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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大数据发展趋势
预测及解读
关键词 ：大数据发展趋势

CCF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日前发布了 2017 年中

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来意想不到的负面价值。针对这个问题，除了要通

国大数据发展趋势十大预测。第一，机器学习继续

过安全保障措施来解决安全和隐私的侵害问题外，

成为智能分析的核心技术。第二，人工智能和脑科

还要对我们的担忧加以慰藉，从而松绑大数据的发

学相结合，成为大数据分析领域的热点。第三，大

展。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来解除这

数据的安全和隐私持续令人担忧。第四，多学科融

个问题，尚处在大数据侵害爆发前的窗口期，是一

合与数据科学兴起。第五，大数据处理多样化模式

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时期。

并存融合，流计算成为主流模式之一。第六，数据

第三，政策法规的动力和规范作用。从第八

的语义化和知识化是数据价值的基础问题。第七， 和第九条预测可以看出，专家们除了关注技术突破，
开源成为大数据技术生态主流。 第八，政府大数据

还期望在政策和法规上能给予大数据发展有效的帮

发展迅速。第九，推动数据立法、重视个人数据隐私。 助。换句话说，我们在技术之外的发展诉求中，在
第十，可视化技术和工具提升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易

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天平中，大家更偏重于谋求

用性。

政府的力量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可能直接通过第八
条政府的应用需求来产生动力，也可能通过推动立

2017年中国大数据发展趋势特点
十大预测分为三类 ：

第一，纯技术相关的预测占七条。与以往预
测有很多关于产业、资本、政策、生态、人才教育、

五年趋势预测的回顾
CCF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是从 2012 年底开始进

职业等方面的条目不同，这次预测大家更加关注技

行预测中国大数据发展趋势的。现在简单地回顾一

术本身，包括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学科融合、处

下这五次预测之间的变化。

理多样性、流计算、语义化、开源、可视化等。

第二，安全和隐私问题。安全和隐私在每年
的预测中都会排在第三或第四的位置上。目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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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规章制度形成合规性力量来构建良好的环境。

当时对 2013 年中国大数据发展趋势的预测，
都是概念化、框架化的。如 ：数据的资源化 ；隐私
问题突出 ；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深度融合等。

全和隐私几乎成为现在阻碍大数据发展的唯一制约

2014 年开始关注价值、数据背后的价值。用一

因素。对于安全和隐私的担忧使得数据的开放步伐

句话概括，就是“大数据从概念走向价值”
。如 ：大

放慢，使得大家认为对大数据的深度应用可能会带

数据架构的多样化模式并存；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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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预测，出现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趋向性
的引导，强调跨界，强调融合，强调在基础科学和

有某种关联，专家们对应用领域的关注度有了变化。
大数据最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哪个数据类型

基础技术上寻求突破。如 ：大数据分析成为数据价

会得到重要的突破”？城市数据、图形图像数据、

值化的热点 ；数据科学带动学科融合，但自身尚未

语音数据和视频数据这四方面，专家们认为会有突

成体系等。

破的点。这里强调的是突破，而不是取得巨大的成

2016 年的预测体现了一些政策、战略方面的认
识，比如关注民生。关注多样化的技术，同时对政

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2017 年互联网交易数据
从突破数据中消失。

策和生态给予比较多的关注。如 ：可视化推动大数
据平民化 ；大数据提升民生治理等。
而对于 2017 年的预测，可以用下面这些关键
词来表述 ：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与脑科学、安全隐私、学
科融合与数据科学、多样化处理、流计算、语义化
和知识化、开源、政府大数据、立法、可视化。
上述预测并没有超出大家的总预期，没有出
现所谓的“黑天鹅”或者是突破性的变化。总之，

取得应用和技术突破的数据类型
2015年

2016年

社会化媒体数据

城市数据

视频数据

互联网交易相关数据 图形图像数据

互联网日志与电商
交易数据

企业数据

语音数据、图形图像
设备测量和控制数据

视频数据
图形图像数据

人体数据、宏观经济

人体数据

2017 年预测可以总结为 ：回归技术突破，安全担忧

2016年

CCF 大数据专家委除了给出大数据发展趋势的
十大预测之外，还做了一些专项分析调研。大数据
发展的根本在于应用。从“最令人瞩目的应用领域”
的单项调研中，互联网和金融一直是排在前三的领
域。在这次的调研中有了变化，排在其后的城镇化

城市数据

语音数据
视频数据

在数据资源流转上的举措

犹在，期待政府力量。

大数据专项调研

2017年

2017年

自己收集大量数据

自己收集大量数据

利用数据提供服务

利用数据提供服务

买数据集

只下载和获得免费数据集

只下载和获得免费数据集

买数据集

没有数据流转考虑
免费提供数据集
提供数据流转和交易的中介服务 免费提供数据集
卖数据
进行国际数据交换

和制造业等领域与前三相去甚远，而健康超越金融
排在第二。这也许和互联网金融及其所面临的风险

据”、“数据从哪里来”。这次关于“数据资源流转”

最令人瞩目的应用领域
2013年

做研究和应用都有一个切实难题就是“没有数
的调研有一个有意思的小变化，“买数据集”退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医疗

互联网
电子商务

互联网
电子商务

互联网
电子商务

互联网
电子商务

金融

金融

金融

金融

健康医疗

抱太大的期望 ；数据的流转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良

电子商务

健康医疗

健康医疗

健康医疗

金融

好的环境和市场。因此大家转而倾向于自己搜集数

城市管理

舆情分析
情报分析

城镇化
智慧城市

城镇化
智慧城市

城镇化
智慧城市

社会安全
犯罪侦查

舆情分析
情报分析

制造业
工业BD

第四位，而且得票数和前面三项的差距很大。这可
以解释为大家现在对数据流转和数据交易交换并不

据，下载并获得免费数据，而不寄希望于通过交易
和价值交换带来有用的数据集，尤其对量大的数据
集的期望值在降低。当然，还有人会免费提供数据
集，能够排到第五位，也让大家嗅到了一点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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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这条预测所反应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大数据的技术、产业、

数据只有流转起来才能产生巨大价值，解决这一窘

应用的发展？ 2016 年的调研中，科研院所从“大

境，对整个大数据领域来说极为重要。

数据发展的最主要推动者”名单中消失了。大家认

大数据的最佳拍档概念
2016年

2017年

互联网+

智能计算或认知计算

云计算

云计算

智慧城市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智慧城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工业互联网（工业4.0）
智能生活设备
一带一路

为大学和科研院所并没有直接带来资本力量和各种
资源。也许随着国家提出的“双创”概念，创业公
司成为大家希望的推动者 ；但今年创业公司也从这
个名单中消失了。此单项调研结果与“大数据发展
趋势十大预测”中的第八条“政府大数据发展迅速”
相符。因为互联网应用是大数据的推动力量，所以
真正新的推动力量就来自政府。期望政府在治理理
念上的变化，在治理方法上的更新需求，带来对大
数据应用的真实需求，大家对这方面寄予比较高的
期望。
“大数据发展阶段判断”单项调研

2015~2017年大数据发展阶段判断

用参加投票专家的百分比分布来看大
家对大数据的发展阶段的看法。从分
布来看，大数据专家委的专家们对大
数据的发展前景还是持乐观态度，第
二、第三和第六阶段占大部分，超过
了 70%。 而 且 有 相 当 多 的 专 家 (26%)
认为大数据已经过了幻灭期，进入稳
定增长，即低风险高创造价值的时期。
虽然对于大数据的泡沫破裂期是不是
真的已经度过，大数据专家委的专家

一个热门话题，总是伴随着一些概念。从“大
数据的最佳拍档概念”调研中可以看出，2017 年延
续了 2016 年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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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有一定分歧，但总体来说看好大数据的发展是
毋庸置疑的。■
( 整理 ：潘柱廷 程学旗 周涛 靳小龙 杨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