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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之后有哪些利用者？开放数据是如何被利用的？带来了什么产出和效果？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

赛为例，对开放数据的利用者、利用程度、受益者、利用产出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

后能吸引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数据利用者。数据利用者们对比赛专门开放数据、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上常态开放

的数据都有较高程度的利用，并将这些数据和各类自带数据进行了融合利用。基于开放数据产生的创新应用形式多样，

应用领域广泛，潜在受益者包括普通市民、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公共数据开放具有巨大的潜在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

政府数据；公共数据；数据开放；开放数据；公共服务；大数据

一、前言

公共数据开放与利用是近年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热

点命题。开放政府数据是指可被任何人自由地访问、获

取、利用和分享的数据，可创造公共价值，推动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 [1]。然而，数据在开放之后如何被利用，

并能产生哪些应用和效果，目前仍是开放数据研究中的

薄弱点，而其中基于我国实践开展的研究尤为缺乏。

在开放数据之后，为推动数据的创新应用，国内外

的政府部门陆续举办了各种开放数据创新大赛。2015

年，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Shanghai Open Data 

Apps，以下简称 SODA 大赛）以城市交通为主题开放交

通类公共数据，供数据利用者开发利用，吸引了大量团

队参赛，产生了一批参赛作品，为研究公共数据开放的

产出和效果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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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公共数据开放后的产出、效果和价值是开放数据领

域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一些研究对开放数据价值产生

的过程和路径开展了研究。欧盟委员会对开放数据的价

值链进行了描述：数据开放后，将被分析和处理，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或被可视化呈现，推动新的数据产品或数

据服务的形成，然后在此基础上诞生更具聚合性、综合

性的产品或服务。在理想状态下，公共部门数据开放将

培植出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2]。英国开放数据研究院分

析了开放数据的价值链，认为其分为从数据发布者到数

据整合者、数据利用者再到最终产品用户等四个层次，

每个层次的数据都产生了经济价值，并提供了多种价值

创造的商业模式 [3]。PWC的最新研究以英国的开放数据

挑战赛（Open Data Challenge Series）为例，构建了开

放数据的影响路径 [4]。开放数据应用大赛生成的商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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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商业方案，能吸引到不同程度的投资，这些都属于

直接产出（outputs）；而大赛的效果（outcomes）可以

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成果。短期成果包括最终的商业

企划案、财务收入增加、开发产品等；中期成果包括持

续的商业业务、示范效应等；长期的成果包括给经济、

社会、环境带来的远期影响。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助力

经济增长》的报告 [5] 认为，虽然数据所创造的直接经济

价值非常显著，但绝大多数开放数据所带来的效益都是

间接的，也就是最大受益人是服务的终端消费者而不是

服务提供者。体现在数据终端消费者身上的价值来源于

数据及其结果的结合，即创意、新技术、现有服务的改

进等，该报告指出评估消费者端的间接效益比评估服务

提供者端的直接效益难得多。夏义堃 (2016) 的研究 [6]

认为，开放数据的价值通过汇集、转换、分析应用开发

和平台建设等一连串链条激发，每个阶段都有价值需求。

郑磊（2015）[7] 认为，在创造数据价值的过程中，政府、

数据利用者、普通公众和外部环境的作用缺一不可，共

同决定着开放数据的最终效果，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

价值创造机理上，政府数据从开放、利用到创造价值是

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

学者们还对数据利用后产生的价值类型进行了分析。

Stefan Huber[8] 认为，政府开放数据带来的主要是公共价

值，公共价值就是把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带到开放数据的

价值链中。Benington[9] 认为，开放数据的公共价值涉及

到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具体包括：①经济价值。通

过经济行为对公共领域产生价值。②社会与文化价值。

通过提高社会凝聚力与社会福利产生价值。③政治价

值。通过激发与支持民主对话和促进公共参与产生价值。

④生态价值。通过降低污染与全球变暖、促进可持续发

展产生价值。PWC 的研究 [4] 也发现，开放数据可以给

经济、社会、环境带来远期影响，包括：经济方面，如

增加就业，促进总附加值的增加等；社会方面，如犯罪

率降低，促进教育发展，更好地利用政府数据，促进政

府透明等；环境方面，如温室气体的减排等。Michel 和

Niels[10] 根据价值创造过程中外部参与以及经济价值比例

的高低，将开放数据的价值分为政府透明度（参与度低、

经济价值比例少）、效率与效果的提升（参与度低、经

济价值比例高）、公众参与和合作（参与度高、经济价

值比例低）、创造新的服务与商业契机（参与度高、经

济价值比例高）等四类，并认为政府应当更多地采用众

包行为来帮助自身提高技术能力，通过公众教育提升公

务员与公众对于开放数据价值的意识。

国内外的现有研究都发现，开放数据能在多个维度

上产生价值，这些价值体现在数据开放、利用到产生应

用的整个价值链上的各个阶段，研究者需要将数据利用

者、数据利用程度、数据利用的产出效果和受益人等都

纳入开放数据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进行研究 [11]。目前，

我国开展的有关数据开放的效果与价值的研究多着眼于

数据开放之后的中长期、宏观价值，而对于政府数据被

开放后带来的实际产出和效果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

将基于我国实际案例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基于 2015 上海 SODA 大赛产生的作品与相关

数据，对开放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和效果进行研究，包

括数据利用者、数据利用程度、数据利用的产出和效果

等多个维度（参见表 1）。

2015 年的 SODA 大赛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和交通委主办，以“城市交通”为主题，开放了城市

道路交通指数、地铁运行数据、一卡通乘客刷卡数据、

浦东公交车实时数据、强生出租车行车数据、空气质量

状况、气象数据、道路事故数据、高架匝道数据、新浪

郑磊　吕文增·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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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参赛人员职业分布

表 1　研究框架

分析框架 内容 描述

数据利用者
来源 参赛团队和人员来源地

职业 参赛人员的职业背景

数据利用程度
数据利用个数 作品中利用开放数据集的个数

数据融合利用度 相关数据集之间的融合利用程度

数据利用产出
利用形式 参赛作品的应用形式

利用领域 参赛作品的应用领域

数据利用

潜在效果

受益人类型 参赛作品指向和服务的潜在受益人群体

利用效益 参赛作品的潜在效益，分为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微博数据等 10 类数据集，以可机读格式开放，数据总

量共约 1TB。数据时间周期为一个月、半年到一年不等，

地域范围除少数限于个别区县外，囊括上海所有地区。

主办方意在通过开放公共数据为上海城市交通征集创新

应用和解决方案。该次大赛于 2015 年 8 月开放网上平

台报名，报名参与人数共计 2035 人，初赛阶段共收到

505 份作品，其中 100 个作品进入了复赛，最终有 15

个作品进入决赛。研究对大赛参赛团队提交的 505 份作

品以及参赛人员基本信息进行了定量分析。

四、数据利用者

（一）参赛团队地区来源

研究发现，该次大赛最终共有 823 个团队参赛，

中国大陆的团队占绝对多数（787 支队伍，约占总数的

95.63%）。在这787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参赛队伍中，

来自上海的团队共 429 支，来自北京的团队 132 支，来

自江苏、广东、浙江的团队都达到 20 支以上，参赛团

队在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总体上，

北上广和沿海城市参与度最高。除中国大陆外，约 4%

的团队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 23 支、新加坡

4支、英国 2支、日本 1支。

⒈参赛者中国大陆地区分布

该次大赛报名参与人数共计 2035 人，其中 1919 人

来自中国大陆地区，116 人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报名参赛的中国大陆人员的来源情况，上海以

1106 人居首，其次为北京 286 人，而江苏、广东也达

到 100 人以上。总体上，北上广和沿海城市的人士参与

度较高，中西部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⒉参赛者全球分布

除中国的参赛者外，还有来自美国、新加坡、英国、

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芬兰、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

和地区的参赛者。

（二）参赛者职业分布

研究分析了参赛人员的职业（参见图 1），从职业

郑磊　吕文增·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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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来看，除了学生群体之外，以数据分析师和软件工

程师居多，大学教师、产品经理、设计师、政府公务员

等全职专业人群也占到一定的比例。总体上，大赛吸引

了大量全职的专业人士参赛，总数超过学生群体。

五、开放数据利用程度

（一）大赛专门开放数据利用程度

研究对于大赛初赛提交的 505 份作品（其中无效作

品 1 份）中所使用的大赛专门开放数据集的个数进行了

分析（参见图 2）。图 2 横轴代表作品中所使用的大赛

开放数据集的个数，纵轴为作品数量。从图中可见，参

赛者作品中利用大赛开放数据集的个数主要集中在 2-6

个之间，此类作品占作品总数约 60%，所有作品使用

的开放数据集个数的均值约为 4，约 7% 的作品中使用

了所有的开放数据集，另有少数作品没有明确提到使用

哪些大赛开放的数据集。

（二）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数据利用程度

参赛作品除了使用了大赛专门开放的数据外，还使

用了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www.datashanghai.gov.

cn）上开放的数据集。如图 3 的词云所示，公交车首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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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赛专门开放数据集利用程度

图 3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数据利用程度

班车时刻表、公交／地铁线路及站点、地图软件 API、

城市地图、相关企业名录与地址等数据都是参赛者使用

较多的数据集；此外，与驾车出行紧密相关的各类停车

场、加油站、汽车快修服务点的数据也被较多参赛者利

用；还有参赛者将交通数据与城市管理、规划相结合，

因而与出行相关的景区、商圈、企业园区、住宅区等数

据也得到参赛者的关注。数据利用者们将政府数据服务

网上的数据和大赛专门开放数据进行了融合利用，进一

步提升了数据利用的产出和效果。

（三）参赛者自带数据利用程度

参赛者自带的数据也十分丰富。如图 4 所示，自带

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交通路网数据最为常见，而生活资

郑磊　吕文增·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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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参赛者自带数据利用程度

讯点评类平台或网站所提供的饮食、旅游、文娱活动等

相关数据，也成为参赛者使用程度较高的数据。这些数

据的利用有助于为公众提供路线规划、生活服务、商户选

址等创意服务，也有利于政府进行城市交通管理。此外，

停车场动态数据、道路路网、相关企业名录和地址、商户

住宅数据等也成为智能交通类方案的重要数据源。

（四）数据融合利用度

研究还评估了数据集融合利用中的相关性，数据之

间的相关融合利用能够拓展单个数据集利用时的限制范

围，有利于提高数据分析的深度洞察力。某一数据集和

其他数据集被共同使用的次数越多，数据集之间的相关

性就越紧密。分析表明，在 0.01 置信水平上，相关系

数最高的是道路事故数据和气象数据（0.4726）、地铁

运行数据与强生出租车数据（0.4445）、实时空气质量

数据与新浪微博数据（0.4056）。

各数据集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 5 和图 6 所示。在图

5 中，和公交卡数据相关系数最高的数据依次是空气质

量数据、新浪微博交通数据和道路事故数据等；和地铁

运行数据相关系数最高的依次是出租车出行数据、道路交

通指数和新浪微博数据；和地面道路交通指数相关性最高

的三类数据依次是地铁运行数据、公交车实时数据和出租

车出行数据。其他数据集间相关性如图6所示。

此外，研究还分析了每个数据集和与之存在显著相

关性（显著水平＜ 0.01）的其他数据集的个数。如图 7

所示，公交车实时数据集和其他九类大赛开放数据集之

间都存在显著的使用相关性，而出租车出行数据集在使

用相关性上并没有和其他数据集产生更多的显著关系，

更多情况下是被单独使用。

研究还对参赛团队所使用的三类数据（大赛专门开

放的数据、政府数据服务网上开放的数据和参赛者自带

地面道路交通指数

新浪微博交通数据

高架匝道关闭数据

气象数据

道路事故数据

地铁运行数据

公共交通卡数据

实时空气质量

强生出租车出行数据

浦东公交车实时数据

公共交通卡数据

0.0 0.0 0.0 0.0 0.00.10.10.1 0.2 0.2 0.2 0.2 0.20.3 0.3 0.4 0.40.40.3 0.4

地铁运行数据 地面道路交通指数 实时空气质量 强生出租车出行数据

图 5　数据集利用相关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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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集利用相关性二

图 7　数据集融合利用个数

数据）在数据利用过程中是否进行过融合利用进行了分

析。在 505 个参赛作品中，约 77% 的创意方案将大赛

十个开放数据中的一项或几项数据集进行了融合利用；

约 44% 的创意方案将大赛开放的数据与自带数据进行

关联，在参赛者自带数据的补充下，拓宽了创意思路，

产生了多样化的应用；约 31% 的创意方案在开放数据

之间以及开放数据和自带数据之间都产生了两两关联应

用；约 25% 的方案只使用了一种数据，没有进行任何

数据融合利用，相比之下，这类方案的数据挖掘程度也

较低，应用领域比较单一。

郑磊　吕文增·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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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利用的产出

（一）利用形式

研究分析了参赛作品的创新应用形式。常见的应

用形式是 APP、网页或技术应用方案。在 505 个案例

中，有 55.9% 的团队选择了将创新应用展现在手机应

用客户端APP上，14%的方案选择通过网页形式展现，

30.9% 的方案通过技术应用方案展现。此外，还有 7

个方案使用了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形式，其他约 1.8% 的

未明确说明应用形式，这类作品大多停留在创意层面，

尚未落实到最终的应用层面。

（二）利用领域

大赛产生了一批数据创新应用，服务于城市交通和

其他领域，既有对现有应用的整合与优化，也有全方位

的创新。研究基于初赛提交的方案，提炼出 10 种主要

的应用领域，分别是导航、规划时间／路线、打车／拼

车、停车、人流／拥堵的预测与规避、交通事故规避／

风险预测、天气／空气质量服务、规划线路或路网／站

点选址、班次调整派遣、应急管理／方案制定等（参见

图 8）。

如图 8 所示，多数方案的创意描述会涉及到多个应

用领域，被涉及最多的领域是为公交出行者提供出行方

式、时间与线路的预测或规划，约占 40%；其次是人

流与拥堵的预测和规避、路网／路线／站点选址与规划

等。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应用领域，产生的创意也丰富多

样。如规划线路和选址涉及的创意内容包括诸如基于人

流数据设计站点与路线、公共自行车站点布置、地铁站

间短驳公交车规划、定制公交的线路设计、企业商家选

址等跨领域与行业的多种应用方向。除主流创意外，作

品中也不乏小众化、个性化的创意，如对桥梁维护保养、

同城物流、基于周边交通状况对写字楼定价、上班迟到

保险、基于天气情况的外贸进出口物流调整、驾驶员或

车辆评级等服务。

七、数据利用的潜在效果

（一）受益人类型

受益人是指参赛作品直接指向和服务的潜在受益群

体。根据群体性质的不同，分为个人、公共管理者和商

业机构。在 505个方案中，有 71.5%的方案将个人（普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0%
预测时间

线路

40.6%

34.9%
31.9%

19.4%
14.9%

13.9%
11.3% 9.1%

7.3% 6.3%

人流/拥堵

预测与规避

规划线路/

路网/站点

选址

导航 应急管理

方案制定

事故规避

风险预测

班次派遣 打车

拼车

停车空气质量

天气服务

图 8　主要应用领域

郑磊　吕文增·公共数据开放的产出与效果研究——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



9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017年第9期（总第177期）

通市民）作为服务的目标群体，55.2% 的方案指向政

府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还有 43.8% 的方案则服务于商

业机构。

研究还对一个方案可能涉及多个受益人的情况进行

了分析。同时针对三类人群的方案比例有 15.8%，只

针对公共管理者和个人的方案有 30.9%，只针对公共

管理者和商业机构的有 24%，只针对个人和商业机构

的有 28.9%。

（二）利用效益

开放数据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对数据的开发利用创

造价值，产生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研究对 SODA 大赛

参赛作品的潜在效益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开放数据后产

生的创新应用可能带来的效益。

⒈商业效益分析

研究对参赛作品方案书中提到的商业价值进行了词

云分析（参见图 9）。作品可能产生的商业效益主要聚

焦于如何降低企业或相关行业的成本、增加营收、提供

精准广告投放，以及基于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

等。

⒉社会效益分析

除了商业价值外，作品还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社会价

值。研究对参赛作品方案书中提到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词

云分析（参见图 10）。这些作品的潜在社会价值包括

如何利用数据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出行等。

八、结论与启示

公共数据开放后只有被充分利用才能产生效果和价

值。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后能吸引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职业的数据利用者，中国大陆主要以来自数据应用

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专业人群为主。数据利用者

图 9　参赛作品商业效益词云分析

图 10　参赛作品社会效益词云分析 

们对比赛专门开放数据、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上常态开放

的数据都有较高程度的利用，并且将这些数据和各类自

带数据进行了融合利用，提升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开

放数据还催生了多种形式的创新应用，应用领域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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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创意和个性，其潜在受益者包括普通市民、政府部

门和商业机构。研究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确实具有巨大

的潜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

研究结果还表明，数据开放将有助于吸引和集聚数

据利用人才、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激发创新

活力、促进产业发展。将公共数据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开

放给社会进行创新应用，发动公众参与和协作，共同解决

公共问题，具有无穷潜力，可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需要

特别强调的是，政府部门自身也是数据开放的重要受益者，

政府部门需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断提高开放数据的意愿

和积极性，推动更多更好的数据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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