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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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根据2015年5月29日邱泽奇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

个讲座整理而成。 为了缩短篇幅，在整理中删除了重复的、缺乏信息的内容。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我对大数据的观察，不是扫盲。 为了让大

家听起来尽最没有障碍，也加入了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因此，也是和各位交流。

我想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 一，什么是大数据？人们说的很多，错误的概念

也非常多，我想澄清大数据是什么。 第二，大数据和社会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关

系'? 对这个问题，人们也有比较多的想法，同样也有很多误解，我要说说我的

观点。 第三，重点谈一 谈，大数据对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带来什么挑战？大数据

带来的挑战特别多，对补会学研究而言，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一、什么是大数据?

首先讨论大数据到底是什么？

大家听的很多，了解的却不是特别系统和具体。 对补会学家而言，最熟悉

的是社会活动。 我称之为人类活动的造痕。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痕迹。

考古学研究在各地挖墓，挖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人类补会生活留下

的痕迹，我们拿它作为证据，探讨当时的社会生活。 历史中，人类社会生活留

下的痕迹绝大多数都消失了，挖出来的墓，在整个人类墓 地的亿分位数都不

邱泽奇，北京大予杜会予系教授。

3



实证社会科学（第六卷）

到。 因此，如果你说你掌握了过去人类社会的多少痕迹，我觉得于万不能大胆

讲，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掌握了多少。

我举 一个例子，譬如周原。 我有一个博士生，我让他回答一 个简单却不能

简单回答的问题：中同的村庄为什么二千年不散，如今却突然就散了？在过去

二千年里，村庄始终是人类补会生活、人类聚集生活的一 个状态。 我希望他借

助考古数据来做。 北京大学考古学文博学院 一 直在探索陕西省的周原遗址。

周原，过去三千年来一 直有很多村庄，如今依然还是村庄状态，但很快就会消

失。 三于年来，村庄生活留下了痕迹。 能够保留下来的痕迹，通常被称为证

据。 考古学、历史学都用证据，社会学也用证据。 社会科学其实都用证据。 这

些证据，通常也被称为数据。 不仅考古发现是人类活动的数据，历史档案也是

人类活动的数据，譬如人口普查。 不少人以为是美国人发明创造了人口普查，

其实不是。 中国在两于多年前 “ 废井田、开旰陌 ”就开始登记人口了。 在两千

多年的行政历史里，户口登记是一 项重要的、涉及众多公共事务的制度。

数据既然很早以前就有了，怎么就冒出来大数据了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实时地网络化汇集、网络化存储和网络化运用人类行

为的痕迹，这才构成了大数据。

什么叫大？麦肯锡从行业和业务以及价值链的角度给了一 个定义，说大

数据是生产力的来源。 如今，各行各业都在讲
“

互联网＋ ＂，“

互联网＋ “ 背后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可能容易忽略，叫“ 数据驱动 ”。 在社会学研究中，过

去，我们很熟悉 “

理论驱动 ” ；现在，数据驱动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概念了。

麦肯锡定义的关键点叫消费者盈余浪潮。 过去，我们从石油里找财富，后

来从机器里找财富，再后来从其他东西里找财富，现在可以从数据里来找财

富了。

其实，业界流传的故事说，”大数据”概念是从 IBM来的。 从学术研究的

立场出发，可以对大数据概念的出处存疑。 不过，IBM的确用4个维度给大数

据概念下了一 个明确的定义：数量(volume八形态(variety)、价值(value八速

度(velocity)。 我认为，这是从数据出发的定义。

学术研究通常要按照学科规训理解，我也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给大数

据概念一个定义：痕迹数据汇集、存储和运用的并行化、在线化、生活化和补会

化。 前面我之所以交代痕迹数据，希望说明的是，数据从来不缺。 大数据是把

过去数据的汇集、保存、利用方式做了一 个很大的改变。 不能说颠覆，现在颠

覆为时太早，但它的改变确实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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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存储和运用的并行化是一个计算机和网络科学的概念。 什么叫并

行？其实很简单，北京四环上的四条车道同时跑车就叫并行，如果只有一条车

道跑，就不叫并行，叫串行。 并行，指同时运行 2个或多个线程。 在计算机学

科里叫线程，在交通学科里叫车道。

在线化也是一个计算机和网络科学的概念，指始终在网络上，数据的汇

集、存储和运用都是在线状态。 补会学的 人都知道组织结构的科层制特征。

可是网络里的组织结构则不同，总体上看起来是科层制的，实际运行却是网络

状的，且不同的网络结构混杂在一 起。 在线化意味着数据的汇集、存储和运

用，都在混乱结构的网络上。

生活化则是一个补会学的科学概念，是说数据的汇集、存储和运用已经渗

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 处不在、尤时不在。 不仅生产活动在汇集、存

储和运用数据，如企业产品生产、商店产品销售；生活活动也在汇集、存储和运

用数据，如大家日常生活对计算机、手机、网络、家用电器的使用等。

社会化也是一个社会学的科学概念，指社会的大多 数成员都参与了数据

的汇集、存储和运用。 系统和科学地搜集数据，是补会学的专长之 一。 过去，

都是巾机构、科学家去搜集。 如今，旬个人都是数据提供者、存储者，同时也是

数据的运用者。 譬如导航，你在运用道路数据的同时，也在提供和存储道路

数据。

不过，理解痕迹数据汇集、存储和运用并行化、在线化、生活化和社会化的

前提是理解IBM 概念的4V。 下面，我先沿着IBM 的4V 概念做 一个简单的

说明，让各位对大数据在外观上有一个感知。

首先是量。 大数据指其超出了任何个人在可接受的时间和范围内汇集、

存储和运用数据的能力。 我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201 2年，单一 数据集已经从

兆级(MB), 跃升到TB级，从MB到TB, 中间还有 GB。 如果谈大数据，至少

是 PB级数据。 任何个人计算机、小型服务器、大型服务器，没有单机可以处理

PB级数据。 为汇集、存储和运用数据，并行化和在线化是其目前的解决方案。

在进 一 步讨论前，普及 一 下信息计姑单位。 字节(bytes)是基本计批单位，

相当千货币里的一 分钱，旬满l 0 24个单位，向上提升 一级，上一级为KB, 之

后有 MB、GB、TB、PB、EB、ZB、YB、BB、NB、DB 等，简单地说，以2 的10次方

晋级。

从直立行走到2013 年，整个人类积累的可利用数据最大约为5EB, 可

2013年生产的数据最却达到了800个 EB。 据统计，全球90%的数据是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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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两年生产的，其中社交网络、传感器、科研、金融都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

几乎是每两年数据姑翻 一 番。

其次是形态。 传统的调查数据通常是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也是一 个

计算科学的术语。 如果熟悉 SPSS, 就比较容易理 解，通常可以形式化为 一 个

二维表，第一行是变址（又叫字段），从第二行开始到结束，就是每 一 个变最的

案例值，形成了一个规整的变最值矩阵。 熟悉调查数据的都知道，如果一个值

没有对应的变最，就麻烦了，没办法处理了。 结构化的特点就是这样。

大数据不是结构化数据，是混合形态的数据。 什么叫做混合形态数据？

指既有结构化数据，也有其他形态的数据。 结构化的数据指各类结构化的数

据库表，工业计算和科学计算常见的都是结构化数据，像甲骨文和ERP都有

自己的结构库表，随时可以通过输入字段查询，比如说在北京大学要找人，找

郭志刚，依据结构库表的约定，输入郭志刚三个字的首字母马上可以定位到郭

志刚。 逻辑是，在姓名字段里给了两个值，一 个值是郭志刚的汉字，一 个值就

是郭志刚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也许GZG三个字母对应很多人名字，其中
一 定有郭志刚，这是结构化的。

大数据不完全是结构化的，有 一 部分是结构化的，如姓名、账号、存款余

额、消费记录等等，但大多数是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日志，查了几回，刷了

几次卡，每次在哪里刷的，不是结构化的，刷了多少钱却是结构化的，刷了几次

不是。 每一位用户都有使用H志，有的还有音频，比如说微信中的语音，音频

数据不是结构化的，图片不是结构化的。 用户应用活动的很多数据都是非结

构化，这就让数据变成了混合形态，这是不同千传统数据的非常重要的区别。

接下来，从商业视角来看数据的价值。 传统的数据通常是分析目标导向

的数据，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 譬如我做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 非常

明确，搜集与人类社会生活、未来成就、幸福相关联的各种变量数据，有非常明

确的价值指向。

大数据是记录导向的，是一个颠倒。 大数据是为了技术活动、获得人类社

会活动的痕迹而记录数据，获得是造痕者留下的并行数据(parallel data); 不

是为了解释某个现象、分析某个结果来记数据。 在数据获取上，这又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变化。

影响这个变化的因素，第 一是记录的便捷化，无须研究者花钱花资隙去搜

集数据，每一个用户自己就主动提供了数据。 第二是存储的便宜，存储的价格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呈指数曲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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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大数据不是有目的的测鼠，而是造痕者留下的痕迹，因此，它的价

值密度与补会学的调查数据比较便低得多。 如果希望用大数据来证明什么，

就需要从数据中去挖掘、去发现，而不是用假设检验的方式来检验。 跟传统的

调查数据比较，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 通常认为，大数据价值密度比较

低，从商业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从学术角度，却不一 定。

最后，非常重要的特征是速度。 传统的数据，从设计、调查、清理到可用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 举 一 个例子，1887 1890 年，赫尔曼 · 霍尔瑞斯为统计

18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发明了读卡机，把原本需要8年人口普查活动用一年

的时间完成了。 再譬如CFPS, 发动了几百位访员，用计算机采集数据，从调查

结束到可用也用大概2年的时间，其中数据清理的时间非常长。

大数据，那么大的量，怎么处理'?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此外，大数据不同

千传统数据的另 一 个特点是没有数据概念，只有
“

数据流 ” 概念。 这是社会学

研究需要换脑子的关键点。 什么意思呢？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记录，没有
一 个时间节点的数据是完整的数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以完整数据为目的的

数据，旬时旬刻都有数据可用，也都有它的约束性。 其中的一 个约束性是，它

不是针对具体研究间题的可用数据。 如果要研究 一 个问题，可以截 一 段数据

出来，却不是马上就可用的数据，而是可以挖掘的数据。

不管大数据有什么样的特征，本质上，它还是数据，是人类补会生活包括

私密生活留下痕迹的数据化。 痕迹数据变成大数据有一 些条件。 第 一 个条件

是行为的监测化，一 旦造痕者的行为与数字化设备关联在一 起，就具有了可检

测性，比如说银行数据、社交数据、健康数据、家居数据等等。 很多人喜欢戴手

环，手环就是一 个监测设备。 如果你有什么自己不愿竟让人知道的行为，建议

你最好把手环摘掉。 手环，不仅可以监测你的身体参数，也可以记录你活动的

地理位置参数。

第二个条件是监测和检测的网络化。 如果只是局部监测，间题不大，天

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已。 一 旦监测设备具有网络功能，监测活动便让任何造

痕活动变成了网络活动，甚至是在你不知情的前提下。 比如说手机，现在每个

人都在用智能手机，你们把设备上的位置选项打开看 一 看，默认状态是开启

的。 你说不愿意让自己的活动变成网络活动，问题是设备的功能你不一 定完

全了解，它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把你的活动变成网络活动，监测的网络化就是补

会活动的网络化过程，也是这个世界的连通过程，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微信的朋

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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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是网络的数据化。 如果仅仅是造痕活动的网络化倒也罢了，

最多是知晓范围的扩大。 问题是，网络化的过程也是数据化的过程。 造痕活

动的网络化首先是活动的数据化，其次是活动数据的网络化。 单个节点的数

据，常常不具有补会意义，节点数据的汇流便让造痕活动具有了补会意义。 比

如说，某个老师旬周到办公室来两 次，根据GPS信息，可以知道他什么时间

到，什么时候离开，中间离开几次。 如果这个老师有一 个特别去处，旬周固定

的时间都要去。 作为同事，我不知道，可手机运营商完全了解。 依据也是这个

老师手机提供的位置数据。 当把所有人的位置数据汇集起来，可以知道的事

情就多了。 不仅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有特别的去处，也可以知道每个的生活习

惯、工作习匮身体状态等等。

大数据其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相伴随，与网络同在，与社会一 体。 我想，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大数据。

简单归纳 一 下，大数据，形态是数字化的、非结构化的、在线的、流动的数

据；容量都在PB级以上，是单个计算设备无法处理的数据；来源，不是专门搜

集的数据，而是与行为相伴生的、通过传感器、设备获取的数据、通过网络汇集

的数据；不过，并非系统、也非完整的数据。

对补会学而言，大数据是一 种新的研究数据来隙，一 种永不停歇流动的数

据，目前还不是对过去其他来源数据的全面替代。

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大家了解、体验一 下什么是大数据。

2014年双十 一。 阿里自己造了一 个云，叫OOPS云，这个云和世界上其

他云不一 样，用几十万台个人电脑阵列，运行着自己的系统，在6个小时内处

理lOOPB数据，相当千处理一亿部高清电影。 在零点以后，支撑了每一 秒有7

万瞬时订单，让5万个人同时抢1千件商品不超卖；3分钟成交额10 亿人民

币，不出任何差错；在570 多亿的交易中，支持了24 3 亿的交易额在手机上完

成，产生了2 .78亿个物流订单；全球有217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交易。 这些事情

如果不了解的，甚至都不敢想象，而且都是智能化的。

阿里还造了一个数据系统，叫聚石塔。 这个聚石塔干什么呢？直接管订

单，201 3年的双十 一 只有75%的订单在聚石塔上处理，没有丢单；2014年处理

的比例上升到95% ;2015年的双十 一，估计全部都在这上面。

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实时发生，也在实时处理。 发生的便成了数据，处理

的也是数据。 流动着的数据量，是传统社会学想象不到的量级。 能够完成这

些丁作的就是计算能力，这个能力是人类在两年前都尤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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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数据和补会学研究打关系吗？

接下来讨论大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有没有关系？我的观点是：有关系，目前

还没那么紧迫。

咱们都是社会学的老师和学生，却常常“ 只缘身在此山中＂，忘记了社会学

基本范式的差别。 为理解大数据与补会学研究的关系，需要简要回顾补会学

的基本范式，然后再说明，如果大数据与社会学研究有关系，那么，与什么范

式、有怎样的关系。

在补会学的想象力下，我把补会学的基本范式分成 二大类，与传统区分的

实证、诠释、批判，不大相同，纯粹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第 一 类，我叫做思辨的

社会学，比如说帕森斯(T. Parsons)的宏大社会系统，甚至福柯(M. Foucault) 

的多种理论，甚至吉登斯(A. Giddens)的补会结构理论等。 这些补会学大家，

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 基本上可以完全隔绝数据。 再譬如布迪厄(P.

Bourdicu), 早年做教育社会学研究时用数据，后来也不怎么用数据了，抽象

了，思辨了。

第二类，我称之为诠释的补会学，从胡塞尔CE. G. A. Husserl)以降，舒茨

(A. Schutz), 甚至到格拉霍夫CR. Grathoff), 这些人都围绕竟义在做研究。

对他们来讲，一个现象本身的代表性是没有岂义的，他们观察的是一个现象本

身，要阐释这个现象的意义，他们认为的意义。 他们也可以不用数据。 不过，

我认为对意义的挖掘也会面对意义补会性的挑战。

第 二类，我叫做实证的补会学，源千法同年鉴学派和美国补会学对帕森斯

的反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如果要在实证补会学

与前两类之间进行区分，很简单，有没有假设检验是一个关键特征。 实证社会

学强调假设检验，强调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假设。 巾千在检验中要使用数据

和统计方法，也因此被贴上了“ 定性” 或 “ 定阰 ＂的标签。

大数据与社会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最后一 类。 实证社会学离不开数据，不

管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什么形态的数据。 刚才说，实证社会学在二战以后有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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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发展，大家可以看 一 个趋势。 我用了两份 文献， 一 份是普莱特的一 部著

作工她对美国社会学三份主流期刊(ASR, AJS, Social Force)的研究显示，

1915 1924年期间，3 5%的研究用个案，5 3%的用统计；19 5 5  1964年期间，

用个案的下降至18%,用统计的上升到76%, 其中ASR 和AJS 基本上排除了

纯粹的社会理论文章，只要涉及社会事实的，都要有数据，不管是什么形态的

数据。 一份是中国的文献，北大补会学系的林彬教授和他硕士研究生王文韬

的研究显示，2000年，实证化的趋势在迅速加强CV。 现在的（（补会学研究》没有

证据的文章基本上发不出来。

对经验事实的刻画需要测械，对理论假设的检验需要测酰数据，实证和数

据密切地关联在一 起，实证研究需要数据。 可是，当我们对数据本身进行系统

考察时却发现，数据并非因研究需要而产生。 我的观察和探讨显示，数据最早

源千管理活动的需要，后来慢慢地渗透到了补会科学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实证

社会学的研究。

实证社会学过去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活动。 二战以后，密歇根大学

建立了补会研究院(JSR), 调查数据开始逐步成为补会学研究的基础设施。 在

运用悯查数据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中，还有过一 场辩论。 基什(L. Kish)认

为，与其花很多的钱进行人口普查，不如花少鼠的经费进行抽样悯查。 基什把

自己对抽样调查的思考和想象，在世界各地传播，他也到过北京大学，我记得

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门在北京大学讲了 一 周的抽样调查，我学了整整
一 周。

调查数据还是社会学家手里的一 类资源、一 种权力。 在大数据之前的数

据，主要有 二个来说，分别代表了 二种资源和二个群体中手中的权力。 第一是

行政数据，各个政府掌握了身份数据、流动数据、登记数据、家庭数据，等等。

第二是商业数据，譬如过去几百年的金融数据，都在商业公司手里。 补会科学

家到20世纪30年代才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开始找数据、调查数据、运用数

据，在搜集和运用数据的经历中，也认识到数据是研究者手中的资隙，是让补

会学声音具有独立性的支持力最。 进而，与行政数据和商业数据一 起，形成了

二足鼎立之势。

门） PLATT, JENNIFER.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l!J20— 1960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V 林彬，干义韬对当代中国补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力法的分析勹反思 90 叮代籵会学经聆
研兖论文的内谷分析[J]. 社会予研兖，2000((i),'l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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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痕迹数据的一 种，与实证社会学研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哥德

尔和梅西2014年的文章认为，数据脚印是社会学研究的挑战，同时也是机

会门）。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读一 读。 我则认为，总体来讲，大数据的确给社会学

研究带来了挑战，不过，现在还没有直接构成威胁。 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呢？接下来，我们做一 些讨论。

三、 大数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r什么挑战？

（ 一 ）还需要做调查吗？

我想，人们有兴趣的第 一 个问题是，还需要做调查吗？数据来源于间题。

的确，大数据无须调查，只需选择。 数据调查是有目的、有研究假设的数据搜

集和研究活动。 对千大数据而言，没有任何人做研究假设，也没有任何人有能

力做大数据的研究假设。 在这个意义上，与调查数据关注如何搜集数据不同，

对大数据，对研究而言，关注的是如何应用数据。

前面讨论过大数据的特征，使得个体研究者不具备接触大数据的机会。

对大数据的应用，现在主要是机构性的应用，尤其是商业机构，商业机构站到

了第 一 线，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应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 流的。 阿里有人曾经

在一 个内部会议上说，如果不顾及中国，不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完全可以把

中同的银行淹死掉。 为什么呢？阿里手里有超过四亿消费者的金融信息，他

知道谁要买什么，怎么买，花多少钱，大概什么时间段买。

与商业应用不同，学术研究还没有走到PB级数据的台阶。 如果有谁告诉

你说他在用大数据做研究，你先间问多大的数据阰。 一 个问题，你就知道他是

不是用大数据在做研究。 对大数据，补会学家们既然没有可及性，或许也没有

相应的技能，还能干什么呢？就我所知，自称在用大数据的，通常是大数据中

的数据。 社会学家不是像网络科学家和计算科学家那样，把建好的模型直接

放到网络上运行，譬如百度导航的交通状况，而是从大数据中截取了 一段数据

在做研究，是大数据的一 个小样本。 即使如此，也与传统的曲查有了很大的区

别。 我们依然可以把这样的数据看作是调查数据，不过，有诸多的不 一 样。

CD GOLDER, SCOTT A, MICHAEL WM. D屯ital Footprin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Online Social Research[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4(4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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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传统的曲查数据是访员询问受访对象，搜集数据；现在没有访员了，而

是让机器自己汇集数据，研究者直接挑数据。

我举几个例子。 第 一个是哈佛大学金教授(Gary King)及其同事做的一

项研究门）。 他们用社交媒体的数据来观察中国的沉默表达。 数据从哪儿来呢？

用网络爬虫直接从不同网站爬数据，获得了1 382个补交媒体网的数据。 这项

研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是我做的一项研究。 2012 2013年，我跟淘宝做了一个好玩的研

究，没有写文章，有一 份很有趣的报告。 淘宝希望了解店家的成长可能性，譬

如年销售额10元的是不是可能做到100万 ，我希望了解谁在开网店』。 我们

从600万个淘宝店家数据中抽取6万个店家。 从大数据中提取了6万个店家

的交易数据，还对6万个店家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 我得到的结论是：居住在

沿泡、城镇、年轻、中高学历、家境殷实、价值观居中的人在开网店。 一 年换三

分之一的店家，能够坚持干的人，是用淘宝来谋生的人。 在所有店家中，二分

之 一玩票，三分之一 投机，三分之 一谋生。

第 二个例子，是我指导并参与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并行数据，我们发现
一个调查行为：H意答勹。 什么叫噫答？噫答是指，调查员找到了受访对象，并且

跟受访对象聊了半天，不过，不是按照访间规程询问和填答，而是根据闲聊获

得的信息，凭借自己的猜想代替受访者填问卷。 这种填答作弊的方式，在传统

的调查质阰控制中是发现不了的。 并行数据对访问行为的记录，让研究者有

机会在访问行为数据挖掘中获得一种快答模式，通过对访员的询问，才获取了

腋答作弊模式。

这 二个例子都说明，即便是大数据中的数据，对补会学研究而言也是重

要的。

（二）大数据来自哪里？

如果想做研究，从哪里可以获得大数据的数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首先需要知道大数据到底来自哪里？

CD KING G, JENNIFER P, MARGARET E, et. al.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J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B,107(2) :'l2Ci -4' 

｀ 行网I搜索 “ 谁打月网店 ” 即可以获得研究报告的各种版本。

CJ) 严洁，邱汗奇 勹丁钡效果[J]. 补会学研究，

2012(02): 168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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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个是传感器。 2005年大约是1.31亿个，2010年 增加到了 30亿个。

总数是多少，不知道 。 因为，传感器的用途越来越广泛。 什么叫传感器呢？马

路边上的各类探头，刚才讲到的 手环、手表、手机 、电脑、汽车、空调、电饭堡、插

座、灯等，只要是器具，都可以变成传感器，任何可以做数据监测、整合、传输的

丁具都是传感器。 不过，它的基本原理来自射频原理 ，所以叫射频传感器。

第二个是互联网。 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我们了解 到谷歌每天要处理大

概 24PB 的数据，百度每天新增10TB数据，处理 lOOPB。

第二个是补交网络，像Faccbook旬天要 2 3TB, 推特每天7TB, 腾讯旬天

大概增加 200~300TB,数据总 最大概lOOPB。

第四个是电信。 中国移动产生 10TB以上的 话单数据、30TB以上的 日志

和100TB以上的信令数据。 其中，话单是结构化数据，有姓名、接入基站、通话

时间、计费等，是结构化 的数据。 但H志不是，日志是非结构化数据。 信令也

是非结构化数据。

第五个是金融。 每一个交易周期，纽交所捕获的数据最 只有1TB,没有很

大 的数据最 。

第六个是网络销售。 淘宝每日订单最大概1 000万，阿里巴巴已经积累的

数据超过lOOPB。

第七个是科研。 比如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强子对撞机每秒产生大约

40TB数据。

第八个是政府 。 美国政府大概拥有 800PB以上数据。 在 美国，除了商业

公司，美国政府大概是第二位拥有海最数据的数据源。

分行业的列举，只是希望给各位一 个印象，从比较中认识到，与传统的三

足鼎立之势比较 ，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 ，尤其 是社会科学的数据星是非常

可怜的 ，你想找一个PB级数据的机构都找不到，几乎没有。 要找一 个PB级

的 补会学研究数据，我估计你在全世界都找不着。

为进 一 步让各位了解数据的来隙，给大家两个图示。 第 一幅（图1)是一 分

钟在因特 网上有多少事(what happens in an internet minute), 第二幅（图 2)

是一天的每一 分钟互联网上人们做什么(every minute of the day)。 两幅图，

大家在 网上都可以找到。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苹果，一 分钟会有4.8万

个APP被下载，你就知道数据址有多大 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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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一 分钟在互联网上有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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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的挑战到底在哪里？

我的观点是，大数据对千调查数据的挑战取决千它对调查数据的替代程

度和扩展程度。

常用的调查数据，是小数据。 大数据跟它有交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

两个数据都是可用的研究数据。 对千补会学研究而言，至少是现在，我们用大

数据的机会非常小，我们没有大数据。 好在，我们还有小数据。 接下来的问题

是，两个数据的交集重叠的部分会怎样发展变化（参见图3)。 如果调查数据完

全被取代，则社会学研究的技能包括思想便需要重来，这将是最大的挑战。 否

则，社会学研究还可以依据小数据继续发展。

图3 大数据、小数据与研究数据的关系

大数据对小数据的替代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传感器的应用， 一 个是算

法技术的发展，两者的发展都会直接影响社会学未来的发展走向。

对千调查数据而言，譬如人口普查、民意调查、补会调查、健康调查，等等。

这些调查通常用千做什么呢？对个体，用于研究人的行为、健康、教育、成就、

幸福，大概就是这些事；对群体，用千研究群体的行为、结构和动态；对补会，研

究补会的状态、结构和动态。 大数据对补会学研究的影响在千，大数据有没有

可能替代悯查数据用千我们要研究的内容。

那么，大数据可以用千什么研究呢？譬如补交网是人的基本人情网络或

人际网络；然后生活网，买东西、卖东西、刷卡；丁作网络，每天上地铁、上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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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面用电脑；还有健康网，大家手里戴的手环，等等。 貌似个体和群体的

数据都在了，只是这些数据现在都在商业公司手里，不在研究者手里；而且，只

要不与商业公司发展利益发生冲突，商业公司也不在意学者们在说什么。 还

有，这些数据还没有互联互通，如果互联互通，商业公司的力最将更大。 万物

皆比特气数据就在那里了，只是看怎么用、谁在用，最重要的是，补会学家们有

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这些数据。

未来补会学研究对数据的利用，除了取决千机会和能力，还取决千数据化

覆盖的范围。 如教育，在线教育，大家现在可能还没有感受到危机，坦率地说，

危机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各种内容产业的兴起就是对教育屑移默化的挑战。

如健康。 未来的健康将是完全数据化的健康。 中医，过去是望闻间切、号

脉，现在中医也依靠检测设备，也依赖数据了，西医的检查数据，中医一 样要

看，看完了中医给另外 一 个解释，不是西医的解释。 从穿戴式设备到专业补

会，都在把人类的健康状态数据化，不少商业公司都在这个领域努力，包括互

联网尸头们。

如物联网。 什么叫物联网？大家不要误会了，以为是物流。 物流不是物

联网，物流传递叫物流网。 物联网指器物之间的连接与互动。 谢老师手里拿

着手机，说我马上要回家了，把家里的空调打开，手机上有空调的应用，按 一

下，通过网络，指令就传到了家里的空iflr]上。 万物之间的连接和互动，就是物

联网，是未来补会补会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其中一个，就是无人机。 尤人机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从军事到民用巳经非

常普及了，最近有几个小伙子在深圳搞了 一 个四翼尤人机，是做拍摄的。 其

实，不止做拍摄，什么都可以做，有 一 部电影大家可以看 一 下，是 一 个真实故

事，讲在美国佛罗里达有一个军事基地，在这个基地里面驻扎着一 批无人机空

军。 他们干什么呢？像运用游戏操纵杆 一 样，操纵无人机。 在阿富汗、也门，

实施粕准轰炸。 里面有一个镜头很有意思，里面有 一个阿富汗塔利班成员，那

人是一个独狼，经常干坏事。 他隔段时间会跑到一 个人家里强奸女人。 操纵

尤人机的上校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时很郁闷；第二次，也放了他；第三次，他预

估这个人又要实施强奸了，便对操作员们说，没事了，你们休息吧。 他 一 个人

操作二台机器，把这个人干掉了。

操作尤人机，运用的就是物联网。 社会学研究通常只关注社会的逻辑，不

门） 侬奶斯· 格古克儒队简史[M]高1叭译北京：人民邮屯出版社，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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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器物之间的逻辑，可如果不了解器物之间的逻辑，未来我们就无法理解社

会，这也是对补会学研究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硬件，智能硬件。 任何硬件都有它的智能特征，只要可计算，背后都带

着智慧。 智能空调是硬件，尤人机也是硬件。 补会学家们无须像计算、网络、

工程学家们那样精通硬件，可也不能不了解背后的互动逻辑。

如工程。 现在很多工程都不用人干了，直接用数据来干了。 举 一个例子，

比如说手术，过去的手术都是靠医生操作的精准度；现在，手术的 一 半要借助

仪器，未来可能完全用机器人了。 比如说切半页肺，病人躺在手术床上，马上

开始3D扫描，把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网络，大数据开始调集所有相关案例数

据，医生输入一个参数，如病灶在什么地方，从哪儿切到哪儿，机器人便开始操

作，把你胸打开一个口子，直接把东西切完，止血之后，把打开的口子缝上，手

术就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建筑丁程也一样。 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的智能丁程机械在从事建筑活动。

制造也一样。 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就是智慧制造。 大家于万不要想象

着，那只是制造业升级，不是，那是用智能替代人的一个过程。

还有农业。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农场工作，旬年有二个月时间需要飞

机洒农药，我在飞机上干了两年，旬年干一两个月。 干什么呢？帮助飞行员洒

农药。 飞行员说，你打开阀门，我就打开阀门。 农用飞机，机舱温度高达40多

度，热得要死。 现在，都是无人机。 无人机一 航拍，说产鼠怎么样，什么地方有

虫灾，什么地方有病灾，该怎么洒农药和施肥，清清楚楚，农业也完全改变了。

这不是简单的互联网，而是多种科学数据的联合应用，背后都是数据之间的

逻辑。

再说金融。 大家最有兴趣，昨天股票跳水将近7%。 其实，谁知道股票会

跳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人都知道，证监会也知道。 事先他们都知道，只是鉴

千交易规则不便透露而已。

简单地说，大数据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是完全彻底的。 回到第 一个问题，

还要不要调查的问题，除了前面分析的交集的面积大小、大数据对小数据的替

代以外，还有两个概念，分享 一 下。

第 一个是
“

转换
＂

，转换数据、转换思维。 数据来隙完全变了，不是要你去

调查，或者说，需要调查的越来越少。 补会学家们掌握在手里的资隙越来越少

了，山资源带来的权力也越来越小了，我们不得不转化思维，学习与有资源的

行动者合作；不得不转换技能，学习如何利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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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
＂
替代

”
。 数据的来源完全变了，有可能未来完全不需要做大规

模调查了，可能个别小事情需要做悯查，曲查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下降将是一 个

大趋势。 社会学家作为一 个科学群体可能会像社会学家曾经掌握的数据 一

样，被其他学科所替代。 补会学原本就是回应工业时代的需要产生的学科，一

个时代结束，或许一 个学科也会跟着被替代。 在过去的一 百年里，学科消失并

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或许，补会学也免不了自己的宿命。

不管怎么样，现在认识这些问题，还不算晚。 眼下，还是要倾注全力，适应

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发展社会学的能力，拓展社会学的边界。

（四）社会学研究范式还有用吗？

刚才讲，大数据对社会学的第一 个挑战是：还需要社会悯查吗？通过上面

的分析，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第二个挑战是：补会学研究范畴还有用吗？

我尝试着回答。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一本书，叫（（大数据时代：生

活、丁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门）。 大家要读英文标题，英文标题橙色部分叫
“

革

命
”
。 什么是革命？他自己提了一 个，抽样、精确、因果这三个过去我们为之努

力奋斗的范式，正是革命的对象。

是不是真如此，我觉得，可以争论。 不过我认为，这至少是一 个信号，值得

社会学家们认真讨论，因为从事实证社会学研究的人最熟悉这一 套。 我的问

题是，大数据对补会学研究的影响，难道真的与调查数据的基本假设不一 样

吗'? 在曲查数据的时代，我们用假设检验。 如果真的要从假设检验转换为大

数据的总体归纳，这两者之间难道一 个是自天、一 个黑夜吗'? 我觉得不是，两

者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家知道，自然科学用的是重复检验。 我学生物学出身，生物学研究的要

求是重复检验。 你说某 一 个规律存在，至少要做 二遍，得到的参数不超过误差

值，就说明规律暂时是存在的、逻辑暂时是有效的、模式暂时是有效的，否则你

就得重新思考，重新做。

社会科学没有重复检验的基础和条件，故，我们做假设检验。 不过，我认

为，即便是归纳的模式也要满足重复检验或（和）假设检验的基本要求。 运用

大数据的社会学研究，我认为，其范式也许重在发现，而不是重在推论。 但是，

山 绯克托· 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 丿十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仵勹思细的大变革[M] 盛

杨妇，周凶，译杭州：浙汀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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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目标没有变，我们还是要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

大数据分析的一 些技术性技能是补会学研究缺乏的，我快 一 点过了。 尽

管对理解大数据和小数据之间的范式差异非常重要，山千社会学家们通常对

技术问题兴趣不大，为了不至千让各位打眙睡，我还是过快 一 点。

刚在说大数据分析重在发现，而不是重在推论，在方法上也有证据。 大数

据的非分析目的性，让对大数据的利用在方法上重视数据挖掘。 什么叫数据

挖掘'? 简单来讲说，就是从杂乱的混合数据中发现有竟义的事物之间的模式

和规则。 挖掘是针对大数据分析的 一 个基本策略，但不是具体方法。 我简单

介绍 一 下什么叫做大数据挖掘。

大数据，首先是乱的。 面对混乱，怎么办？大数据挖掘有 一 些基本的步

骤，就是混乱的东西先归类，再降低它的维度，降为若干类别以后，便让大数据

和调查数据的形态差不多了（见图4)。 图上有四个步骤，第 一步拿到数据，非

结构化的和结构化的混合数据；第二步梳理数据，用HPCC, 高性能计算系统，

通过映射 降维(Map-Reduce),把混合数据就变成分类数据，可分析数据；第

三步分析数据，作模式分析，获得初步的结果；第四步应用结果。

Big 
Data 

copyFromlocal copyTolocal 

图4 数据挖掘的基本步骤

我们把这幅图的步骤归纳 一 下。 做大数据分析，第一 步获得数据，通过映

射 降维，形成可分析的数据；第二步选择要分析的降维数据，选择变量，降维

以后的数据变最是可选的；第三步进行数据变换，比如说数据类型的变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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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模式的变换等等；第四步模式发现，数据挖掘就是要发现模式；第五步模式

评估，对已经发现的模式，评估其信度和效度；第六步知识表达，补会学的最终

产出在这（见图5)。

厂
换｀昌，

图5 数据挖掘流程

虷然，数据挖掘跟补会学研究一样，也有描述性研究，也有预测性研究，描

述性研究同样是探讨特征、探讨属性。 预测性研究同样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分析的描述性研究，大概是四大类丁作，第 一 是做特征分析，特征

分析就是点分析。 第二是做关联分析，可以理解为双变最和多变量之间关系

的分析。 第二是做聚类，聚类主要是做多特征的综合聚类。 最后是做离群点

分析，调查数据叫极值，在大数据里叫离群点，两个不一样。 描述性分析的目

的是什么呢？也是用数据刻画，获得研究对象的数字画像。 比如说要描绘 一

类人，性别身高、生活规律，比如每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深睡时长、醒着的

时长，做噩梦的时长，都可以用数据刻画。

简单介绍 一 下特征分析。 特征分析类似于针对调查数据做的单变扯分

析，刻画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譬如手机用户的年龄、性别、身份、行为、消费偏

好习惯、表情等；淘宝店家的年龄、性别、身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微博传

播的网络结构如星形网络、结构洞网络等。

关联分析，类似千调查数据的双变最、多变最分析，是基千事物不同特征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不过，其分析的基本思路却大不相同，以颜繁项集为例，

其基本思路是：将某个频繁项集Y划分成两个非空的子集X和(y X), 使

得X--+(Y X)满足置信度网值。 如果规则X--+(Y X)不满足置信度阔

值，则类似千X1
--+ (Y X门的规则，一 定也不满足置信度阀值，这里，Xi是X

的子集。 根据这 一 特征，假设山频繁项集{a,b,c,d}产生规则，且规则{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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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具有低置信度，则可以丢弃包含a的所有规则。 有点晕了，对吗? 不

晕才怪，这是计算思路，不是补会学的假设检验思路。

用一个例子试试。 比如说，只要发现某教师哪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了，可预

测其要出门，这就是频繁项集的应用。 注意，数据挖掘会运用其既往早起后的

行为预测其会不会出门，并给出预测正确的概率。

聚类分析，原本就是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一 种，用分类原则，筛选因

子，减少变量的数量，又称“ 降维＂。 在数据挖掘中，点集数据是适合聚类分析

的数据类型，通过聚类，让原本混杂的数据归入各自的类。 再强悯 一 遍，对大

数据的聚类分析，采用的依然是计算思维：可算，计算有效率。

接下来看看预测分析。 预测分析的技术对我们来说复杂了一 些，这里不

讲。 只讲与调查数据分析根本不同的部分。 曲查数据是先建模，再搜集数据，

最后检验模型。 大数据分析是先有数据，建模的基础是数据，因此被称为数据

建模。 数据建模是基于数据归纳的，在数据里发现、挖掘，通过描述性分析建

立简单模型，用简单模型让机器学习。

还是举刚才的例子。 某个老师旬周有哪几天早晨五点起床，机器可以预

测他到学校来，还是到另 一个地点。 也许会有离群点，不过没关系，机器会自

动调整预测概率。 经过一 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和模型修订和迭代，便可以准确

地预测。 如果某老师在周五的早晨五点起床，他到北京大学补会学系办公室

的概率有多大，通常，这个预测是粕准的。 这就是机器学习，不是人干的事，完

全交给机器了。

举一个经典例子，谷歌流感模型。 前面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即使不知

道，网上搜索 一下也可以知道。 我要讲的是，2007年谷歌处理了4.5亿个模

型，最后筛选出 一 个综合模型，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跟随数据的积累，2012、

2013年又修订了新预测模型。 现在，谷歌流感模型的预测比美国CDC的预

测还要准。

大数据的数据建模，通常有两类。 一 类是分类模型，一 类是回归模型。 分

类模型分析事物的类别，关注特征值；回归模型分析变最之间的关系模式，做

预测。

在这个基础上，数据挖掘是多种技术应用。 首先是统计学，郭志刚老师不

会失业，统计学你得继续教，没有统计学知识，大家玩不转。 其次是算法，如何

让机器可计算和计算的有效率。 我觉得社会学的学生未来至少要懂 一 些算

法，我们可以不写代码，但不能连基本原理都不懂。 在算法中还涉及 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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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技术如数据库、可视化、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等。

此外，数据挖掘还会用到一 些其他的技术，这里就不多说了。

先说统计技术，运用调查数据的统计技术，描述统计、推断统计、假设检

验、统计模型等，在大数据分析中，技术不 一 定会用到，思想却不可或缺。 大数

据分析最常见的是回归分析。 当然，大数据对统计技术和思想的应用与拓展

也在发展，懂基础是发展的前提。

再说算法，相对复杂 一 些，也是数据挖掘中的核心，他不仅用于建库，也用

千做 所有 与数据挖掘相关的丁作，比如说机器学习。 从初始数据建模到模型

迭代、稳健，都依靠算法的效率。

前天，有个老师告诉我说，早上一来，发现计算机死机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做了一个回归模型。 我间：你做多少？他说，做50步。 50步'? 在大数据

里面是完全小儿科，而且 一个数据鼠级，还记得谷歌的流感模型，初始模型 4.5

亿个！初始建模、模型迭代、稳健化，都需要用算法。

机器学习是 一个新兴的知识领域，知识性问题我不讲了， 直接给大家

例子。

淘宝2014年双十 一，让TCL狠赚了 一 把，原来预订最，TCL预计只有

8%, 机器学习的结果预测 4K电视机会热销，结果是一天上升了60%。 还有

一个更搞笑的，服饰公司A21, 双十 一前通过阿里数据锁定了l 000个老客户，

公司只想试一 下 一 种新的、依据数据的营销方式。 比如说你是A21 的客户，今

年我根本不通知我要给你做衣服，也不要你在网上预定，而是把你的衣服做好

了，直接送到你家门口，如果你认为不错，你就收单；如果你不喜欢或不需要，

就拒收。 结果是：90%的客户买单。

菜乌网络，这是马云2012年说自己退休以后干的事。 这是 一个物流网

络，对不同线路订单的预测准确率也达到90%。 说的是什么呢？各位知道，双

十 一的订单量惊人，如果不事先布置地方性的仓储，是尤法在一 周之内让所有

客户拿到货品的。 问题是，谁知道哪儿的客户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呢？大数

据知道。 依据大数据建模，菜乌网络事先把货品部署到各地的仓储，一 旦有 订

单触发，快递网络便直接从离订单地最近的仓储取货和送货。 2014年，截止到

11月14日下午14点，双十 一 期间的物流已经被签收 4 000万个，双十 一商家

当天发单率达到 20%, 揽收率60%多。 对商业应用来讲，预测的重要性可想

而知。

对千社会学研究，其实没那么着急。 不过，依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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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举 一个例子，百度做的，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徙图。 作这样的图，对

千有大数据的商业公司很简单，可对补会学家们 来说，貌似 一个难题。 说简

单，是说原理的确简单。 手机在中同的苦及率非常高，有能力使用手机的人几

乎人手一部。 手机之间的通话、短信、微信等，有一个中介，那就是基站。 旬 －

部手机只有接入 一个具体的基站，才算是上网了。 每部手机都有唯 一 识别码，

每个基站也有一个唯 一 识别码，运用手机在基站上的移动，就可以定位人口的

迁徙了。 春节期间，百度的人口迁徙图，就是应用这个原理让机器自己做的。

其中，既有统计学原理，也有计算机的算法。

除了人口流动，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还有人类行为。 我再讲 一个例子，男人
一看球，女人就网购。 2012年欧洲杯期间，女性网购成交最上升10%。 真的

是因为男人看球导致的吗? 你必须有进 一 步分析，更加有力的证据。 大家看

图（见图6)'在世界杯期间网购的人 当中，男性所占的比例是38%, 女性所占

的比例是62%, 女性网购的几乎是男性的一 倍。 但怎么就能确认男人一看球，

女人就网购呢？大家再看下面的柱状图，左边的柱子是6月1日的网购成交

最，右边的柱子是6月15日的网购成交最，下面是一天24小时。 6月1日欧

赛没开始，成交最的高峰在晚上9点，就是左边那个气泡标注的地方；6月15

日球赛开始了，成交最峰值的时间往后推了，推到晚上11 点，也就是了右边的

气泡标注的地方。 这就能证明女人真的是在男人看球时网购的吗？是的。 大

家注庖 一下图片最右边的三柱数据，也就是每天晚上10 点到12 点。 在这个

时间段，右边代表6月15日成交最的柱子都比左边代表6月1日成交量的柱

子要高，而这时候正好是球赛最热间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和男人相

比，女人才是网购的主力。 特别是当男人的注意力都在球赛上的时候，自然就

是女人在创造网购峰值了。 要获得这种证据，采用调查方法是比较困雅的，可

对大数据的挖掘来说就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再举 一个例子。 2014 2015年跨年夜的上泡踩踏事件。 大家看下面

的图，图里面的两条曲线一条是地图搜索量，也就是搜索外滩跨年夜的地点；

另 一条是对应的人流积聚址。 通常来说，这两条曲线都是交叠在 一 起的。 而

且人群积聚曲线一 般要略高千地图搜索曲线，就像12月25日至30日这段时

间显示的一样，很平稳，也很有规律（见图7)。 但是大家注意图的最右边，也就

是12月31日这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条代表地图搜索最的曲线迅速

抬升，很快就超过了人群积聚曲线。 然后人群积聚曲线也紧跟着搜索最曲线

爬升。 还有两幅热成像图我没有放上来，人流热度的移动也非常明显，跟搜索

23 



实证社会科学（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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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2年欧洲杯期间的网络成交呈

图完全重叠。 31 B下午的搜索最陡增就已经预示了晚上人流会激增。 可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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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警方并没有注竟到大数据的力最，手里有数据，却不布置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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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上海踩踏事件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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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些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大数据在渗透进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其中的一些方面是补会学传统的调查方法处理不了的，尤论是方法还是时

效，都难以应付的。 但是，在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中，我们又常常看到补会学

研究范式的影子。 它意味着补会学范式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

（五）社会学的优势在哪里？

社会学曾经的优势有调查数据、有分析丁具、有知识积累。 这三块是社会

学最核心的优势。 调查数据、政府数据、商业数据各自有 自己的专业领域，也

因此形成了各自的话语权，也保障了社会学家们的独立性！除了数据以外，保

障补会学家们话语权独立的还有补会学的分析工具和知识积累。 补会学家们

用自己的数据、科学的分析丁具，形成了针对社会的知识积累，形成对社会有

益的一 股力量。

大数据的发展，使社会学曾经拥有的优势变了，社会学家们依然掌握着调

查数据，可大数据对悯查数据的冲击越来越大，调查数据的局限性越来越明

显，大数据对调查数据的替代趋势也越来越强，将来会不会完全替代，现在下

判断还为时尚早。 尽管如此，调查数据的话语权变弱是不争的事实。

补会学家们剩下的优势只有知识积累了。 问题是，知识积累也依靠数据，

在数据受到冲击的前提下，补会学的知识积累也可能会坐吃山空，我想，这才

是社会学研究面对的真正挑战。 未来，社会学如果不能寻找替代，在新的分丁

图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独门秘籍，没有超人的创新能力，面对的结局可

能是大家非常不愿岂接受的，譬如做知识劳丁。 如果我们回顾自己的职业生

涯，有一 条线索非常清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授们的丁作开始逐步劳

丁化，先是做政府的劳丁，帮政府做课题，哪 一个政府找到你，请你做 一个课

题，你高兴得要命。 接下来做商业公司的劳丁，商业公司请你开个会，给你一

两于块钱，你也非常高兴；让你发表 一个观点，你也很高兴。 我们可能从来没

有想过，如何开发自己的脑力、知识力、社会学的知识力，形成 一 股独立的力

最，让补会学家们再次成为一 股独立的补会力最。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

归纳起来讲，如果说大数据对补会学研究有什么挑战，其实不是大数据的

挑战，而是补会变迁的挑战，我们生活的这个补会变了。 补会学的先衵们曾经

面对的是从农业补会到工业补会的变迁带来的挑战，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从工

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带来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基础部分是社会的数据化。

我们的先袒们把握了丁业社会的特征，让社会学成为一个学科；如今，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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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能力把握信息社会、数据化社会的特征，社会学就有可能毁在我们手

里。 因此，让补会学再学习，向补会学习，把握数据化补会的特征，可能是补会

学进 一 步发展的希望。

对从事补会学教育的我们来说，与数据化补会相伴随的更大挑战还在千

教育模式的革命性变革。 这两年教课，我有一 个体会，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看

图（见图8), 上面有各种应用，非常形象地隐喻了一 个学生的脑袋。 他在干什

么呢？数字化学习(e-learning), 这个词15年前在美国开始流行，今天依然

流行。

图8 数字化学习

大家知道大英百科全书是最大的百科全书，我记得，过去社会学系要买 一

套大英百科全书要请示校长，为什么呢？太贵了！可如今，还需要买大英百科

全书吗？完全不需要！维基百科是众多人修订的成果，知识正确率96%, 只要

有错，就会有人修订，只要有错，就会有人改，完全免费，比300部大英百科全

书总量还要大，你为什么还要买大英百科全书？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的情境，大

英百科全书不卖纸版了，也是世界上第 一 个不卖纸版的百科全书。

我用这个例子希望说明，学生的学习方式变了，纯粹的知识性内容，完全

可以通过搜索获取和积累，完全不需要老师，有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还

是错的，为什么要老师。 学生在课堂上之所以需要老师，是希望老师带给他们

在网上搜索不到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相信老师们对这个问题

都有思考，可能也没有直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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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大的挑战在于整个教育模式的革命转变。 挑战不在于你当不当

老师，而在千整个大学的教育模式，整个教育模式的未来，比如说炉级模式还

会不会继续存在。 我举 一 个例子，初等教育的例子，有一 个学生，应该是2011

级的，休学了，自己去创业。 做教育，做了一 个小应用，很简单。 把各地的优质

教师汇集到平台上，学生付费进来。 你说要什么？学什么？系统自动匹配，一

对一 。 这就是一 种新的教育模式。 教育平台，像马云做淘宝 一样。 这样模式

能坚持多久，不知道。 不过，在当下，补会是认可的，他差不多拿到了一 亿多的

投资。 用这个例子同样希望说明，学习在变，初等教育在变。

高等教育难道不变吗？美国人弄了两个课程平台，其中 一 个是斯坦福大

学弄的，叫Courscra, 7 000多门课，我比较大胆，我放了一 门在上面。 如果你

真的有信心，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你讲的不对，立马有人吐槽，这就是教

育模式的革命。 我想，现在只是 一个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而这一 些，都源于大数据作为一 种新的社会资源带来的挑战。

四、 旧 纳

最后，我大致做 一个归纳。

简单来说，大数据是 一 个并行化、在线汇集整个人类补会生活的、包括个

人隐私生活的大规模、混合结构的数据，传感器是大数据搜集的主要丁具，人

类行为，尤论是社会性的还是私密性的，都是大数据的来源。

大数据与社会学研究密切相关，与传统的调查数据不一 定是竞争关系，可

在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了大数据对小数据的替代，也观察到了大数据对数据覆

盖范围的扩展。

大数据给补会学研究带来的挑战不仅在千数据说的替代，更在千补会学

想象力和技能的转换，甚至是扩展。 适用千传统调查数据的补会学能力在面

对大数据时已明显不足，社会学需要拓展想象力和技术能力，才可能把大数据

作为一 种新的研究资源纳入社会学学科。

不仅如此，我认为，大数据带来的更大挑战在千对大学教育模式的冲击。

课堂上，知识性的传授巳经为大数据资源所取代，创造性的启发和智力挖掘可

能是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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