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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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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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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由科技引發的社會變革，它將改變我們的

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世界上物質與意識的構成，改變我們



總序

VIIVI

塊數據5.0

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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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觀和方法論，為我們建構一個融合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

人才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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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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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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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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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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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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是研究未來文明增長和秩序進化的

重大發現。

我們對塊數據的研究才剛剛開始。數據驅動、算法驅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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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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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世紀偉大的數據哲學家有兩位主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凱文．

凱利，另一位是尤瓦爾．赫拉利。凱文．凱利的「未來三部曲」

（《失控》《科技想要什麼》《必然》）和尤瓦爾．赫拉利的「人

類簡史三部曲」（《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風

靡全球、影響世界。之所以說他們是偉大的數據哲學家，是因為

他們提出偉大的觀點，其核心主題為互聯網是怎樣砸碎一個舊世

界的。

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寫道：「探究現代社會的

特色，就如同追問變色龍的顏色一樣困難。我們唯一能夠確信的

是，它會不斷改變，是一場永遠的革命。」與以往多次來華宣揚

科技福祉的國外「大咖」不同，如果說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帶

來的是想像空間，凱文．凱利帶來的是啓發的話，那麼尤瓦爾．

赫拉利給我們帶來的更多的是一種被時代拋棄的焦慮。比如，《未

來簡史》提出了大數據時代的三個主要特徵，即人工智能、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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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和算法為王。在赫拉利看來，這三個特徵都表明大數據時代

人的發展前景堪憂。

可以說，他們在互聯網砸碎舊規則、舊秩序、舊世界問題上

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但是，對於如何重構一個新世界，他們

並沒有給出答案。進入數據化時代，法律與算法、倫理與技術開

始同構秩序，進化與異化、真相與真理依然撲朔迷離。人與技術、

人與經濟、人與社會的關係面臨前所未有的解構和重構，挑戰與

機遇並存，欣喜與憂慮交織。人類社會秩序處於一個歷史性的關

鍵拐點：舊平衡、舊秩序逐漸瓦解，新制度、新秩序呼之欲出。

在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規則尚未完全建立時，人們難免出現無

所適從的心理狀態，難免產生無法迴避的社會焦慮。因此，在痛

惜舊秩序被打破的同時，我們應該張開雙臂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二

我們的研究認為，以塊數據、數權法、主權區塊鏈建構的治

理科技是重構數據文明新未來的三大支柱，這既是研究未來生活

的宏大構想，也是研究未來文明的重大發現。這為我們重新審視

這個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是一把我們所有人都期待的

鑰匙，它將打開數據文明的未來之門。

塊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塊數據就是把各個

分散的點數據和分割的條數據匯聚在一個特定平台上，並使之發

生持續的聚合效應。聚合效應是指通過數據多維融合與關聯分析

對事物做出更快速、更全面、更精準、更高效的研判和預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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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數

據强調的是數據、算法、場景融合應用的價值體系。我們認為，

塊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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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權法是工業文明邁向數據文明的重要基石。從認識大數據

的第一天開始，我們就把它看作一種新能源、新技術、新組織方

式，或者把它看作一個正在到來的新時代。如果換一個角度，把

大數據看作一種權利，以及由這種權利建構的制度和秩序，那麼

大數據的價值對人類未來生活的意義則是更加富於想像的。我們

試圖提出一個「數據人」的理論假設來破解全球數據治理這一難

題，把基於「數據人」而衍生的權利稱為數權，把基於數權而建

構的秩序稱為數權制度，把基於數權制度而形成的法律規範稱為

數權法，從而建構一個「數權－數權制度－數權法」的未來法律

架構。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數據文明，法律將實現從「人

法」到「物法」再到「數法」的躍遷。數據文明為數權法的創生

提供了價值原點與革新動力，數權法也為數據文明的制度維繫和

秩序增進提供了存在依據。數權法的意蘊凝結在數據文明的秩序

範式之中，並成為維繫和增進這一文明秩序的規範基礎。從這個

意義上來說，數權法是人類邁向數據文明的新秩序，是文明躍遷

和時代進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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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區塊鏈是互聯網治理的解決方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互聯網讓我們處於無序和混亂之中。數據在網絡空間中的流動就

像一匹野馬快速奔跑在沒有疆界的原野上，要將野馬變良駒就需

要為其套上規則的繮繩。這種規則的建立既需要技術的支撑，又

需要制度的保障。區塊鏈通過超級賬本技術、智能合約技術和跨

鏈技術建立起一套共識與共治機制，這套機制通過編程代碼把時

間、空間瞬間多維疊加所形成的數據流加以固化，形成可記錄、

可追溯、可確權、可定價、可交易的技術約束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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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則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秩序、更加安

全和更趨穩定。主權區塊鏈的發明又為區塊鏈技術插上法律的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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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製的數據流建立在可監管的框架內，從而加速區塊鏈的制度安排

和治理體系的構建。主權區塊鏈的提出，是互聯網治理體系的解

決方案和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拐點。

三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轉型、大融合時代。

繼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之後，人類即將構建一個嶄新的秩序形

態—數據秩序，一個嶄新的文明形態—數據文明。這一次的

文明躍遷像一場風暴，蕩滌著一切舊有的生態和秩序，對社會的

存在與發展形成顛覆性的改變。數據的實時流動與利他共享構成

一個數據化的生態圈，數據力與數據關係影響著社會關係。由於

這種力量的相互影響，整個社會生產關係被打上了數據關係的烙

印，這將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前所未有的變革與重構。

自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創造性地提出「塊數據」的概念以

來，相繼出版了《塊數據：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塊數

據 2.0：大數據時代的範式革命》《塊數據 3.0：秩序互聯網與主

權區塊鏈》《塊數據 4.0：人工智能時代的激活數據學》等系列理

論著作，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熱烈反響。塊數據建構的是以人為

原點的數據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在《塊數據 5.0：數據社會學的

理論與方法》中，我們進一步聚焦以人為原點的數據社會學範式，

從哲學和社會學的高度提出數據進化論、數據資本論、數據博弈

論的理論體系，研究人與技術、人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內在機理

和外部表現。

如果說科學的社會化和社會的科學化是科學的世紀裡兩個基

本的標誌，那麼未來的世紀就是如何完成社會的數據化和數據的

社會化的。在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作為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

數據重構著人類生活的方式，也在塑造著人類的未來生活。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有兩種存在，即自然人存在與數據人存在；

有兩種生活技術，即生物技術與數據技術。自然人存在正遭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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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技術的改造，這是一種生活技術。數據人存在即社會學存在以

一定的技術及其關係為前提，社會交往依賴技術，基本的交往技

術就是數據技術。我們已經對數據形成了難以擺脫的依賴性，數

據帶來了一場新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是以人為原點的數據社會

學範式。這將深刻改變「人」的形象、內涵與外延，未來，人類

社會很可能就會由「自然人」「機器人」「基因人」構成。影響

所及遠不止人類本身，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

技、倫理、法律等進行全面改造。數據文明時代，人類開始對工

業文明進行反思，不得不重新認識人與技術、人與經濟、人與社

會的關係。

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交叉融合的持續推進，整個

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融合發展成為普遍趨勢。大數據

時代要求人們把整個社會作為一個系統來認識，科學與人文等各

門學科在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高度融合。「科學和人文藝術

是由同一台紡織機編織出來的」1，這是一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

融合發展的時代，在全新的起點上，人類的精神屬性和世界萬物

的物質屬性具有了融合的趨向。塊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解決方案，

是數據學與社會學融合的結合點。傳統的、獨立的學科理論很難

1　有人說，在人類對創造力的追尋之路上，需要借助兩隻翅膀：科學與人文。
科學可以解釋宇宙中每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物，讓我們更了解宇宙中的硬件；人文則可
以解釋人類思想中每一件能夠想像出來的事物，人文構建了我們的軟件。科學可以告
訴我們，為了達到人類所選擇的目標和方向，究竟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人文則可以告
訴我們，利用科學所產出的這些成果，人類未來還可以向哪裡發展。

對塊數據進行詮釋，以人為原點的數據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就是在

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一項新的學術成果。

可以說，塊數據就像人類在數據世界的基地，是我們對這個

新世界認知的起點。這是一次新的拓荒，這是一次新的探索。當

在數據世界中建立起越來越多的「基地」，這些「基地」最終連

成一片形成新的世界時，就意味著新文明的誕生—數據文明時

代最終到來。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塊數據社會學範式的提出就是

在技術革新的基礎上形成的理論革新，這將是一場意義深遠而又

科幻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將改變世界上物質與意識的構成。人

與技術、人與經濟、人與社會關係變化的本質是以人為原點的數

據社會學範式革命。這種變化深刻改變著當下的倫理思維模式、

資源配置模式、價值創造模式、權利分配模式、法律調整模式，

促使整個人類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甚至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發展模

式。這種變化不僅將帶給我們新知識、新技術和新視野，而且將

革新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

連玉明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主任

2019年 4月 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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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數據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

塊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解決方案，是全球領先的大數據理論、

技術和模式。塊數據的本質是以人為本建構一種數據哲學，揭示

數據規律、發掘數據價值、共享數據紅利，我們將這種方法論稱

作「數據社會學」。數據社會學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人為研究

對象，從社會學、經濟學、生物科學、數據科學、智能科學等領

域交叉融合的視角，創新性地提出數據進化論、數據資本論和數

據博弈論，研究和探索人與技術、人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內在聯

繫及其本質規律，以此來分析人的行為、把握人的規律、預測人

的未來。

數據進化論

進化論是一種生物學理論，是對物種起源和發展的一種科學

證明。數據進化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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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也是人，但有別於「自然人」。由於基因設計，「基因人」

不存在「先天不足」，體力、智力的基礎都將大幅優於「自然人」。

生物信息技術的發展又易於賦予「基因人」以社會歷史、道德、

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集成」，相比「自然人」，「基因人」會更

富有後天的「思想」「經歷」「經驗」，加上「天生而來」的强

大能力，「基因人」無疑將全面地優於「自然人」。技術的發展

沒有盡頭，進化的鏈條也沒有終結。人類今天的主體依舊是「自

然人」，但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社會很可能就會由「自然人」「機

器人」「基因人」共同組成、共生共存。

數據資本論

人類文明，從其核心內容來說，就是經濟文明。經濟文明的

歷史生成過程就是人類文明的歷史生成過程。數據資本論的提出

是為了研究和探討人與經濟的內在聯繫及其本質規律。按照馬克

思主義的觀點，數據勞動是數據時代社會生產勞動的具體表徵和

特有體現，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數據作為一

種特殊的商品，是數據時代湧現的新價值源泉與價值載體，具有

非消耗性、可複製性、可共享性、可分割性、排他性、邊際成本

為零等新特點，在大數據社會條件下，其價值、交換價值、使用

價值既相互聯繫又相對獨立。數據資源化、數據資產化、數據資

本化是數據的價值進路及其體現，也是大數據發展的必然趨勢。

審視人與技術的關係及其本質規律。人創造了技術，技術也創造

了人。也就是說，人是一種技術性的存在。脫離了技術的人類背

景，技術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同樣地，脫離了人類的技術

背景，人類自身也就得不到完整的理解。技術因人而生、因人而

精彩，技術造就人、服務人、保護人、解放人、發展人。如果說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麼人與技術的關係就是技術的本質。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技術革命，分別以機械生產、

電力和生產流水線、計算機為代表。人類社會現在正處於以「集

成式」革命為重大標誌的第四次技術革命進程之中。第四次技術

革命的本質是「重混」，核心是通過多種數據技術的「集成」，

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級機器」，進一步替代人的體力和智力，

甚至替代人的全部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機器人」。「機器人」

與「自然人」相比，擁有更强大的計算能力、存儲能力、集成能

力和應變能力。以往的歷史告訴我們，伴隨技術革命的推進，「自

然人」整體的功能在慢慢退化。可以說，「自然人」的體力功能

已經退化得差不多了，現在正在進行智力功能向「機器人」的交

付。「自然人」交付多少，自我就退化多少。在這一進一退之中，

「機器人」成為新的人類主體，甚至可能與「自然人」並肩成為

人類社會的主角。

如果說「機器人」還只是「集成」人的功能而超過人，那麼

基於基因測序、激活和編輯技術，從可存活胚胎上精準操縱人類

基因組，就可能創造出人為設計的「基因人」來。「基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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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天然具有財產屬性，其價格遵循價值規律，市場供求關係變

動是數據價格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

數據力和數據關係是數據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與創

新，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對關係。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

基本範疇，也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奠基性的概念。生產力在經歷了

農耕文明時代、工業文明時代之後，正邁向數據文明時代，社會

生產力水平正在經歷繼工業革命以來最偉大的變革。如果說生產

力和生產關係是過往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對關係，那麼數據力與

數據關係就是數據時代繞不開且不得不研究的重大命題。數據時

代，數據力將成為人類最重要的生產力，由於這種力量的相互作

用與影響，整個社會生產關係也將被打上數據關係的烙印。數據

力的發展帶來數據關係的變化，數據關係的變化必將對建立在經

濟基礎之上的整個上層建築構架產生深遠的影響。展望未來，新

一代科技革命必將推動數據社會的生產力向公平化、協調化、共

享化和全球化的趨勢演進，從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實現人

類文明的跨越式進步。

共享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從根本上來說，

數據時代不僅要求實現數據的開放，而且要求實現數據的共享。

這裡的共享，不僅指數據資源的共享，而且包括數據成果的共享。

共享帶來價值創造，促進價值實現。任何物品、勞動都具有其共

享價值，特別是數據具有易複製、易傳播、邊際成本為零的新特

點，其共享價值在理論上可以無限擴大，成為一種永不稀缺的高

價值資源。共享成為數據時代的本質要求，是一股不可阻擋的變

革性力量，推動人類文明走向新的階段，而共享價值理論也必將

成為繼剩餘價值理論之後最具革命性的重大理論。

數據博弈論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社會因人而

存在，為人而存在。數據博弈論的核心是研究人與社會的內在聯

繫，揭示數據公權力和私權利衝突與博弈間的本質規律。數據既

是一種權力範式，也是一種權利敍事。數據權利是「制定數據資

源確權、開放、流通、交易相關制度，完善數據產權保護制度」

的起點和基石，是我國實現由數據大國邁向數據强國需要破解的

重大理論問題。權利是法學理論最成熟和最本質的範疇，是意識

層面與制度的媒介。數據應用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大多集中於

數據的權利主張，需以數據權利為切入點，以數據權利結構為邏

輯起點，以數據客體為核心對數據權利屬性進行研究。由於數據

具有客體屬性、確定性、獨立性，存在於人體之外，所以數據權

利屬於民事權利。由於數據權利客體「數據」的自然屬性與現有

民事權利客體的自然屬性不同，所以數據權利是具有財產權屬性、

人格權屬性、國家主權屬性的新型權利。

「在終極的分析中，一切知識都是歷史；在抽象的意義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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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科學都是數學；在理性的基礎上，所有的判斷都是統計。」1 數

據旨在實現對社會存在的理性化改造，並且能夠實現對觀念與意

義系統的「理性生產」，正因如此，數據成為當下和未來一種關

鍵的戰略資源。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戰略資源便是數據權力。數

據權力是一種現代權力，而現代權力是支配理性和為理性所支配

的二元性權力。從政治學理論的視角來看，數據權力遵循權力的

邏輯，不斷生產、重塑和支配新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數據權力

蘊含著兩種邏輯：能力邏輯和結構邏輯。能力邏輯展現的是其角

色性、對象性和技術性維度，結構邏輯展現的是其關係性、規則

性和格局性維度。這兩種邏輯既蘊含著積極的內生力量，也因其

對社會權力系統的衝擊而可能誘致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風險錯

配與衝突，對此我們需要建構並形成一種理性、審慎的數據權力

共識和數據治理觀念。

秩序是社會文明的標誌，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基礎。「如果

把數據看作一種權利，並基於這種權利建構新的秩序和新的法律，

那麼這種建構將賦予人類未來的生活更加嶄新而深刻的意義。」2

互聯網帶來了超越空間的數據傳遞、共享與價值交換，卻也面臨

著無界、無價、無序的挑戰。從人人傳遞數據到人人交換價值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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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R．勞。統計與真理：怎樣運用偶然性 [M]。李竹渝，石堅，譯。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4。

2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數權法 1.0：數權的理論基礎 [M]。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8。

到秩序互聯網的演進過程。這種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

演進，正是把數據從不可複製變成可複製的狀態，本質上是以人

為中心的數據流在虛擬空間中的表現狀態。這種表現狀態的無邊

界導致我們對數據流不可確權、不可定價、不可追溯，也不可監

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互聯網讓我們處於無序和混亂之中。數

據在網絡上的流動就像一匹野馬快速奔跑在沒有疆界的原野上，

要將野馬變良駒就需要為其套上秩序的繮繩。這種秩序既包括倫

理秩序、道德秩序，也包括法律秩序，其建立既需要技術的支撑，

也需要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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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人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

業變革。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發明應用、

整體演進和群體突破，使萬物皆可數據化。數據定義萬物，數據

連接萬物，數據變革萬物。數據化不只是一種技術體系，不只是

萬物的比特化，而且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重組，是一種更新

中的社會體系，更重要的是，更新甚或重構人類的社會生活。1 數

據日益成為我們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這深刻改變著「人」的

1　丘澤奇。邁向數據化社會 [C]// 信息社會 50 人論壇。未來已來：「互聯網 +」
的重構與創新。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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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內涵與外延。人的依賴關係被物的依賴關係取代，2 人類、

技術、數據的進化為把「人」從其對現代社會「物」的依賴性中

解放出來提供了新的現實可能性。

第一節　人的依賴

「人的依賴關係」是人的發展的最初歷史形態。在手工技術佔

主導地位的時代即人類以「人的依賴關係」生存的時代，人的發

展的最基本特徵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依附基礎上的人身歸屬。這種

依賴關係表明，人的聯繫是局部的和單一的，因而是原始的或貧

乏的。

（一）人類的進化

關於人類的起源有眾多不同版本的說法，以致人類到底是如

何被創造或進化來的顯得撲朔迷離。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

在《人類簡史》中提出，人類是由猿類進化而來的，並用充滿想

像力的文字證明：智人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物種，也是從低級動

2　人的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人的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在
《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將人的發展過程分為人的依賴階段、物的依賴階段和人
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
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
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
質交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
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

物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才逐漸成為當今的現代智人的。

普遍認為，距今 2300 萬 -1000 萬年前出現於非洲的森林古猿

是現代人類和猩猩類動物的共同祖先。在森林古猿出現後的數百

萬年間，先後分化出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等分支。到距今 500

萬 -100 萬年前，非洲出現了南方古猿，其被認為是人類的最早形

態。在距今 370 萬 -1 萬年前，人類實現了從猿人進化到現代人類

的過程。3 人類文明伴隨古猿人的發育而發展，距今 20 萬年前，

出現了早期智人。到距今 10 萬 -1 萬年前，晚期智人出現並取代

了早期智人，其在外形和相貌上與現代人類已經相差無幾，可以

被稱為現代人，不過我們更多的定義是把從史前 1 萬年開始的人

類稱為現代人。隨後的時間，人類智慧和文明繼續發展，到距今

6000-5500 年前，最早的人類國家出現，這代表著人類文明正式開

始，人類的進化正式進入文明的一頁。

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提出，智人通過共同的想

像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經歷了認知革命、農業革命、人類的融

合統一和科技革命的演進歷史。人類能有今天的發展，除了依靠

一雙靈活的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優秀的大腦。正是人類大腦

中卓越的智慧創造出了現在的一切，並且使人類站在地球生物圈

中食物鏈的頂端。人類通過製造和運用各種工具，已經可以滿足

適應各種環境的需求，並且能創造出自己需要的環境，所以人類

身體已經不需要太多的進化，取而代之的是人類思維、智慧、文

3　葉展輝。無處不在的進化 [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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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進化。4 在赫拉利看來，人類的發展已經來到了巨變的前夜。

從 40 億年前地球上誕生生命至今，生命的演化都遵循著最基本的

自然進化法則，所有的生命形態都在有機領域內變動，但是現在

人類第一次有可能改變這一生命模式進入新的領域（見表 1-1）。

他進而在《未來簡史》中指出，當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

科學技術發展日益成熟時，人類將面臨進化到智人以來最大的一

次改變。

表 1-1 人類簡史

開始時間 重大革命 基本脈絡

大約 7 萬年前
認知革命讓
歷史正式啓動

認知革命帶來的虛構能力，尤其是虛構意
義的能力，讓人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站
在了食物鏈的頂端

大約 12000 年前
農業革命讓
歷史加速發展

靠著人類虛構能力創造出來的貨幣、帝國
和宗教，人類逐漸融合成了一個整體，形
成了統一的文化，人文主義開始逐漸盛行

大約 500 年前
科學革命讓
歷史另創新局

目前面臨新的困局和新的可能性。科學最
終會破壞現代人篤信的宗教「人文主義」，
由「數據宗教」取而代之。在數據宗教的
原則裡，數據是首要的，人不過是一種處
理數據的生物算法，是一種工具，隨著更
高效的算法出現，人便會被拋棄

資料來源：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 [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從另一層面來看，迄今為止，人類進化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而下一代人類則是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人類受到自然選擇的約

4　葉展輝。無處不在的進化 [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170-

171。

束，大自然通過穩定選擇篩除了導致各種疾病和不適應地球環境

的基因。第二階段是我們所生存的當下，由於人類基因組計劃已

經部分完成，越來越多的遺傳缺陷可以被修正和更改，人類可以

利用科學知識有意識地掌握自己的遺傳性，通過基因技術可以擺

脫自然世界穩定選擇的發展路徑，通過智能基因技術可以改變族

群層次上的人類遺傳性，從而形成對現有缺陷基因的徹底改變。

第三階段是我們永久地徹底修復我們與生俱來的基因的時期。通

過了解基因產生缺陷和內在組合的原因，人類可以創造出完全不

同於自然進化的發展路徑，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會出現一系列的

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5 以什麼態度對待這個未來人類自由進化的

世界，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二）手工技術：人與技術的結合

人類主要依賴自然物和人的自然能力生存，也就是自然生存。

手工勞動是最原始的勞動，在手工勞動中，技術集中表現為勞動

者的手的技能。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大量維持

人類基本生存所需的技術工具，出現了一個由「耕種、紡織、製

陶、運輸、醫療、統治以及類似的不計其數、大大小小的技藝和

技術組成的粗俗世界」6。這一時期的技術實體形態主要是各種手

工工具。

5　劉志毅。無界：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升級 [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
2018：38-39。

6　詹姆斯．E．麥克萊倫第三，哈羅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學技術 [M]。王鳴
陽，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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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

出：「我們看到，和人最相似的猿類的不發達的手，和經過幾十

萬年的勞動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兩者之間有著多麼巨大的差距。

骨節和肌肉的數目和一般排列，在兩者那裡是一致的，然而最低

級的野蠻人的手，也能夠做出幾百種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操

作。沒有一隻猿手曾經製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7 人手

與猿手有本質區別，這種區別不在於骨節和肌肉，而在於手的「技

能」，人手能完成猿手不可能完成的「操作」，人手比猿手「完

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與猿的本質區別在於，人具有在

手工勞動中所形成的原始技術—手工技能。手工技能是人體所

具備的能力，離開了人的雙手就不復存在。當勞動者失去勞動能

力時，這種技能就隨之消失了。勞動效率的關鍵因素不是手工工

具，而是勞動者的手工技能。作為原始技術的手工技能是屬於人

體的、人內在的東西。手工技能與人融為一體，手工技能不能脫

離人體而獨立存在。

除了生物學器官意義外，手在技術發生與人類成長過程中具

有特殊意義。「在過去的 100 萬年左右的時間裡，人類自己使用

的工具在數量上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也可能是造成人手在這個

時期發生巨大的生物學完善的原因，尤其是控制手的大腦中樞發

生了很大的變化。」8「握手」代表和平友好，「高手」代表技藝

7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M]。于光遠，等，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6。

8　雅．布倫諾斯基。科學進化史 [M]。李斯，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26。

精湛，「升旗手」與「火炬手」等卻是人本身的代稱。人類是從

類人猿進化而來的，「這些猿類，大概首先由於它們的生活方式

的影響，使手在攀緣時從事和腳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

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這就完成了從猿

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9。直立行走使手腳開始分工，

手的專門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

意味著人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10。

農耕文明時期是一個與手密切相關的時期。在人類進化過程

中，從游牧生活到村居農業是跨得最大的一步。原始農業的出現

促使工具需求的產生，農耕文明的技術對象是農作物、獵物和水

產品等。技術體現在工具上，技術產品是被消耗的生活必需品。

在這個過程中，手的功能得到凸顯，而技術產品的形式則被淡化

了。「在手工勞動中，原始技術同勞動者不可分離。採集、狩獵、

農業和手工業勞動都是手工勞動。勞動器官是手，工具是手的補

充。手工勞動的技術是最原始的技術，表現為勞動者的技能，即

手控制手工工具的能力。這種原始技術本質上是人的體能。人的

體能有兩種功能：一是改變物體狀態的能力，即體力；二是控制

物體的能力，在手工勞動中就表現為控制手工工具的能力，這就

是最早的技術—體技或手技。」11

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10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6-457。

11　林德宏。科技哲學十五講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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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技時期表現了技術對人的依賴。「早期技術仍受到人類的

自然潛能，即直接由人的肉體給予的力量和能力的限制。它不能

超越人的雙手和感官的範圍。這就叫前現代技術的自然性。不過

由於其局限性，當時技術幾乎沒有發展。日常性經驗由父傳至子，

由母傳至女，由師父傳至徒弟。」12 早期技術鑲嵌於實踐活動之中，

只能通過學徒制加以傳遞，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依賴性較强。手工

技術水平取決於熟練程度，因此具有個體差異。對人的依賴是基

礎，離開了具體的人，技術是缺失的。13

（三）人類 1.0

邁克斯．泰格馬克在《生命 3.0》一書中把廣義的生命看作一

種自我複製的信息處理系統，物理結構是其硬件，行為和算法是

其軟件。它的信息軟件既決定了它的行為，又決定了其硬件的藍

圖。14 硬件是生命有形的部分，用來搜集信息；軟件是生命無形的

部分，用來處理信息。生命的複雜度越高，版本就越高。泰格馬

克將人類的進化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理解為人類

1.0 階段，大約 40 億年來，硬件（身體）和軟件（生成行為的能力）

都由生物學決定。人類 1.0 是以細菌為代表的簡單生物階段，其硬

12　E．舒爾曼。科技文明與人類未來：在哲學深層的挑戰 [M]。李小兵，謝京生，
張峰，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13。

13　王治東。技術的人性本質探究：馬克思生存論的視角、思路與問題 [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92。

14　邁克斯．泰格馬克。生命 3.0：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的進化與重生 [M]。汪婕舒，
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32。

件和軟件都是靠進化獲得的，兩者都是由 DNA（脫氧核糖核酸）

決定的，只有很多代的緩慢進化才能帶來改變，且這種改變過程

極為漫長。

在利用自然的進化階段，人類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經濟」條

件下的「人的依賴性」的存在方式，我們把以自然經濟為基本標

誌的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稱為「自然生產力」。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具有明顯的「依附」性，在自在自然的意義上是個人，但在

自為自覺的意義上還不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更談不上自在自為

的自由個性了。就其現實性來說，「人的依賴性」是人對「群體」

的依賴性，人只是「虛幻共同體」的附屬物而已。人的個性發展

缺乏賴以存在的實踐基礎。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個人不是消融

於氏族共同體之中，就是被特定的階級統治吸納。人的生存與發

展只是在共同體的畫地為牢的地面上的生存與發展，人是不可須

臾離開共同體的人。這一階段，人的生活還不能算作自己創造活

動的結果，因為它仍然帶有强烈的自然主義色彩。人對人的依附

性，或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係，是以人對自然的

依賴性作為中介而實現的。15 在這個歷史階段，「無論個人還是社

會，都不能想像會有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因為這樣的發展是同個

人和社會之間的原始關係相矛盾的」16，人的個性的發展尚處於萌

芽狀態。

15　姚修傑，徐景一。物的依賴性與人的獨立性—論現代人的存在方式 [J]。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268。

1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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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生產力時期，生產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發展著，

這致使以血緣關係和家族為紐帶所組成的共同體成為社會生產與

生活的主體，共同體及其家族長老控制社會的一切資源和財富。

對共同體及其家族長老的人身依附是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本質特

徵。個人必須依靠共同體進行生產和生活，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必須以對自然血緣的依賴關係或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關係為基

礎。「人的依賴關係」佔據主導地位，由此形成人的發展的初級

形態—人的依賴。人的依附時代，人與人表現為一種直接的人

身依附關係，人與人之間具有很强的人身控制性質，比如君王對

臣民的控制、家族長老對家族成員的控制等。這種控制十分明顯，

因而在經過思想家的啓蒙之後，人民逐漸認識到這種依附關係的

邪惡而奮起反擊，近代世界因此發生了多場革命活動。通過這些

革命活動，人們終於擺脫了這種壓迫。17 從此，人類發展進入了一

個嶄新的階段。

第二節　物的依賴

技術的進步與人類的發展相伴相生。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

的發展，人的依賴關係被物的依賴關係取代。「物的依賴關係」

是人的發展的第二大歷史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

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

17　楊德祥。淺析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與物之間的關係 [J]。人民論壇，2014

（32）：185。

系」18。這一階段，技術就像一個引擎，催化著人與世界的交融。

技術深度嵌入並重塑人類日常的生活實踐和意義生成，已成為人

類的行為方式、生存方式、創造方式和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決定

性力量。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與應用，技術異化問題日益彰顯。

（一）技術的進化

當人類的始祖折下第一根樹枝或者砸尖第一塊石頭時，人以

及原始意義上的技術隨之誕生。人的生存從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

是一種技術性生存，由此出現一個以新的技術結構支撑新的社會

結構的人類新時代，人類社會逐漸演變為「技術的社會」。美國

學者維貝．E．比傑克在談到堤壩技術之於荷蘭人的重要性時指出：

「技術和海岸工程學使得大約 1000 萬的荷蘭人能夠生存在堤壩背

後低於海平面的土地上，如果沒有這種技術就沒有荷蘭人。」19 把

視域放大，可以說，沒有技術就沒有人類的今天。人在技術活動

中產生、形成、生存和進化。「假如某天早上醒來後，你發現由

於某種神奇的魔法，過去 600 年來的技術統統消失了：你的抽水

馬桶、爐灶、電腦、汽車統統不見了，隨之消失的還有鋼筋水泥

的建築、大規模生產方式、公共衛生系統、蒸汽機、現代農業、

股份公司，以及印刷機，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現代世界也隨之消

18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04。

19　維貝．E．比傑克。技術的社會歷史研究 [M]// 希拉．賈撒諾夫，傑拉爾德．
馬克爾，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學技術論手册。盛曉明，孟强，胡娟，等，譯。北京：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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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20 技術推動了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使人類擺脫自然界

奴役的主導力量，促進了生產力的大力發展，技術的發展決定社

會的發展。21 正如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漢斯．伽達默爾所說：「20

世紀是第一個以技術起決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確定的時代，並且開

始使技術知識從掌握自然力量擴展為掌握社會生活，這一切都是

成熟的標誌，或者也是我們文明的標誌。」22

「技術在某種程度上一定是來自此前已有技術的新組合。」23

所有技術的產生或使其成為可能，都源自以前的技術。從 1712 年

瓦特發明蒸汽機帶來的工業革命開始，歷史中每一次重大科技的

發明都成為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强大引擎。馬克思指出：「火藥、

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

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

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槓杆。」241859 年達爾文

出版《物種起源》一書，創立了生物進化論，使物種多樣性的宗

20　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麼，它是如何進化的 [M]。曹東溟，
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4。

21　事實證明，在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不到 100 年，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就利用技術進步創造了比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的全部總和還要多的物質財富。為此，
馬克思曾對其給予高度評價：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

22　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 [M]。薛華，高地，李河，等，譯。北京：國際
文化出版公司，1988：63。

23　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麼，它是如何進化的 [M]。曹東溟，
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4。

2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27。

教闡釋受到了科學觀念的挑戰。這種新的闡釋告訴我們，在任何

特定時間存在的生命形式的多樣性，以及自古以來新的生命形式

的出現，都是進化過程的結果。雖然達爾文從未考慮將其進化論

運用於技術領域，但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很快在生物界和技術人

工物之間做起了比較。他們認為，豐富多彩的技術世界也具有類

似的進化歷史。進化是普遍的，從宏觀的宇宙到微觀的生物甚至

文化都處於進化過程中。

技術的進化使人類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得到了極大的發

展。人的體外進化首先表現為人的手腳在體外的延長。斧子、鋤

頭、起重機、機械手等人類所創造的生產工具，無一不是人類肢

體的進化。其次表現為人的感覺器官在體外的進化。借助望遠鏡、

顯微鏡、雷達和航天飛機等設備，人的視力不僅能超越銀河系，

而且能深入微觀世界。最後表現為人腦在體外的進化。這是人的

體外進化的一個重大發展，電子計算機之所以被稱為電腦，就是

因為它放大和部分代替了人腦的功能。人的體內進化主要是指人

的精神方面的進化，包括思維方式的演變和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

兩方面。不同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影響和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

在農業社會，與個體勞動和手工業勞動水平相適應，產生了以經

驗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工業社會，與機械發達水平相適應，分

析型思維方式成為主導；在數據社會，系統型的思維方式日益得

到重視。25 技術進化對人類發展產生的影響是雙重的，它讓人類在

25　孔偉。科技發展與人類進化 [EB/OL]。（2018-01-26）。http://www.cssn.

cn/zhx/zx_kxjszx/201801/t20180126_383058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