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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现状及优化提升
柴建伟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廊坊 065200）

摘　要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世界，尤其是大数据技术，被誉为“未来新世界的石油”。

大数据技术带来了新技术、新内容、新环境。布局了新业态，形成了规模宏大且极具潜力的产业格局，广泛分布

在汽车、金融、电信、零售等多个领域。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超过六千亿元，市场规模接近七百亿。但是，

中国大数据的人才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人才供给呈现出乏力状态。文章阐述了大数据产业现状，总结了大

数据人才供给现状，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优化提升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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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四五”规划作出了“加快数字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强调积极发展大数据产业，

促进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在如此有效的政

策环境下，大数据产业的人才短板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中国已经超过 600所高校开设了大数据相关专业，

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大数据产业的人才需求。而人才供

给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有效性不足、

培养模式落后、教师的专业素质不足等。而这些问题

都成为影响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的关键因素。因此，

针对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和优化提升的研究就显得尤

为重要。

1 大数据概况

1.1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很多学

者也对大数据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大数据

是社会各行各业所产生的大量结构化和非机构化数据，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沉淀和分析，市场主体能总结出企

业运营的经验 [1]，并提升未来规划决策的科学性，从而

推动管理模式的创新。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大数据，指

的是一种更有效率的信息资产，这种资产通过新的处

理模式变得更加具备决策力和流程优化能力 [2]。除此之

外，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的数据规模和要求的数据处

理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传统数据软件的处理能力，具备

数据规模大、处理速度快和价值密度低等特征 [3]。

基于大数据可以延伸至大数据产业的概念。大数

据产业指的是以数据生产、加工、分析和服务为主的

经济活动，包括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产品开发、销

售和租赁，以及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活动。

1.2 大数据的特征

第一，大数据具有海量性。在传统的数据时代，

一个存储单位 MB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存储单位已经从 MB上升到 TB和 PB。传统

的数据处理工具和存储工具已经无法满足海量数据的

处理要求。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 [4]，人们的

社交网络和智能终端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

这些都成为大数据的来源。动辄几十甚至数百 TB的数

据迫切需要更加智能的算法和更加科学的数据处理技

术来统计和分析。

第二，具备多样性。大数据的来源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大数据是多层级的，比如广泛存在于社交日志、

网络数据以及手机通话记录等。

第三，大数据具备高速性。由于大数据的容量非

常大，要求相关的处理工具能快速筛选有效信息，并

清理无关信息，因此，大数据的服务器可以做到对数

据的及时清理 [5]。

第四，价值性。大数据具有较高价值是其核心特

征，现实中产生的很多数据并不具备较高的数据机制，

而大数据技术却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或者预测出具

有较高价值的数据，并且通过机器学习去深入挖掘数

据信息中的价值点，从而运用到社会生产和运营的一

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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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现状

2.1 市场环境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由此拉开了建设大数据产业格局的序幕。根

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了

6388亿元，同比增长率超过 18％。从产业机构的特点

来看，大数据产业主要分为软件、硬件和服务市场。

其中传统硬件业务占据大数据市场的 40％以上，而大

数据服务所占市场比重为 33％，最后为大数据软件市

场，约占比 25％。软件市场主要集中在了终端用户查

询分析、人工智能软件和关系型数据仓库三个方面。

从应用市场格局来看，互联网、政府、金融为大数据

的主要应用领域。由于互联网和金融领域具备较好的

大数据建设基础，研发力量较为雄厚，其在数字化建

设和转型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政府主要通过大数据来

推动政务服务的信息化建设进程，政府将大数据应用

到了数据共享、民生服务、市场监督等层面，此外医

疗服务和工业大数据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大数据

产业链在这些环节得到了延长，未来市场可期。

2.2 人才供给情况

大数据通过概念优势和技术优势产生了新内容、

新格局、新市场，也催生出了大量岗位需求。而相对

人才供给的不足也成为阻碍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2020年中国的大数据产业人才缺口超过 250万人，

而预计未来五年，人才缺口数量将保持 35％左右的增

长速度，市场对人才的总供给量约为 2000万人。根据

赛迪智库的统计结果以及各大人力资源机构给出的调研

分析报告，大数据人才的就业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学历层次而言，当前大数据市场人才的

学历布局存在硕士以上、本科、专科和专科以下。其

中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超过 60％，而硕士及以上学历

占比为近 2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15％。由此

可见，大数据是一个专业性质较强的产业类型，对人

才的知识素养要求较高，同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基础

岗位，需要大专层次人才胜任。第二，从专业来源来

看，大数据人才的专业来源为计算机类、经济管理类

和数理化类，其中计算机专业类型占比较高，因此，

有学者将大数据经济称之为“新工科经济”。第三，

从人才招聘的渠道来看，大体分为校招、社招、内部

推荐、专业机构培训等类型，其中社会招聘是人才供

给的主体形式，占比超过 65％，而内部推荐和培训和

校招占比较为接近，约为 15％。第四，从大数据岗位

的薪资待遇来看，大数据行业人才的薪资待遇较高，

其中一万元以下和一万元至两万元的人才占比均为近

35％，而两万元以上的人才占比为 25％。最后，从工

作内容来看，大数据的岗位类型大体分为初级分析、

算法挖掘、开发运维和产品运营四个方面，其中初级

分析类包括商务数据和业务数据分析师，而算法挖掘包

括算法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等类型。开发运维类包括数

据开发工程师和数据库管理员等，其中占比较高的为初

级分析类和岗位运营类。

3 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

如市场环境因素、培养主体因素和人才个人因素等。

总体而言，当前大数据人才供给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学科建设时间较短

自 2014年大数据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开始，大

数据产业就进入“井喷”式的增长状态中，因此，各

个高校纷纷创造条件申请开设大数据有关专业。从《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来看，在 2016

到 2020年这四年间，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是审批最

多的专业类型。截至 2020年底，有超过 600所高等院

校开设了大数据有关专业，其中既包括高水平的“双

一流”高校，也包含普通高校。从上文学术中可知，

大数据人才每年的缺口高达 250万人，而大数据相关

专业学生毕业的最早时间为 2020年 6月份，显然，这

无法满足市场的人才需求。

3.2 课程体系有效性不足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应用专业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

学科，对教师和课程体系建设的要求较高。一方面，

大数据科学专业涵盖了数学、统计、计算机以及机器

学习等多个领域，而高校教师并不具备丰富的大数据

应用知识，大多数都是对大数据的理论进行了研究，

因此，很多高校只能将计算机、数学和统计学等专业

教师杂糅在一起。这些教师具备特定专业的知识能力，

却缺乏对大数据深度教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大数据

专业要求高校开展学科建设和课程设计。在教材选择

上，由于大数据的应用已经非常细化，因此，找到实用

性较强的教材存在一定难度，而纯工具类的教材并不能

构成课程的完整内容。最后，数据科学专业对硬件和软

件的要求较高，而普通院校很难满足此方面的要求。

3.3 培养模式不足

基于大数据的特点，数学科学学科复杂程度较高，

而且，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其已经深深嵌入各种

细分领域。因此，学科教学除了必要的理论教学之外，

还应该包含实践教学的培养模式。实际上，很多高校

的大数据教学在实践教学中的比重严重不足。一方面，

大数据教学需要真实的案例作为依托，比如电子商务、

农业和医疗大数据领域等，因此，高校需要配备大量



102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科教文化 2022年 10期 (中 )总第 510期

的数据，更新大数据设备，这些都是实践教学的基础。

显然，很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硬件建设上是滞后的。另

一方面，大数据的教学应该紧密联系实际，以保障学

生就业为基本导向，实行“产教融合”的模式。而很

多高校受限于地区经济的限制，很难在当地找到可以

合作的大数据应用企业，这给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造

成了阻碍。

4 大数据产业人才供给的提升策略

4.1 完善政策、制度建设

在保障人才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

做好制度建设。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大数据人才供给

的发展规划，并给予产业发展必要的支持，优化和推

动大数据学科专业建设，建设一批具有产业特点、专

业精度和市场契合度的精品专业。其次，有关部门应

该给予大数据专业足够的经费支持，提高师资培训经

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为学科教学创造良好环境。

最后，积极推动大数据行业职业技能证书建设，规划

“岗、课、赛、证”的多元素的培训体系。

4.2 优化教学内容

一方面，高等院校应该进一步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搭建“综合到专业”的课程体系。综合指的是课程体

系应该包括大数据的有关理论课程，比如大数据理论、

技术和工具类课程。综合类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

生的学科兴趣，培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而专业指的

是根据学生兴趣搭建不同类型的专业课程体系，比如

数据架构课程体系、系统开发课程体系、数据产品经

理等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完美契合了当前市场上的岗

位需求，具有明显的就业导向原则。另一方面，高校

还应该建立课程的优化调整机制。信息技术的发展淘

汰了很多技术，因此，高校课程应该紧紧抓住学科应

用的最新动态，实时调整已有的课程体系，做到面向

岗位，与时俱进。

4.3 完善培训体系

大数据学科教学的重要目标是向社会输送技能型

和实用型的综合人才，因此，高等院校应该完善课程

培训体系。数据科学人才的培养应该是政府、企业和

市场主体的共同责任，因此，应该实行“政、企、校”

相互融合的培养体系。首先，政府应该积极宣传数据

科学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所起到的作

用，吸引更多生源选择数据科学专业。其次，企业和

学校应该建立联合培训机制。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和企

业共同建立“双导师”制度。学校教师主要负责理论

课程教学，而企业导师则重点负责实践教学。最后，

加强“校企实训基地”建设。企业可以为高校的课程

建设提供建议，而学校可以为企业发展输送大数据人

才，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4.4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保证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质量，高校应该坚持

“严进严出”的原则，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一方面，

除了学分积累，考试成绩之外，高校应该格外注重项

目实践效果的评价。实践作品和任务完成状况体现了

学生的大数据综合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

在综合评价中应该加大实践项目成果的比重。另一方

面，高校建立“证书体系”的评价模式，要求学生在

毕业之前考取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并换算成为学分，

纳入考核机制。完善的评价机制是一种提升学生素养

的倒逼机制。

4.5 平衡人才供给

当前，大数据人才供给主要体现出两种结构性矛

盾，一种是区域供给方面的矛盾。中西部地区的大数

据产业人才缺口长期难以满足。因此，有关地区可以

从医疗、住房、职称评价方面给予倾斜，引入大数据

人才。而另外一种是人才素质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大

数据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入，高端型和复合型人才成为

大数据行业的“香饽饽”。针对这种情况，各个企业

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大数据人才职业发

展规划，与其引入“外来和尚”，不如按需培养，而

且按需培养的人才更加具有忠诚度。供给的平衡是促

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数据是新兴产业，是科技发展的趋势，应引起

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前大数据市场上表现出人才供给不

足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从多个角度入手，采取

多样化措施，如完善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加

强制度建设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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