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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各大应用平台活跃的 App应用中，56.3%的 App存在违规风险，平均每个 App

存在 0.8个违规风险。 

 在有违规风险的 App 中，64.6%的 App 疑似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问题。 

 从应用类型分布来看，手机游戏、出行旅游、生活购物类 App 违规现象最严

重，69.8%的手机游戏类 App存在违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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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19 年 1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在全国

范围组织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2021 年，奇安信行业

安全研究中心联合盘古实验室，以隐私卫士、移动应用监测平台为基础，面向全

国新上架 App开展专项检测，为地方监管和执法提供技术支撑和参考。 

App 的广泛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第一季度，奇安信移动应用检测平台共收录全国新增应用样本 9万余个。

本报告依据《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内容要求，从 2021

年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新上架的九万余款活跃的 App 样本中抽样近一万款 App，

开展检测评估。以下主要针对第一季度已上架新增活跃 App（后文简称活跃 App）

进行解析。 

 

 

  



2 

 

第一章 全国活跃 App概况 

移动互联网应用（以下简称“App”）的流量入口效应日益显著。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月，

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 App数量为 345万款；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6.2小时，平均每日人均上网 3.7小时。 

从活跃 App的行业分布来看，生活购物类、教育学习类、系统工具类 App更

活跃。生活购物类 App新增样本数占新增样本总量的 21.9%，排名第一；教育学

习类排名第二，占 14.9%；其次是系统工具类 App，占 11.0%。具体分布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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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跃 App 合规性检测情况 

近年来，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助力，与此同时，移动

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奇安信联合盘古实验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App的隐私

合规要求主要从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

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同

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几方面，对各大应用下载平台的活跃 App 进行抽样检

测。 

检测发现，大量 App疑似存在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在各大应用

平台的活跃 App应用中，56.3%的 App存在违规风险，平均每个 App 存在 0.8个

违规风险。 

一、 存在违规风险应用类型分布 

从活跃 App应用类型分布来看，手机游戏类 App违规风险最严重，其次为

出行旅游类。其中 69.8%的手机游戏类 App 存在违规风险。 

 

评估依据《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重点评估 App

是否存在“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

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未按法

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信息功能”或“未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等

几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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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违规风险类型分布  

从违规风险类型检测结果来看，在有违规风险的 App中，64.6%的 App疑似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现象；26.0%的 App疑似存在“违反必

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象，存在违规风险类型 TOP4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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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存在违规风险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典型问题 

一、 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根据检测结果，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类风险的应用占存

在违规风险应用总数的 64.6%。从应用类型来看，手机游戏类、生活购物类、通

讯社交类 App存在该问题最为严重。有 57.4%的手机游戏类 App、38.8%的生活购

物类 App、37.8%的通讯社交类 App 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具体分布

如下图所示： 

 

二、 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根据检测结果，存在“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类风险的应用占存在违规风险应用总数的 26.0%。从应用类型来看，金融理财类、

新闻阅读类、通讯社交类 App存在该问题最为严重。有 18.3%的金融理财类 App、

16.8%的新闻阅读类 App 以及 16.8%的通讯社交类 App 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

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违规风险，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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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根据检测结果，存在“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类风

险的应用占存在违规风险应用总数的 10.0%。从应用类型来看，手机游戏类、新

闻阅读类、通讯社交类 App存在此类问题最为严重。有 13.6%的手机游戏类 App、

5.9%的新闻阅读类 App 与 5.8%的通讯社交类 App 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违规

风险，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四、 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根据检测结果，存在“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类风险的应用占存在

违规风险应用总数的 5.2%。从应用类型来看，新闻阅读类、通讯社交类、出行旅

游类 App 存在该问题最为严重。有 3.9%的新闻阅读类 App、3.7%的通讯社交类

App和 3.7%的出行旅游 App存在违规使用个人信息违规风险，具体分布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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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pp 违规行为处罚案例 

一、 某赚钱类 App未明示信息收集规则被罚 

经查公安机关调查，某网络科技公司开发、运营的某款手机赚钱类 App在

用户安装、运行使用过程中，未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未公开收集、使

用规则，未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当

地警方依据《网络安全法》第 41条、第 64 条规定，对该网络科技公司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整改。 

二、 某文化 App未明示信息收集规则被罚 

某科技公司开发的某 App应用和某图书文化公司开发的某 APP 应用，在供

网民下载使用过程中均涉嫌未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经调

查及第三方鉴定，这两款 App应用开发单位虽合理采集数据，但由于法律意识

淡薄，在采集用户个人信息时均未履行明示告知义务，侵害了用户个人信息受

保护权利。当地警方根据《网络安全法》第 64条规定，对两家公司均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整改。 

三、 某网贷 App非法超限采集公民个人信息被刑拘 

某网络公司涉嫌利用贷款类手机 App软件非法超限采集公民个人信息，公安

部门随即展开调查。经初步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该 App非法采集通讯录、通话记

录、短信等信息。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团伙成员 22 名，在该公司服务器内查获被

非法采集用户的短信息 246万余条，同时收缴计算机、网络存储服务器、手机等

作案工具 52件。目前，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四、 某医药 App未明示用户隐私协议被处罚 

接公安部通报线索，一款求医问药类 App疑似存在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经

查，某市一医疗科技公司运营的该款 App，在安装过程和首次使用时，未明示

用户隐私协议。警方依据《网络安全法》第 41条、第 64条规定，对该公司予

以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罚款 1万元，责令限期整改。 

五、 游戏 App非法获取用户设备敏感权限被处罚 

2020 年 4月，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游戏类 App，在未告知用户、未

获得用户允许的条件下，非法获取用户设备的敏感权限。当地警方依据《网络

安全法》第 41条、第 64条规定，对该公司予以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予以罚款 1万元，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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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隐私卫士与移动应用监测平台 

隐私卫士是一款针对安卓/苹果应用程序进行隐私合规检测及安全检测的产

品。产品从个人信息收集、隐私政策协议、数据出境、安全漏洞风险等各方面

进行检测，发现隐私安全风险，避免可能由此导致的数据泄露、监管处罚等风

险。 

移动应用监测平台通过对主流应用商店上公开发行的 App进行更新监测及

隐私合规、安全风险、病毒木马技术检测，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有效支

持事件发现、威胁预警、情报分析、检测评估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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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中心 

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奇安信集团旗下，专注于行

业网络安全研究的机构，为政府、公安、军队、保密、交通、金融、医疗卫

生、教育、能源等行业客户及监管机构提供专业安全分析与研究服务。 

中心以奇安信集团的安全大数据、全球威胁情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前沿

网络安全技术、国内外政策法规，以及两千余起应急响应事件的处置经验，全

面展开行业级、领域级、国家级网络安全研究。 

中心自 201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发布各类专业研究报告一百余篇，共计三

百余万字，在勒索病毒、信息泄露、网站安全、APT、应急响应、人才培养等多

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网络安全从业者的高度关注。 

同时，中心还联合各个专业团队，主编出版了多本网络安全图书专著，包

括《走近安全》《走进新安全》《透视 APT》《应急响应》《应急响应技术实

战指南》《工业互联网安全——百问百答》《内生安全——新一代网络安全框

架》等，为网络安全知识的深度传播做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