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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互聯網是一條通往未來的高速公路，那麼，

大數據就是行駛在這條高速公路上的一輛輛汽車，區塊鏈
則是讓這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合法且有序行駛的制度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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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互聯網為我們帶來了一個不規則、不安全、不穩定的

世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則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秩序、更
加安全和更趨穩定。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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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數據改變了人們對世界

的認識。大數據不僅改變了貴州和貴陽對世界的認識，更重要的是
也改變了世界對貴州和貴陽的認識。貴州和貴陽已經成為中國大數

據發展的戰略策源地，並正在成為引領全球大數據發展的重要風向
標。這個戰略策源地和重要風向標的主要標誌就是以塊數據為核心
的理論創新，搶佔了大數據發展的理論制高點和國際話語權。

應該肯定，塊數據是貴州和貴陽發展大數據理論創新和實踐探

索的產物。如果說，大數據第一次讓貴州和貴陽站在了世界面前，
那麼，在這面前的正是標誌著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的塊數據。塊數
據對未來文明的改變和推動已經超出所有偉大預言家的預測，這一

史詩般劇碼的序幕正在拉開或者剛剛拉開。事實上，對塊數據的認

識和研究從來沒有停歇過，我們建構了一個從 1.0 到 5.0 的塊數據

理論體系，試圖探索和揭示塊數據的本質、規律和價值。正如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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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數據 2.0：大數據時代的範式革命》一書主編序中描述的那樣：

數據採集、數據傳輸、數據存儲、數據分析和數據應用的數據觀和

活方式，改變世界上物質與意識的構成，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價值

服務流的價值系統。以發現塊數據內海量複雜數據的潛在關聯和預

「這是一場由科技引發的社會變革，它將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

觀和方法論。我們不得不更多地關注它、研究它和把握它，因為我
們每個人都置身其中。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塊數據肅然起敬，並持續
探尋的根本動因。」

不僅如此，我們的研究發現，塊數據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第一，塊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新一輪科技革命

和產業變革正處於重要交匯期。隨著信息技術和人類生產生活交匯

方法論，為我們建構一個融合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

測未來為目標，以複雜理論的系統思想為主要範式，實現對不確定
性和不可預知性更加精準的預測。從條數據到塊數據的融合，人類
社會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範式將產生顛覆性變革。這種變革的文化力

量就是以人為原點的數據哲學，它不僅革新了我們的世界觀、價值
觀和方法論，而且開啟了我們的新時代、新生活和新未來。

第三，塊數據引領和催生新的組織模式，成為改變未來的新力

融合，我們已進入以大數據為標誌的信息化發展新階段。人類將以

量。塊數據既是一種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技術革新，更是一種新的

數據和分割的條數據匯聚在一個特定平台上並使之發生持續的聚

業業互聯、人人互聯，構成一個自組織、自激活的數據實時流動、

塊數據為標誌，真正步入大數據時代。塊數據就是把各個分散的點

合效應。這種聚合效應通過數據多維融合與關聯分析對事物作出更
加快速、更加全面、更加精準和更加有效的研判和預測，從而揭示
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推動秩序的進化和文明的增長。簡言之，塊數
據就是研究數據運動規律的數據哲學。數據是運動的，數據運動是
有規律的，數據運動所揭示的是數字文明時代秩序的增長。我們認
為，塊數據是大數據發展的高級形態，是大數據融合的核心價值，
是大數據時代的解決方案。

第二，塊數據是數據、算法、場景融合應用的價值體系。數

據、算法、場景是治理科技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數據是基礎，
算法是手段，場景是目的。塊數據價值鏈是實現超越資源稟賦的價
值整合，是以全產業鏈、全服務鏈和全治理鏈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通過數據、算法、場景的疊加效應，在塊數據系統架構下減量化的
VIII

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引領和催生新的組織模式。物物互聯、
共用、聚合的數據化網路生態圈。這個生態圈通過外部資源強化自
身戰略地位，實現組織的再平衡。塊數據組織是一個資源分享、平

台無限擴展的超穩定組織結構源，預示著組織發展的新方向。無邊
界組織、自組織、雲組織等，都可以看作一種正在萌芽和生長著的
塊數據組織。利他主義的數據文化是構成塊數據組織的理論基石，

其出發點是數據人假設。塊數據組織中，數據力上升為組織的核心
競爭力。數據力與數據關係影響著社會關係，這將引發整個社會發
展模式前所未有的變革和重構。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塊數據組織
「平台化、關聯度和聚合力」三位一體所帶來的強大組織勢能，實
現組織的自激活和自適應環境變化，是組織存續與發展的根本動力
所在，並最終形成共用型組織新範式。

第四，啟動數據學成為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發展新的解決方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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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數據無序增長預示著超數據時代的來臨。小數據時代，數據越

權利範式和權力敘事進行了再分配。這既是研究未來生活的宏大構

把握和勝算，在於數據被有效存儲的同時又被迅速激活。我們沒有

我們對塊數據的研究才剛剛開始。數據驅動、算法驅動、場

大，價值越大；大數據時代，數據越大，價值越小。人類對未來的
把大數據僅僅看作所謂的「大」的數據，而是把大數據看作一種

「活」的數據，因為只有激活，大數據才有生命，才能成為未來世

界人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和空氣。我們探索用生命科學的方
法解決數據擁堵問題，以數據社會學的思維打開沉澱的數據寶藏。
塊數據就是數據通過算法作用於場景，這種作用的動力就是激活數
據學，它為我們尋找這小部分的有效數據提供了解決方案。作為

一種理論假說，激活數據學就像一座朝向深邃的大數據宇宙的「天

想，也是研究未來文明增長和秩序進化的重大發現。

景驅動下的雲腦時代正在到來，激蕩著我們對於未來所有的憧憬和
渴望。

我們永遠在路上。
連玉明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主任
2019 年 12 月

眼」。它是未來人類進入雲腦時代的預報，是關於混沌的數據世界
的跳出決定論和概率論的非此即彼、亦此亦彼的複雜理論的大數據
思維範式革命。

第五，塊數據提出的數據進化論、數據資本論、數據博弈論

或將成為數字文明的「新三論」。美國學者塞薩爾 ‧ 伊達爾戈的

《增長的本質》一書被譽為「21 世紀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里程碑」。
因為本書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信息的增長，

或者說秩序的增長。他認為，善於促進信息增長的國家會更昌盛。
我們提出的數據進化論、數據資本論和數據博弈論，正是重構數位
文明時代人與技術、人與經濟、人與社會的新秩序。我們的研究認

為，數字文明時代增長的本質不是 GDP 的增長，而是文明的增長
和秩序的增長。新「三論」的提出，對社會結構、經濟機能、組織
形態、價值世界進行了再塑造，對以自然人、機器人、基因人為主
體的未來人類社會構成進行了再定義，對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新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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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數據是貴陽大數據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2015 年，大數據

戰略重點實驗室創造性地提出「塊數據」的概念，研究出版《塊數
據—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簡稱《塊數據 1.0》），在

業界引起了強烈反響。2016 年，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探索性地
提出「塊數據理論」，研究出版《塊數據 2.0—大數據時代的範

式革命》（簡稱《塊數據 2.0》），指出塊數據是大數據發展的高

級形態。2017 年，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進一步深化塊數據的核
心價值，研究出版《塊數據 3.0—秩序互聯網與主權區塊鏈》（簡

稱《塊數據 3.0》），這本書將使人們對塊數據的研究形成一個更
加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我們的研究認為，塊數據是把各種分散的點數據和分割的條

數據匯聚在一個特定的平台上，並使之發生持續的聚合效應。這種

聚合效應是通過數據的多維融合和關聯分析對事物做出更加快速、

塊數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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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面、更加精準和更加有效的研判與預測，從而揭示事物的本

術建立起一套共識和共治機制。這套機制通過編程和代碼把時間、

需要說明的是，塊數據強調融合性，而大數據強調關聯性；

溯、可確權、可定價、可交易的技術約束力。特別是主權區塊鏈的

質規律。

塊數據強調平台支撐，而大數據強調技術支撐；塊數據強調自流程

化，而大數據強調信息化；塊數據強調以人為中心，而大數據強調
以數為中心。這就是塊數據與大數據的區別。我們認為，塊數據是
大數據發展的高級形態，是大數據的核心價值，是大數據時代的解

空間、瞬間多維疊加所形成的數據流加以固化，形成可記錄、可追
發明，又為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插上法律翅膀，使區塊鏈從技術之治
走向制度之治，把互聯網狀態下不可拷貝的數據流建立在可監管和
可共享的框架內，從而加速區塊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體系的構建。
區塊鏈推動了互聯網從低級向高級形態的演進，改變了互聯

決方案。

網的遊戲規則，為互聯網治理提出解決方案。如果說，互聯網是一

價值的認識，指出了區塊鏈特別是主權區塊鏈在秩序互聯網中的地

的一輛輛汽車，區塊鏈則是讓這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合法且有序行

在《塊數據 3.0》的研究中，我們進一步深化了對大數據核心

位和作用。互聯網是大數據在虛擬空間的複雜互動和開放聯繫。這
種複雜互動和開放聯繫是無界、無價和無序的。從人人傳遞信息，
到人人交換價值，再到人人共享秩序，互聯網也經歷著從信息互聯

網到價值互聯網再到秩序互聯網的演進過程。這種從低級到高級、

條通往未來的高速公路，那麼，大數據就是行駛在這條高速公路上
駛的制度和規則。互聯網為我們帶來了一個不規則、不安全、不穩
定的世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則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秩序、更加安
全和更趨穩定。

必須指出的是，《塊數據 3.0》對數權法的研究是一個重大理

從簡單到複雜的演進，正是把不可拷貝變成可拷貝的一種數據形

論創新。從數據到數權，這是人類社會邁向數字文明的必然產物。

表現狀態的無邊界和可擴展，讓我們對數據流不可確權、不可定

價值最大化的權利。從法律特徵上講，數權的主體是特定權利人，

態，本質上是以人為中心的數據流在虛擬空間中的表現狀態。這種

價、不可交易、不可追溯，也不可監管。從某種意義上講，互聯網
讓我們處於無序和混沌之中。

區塊鏈的誕生為互聯網帶來了新的曙光。區塊鏈技術的應用

打破了互聯網無序、混沌、不安全的狀態，並試圖構建一個更加有
序、安全、穩定的新世界。從塊數據理論上講，區塊鏈就是一個塊
數據組織，或者說是一個在公正算法控制下的數據化組織，我們稱
之為分權共治組織。它通過超級賬本技術、智能合約技術和跨鏈技
XIV

像人權、物權一樣，我們還擁有數權。數權是人人共享數據以實現
數據的客體是特定數據集。數權既具有人格權，又具有財產權。數

權也包括公權和私權。數權的本質是共享權，它與物權的「一物一
權」不同，往往表現為「一數多權」，不具有排他性。對數據制度
的研究更是一個嶄新的領域，我們試圖構建一個數權制度體系，主

要包括數權法定制度、所有權制度、公益數權制度、用益數權制度
和共享制度，這只是一個學理探索。數權法是調整數據權屬、利用

和保護的法律制度。當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與法律聯姻，這個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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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真的不同了。當然，與物權法支撐工業文明一樣，數權法必
將孕育並催生新的數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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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玉明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主任
2017 年 4 月 3 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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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數字經濟與數字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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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互聯網遇到區塊鏈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的關係。在這三

者的關係中，規則是第一主線。本書的突破在於重構互聯網、大數

據、區塊鏈的規則。在互聯網的發展中，從信息互聯網到價值互
聯網再到秩序互聯網是互聯網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演進的

基本規律，秩序互聯網是互聯網發展的高級形態；在大數據的發展
中，數權和數權制度成為大數據的核心價值，數權法開啟並催生了
新的數字文明；在區塊鏈的發展中，主權區塊鏈創新現代治理模
式，正在成為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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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連接是互聯網的起點，是互聯網發展的基本邏輯。在終端連

接的基礎上實現全網信息連接，如今的互聯網得以形成。當互聯網
遇到區塊鏈，信息互聯網向價值互聯網的演進成為可能。但互聯

網面臨的發展失衡、規則缺失、秩序混亂等諸多問題依然難以徹底
解決。互聯網的發展必須在技術之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法律之

規則的建立既需要技術的支撐，更需要制度的保障，規則將使連接
無限擴大的互聯網變得更有序、更安全、更穩定。這是區塊鏈成為
一個快速升溫的熱點技術和焦點話題的原因。

二
人類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數字化大遷徙，在互聯網這條連接通

治，規則重構將成為秩序互聯網時代真正到來的重要標誌。

暢的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海量數據實現了快速傳送、接收、存

以看作「互 + 聯 + 網」：互是複雜的互動，主體是人的互動；聯

的組織方式，引領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

對互聯網的認識和把握，需要更加社會化的視角。互聯網可

是開放的聯繫，核心是流量；網是系統的網絡，目的是消除鴻溝。
信息互聯網階段人人交換信息，形成信息流，消除信息鴻溝。價值

儲、挖掘和分析，大數據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新能源、新技術和新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

於資本和勞動力兩個因素。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有學者提出新增

互聯網階段人人交換價值，形成數據流，消除數據鴻溝。秩序互聯

長理論，將勞動力的定義擴展為人力資本。此後又把經濟增長建立

可以說，互聯網是人在虛擬空間中的一種複雜互動和開放聯

化，特別是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

網階段人人共享秩序，形成價值流，消除信任鴻溝。

繫，它的本質特徵是「三個無」。第一是無界，互聯網沒有邊界，
是無限的。第二是無價，互聯網有價值，但沒有價格—就像空氣

一樣，有價值，但沒有使用價值，所以不能體現為價格。互聯網企

業最核心的一個概念是「主需免費，附加增值」，這也是互聯網無

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在發生變
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海量數據的積累與交換、分析與運用能

力快速提高，在網絡世界、虛擬空間裡形成了一個數字世界，大數
據為互聯網帶來了新的增長和創新空間。

從信息互聯網向價值互聯網發展的過程中，出於價值交換的

價的特點。第三是無序，互聯網是沒有秩序的，是混沌的。互聯網

需要，人類進入數據可計算時代。基於特定平台的數據可以自我計

我們的最大麻煩。互聯網就像一匹野馬一樣快速地奔跑在沒有疆界

更加有效的研判與預測，從而揭示事物的本質規律，這就是塊數

的無序是與生俱來的，與無界、無價有直接關係，這是互聯網帶給

的原野，如果再沒有韁繩，後果不堪設想。野馬變良駒，要更加強
調有序，強調用規則解決互聯網的聯繫、運行和轉化等問題。這種
002

算、多維融合、關聯分析，做出更加快速、更加全面、更加精準、
據。正如《大數據時代》的作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說，大
數據的真實價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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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絕大部分都隱藏在表面之下。塊數據之於大數據，就是對海量

的創新，是一套由技術規則和法律規則共同組成的監管和治理「組

的發展，需要以塊數據為基礎條件和平台支持。

礎上，實現可監管。

數據進行挖掘、分析和運用，並形成巨大的數據能量。推動區塊鏈

三
區塊鏈產生於比特幣，但區塊鏈並不等同於比特幣，在比特

幣之後，區塊鏈技術持續發展創新，並不斷探索新的應用領域。區
塊鏈與互聯網的結合，將在技術上把可拷貝變成不可拷貝，或者說
是有條件的可拷貝，這個條件就是從無界、無價、無序走向有界、
有價、有序。這就必須解決規則問題。

在現實發展中，無論線上還是線下交易，其主體都是人（包

括法人、自然人），其財富或價值的管理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完全割

裂，必須連接和融合。這就要求區塊鏈的應用，不僅要研究和解
決網絡世界的問題，還要研究和解決網絡世界和現實社會的融合問

合拳」，在區塊鏈可記錄、可追溯、可確權、可定價、可交易的基
主權區塊鏈的提出，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著眼於數權問題的解

決。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各領域、各行業的深度融合和

跨界發展，人類必將走向數字文明，數字文明必然強調數權。數權
的本質是共享權。數權與物權不一樣，它不是獨立的支配權，往往
表現為「一數多權」，不具有排他性。更重要的是，數權既包括私
權，也包括公權。破解互聯網秩序難題需要明確數據主權。數據主

權伴隨著雲計算、大數據及區塊鏈等技術進入國家治理的範疇。網
絡空間中的數據主權博弈愈演愈烈，我們必須圍繞國際數據主權博

弈、數據跨境流動、大國數據霸權和數據處理的自身特徵等強化國

家數據主權和國家數據尊嚴。主權是數權的核心，也是數權的制高
點。

正如智慧的古老諺語所言，風向轉變的時候，有人築高牆，

題。這將使人們面臨更多的挑戰和風險，這也是提出主權區塊鏈的

有人造風車，區別在於眼光和胸襟。置身於互聯網、大數據和區塊

術之治，重點要解決國家、組織、個人的數據權歸屬問題，它給人

時代的制高點上。或許，未來區塊鏈有可能會被更先進、更完備、

初衷與價值所在。主權區塊鏈的基礎是區塊鏈，是法律規制下的技
們在互聯網這條高速公路上實現海量數據的挖掘分析提供了技術
規則、制度方案和無限遐想。

區別於區塊鏈單純地以數據為中心的特點，主權區塊鏈同時強

調人（包括法人、自然人）的主體性。主權區塊鏈是在國家主權和
國家法律的監管下，以視規則與共識為核心的安全分佈式賬本為技
術解決方案，這不僅是一系列新技術的運用，更是制度與規則層面
004

鏈的世界之中，只有順應規律、主動變革、引領潮流，才能站在新

更領先的技術所替代，但區塊鏈的歷史價值不可磨滅。對於區塊鏈
的認識，的確是一段意義非凡的新旅程的開始。這個開始，超越了
對於區塊鏈技術本身的探尋和解析，意味著對於未來發展模式的新
詮釋。

可以肯定的是，創新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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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數字經濟與數字貨幣

自 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誕生，我們就邁入了數字化時

代，即信息化時代。數字經濟也由此肇始。但直到 1995 年，數字
經濟的概念才由美國經濟學家唐．塔普斯科特在其《數字經濟》一

書中正式提出。又過了近 20 年，即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移

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

的發展應用，數字經濟成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成為全球經濟增
長日益重要的驅動力，人類社會也由此邁入數字經濟時代。今天我

們所說的數字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新數字經濟」1，即以數據為

核心資源的新經濟—數據是新的生產資料，是數字經濟的新能

源。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模式的創新和認識的提升，數字經濟
1

安 暉。2017 數 字 經 濟 發 展 七 大 趨 勢 [EB/OL]。（2017–03–17）。http://

www.hsdxw.com/keji/yejie/1360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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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將進一步拓展。數字貨幣取代紙幣將是其中的一個大趨勢，
而推動這一趨勢到來的技術支撐，就是區塊鏈。

第一節

數字經濟：正在崛起的未來經濟

（一）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何為數字經濟，目前尚未有權威定義，但其基本特徵是：數

字技術被廣泛使用並由此帶來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的根本改變，現
代信息網絡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信息技術成為優化經濟結構
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2

從字面上看，數字經濟就是基於數字技術的經濟。20 世紀 90

年代是數字技術發展的高潮時期，隨著曼紐爾．卡斯特的《信息時
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

唐．塔普斯科特的《數字經濟》等著作的出版和暢銷，數字經濟理
念在全世界流行開來。

2016 年中國杭州 G20 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

與合作倡議》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
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
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

2

左曉棟。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貢獻中國策 [EB/OL]。（2016–08–3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30/c_129262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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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3 這一定義的外延很廣，遠遠超出了狹義的信息產業。

科技界一般將信息劃分為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三個階段。4

數字化創立了數字疆域，網絡化使得數字疆域快速擴張到全域，智
能化為數字與實體世界的融合提供了指揮棒。

數字化使得信息的搜集、存儲、處理、分發具有了前所未有的

效率，從而使信息有可能從其附著物上抽離出來，獨立於實物、空
間和時間而存在，逐步擺脫附庸於物質的地位。從經濟角度來說，
數字化使得零邊際成本成為可能。

網絡化建立了無處不在的連接，迅速擴大了數字世界的疆域

和縱深。由於網絡的自我擴散和強化，我們先後迎來了用戶爆炸、

應用爆炸和數據爆炸，網絡化把隱藏在叢林裡的原始部落（數字局
域網）整合為「書同文、車同軌」、初具氣象的數字世界。

數字化和網絡化之後的智能化，不是指那種由人賦予並固化

封裝在軟件中的智能，而是基於資源、場景以及用戶之間的萬物互

聯與數據爆炸，經由算法學習自主湧現，實現資源效率與用戶體驗
雙優的智能。

數字化和網絡化分別將零邊際成本和網絡效應帶入一般商業，

而由智能化用人的主觀意圖支配上兩個階段的成就，就可以把人的

主體性和智慧外化在一個數字與實體無縫融合的信息世界中。這
時，信息世界的魅力才真正顯現出來。
3

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 [EB/OL]。（2016–09–20）。http://

4

李國傑。數字經濟引領創新發展 [EB/OL]。（2016–12–16）。http://theory.

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
people.com.cn/n1/2016/1216/c40531-28953941.html。

009

塊數據3.0

第一章

當前，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革命，正在引發經濟領域顛

覆性的變革。移動互聯網以隨時隨地聯網的能力支撐了個性化和社
交化的業務與應用；物聯網延伸了人類感知世界的範圍，同時擴展
了信息獲取能力；雲計算以集約化的方式降低了政企用戶的信息化
成本；大數據及與之關聯的人工智能技術增強了人類認識世界的能
力，數據驅動決策優化了社會運行和企業運營。這場全新的革命以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與工業現代化高度融合為標誌，催生出數

字經濟新形態，推動人類向更加全面和先進的智能經濟時代發展。

人工

智能

大數

物

智能設備

3D 打印

創新、競爭和提高生產率的下一個新領域」的報告中就已經提出，
數據已深入各個行業及企業功能，已成為除勞動力和資本以外的又
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

與網絡經濟、信息經濟相比，數字經濟更強調和涵蓋了大數據

石油，而是數據。大數據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新能源。5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誰掌握了數

據，誰就擁有先發優勢。
VR/AR

圖 1–1 支撐數字經濟體的技術體系

圖注：VR 為虛擬現實，AR 為增強現實。
資料來源：阿里研究院於 2017 年發佈的《數字經濟 2.0 報告》
010

的生產要素。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早在 2011 年發佈的題為「大數據：

IT 時代走向 DT（數據技術）時代。這個時代的核心資源已經不是

雲計算

別

無人機

是，數字經濟中的很多要素都需要數字化，而且會產生數據這一新

數字經濟活動皆有可能。馬雲還在多個論壇演講中提出，我們正從

5G 網絡

識

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和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與以往不同的

與其說數字經濟，不如說數據經濟。因為數據傳輸的緣故，各種

區塊
鏈

生

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一樣，數字經濟活動也需要土地、勞動

主題為「數字經濟」的 2015 年德國漢諾威 IT（信息技術）展上說，

據

物聯網
OS

機器人

（二）大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新能源

等新技術對經濟社會方方面面所起到的影響和帶來的變革。馬雲在

人機交互

自動駕駛汽車

數字經濟與數字貨幣

大數據為數字經濟提供數據源泉。社交網絡、移動設備及傳

感器等新技術和應用的不斷湧現伴隨著海量數據的產生。大數據的
數據體量巨大、來源豐富、結構複雜，這些特點使其成為數字經濟

的數據源泉。互聯網普及程度穩步提升，網民規模逐年擴大的現狀
5

馬雲。中國正迎來從 IT 時代到 DT 時代的變革 [EB/OL]。（2015–05–27）。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5-05/27/c_134273402.htm。

011

塊數據3.0

第一章

數字經濟與數字貨幣

使「網民紅利」開始顯現。龐大的網民基數與迭代更新的互聯網應

價值鏈圍牆，為深入了解運營環境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另一方面，

智能手機在為使用者提供便利的同時，不斷搜集整理用戶數據。人

里巴巴、百度等大企業以及小微創新企業都在不同程度地深入分析

用不斷充實著大數據的內容。從個人電腦互聯到移動互聯，電腦與

的存在形式、生活習慣、思維意識等可以被全方位且實時地以數據
的形式記錄下來，每個個體的生活軌跡、存在方式都被保存在由數
據構成的虛擬空間之中。

大數據為數字經濟提供技術支撐。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

數據的產生速度呈幾何級數增長，同時使得數據處理能力也呈幾何

級數增長，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們需要對大量
的數字進行分析，從而更直觀地察覺差異、做出判斷，減少時間成

本。而大數據帶來的數據採集、存儲、處理、關聯分析、激活、預
測等數據處理能力的提升為數字經濟提供了技術支撐。

大數據為數字經濟帶來潛在商業價值。大數據的商業價值可以

通過多種途徑表現。大數據可以通過信息透明化及更高效的數據利
用釋放其巨大價值。隨著企業以數據的形式創建並存儲更多的交易

數據，人們可以從產品庫存中搜集更為準確詳細的產品性能信息，
從而發現可改善之處並提高其性能。部分骨幹企業正通過數據搜集

和分析開展控制實驗，以便做出更好的管理決策；還有部分企業選
擇利用大數據進行低頻預測及高頻短時預測，以便及時調整經營槓
桿。大數據能夠進一步細分用戶群，從而定制更為個性化的產品或
服務。此外，大數據還可以通過整合、篩選企業內部與外部數據，

大幅改善企業決策支持系統的效率與質量，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
力。從目前涉及大數據開發及應用的企業實踐看：一方面，基於社
會化媒體的大數據挖掘和分析衍生出許多應用，打破了以往的商業
012

基於數據的分析以及營銷諮詢服務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包括阿
多維度數據，創造出不一樣的商業模式。

（三）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新引擎

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徵的信息革命催生了數字經

濟，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能。在國際金融危機、產能過剩、生
態破壞的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成為全新的經濟發展引擎，成為

全球經濟增長日益重要的驅動力。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當
下，數字經濟更是被視為撬動全球經濟的新槓桿。

首先，數字經濟推動消費需求加速釋放。隨著網絡環境的改善

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數字經濟越發廣泛地融入居民生活。其次，
數字經濟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

智能等新技術新裝備得到了廣泛應用和快速發展，數字技術開始融

入傳統產業之中，引領並推動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再者，數字
經濟促進新興業態培育壯大。數字經濟領域不斷孕育出新模式新業
態，倒逼傳統行業領域進行變革，這不僅會打破既有的產業發展格
局，而且會催生越來越多的經濟增長點。

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和企業紛紛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

社會轉型、培育經濟新動能、構築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抓手。美國率

先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為保持領先地位，近年來，美國不斷對信息
化戰略進行調整、更新。美國政府和軍方在 2011 年 2 月發佈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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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數字經濟浪潮，中國不甘落後。2015 年至今，中國

開始實施「雲優先」政策，後來美國國防部也公佈了雲計算戰略。

先後出台了《中國製造 2025》《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

研究和發展倡議》，又於 2013 年 5 月頒佈了《大數據的研究和發

展戰略綱要》等一系列文件，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技術

2012 年 3 月，奧巴馬（台譯：歐巴馬）政府正式發佈了《大數據
展計劃》，將大數據提升為事關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國家戰略。

早在 2009 年，英國政府就推出了「數字大不列顛」行動計劃。

2010 年 4 月，英國頒佈實施《數字經濟法》，規範行動計劃的實施。

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國家信息化發

等各方面的保障。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 36 次集

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
新空間。6 2017 年 3 月，數字經濟首次寫入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

2013 年，英國政府出台《英國數據能力發展戰略規劃》，推動英

作報告》。

字經濟戰略（2015-2018）》，明確指出英國政府接下來的首要目

數字經濟規模已達 22.4 萬億元人民幣，在 GDP（國內生產總值）

國建設成為數字化強國。2017 年 3 月 1 日，英國政府醞釀已久的《數

經超過日本（約 2.3 萬億美元）、英國（約 1.43 萬億美元），但與

國在「數據革命」中搶得先機。2015 年年初，英國政府出台《數

標是「發展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化創新驅動社會經濟發展，把英

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課題組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

中所佔比重達到 30.1%。經報告測算，2016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

字英國戰略》正式發佈，共涵蓋七大方面的內容：連接、技能、數

位居第一位的美國差距仍較為明顯，僅達到美國數字經濟總量（11

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德國聯邦政府也先後出台了一系列重

速提升，但仍低於主要發達國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尚

字化商業、宏觀經濟、網絡空間、數字化政府和數據。

大戰略。2010 年 7 月，德國聯邦政府正式通過了《思想．創新．

增長—德國高技術戰略 2020》。作為該戰略的十大項目之一，

「工業 4.0」是德國聯邦政府於 2013 年提出的一個高科技戰略計劃，
被認為是以智能製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2014 年 8 月，德

國聯邦政府出台《數字議程（2014-2017）》，倡導數字化創新驅
動經濟社會發展，為德國建設成為未來數字強國部署了戰略方向。

2016 年 3 月，德國聯邦政府發佈「數字戰略 2025」，在國家戰略
層面明確了德國數字化轉型的基本路徑，並提出了十大行動步驟。

萬億美元）的 34.5%。報告稱，儘管中國數字經濟佔 GDP 比重快
未得到充分挖掘。實際上，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追上甚至趕超美

國，比如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從企業規模到用戶普及率，中國
事實上都處於領先位置。

當前數字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仍在於數據的互聯互通。企業

內部完全實現全流程全方位數字化尚且不易，行業內、部門間、地
區乃至國家間的數據融通難度更大，政府部門應該首先克服體制機
6

盛玉雷。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數字經濟，邁向經濟發展「新藍海」[EB/

OL]。（2016–10–11）。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011/c1003-2876690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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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障礙，最大程度開放共享數據，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也為企業

生產力。大數據與雲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相結合，正在迅疾並將

迅速、創新最活躍、輻射最廣泛的經濟活動，真正成為轉型升級的

所謂「資源」，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生產要素。

提供生產資料，為創新創業提供動力源泉，讓數字經濟這一發展最
重要驅動力和增長的新引擎。

數字經濟規模（萬億美元）

數字經濟佔 GDP 比重

生產要素的界定是經濟學分析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某種事物成為

一種新的生產要素，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就要改變，相關的理論也需
要修改。

回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美國

越來越多的事物被歸結到生產要素的隊伍之中。17 世紀的英國經

中國

觀點，實際上就是生產要素的二元論。顯然，配第的這種觀點很好

濟學家配第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配第的這種
地反映了農業時代的生產實踐。對農業生產而言，最重要的兩個因

日本

素就是土地和勞動。

後來，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居於更加

英國

重要的地位，斯密等經濟學家開始將資本納入生產要素的隊伍中，

圖 1–2 2016 年世界主要國家信息經濟規模及佔比情況

資料來源：21 世紀經濟報道

第二節

數據資源化、資產化和資本化

（一）數據資源化

李克強總理在給 2015 年貴陽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暨全球大

數據時代貴陽峰會的賀信中指出：「數據是基礎性資源，也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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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深刻地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

於是形成了勞動、土地、資本的生產要素三元論。斯密生活的年代
正處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在工業生產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

的地位，一個工廠是否擁有良好的機器設備，會在根本上影響其生
產能力和競爭力。

19 世紀末，馬歇爾在其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將組

織作為第四種生產要素，與勞動、土地、資本等構成生產要素四元

論。這個時期已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期了，工業生產的最顯著特點

已經不是機器取代人力，而是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管理在生產活動

中佔據了更為重要的位置。擁有同等機器設備和勞動力的兩個企
業，其產量會因為管理水平的差異而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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