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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定义与监管政策

Part 01 数字藏品行业综述

⚫ 什么是数字藏品？

⚫ 数字藏品为何这么热门？

⚫ 数字藏品的唯一性是什么含义？

⚫ 数字藏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 数字藏品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指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唯一标识的特定数字化作品、艺术品和商品，包

括但不限于数字画作、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等各种形式。数字藏

品为虚拟数字商品，而非实物，一经售出，不支持退换。

每个数字藏品都映射着特定区块链上的唯一序列号，不可篡改、不可分

割，也不能互相替代。每一个数字藏品都代表特定作品、艺术品和商品

或其限量发售的单个数字复制品，记录着其不可篡改的链上权利。

因此数字藏品与虚拟货币等同质化代币存在本质不同，有特定作品、艺

术品和商品的实际价值做支撑，也不具备支付功能等任何货币属性。

数字藏品的定义

什么是数字藏品？

定义



作为数字藏品的收藏家，我们普通人可以拥有每个数字藏品背后对应的特

定作品、艺术品和商品的单个数字复制品，不仅可以观赏藏品、享受收藏

的美好体验，还可以与好友分享收藏见解和快乐。

有了数字藏品，艺术收藏的边界得以延展到数字世界，不再局限于物理世

界。由此，艺术收藏更加平民化，更多人能以有限的资金成为数字藏品的

收藏家，也不必为实物艺术藏品的储存和流通而烦恼。

数字藏品带给普通人的价值

数字藏品为何这么热门？

定义



数字藏品具有唯一性，是因为它们基于区块链技术，从诞生起就与特定的作品、艺术品

和商品建立唯一的映射关系，每个数字藏品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链上序列号，可以作为数

字藏品在特定区块链上对应且唯一的权利证明。

在数字藏品限量发售状态下，你将与其他少数收藏家一起，拥有链上序列号彼此不同的

数字藏品。同时，在交易过程中，该数字藏品的交易信息会通过智能合约记录存储在链

上，能够实现可信追溯。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发行方有特殊约定，一个数字藏

品仅在当前特定区块链上具有唯一性。

数字藏品的稀缺性

数字藏品的唯一性是什么含义？

定义



数字藏品的核心价值

数字内容
资产化

此前，用户仅拥有数字内容的使用权，

无法真正拥有数字内容资产。数字藏品

拓宽了数字资产的边界，如图片、音视

频、游戏道具等，任何一种独特性资产

都可以被铸成数字藏品，大大提高了数

字内容的可交易性。

数字资产
确权化

创作回报
持续性

区块链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互联网时代

“复制黏贴”无法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顽

疾，明确权利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保证资产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永久性，有效

解决确权问题，有利于尊重数字内容创新和

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

◆去中心化储存保证了资产永久性存在，不

会因中心化平台停止运营而消失

◆提高资产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如收

藏品真伪的鉴定成本，增强流动性

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提高了内容创作者

的商业地位，减少中心化平台的抽佣分

成。通过数字藏品内嵌的智能合约，创

作者能从后续的流转中获得持续的版税

收益。

定义



数字藏品的广泛价值
定义

商业化价值
艺术品价值

社交价值

科普价值

数字藏品更是社交通行证

其所附带的身份认同感正形成独特的圈层，如同盲

盒圈、车友圈、饭圈一样，数字藏品成为社交的媒

介，需要从文化角度理解其社交属性。



数字藏品的发展历程

利用无线通信模块、安全芯片、
传感器、电源接口组成交易卡，
再结合技术最终实现为数据传输
提供加密服务。

虽处于概念阶段，但开启了数字
化大门。

加密交易卡

2015年游戏《Spells of 
Genesis》，首次将游戏的金
钱系统与区块链结合。

2017 年《Cryptokitties》
（加密猫）游戏，在以太坊
创建ERC-721协议

区块链与游戏
、图像结合

数字藏品发行广泛，其中
不乏天价作品，如NBA数
字视频，截至2021年末发
行金额已超8亿美元

以艺术品、文物为主：

• 与各大博物馆等的合作，
完成文物的数字发行

• 与当代知名艺术家合作，
发行数字藏品

1993年起 2015年 2018年 2021年

知名机构及公
众人物发行数

字藏品

蚂蚁、腾讯等
推出数字藏品

平台

第一阶段

初步兴起

第二阶段

正式应用

第三阶段

欧美热潮

第四阶段

中国热潮

定义



数字藏品：合规化的展现模式

合规

• 数字藏品更多地强调创作者的版

权问题，数字藏品平台推出数字

藏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帮助创作

者维护应有的权益。

• 中国的数字藏品没有开放二次交

易环节，仅支持个人收藏及使用

或无偿转让等功能，更符合监管

要求。

“鲸探”平台不支持二次交易

《公约》共包括11项共识：

赋能实体经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行业发展、坚持原创正

版、保证价值支撑、保护消费者权益、联盟链技术可控、维

护网络信息安全、杜绝虚拟货币、防范投机炒作和金融化风

险，以及防范洗钱风险。

2021年10月31日，《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公约》)

在京发布，牵头发布方为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中国美

术学院、湖南省博物馆、蚂蚁集团等参与制定。这是国内

首个面向数字文创领域的行业公约。



数字藏品平台与产业分类

Part 02 数字藏品行业现状

⚫ 数字藏品发售平台有哪些玩家？

⚫ 数字藏品发售平台发行情况如何？

⚫ 有代表性的数字藏品发售平台有何案例？

⚫ 数字藏品用户画像如何？

⚫ 数字藏品有哪些分类？

⚫ 各类数字藏品在发售平台上如何展示？



数字藏品发售平台概览

随着数字藏品市场火热，发行平台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国内数字藏品发行平台多达数十家，其藏品的发行

数量、质量与文化内涵、平台流量、区块链技术水平等均是重要评价因素

鲸探、幻核、灵稀……

唯一艺术、IBOX、优版权、归

藏、元视觉……

博赛西游、光笺收藏家、

薄盒、双镜博物、酷潮

玩……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 2021年5月20日，阿里拍卖节推出艺术家数字艺术品公益拍卖。

• 2021年6月23日，蚂蚁在支付宝“蚂蚁链粉丝粒”小程序（后发

展为“鲸探”）限量发售付款码皮肤数字藏品。

• 2021年8月10日，腾讯音乐开启首批数字藏品（胡彦斌《和尚》

20 周年纪念黑胶）预约。

• 2021年8月15日，腾讯PCG上线“幻核”数字藏品平台，联合艺

术家周方圆，开启“万华镜”数字民族图鉴预约。

• 2021年12月17日，京东正式上线“灵稀”数字藏品平台。

• 2021年12月21日，网易严选推出首套数字艺术藏品盲盒“新年

幸运 多元宇宙”。

• 2021年12月26日，视觉中国旗下视觉艺术上线“元视觉”数字

藏品平台。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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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探 幻核 唯一艺术 IBOX 优版权

发行数量（万个，左） 发行量市值（百万元，左） 平均售价（元，右）

部分数字藏品发售平台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各大平台官网

注：鲸探数据截至到2021年12月28日，其余截至到2021年12月30日

2021年各发售平台发售物品数量约 456万个，总发行量市值约 1.5亿，平均售价约 33.33元。

平台



依靠国内外领先的区块链技术服务，

鲸探是很多头部数字藏品IP方进行数

字化艺术探索的首选。基于此，普通

用户可以通过鲸探支持他们热爱的数

字藏品和艺术家，当用户拥有鲸探发

售的数字藏品，它可提供收藏欣赏、

向好友展示和赠送的功能（具体以鲸

探实际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为准）。

代表数字藏品发售平台案例

平台



数字藏品用户画像

用户

78%

22%

男

女

31%

40%

21%

5%
3%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其他
39%

18%

16%

15%

12%

广东

北京

江苏

浙江

上海

藏家性别分布 藏家年龄分布 藏家地域分布

数据来源：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调研整理



数字藏品产业分类

文物类

收藏品类

多家博物馆推出“镇馆之宝”3D数字藏品

音视频类

动漫类

◆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

◆金沙遗址博物馆围绕镇馆之宝“太阳神鸟”“大金面具”等推出“浮面”“白藏之衣”“虎虎生威”“福泽满天”数字藏品

◆河南博物院“妇好鸮尊”数字藏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四羊青铜方尊、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妇好”青铜鸮尊、彩绘雁鱼青铜釭灯4件国宝级文物为主题开发数字藏品

多家旅游景点、制造业企业推出“纪念品”数字藏品

◆陕西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〇宇宙·千宫系列”数字藏品

◆黄山在2022年新年前推出首款数字文创纪念门票

◆一汽大众-奥迪限量发行以全新奥迪概念车sky-sphere为原型的33周年数字纪念藏品“平行幻象”

唱片数字藏品，影视剧数字藏品

◆歌手胡彦斌经典作品《和尚》20周年纪念数字黑胶唱片

◆《真三国无双》电影数字藏品

头像、游戏等IP数字藏品

◆蔬菜天团头像

◆三国杀卡牌

数字藏品产业分类多种多样，以下几类热度较高

分类



各类数字藏品举例

文物类 模型类 艺术品类 潮玩类

分类



各类数字藏品举例

纪念品类 商业类 视频类

分类

数实融合类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的前沿探索

Part 03 数字藏品在餐饮行业的应用

⚫ “美食X数字藏品”是什么？

⚫ 什么是饿了么《美味珍藏馆》？

⚫ 美食类数字藏品怎样珍藏？

⚫ 美食类数字藏品的内涵有哪些？

⚫ 美食类数字藏品可给各方带来哪些价值？



美食 X 数字藏品 = ？
猜想



饿了么《美味珍藏馆》

饿了么《美味珍藏馆》，是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饿了么” 团队和“ 口碑”

团队联合推出的美食类数字藏品系列活动。

任何美味都有赏味期，而《美味珍藏馆》通过区块链技术，用图、文、

音、视等形式，将美味永久封存起来。在珍藏馆里，不仅人人都是“美食

艺术鉴赏家”，也帮人们留住有关美味的所有美好回忆。

活动



饿了么《美味珍藏馆》数字藏品

● 以杭帮菜为例： 鳕鱼狮子头、 东坡肉、 龙井虾仁（谷雨时令）、茶香鸡（谷雨时令）、桂花坚果藕粉、片儿川、桂花糯米藕、葱包烩、酒酿圆子（谷

雨时令）、油焖春笋（谷雨时令）、蛋黄鸡翅、 龙井奶茶、冰镇小龙虾

活动

数字藏品3D藏馆展示

东坡肉 茶香鸡（谷雨时令）龙井虾仁（谷雨时令）

AI照片识别



美食数字藏品内涵

美食名城

● 24节气时令味道

品牌联名特定主题节气时令

冬至吃饺子 夏至吃面条 立秋啃西瓜大寒吃年糕

内涵



美食数字藏品内涵

● 重点美食城市/省份

品牌联名特定主题美食名城

杭帮菜 本帮菜

节气时令

内涵



美食数字藏品内涵

品牌联名美食名城 特定主题

儿时记忆的味道

节气时令

杭州消失的美味限定

内涵



美食数字藏品内涵

特定主题美食名城 品牌联名

新品限量发售

节气时令

老字号美味限定品牌消失的美味限定

内涵



美食数字藏品的社会合作空间

共创空间

价值

中国文化机构的冠名，老字号品牌、非遗手艺创作人、或其

他有故事的品牌机构

联名发行

联名藏馆或者联名机构可针对当前推出的美食菜谱、数字藏

品有指定明细，平台会根据清单再做二次的创作和筛选。



首个美食数字藏品，为三方带来巨大价值

合作机构

价值

线上线下共同传播发声，帮助用户更多的认知

到传统历史文化，带来国潮美食文化的浪潮

用户 平台

帮助用户更好的记录到当下吃到美食的

情感故事，并额外赋予这些美食另一种

实际价值

创造新场景，用户在未点单时也会来饿了么记

录吃到的美食，扩大品牌的正面影响力

美食本没有生命，是你的品尝赋予

了它温情，每一餐每一味都是你平

凡生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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