达到，说明它的排名比较靠

后。 

 Indgree
[19]：该方法利用贝叶斯模型来计算

分数。给出一个实体对，其首先利用收集

的答案算出该实体对大小关系的概率分

布，然后利用该分布为每个实体分配分

数。 

 MPagerank
[19] ：该方法巧妙地利用了

Pagerank 的思想来为每个实体打分。 

5.3.2.2 基于循环剪枝的方法 

循环剪枝主要应用于 Top-k 的计算，其基本思

想是不断自适应地移除低分数的实体，直到剩下 k

个实体。 

 Iterative
[19]：该方法首先利用基于分数的方

法移除掉一半低分数的实体。然后根据模

型重新计算分数，再移除掉一半的实体，

直至 k 个实体留下来。 

 PathRank
[13]：该方法使用反向深度优先搜

索遍历一个图并在其中寻找路径。如果一

条路径的长度大于 k, 该算法会移除该路

径上后续的节点。 

图 5.5 Corleone 架构图 

图 5.7 批处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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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iveReduce
[92]：给出 n 个元素，该方

法选取一个信息量最丰富的子集去剪枝

掉一些实体，这些实体存在于 top-k 集合

的概率极小。接着其循环这一步骤直到找

出 k 个元素。其中信息量可以用信息熵来

衡量。 

5.3.2.3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CrowdBT
[9]：该方法可以直接估计实体的

分 数 。 假 设 i jo o 的 概 率 被 表 示

i

ji

s

ss

e
s

e e
， 表示实体的分数，那么基于

获得的实体对们的答案，模型通过最大化

i

i j ji

s

o o L ss

e

e e
  ò 来计算出每个实体的

分数。然后根据其排序。 

 CrowdGauss
[78]：该方法假设实体的分数服

从高斯分布，分数就是高斯分布的均值。

i jo o 的概率由两个标准正态分布的累

积 分 布 函 数 计 算 出 来 ， 即

   P Φi j i jo o s s  。CrowdGauss 利

用 最 大 化

  log Φ ,
i jo o L ij i j ijM s s M  ò 是 回

答 i jo o 的工人的个数。 

 HodgeRank
[93]：该方法利用矩阵分解的方

式来计算实体的分数。 

5.3.2.3 混合方法 

有很多工作采用了打分与比较混合的方法来

学习出实体的分数。对于打分算子，该方法预定义

c 个类别并且每个类别对应一段分数区间。如果一

个实体的分数落在某区间内，该实体就属于那一

类。下面我们介绍几种混合的方法。 

 ScoreCombination
[79]：该方法首先选择了

一些打分和比较的问题去提问，然后根据

答案先推出实体的分数。该分数被建模为

高斯分布，可以容忍工人的失误。对于打

分算子，该方法计算了实体属于某个类别

的概率。对于比较算子，该方法构建了一

个比较矩阵并且根据贝叶斯理论计算观

测到该矩阵的概率。最后其结合这两种算

子推理出答案。 

 RatingFirst
[22]：该方法主要应用于 top-k 的

选取，其首先利用打分的方法处理所有的

实体然后剪枝掉一些分数较低的实体。接

下来，其选择一些实体对来进行更加细粒

度的比较。同样每个实体的分数被建模成

高斯分布。 

 AdaptiveCombine
[94]：该方法由两部分组

成。首先是根据当前的打分和比较的答案

推理出 top-k 的结果。类似地，每个实体

的分数被建模成高斯分布，然后利用答案

估计高斯分布的参数并推理结果。第二步

是问题选择。根据任一实体在 top-k 结果

中的概率，该方法可以得到两种分布，真

实的 top-k 分布和估计的 top-k 分布，该方

法选择最有益于缩小两种分布的距离的

问题来提问。 

5.3.3 任务选择 

任务选择的目的是选择哪个实体对去问工

人，其方法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种： 

  启发式方法 

文献[19]证明了 top-k的问题选择是NP难问

题。因此其提出了多种启发式策略来选择

问题。该算法首先为每个实体 io 打分，分

数 为 is 。 接 着 对 这 些 实 体 排 序

1 2 no o o   ，最后在其中启发式地

挑选 b 个实体对去问。方法如下：（1）最

大 化 策 略 ： 选 择 b 对

     1 2 1 3 1 1, , , , , , bo o o o o o  (2) 群 组策

略：将相邻的靠前的实体组成一对，

     1 2 3 4 2 1 2, , , , , ,b bo o o o o o (3)贪心的

策略：对于每对实体计算 ·i js s ,然后选择 b

对该乘积最大的。 

 基于边界的方法 

文献[92]为每一对实体估算了一个边界值并

用该值选择接下来要问的实体对。该方法

首先计算了一个置信区间 [ , ]ij ijl u ，其中

 ij ijl u 是 i jo o 的概率的下界（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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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对实体的概率不在这个区间内，说

明该对实体的大小关系已经足够明显，不

需要再去提问了。因此任务发布者只需要

提问那些还不是很确定的实体。 

 基于主动学习的方法 

CrowdGauss
[78]将实体的分数建模为高斯

分布  ,N s C ,其中 s是一个1 n 的向量，

表示所有实体的分数， 是 s 的协方差矩

阵。在每轮问题选择中，CrowdGauss 都

会计算每对实体的期望信息增益，然后选

择增益最大的实体对去问，进而更新高斯

分布的参数。但是 CrowdGauss 没有考虑

工人的质量，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CrowdBT
[9]将工人质量建模到实体分数的

计算中，提升了 top-k 计算的准确性。

AdaptiveCombine
[94]同时考虑了选择打分

和比较问题。给出一定预算，该方法选择

最优的问题去最大化期望信息增益。 

5.4 计数算子 

众包计数算子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条件的计

数和基数估计，两者定义如下： 

定义 7（基于众包的条件计数）：利用众包在

一个数据库里统计满足给定条件的记录的个数。 

例如：统计某图片集合里包含猫的图片的个

数。 

定义 8（基于众包的基数估计）：利用众包统

计某个领域内实体的个数。 

例如：统计在役 NBA 球员的个数。 

5.4.1 基于众包的条件计数 

 采样法[30]
 

显然，处理计数问题最暴力的方法是给出

N 个元素，我们让工人去检查每一个元素

是否满足给条件。但是该方法成本明显过

高。所以我们利用采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一

问题。首先从 N 个元素采样 K 个元素，然

后让人检查这K 个元素，发现其中有 D个

元素满足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推出大概整

个数据集中有
KD

N
个元素满足条件。 

 批处理[95]
 

即使基于采样的方法，我们还是需要人一

个一个地检查采样数据。其实，我们可以

可用人的智慧来直接处理一批数据。如图

5.7 所示，我们可以利用人的认知能力，

将几个元素合并起来，让人直接统计其中

满足条件的元素个数。 

5.4.2 基于众包的基数估计 

基于众包的基数估计指的是让工人提供某个

领域内的实体，然后根据工人的答案推理出这个

领域内实体的基数。例如，我们想知道在役 NBA

球员的个数，我们可以让工人们提供不同球员的

名字，然后用统计的方法估算基数，即 Good 

Turing
[96]算法。该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当前收集到

图 5.8 CrowdFill 界面[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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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的重复度越低，估计基数越大，反之基数

越小。该问题与收集算子有密切联系，我们会在

5.5 节继续详细讨论。 

5.5 收集算子 

首先我们给出收集算子的定义如下： 

定义 9（基于众包的收集算子）：给定一个领

域，众包收集算子的目的是利用众包工人收集该

领域内所有的实体。 

该算子有如下挑战。（1）实体的完备性，我

们希望可以收集到该领域内的所有实体.（2）少重

复性。由于工人每提供一个实体，我们就需要付

相应的费用，那么工人提供的重复实体相当于浪

费了成本。因此少重复性也是一个重要挑战。（3）

正确性。我们希望收集到的实体都是属于该领域

的，因此，检测和移除错误实体也是一大挑战。

下面我们将介绍几种代表性的关于收集的工作。 

 成本—完备性策略 

文献[97]主要考虑实体收集的完备性。每当

收集到新的实体，它需要利用 5.4.2 节的

思想来估计该领域的基数。如果收集到的

实体个数与基数很相近，那么就停止收集

以避免成本的浪费，所以她实现了一种成

本-完备性的折中策略。此外，它针对工

人的特点对基数估计做了优化。具体来

讲，文献[97]是利用当前收集的实体的重复

性来估计基数。而基于众包的收集会存在

短时间内，某个特别优质的工人提供大量

不重复实体，造成数据分布的倾斜，从而

引起估计值偏大。因此，文献[97]致力于找

出这些工人并对估计值偏大的因素进行修

正。 

 基于多人协作的收集 

文献[98]主要关注于实体收集的正确性与完

备性。它主要设计了一个有趣的界面来完

成实体收集。如图 5.8，工人们可以在上

面进行协作，大家可以检索并实时看到其

他人的搜索结果，还可以利用右侧的投票

给其他人的答案打分。此外，该界面不仅

支持收集一整个记录，还支持对某个属性

的填充。 

 基于激励机制的收集 

然而，以上两个方法均没有考虑到少重复

性，所以造成了大量成本的浪费。而文献
[99]仅仅用简单的投票来控制质量，并且该

方法是被动的。比如对于如果一个即使很

明显的错误，如果没有工人愿意去揭露其

错误，那么它将永远不会被发现。因此，

文献 [99]设计了一个基于激励机制的框架

CrowdEC，如图 5.9，同时关注完备性，

质量和少重复性。他有两个主要模块，一

个是工人剔除模块。该模块通过检查工人

的答案计算工人的质量，这里的质量同时

考虑工人是否经常提供不重复的且正确的

实体。对于质量比较低的工人，CrowdEC

会将之剔除。对于剩下的高质量工人，

CrowdEC会提供两种定价策略，这也是另

一大模块激励机制。一种定价策略就是普

通模式，一份答案一份工钱。另一种则是

激励模式，如果工人提供了重复的答案，

CrowdEC会对之进行提醒，如果他愿意提

供新的答案直至不重复，它将付给工人额

外的奖励。激励机制会决策在什么时候对

哪个工人提供那种定价策略。例如，在收

图 5.9CrowdEC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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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必要使用激励模

式，因为那时候大家提供的几乎都是不重

复实体。收集开始一段时间后，对于一些

愿意接受激励机制的人，我们可以提供激

励模式。等到收集的结尾，再提供激励模

式也很难收集到不重复的实体，所以我们

使用普通模式即可。 

6未来工作展望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三个角度介绍众包数据

库领域的一些尚未完全解决的挑战性问题。首先是

针对众包数据库内部的算子的未来挑战，包括聚集

算子、索引以及多算子的复杂查询。接着我们会介

绍众包数据库可以支持的富有挑战性的应用。最后

我们会介绍有关数据库基准的未来挑战。 

6.1 众包数据库内部算子 

 分组（Groupby）与连接（Join）：分组与
连接是传统数据库中的重要操作。基于众
包数据库的连接算子在上文中已经介绍很
多了。聚集算子例如 SUM、Average、Count

都依赖于分组算子。具体地，分组指的是
将某属性中相同的值聚合到一起，从而将
数据库中的记录分成若干组。但是现实世
界中数据可能会很脏，例如 New York City 

和 NY 指的是相同的城市，但是传统数据
库却不能将之聚合在一起。那么利用网络
大众的智慧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大体来讲
这两个任务可以才采用实体解析的方法解
决，但却存在一些挑战。首先这两种操作
一般都针对存在于一个属性中的较短字符
串，甚至有缩写出现。如果不采用穷举的
方法，实体解析的一些剪枝策略并不好用，
因为字符串太短，很难提取有用的特征。
所以我们可以设计更好的策略来寻找相同
实体，例如先采样一些实体进行提问，然
后针对该属性学习规则，以期更有针对性
地解决这一问题。 

 索引：有关众包数据库的索引的研究目前
还很基础。第一，对于众包索引的质量控
制还仅仅停留在多人投票阶段，这种方法
假设人们的质量都相同。但是在实际中这
个假设并不一定成立，因此一些更先进的
质量控制方法应该被应用进来。第二，目
前研究仅支持 B+树索引，我们还可以考虑
比如跳表、哈希等索引。第三，目前的研
究仅考虑了查询索引的质量，并没有考虑
代价和延迟。由于索引的目的是快速，所
以控制延迟是极其重要的。第四，现在的
众包数据库系统并没有将索引模块真正实
现，这也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多算子复杂查询：众包数据库中的优化目
标与传统数据库有很大不同，包括质量、
代价和延迟。现有的众包数据库系统虽然
可以支持多种算子，并且在三个维度上进
行优化，但是这些优化算法基本都是启发
式的，缺乏有力的理论保证。虽然同时优
化这三个目标并给出理论保证是不现实的
（由于他们之间存在 trade-off），但是我们
可以给定质量要求，寻找最小代价的策略。
或者给出一定预算，寻找最高质量的策略。 

 事务（Transaction）：目前，有关众包数据
库的事务研究比较少，针对众包的事务定
义尚未明确给出。我们认为，基于众包的
事务可以存在于需要多个工人协作的任务
中，例如多个工人一起填充一张表单，那
么工人不能同时对一个值进行操作。再比
如在众包平台上，如果一个任务只能被分
配给三个工人，当超过这一数量，需要给
该任务加锁。 

 

6.2 众包数据库的应用 

 时空众包：随着众包的普及，时空众包
[100][101]也正在受到广泛关注。其主要专注
于有关时空数据的任务，即要求工人在某
个时间某个地点完成的任务。其组成要素
也是工人、平台和任务发布者。但是不同
的是，任务发布者需要发布一些时空要求，
比如在哪一地点多长时间内需要完成某任
务。工人也需要发布自己所在地点以及空
闲时间以期与任务发布者更好地匹配。平
台则负责任务分配、质量控制、激励机制、
隐私控制等模块。（1）任务分配指的是面
对海量工人以及任务发布者（例如滴滴出
行），如何分配海量任务，其优化目标包括
但不限于最大化任务发布的数量[102]、最大
化收益[103]、最小化工人的奔波路程[104]。
(2)基于空间众包的质量控制与传统方法
有很大不同。对工人的质量来说，时空众
包需要考虑距离敏感的质量，即工人质量
会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105]。另外，对任
务的质量模型来说，延迟将成为一个重要
衡量指标[106]。(3) 激励机制可以鼓励工人
更积极地加入到任务中，获得更高的质量。
由于时空众包的任务是动态的，所以需要
设计专门的动态激励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107]。例如在某一区域中工人如果特别少，
那么工人的报酬需要增加。（4）隐私保护
在时空众包中十分重要，因为其包含了客
户的私人信息。在传输这些信息的时候既
需要高效，又需要防止隐私的泄露[108]。 

以上内容是近些年时空众包的研究方向。
在未来，时空众包还有以下几点可以研究：
首先是是否存在在线任务分配的理论保
证，再者是否可以利用索引，如时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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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的 R-树、k-d 树来加速时空众包算
法的执行效率。最后是现实中虽然存在很
多有关时空数据库的研究，但是尚未有将
时空众包和数据库真正结合，提供查询语
言，优化策略，与平台交互的统一系统。
所以这也是一大研究挑战。 

 基于众包数据库的可视化：数据可视化也
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其重点研究如何将
大量且分布不同的数据更好地可视化出
来，以期让用户更加了解数据。再者，数
据可视化还研究如何利用可视化使得数据
的处理更高效。这两点都离不开人的参与，
例如，人可以标注对可视化结果的满意程
度，作为反馈调整可视化策略。此外，有
时候数据科学家需要做可视化的逆过程，
即将图表转换为数据，这个过程利用机器
来做是极其不准确的。所以人在其中也可
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被可视化的数据
大部分为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
那么如何定义可视化查询语言，如何高质
量高效率地进行可视化是一个研究挑战。 

 众包数据库与宏观问题：本文介绍的研究
内容基本都是围绕微观任务展开的。然而，
实际中很多众包任务是宏观任务，例如翻
译一篇文章。宏观任务的挑战在于其很难
被分解为微观任务的，因为这样会丢失很
多上下文信息[109]。另外，工人很可能不愿
意做宏观任务因为其难度高耗时长。因此， 

针对不同的宏观任务，如何分解为较为容
易并且不影响整体答题质量的微观任务是
一大挑战。例如文本数据也可以存储在数
据库中，如何定义查询语言来分解任务，
如何优化代价提升质量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 

 众包数据库中的异常点检测：异常点检测
是数据清洗的一个重要分支，例如在金融
数据中其可以检测出那些诈骗的账户。因
此我们可以利用众包来生成欺诈检测的规
则。例如在凌晨某些经常发生诈骗的地区
有大数额的交易记录。我们可以利用众包
生成欺诈检测规则，但是人并不是专家，
容易出错。我们还可以通过众包来检验生
成的规则。这样两种工人做不同的任务，
互相促进提高准确率。另外我们还可以加
入机器算法，引入先验知识，从而减轻人
的负担，降低成本开销。 

 众包数据库与机器学习：在数据库中，数
据量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相比于机器资
源，人力是十分昂贵的。因此，面对海量
数据，很多时候仅仅基于机器算法的剪枝，
众包技术仍需花费极高的成本。因此，我
们需要考虑众包技术与机器学习的结合，
例如主动学习，半监督学习，监督学习等
方法相结合来解决大数据问题。 

 

6.3 众包数据库的基准（Benchmark） 

基准（Benchmark）：在传统数据库领域，有很
多 TPC 基准用来测试数据库各个方面的性能，
推动了数据库领域的发展。然而，虽然众包领
域有很多公共数据集，但是仍然缺乏一个公认
的基准。所以，为众包数据库系统建立完备的
评估手段和准则是一个研究挑战。首先，我们
应该建立多个针对不同题型，如单选、多选、
填空等的数据集，并提供众包答案。这些答案
应该是从众包平台如 AMT 收集而来，每道题应
至少让十个工人回答，这样使得应用该基准的
人可以灵活地选择回答每道题的工人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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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Recently, crowdsourcing has been a sophisticated idea to 

help user to handle massive computer-hard tasks, such as entity 

resolution, image classification, etc. Thanks to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like AMT, the requester can hi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o answer the tasks. However, it is rather 

difficult for the requester to interact with the crowdsourcing 

platform.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DBMS,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the crowdsourcing database systems to encapsulate 

th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crowd. Based on it, the 

requester can process the data using the crowd with declarative 

languages like SQL easily. There are several significant and 

fundamental challenges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of  

crowdsourcing database system. Firstly, the human efforts, i.e., 

the cost should be saved. Since the crowd is not free, we should 

pay them once a worker provides an answer. Therefore, some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control the cost.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machine-based pruning and answer 

reasoning. The former one aims to prune some unnecessarily 

asked tasks based on some machine-based computation. The 

latter one leverages some inherent properties of the task to 

deduce the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answers, like the 

transitivity property in entity resolution tasks. Secondly, since 

the crowd may make mistakes, we should control the quality. 

The general approach is to generate redundant questions 

corresponding to a single task and aggregate the answers to 

infer the truth. Thirdly, we should control the latency because 

workers answer much more slowly than the computer.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 is to ask the workers answer in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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