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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数据资产是指公司及组织拥有或控制，能给公司及组织

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作为数字、图片、声音、

影像、传感器信号等巨量数据的集合，大数据正成为重

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黄金矿”和

“新石油”。在肯定大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如何推动

数据资源资产化亟需破题。 

 2017 年 3 月，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2017 中国

大数据发展报告》中显示我国大数据发展指数为 47.15，

表明我国大数据产业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资产化进

程更是如此。数据开放进程缓慢、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

数据质量和有效性无法切实保障，制约了数据交易整体

规模和数据变现能力。本文从数据采集、加工、存储、

挖掘、交易及应用资产化的全过程出发，重点关注我国

大数据交易的现状，通过对比大数据交易平台，梳理我

国大数据交易的特点，以点及面，以期厘清大数据资产

化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大数据资产化现状梳理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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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资产化现状梳理 

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于大数据资源的

关注，已从互联网、航天航空等信息密集型行业拓展到政府、金融、医疗各个领域。

作为数字、图片、声音、影像、传感器信号等巨量数据的集合，大数据正成为重要的

基础性战略资源，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黄金矿”和“新石油”。在肯定大数据资源价

值的同时，如何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是各界更为关注的问题。 

资产是指由企业过去经营交易或各项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一般来说一种资源要成为资产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有明确产权；有稀缺性；有经济效应。对于大数据来说，并不是所有数据都具备以上

三个条件，只有可确权、可计量、可变现的数据才可能成为资产。 

如同石油从原油到可以使用的石油产品，需要经过开采、冶炼、提纯、加工等一

系列复杂过程一样，大数据从一种资源转化为资产，也要经历采集、加工、存储、挖

掘、交易、应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即为广义上的“大数据资产化”。其中“交易”是

大数据由资源转变为资产“质”的飞跃的一步，在业内被称为狭义的“大数据资产化”。 

本文将重点关注我国大数据交易的现状，即狭义的“大数据资产化”。 

一、我国大数据交易发展概述 

在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交易需求日益迫切。一些企业在业务需求的

拉动下，尝试采用限额等量交换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也有一些公司以就事论事的方

式定价出售数据，但在缺乏交易规则和定价标准的情况下，数据交易双方成本很高，

直接制约了数据交易的频率和规模。这种情况下，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应运而生。 

国务院 2015 年颁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要引导培育大数据

交易市场，开展面向应用的数据交易市场试点，探索开展大数据衍生产品交易，鼓励

产业链各环节的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换和交易，促进数据资源流通，建立健全数据资

源交易机制和定价机制，规范交易行为等一系列健全市场发展机制的思路与举措”。此

后我国大数据交易平台进入“井喷期”。 

根据企业工商数据查询系统进行“大数据交易”关键词查询，截至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全国共有 25 家登记注册的大数据交易企业。大数据交易平台是以数据作为商

品进行交易的运行主体，分析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模式及其数据交易行为，对于了解

当前我国大数据交易、大数据产业链发展有着导向作用。 为此，下文将通过对比我国

现有大数据交易平台，梳理我国大数据交易的特点，以点及面分析大数据资产化的现

状。 

二、现有大数据交易平台对比及特点 

（一）国内大数据交易平台对比 

目前数据交易平台交易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数据分析结果交易，以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为代表；二数据产品交易，如数据堂等；三是交易中介，以华中大数据交易所

为代表。这里将对三家代表企业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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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分析结构交易——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是我国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交易所不进行基础数据交易，而

是根据需求方要求，对数据进行清洗、分析、建模、可视化等操作后形成处理结果再

出售。交易所采取会员制，申请人提出申请后需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及交易所会员部审

核才能入会，对会员要求较高，且数据提供方和需求方都须成为会员才能交易。 

截至 2017 年 9 月，交易所交易额累积突破 1 亿元，交易框架协议近 3 亿元，发展

会员超 1500 家，可交易数据产品近 4000 个，可交易的数据总量超 150 PB。 

优势： 

①具有权威性与公信力。有地方政府作为支持，更能吸引调动各方资源，汇聚政

府部门和行业龙头企业等高价值的数据。 

②安全性有保障。会员制的形式对交易双方都有严格要求，保证了数据质量和数

据的使用安全。 

③规避数据所有权问题。交易数据分析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能够规避数据隐私

保护和数据所有权问题，有利于活跃数据交易市场。 

劣势： 

交易所在细分领域甚至跨行业的分析挖掘技术和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会限制数

据在价值挖掘与应用。 

2、数据产品交易——数据堂 

数据堂成立于 2011 年，是我国大数据交易及服务行业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主要从事互联网基础数据交易和服务，业务模式包括：一是根据需求方要求，利用网

络爬虫、众包等合法途径采集相应数据，经整理、校对、打包等处理后出售；二是与

其他数据拥有者合作，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编辑、清洗、脱敏，形成数据产品后出

售。 

目前，数据堂拥有 2000TB 以上规模的数据源，涵盖科技、信用、交通、医疗、

卫生、通信、地理、质监、环境、电力等 20 大类，1000 种以上基础数据包和 API 接

口。 

优势： 

①调动交易双方积极性。采取市场化运营，对于数据的提供方和需求方来说，门

槛低，有利于各类数据的汇聚和开发利用。 

②数据交易采集更有针对性。数据定制模式，以需求为导向，减少了不必要的时

间和人力资源浪费，提高了数据使用效益。 

劣势： 

①数据价值不高。爬虫或众包方法都不易从互联网上获取如企业运营、用户交易

行为等核心高价值数据。 

②竞争压力大。随着各地政府支持的交易所纷纷建立，数据交易有了更多场所可

以选择，出于权威和公信力的考虑，数据拥有者倾向于通过交易所出售。 

3、交易中介——华中大数据交易平台 

华中大数据交易平台是国内首个独立同时支持个人和机构用户的综合实时在线交

易系统。区别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只服务企业、政府等组织机构，华中大数据交易所

可同时支持个人和机构用户的综合实时在线交易系统。华中大数据交易平台更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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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商城”，在这个平台上不同数据提供主体通过认证就可以出售数据和求购数据，

并可对交易过程和交易产品进行满意度评价。  

截止 2016 年 3 月 25 日网站相关数据表明，73 个联盟会员共出售 175 组数据，

并测试上线 681 个 API 接口免费试用；在数据成交情况上，近三个月交易总成交额为

276259 元，总成交次数为 70 次，其中单笔最大成交额为 241200 元。 

优势： 

完全市场化的模式可以调动企业提供、购买数据的积极性，促进供需方进行公平

交易。 

劣势： 

在我国目前数据交易市场不成熟的现状下，企业出售和购买数据的意识不强，尚

未建立起促进企业提供高价值数据的有效机制。 

（二）我国大数据交易特点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大数据交易有以下特点： 

（1）政府主导 

我国目前成立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近七成都是在政府推动下成立的，反映出政府对

于大数据的应用需求较大，同时从数据资源安全性看，尤其是公共安全领域的数据资

源，国有化运营更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表 1 大数据交易平台分类 

分

类 

政府主导 企业、个人需求 产业联盟性质 

交

易

平

台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 

海峡大数据（福建）交易公司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湖北华中大数据交易公司 

河南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 

武汉东湖大数据中心 

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 

西藏昌都大数据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哈尔滨数据交易中心 

广州数据交易服务公司 

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 

杭州钱塘大数据交易中心 

潍坊市大数据交易中心 

山东省先行大数据交易中心 

 

数据堂 

全域大数据产品交易中心 

贵州圣诺综合数据交易中心 

扬州鼎建大数据商品交易公司（正

在进行简易注销） 

华夏国信大数据交易中心 

中天国能集团大数据交易中心 

青岛中州国际航运大数据交易中

心 

湖北盛和融翼付数据交易公司 

深圳南方大数据交易公司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

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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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动能大数据交易中心 

河北京津冀数据交易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交易的数据类型多为“粗加工”产品 

通过分析各个交易平台交易的数据，我们发现虽然不同平台交易的数据类型有不

同侧重点，但无论是实时数据，还是经过清洗、脱敏的数据包，以及经过一定分析的

行业分析报告，数据交易仍停留在原始数据“粗加工”层面，深层次的数据加工产品

很少。 

表 2 交易数据类型比较 

平

台 

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 

数据堂 

华中大

数据交易所 

上海大

数据交易中

心 

京东万

象平台 

发源地 

数

据

类

型 

①基于数据

源，通过清洗、分

析、建模可视化结

构 

②数据处理工

具（如可视化引擎、

采集爬取工具、清

洗脱敏工具等） 

①原始数

据 

②数据产

品 

③数据定

制服务 

①标准

化产品 

②数据

报告 

③数据

服务（提供数

据培训和数

据平台） 

①数据

产品（营销应

用、征信应

用） 

②数据

集 

③数据

处理工具 

④数据

应用 

①API 

②数据

包 

③数据

报告 

④数据

服务 

①结构

化文件包 

②采集

规则算法的

沉淀 

③API

接口方式输

出 

*资料来源：数据交易平台网站 

三、大数据资产化现实困境及对策 

2017 年 3 月，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2017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中显示我

国大数据发展指数为 47.15，表明我国大数据产业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资产化进程

更是如此。 

从广义的数据资产化来看，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挖掘、交易、应用每一个

环节都存在诸多短板。以数据交易这一环节来看，尽管在政策红利与广阔发展前景的

驱使下，数据交易平台数量猛增，但数据交易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活跃度，很多数据

交易平台在成立之初设立了非常喜人的目标，在现实运营中却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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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一周年时交易金额仅 7000 万元，与其最初

全年实现 2 亿元交易额的目标相差甚远。与此同时，如上文分析，深层次的数据加工

有待拓展。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是由于我国数据资产化程度不够，其中既包括数据采集、加

工、存储、挖掘这些基础工作没有做实，也有交易、应用中后环节里制度规范的缺失

与创新能力的不足。数据开放进程缓慢、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数据质量和有效性无

法切实保障，制约了数据变现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大数据资产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破除发展桎梏。 

1、加速数据开放，夯实数据源 

数据资产化的每一环节都建立在数据源的基础之上，只有从多源头、跨领域的数

据融合中建立关联分析才能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单一孤立存在的数据无法呈现具

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数据共享和开放现在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不愿意共享开放，政府部门各自

为政、把数据开放当成自己的权力。第二，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具体，不清楚哪些数据

可以跨部门共享和向公众开放。第三，缺乏公共平台，共享渠道不畅。 

可见，数据资产化的实现，首先需要融合各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消除数据

孤岛。同时应当打通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数据，消除数据割据现象，并在配套的信息安

全保障措施下提升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参与，以响应参与主体对数据的应用需求为导向，

撬动数据资产化更大的潜能。 

2、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数据资产化良性生态体系 

大数据最核心的技术特征就是非结构化的数据存储方式和及时精确地处理分析数

据的速度以及精准的预测能力，这些特征无疑对隐私存在天然威胁。数据信息采集、

传输、交易活动的频繁，对数据资源安全提出更高要求，这就需要与数据资产化整个

过程相匹配的管理系统。 

近期密集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

都是为数据资产化搭建一个完善的制度环境，但仅靠现有的法律法规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逐步建立“刑事追责、行政监管与民事救济” 相结合、“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

据加工、数据交易、数据应用”全流程覆盖、“监管机构、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企业

个人”等多方参与、“法律法规、数据伦理、技术标准”等多要素协同保障的良性互

动的数据资产化管理体系。 

具体到数据交易上，应通过规范数据的开放格式、描述方式、访问接口、管理技

术等，为大数据的市场化应用提供支撑，同时规范交易流程，把控交易数据的质量，

进行数据类型细分，对数据进行确权定价，建立安全有序的数据交易系统。 

3、加强创新，扩展数据资产化深度与广度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新能源，在加强数据基础设施监管的同时，也应鼓励推动数

据的安全互联与应用创新。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7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显示，

当前大数据变现主要通过 8 种商业模式，其中大数据交易关注度最高满意度却最低。

这反映出大数据资产化最关键的环节——交易与应用，与期待的水平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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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数据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关注和评价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 

因此，在交易环节应当完善交易模式，解决数据需求方（要求数据时效性）与供

给方（重视数据敏感性）的矛盾；在应用环节则需加强与其他产业的嫁接，实现数据

资源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更大程度发挥数据的价值，有效提升我国在新一轮信息

革命中的核心竞争能力，为我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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