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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开放数据进行时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 

公司案例： 美国 

                      英国 

                      上海大数据局 

                      台湾开放数据联盟。 

 



+ 
开放数据进行时 

 

“如今开放数据领域的革新正

带领我们快速进入一个全新

的时代。” 

 

 

“开放数据正在逐渐成为全世

界优秀商家的秘密武器。” 

 



+ 
开放数据进行时 

 “开放数据的最佳定义，即能够被个人、公司或其他组

织自由获取，并用来发展新的业务，进行趋势分析，

解决复杂问题的公共数据。” 

 “虽然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相似，但对大数据的介绍并不

能完全涵盖开放数据的情形。” 



+ 

 



+ 

 



+ 
开放数据进行时 

 “本书借助多个公司的案例，介绍了开放数据在商业领

域的应用。” 

本书反映了该领域领袖们的观点，认知及建议。这些

素材都源自作者曾经对他们的采访。 

此外，本书也包含了“一些可帮助读者对开放数据进行

探索的资源”。 



+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 

网站源自一项针对美国公司和组织的调查研究。该调
查囊括了那些以全新方式利用政府发布的开放数据来
发展新业务的案例。 

这项研究是由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支
持，旨在促进媒体的创新，推动交流方式的革新，并
支持艺术的发展。 

调查由位于纽约大学的政府实验室（“GovLab”)主
持。该实验室为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新工作者提供了一
个合作的平台，以期运用新技术提高政务水平。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则担负了发表研究结果的责任。 



+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 

研究目的： 

1. 评估政府发布的开放数据的经济价值； 

2. 促进新开放数据公司的发展； 

3. 建设一个政府为商业发展提供更有效开放数据信息

的交流平台。 



+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 

项目蓝图： 

1. 在美国境内，建设一系列为政府、商业和其他组

织、以及开放数据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提供发展合

作关系的交流平台，以期更好地利用开放数据资

源； 

2. 在国际环境中，与其他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将美

国的开放数据模式推向全球。 



+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 

开放数据500例网站（OpenData500.com）提供了筛

选功能，能够根据行业、地址、数据来源对调查所涉

及的公司进行查找。 



+ 
研究案例信息 

公司背景介绍 

数据来源 

数据处理方式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盈利模式 

声誉及现状 



+ 
公司目录 

 纽约            美国其它城市     英国            中国 

Enigma                     Archimedes Inc.     Mastodon C         上海大数据局 

ZocDoc          SigFig             Locatable             （Big Data Bureau） 

Honest Buildings      PsychSignal           Open Corporates 台湾开放数据联盟 

Capial Cube        CARFAX             DueDil                 (Open Data Alliance)  

Bloomberg                Zillow             CarbonCulture      

Aidin                     Brightscope 

Calcbench 

Consumer Reports 

GetRaised 

Palantir 



+ 

基础设施 



+ 
Enigma.io 
公司背景介绍 

公司名字的意义： 

Enigma：难以理解的事物；谜；谜一般的人。 

“为了纪念由计算机先锋Alan Turing在二战期间发明的

密码破译机；此外，公司的创始人认为，公共数据本

身并不像它目前呈现的那样庞大而令人迷惑。” 

公司规模： 

由10余个现居纽约的成员组成的， 



+ 
Enigma.io 
数据来源 

他们的数据包括政府数据和客户提供的数据，比如

Nike公开的供应商。 

他们的数据量现已达到了10万个数据集和200亿个

独立的数据点。 



+ 
Enigma.io 
数据处理方式 

获取有价值的公共数据并增强其可用性； 

使在全部数据集中进行快速搜索成为可能； 

 “开发了一个强健的数据源和一系列有效工具”。 



+ 
 Enigma.io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帮助客户找到与其公司发展相关并可开放获取的信息； 

收录各样的数据并转换成可用性更强的数据集； 

把公共信息转换成开放数据。 



+ 
Enigma.io 
盈利模式 

目前，该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使用其数据服务

的服务费。然而，他们对学术机构、非营利组织和

政府机构的收费低于对对冲基金公司的收费。 

该公司最终希望能将他们的数据完全开放免费地提

供给公众，而通过分析数据或其他更优质的服务而

获利。 



+ 
Enigma.io 
声誉 

\ 



+ 

医疗领域开放数据 



+ 
ZocDoc 
公司背景介绍 

该公司与2007年成立，旨在为公众获得医疗服务提供

更便捷的途径。ZocDoc免费帮助病人寻找附近的医

生。 

公司总裁Cyrus Massoumi说： 

“我曾经在飞机上鼓膜破裂，但是却在之后的四天内都

无法找到一个医生。我相信应该有一个更便捷的途径

来帮助病人找到医生。这就是我创建ZocDoc的初

衷。” 



+ 

 



+ 
ZocDoc 
数据来源 

首先，他们从病人那里获取信息并提供给医疗人员

和组织； 

另外，他们从医生处获取诸如地址、专科、所接受

的保险和病人的评价等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病人作

为选择的参考。 



+ 
ZocDoc 
数据处理方式 

使用银行安全级别的保密方法将信息加密； 

不断分析数据以了解谁在使用ZocDoc及如何提高服

务质量。 



+ 
 ZocDoc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帮助病人找到附近接受相应保险的医生，查看他们的

时间安排并通过手机APP或者ZocDoc的网站进行预

约；保证病人可以在24-72小时之内得到治疗。 

帮助医生进行有效的门诊以及治疗的时间管理。降低

办公的管理成本。 



+ 
ZocDoc 
盈利模式 

在ZocDoc注册的医生、诊所及其他医疗机构，需支

付一定的费用。这就是ZocDoc的利润来源。 



+ 
ZocDoc 
声誉 

2012年度时代杂志评出的50个最佳网站之一； 

2013年世界最佳APPs中商业领域前100名之一； 

2012、2013年财富杂志最佳中小型公司之一； 

2010至2013年连续4年被Crain杂志评为纽约市最佳工作
场所； 

2011至2013年连续3年被现代医疗杂志（Modern 

Healthcare）评为最佳工作场所； 

2013年度Arizona商业杂志最受欢迎公司。 

 



+ 
Aidin 
公司背景介绍 

该公司于2011年创立，成员目前不超过10人。 

该公司的创立是启发于其创始人的亲属在离开医院时

接受了大量繁琐的离开医院的程序，并无法得到疗养

院信息。 

该公司创立的目标是，提高医疗机构的透明度，并且

为病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医疗信息。 



+ 
Aidin 
数据来源 

政府开放数据； 

病人对医院的评价。 

 



+ 
Aidin 
数据处理方式 



+ 
Aidin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该公司给医疗机构提供他们

的数据并帮助其提高服务质

量； 

病人也可以利用该公司提供

的信息对医院进行选择。 



+ 
Aidin 
盈利模式 

通过他们的产品获利，包括：The full Aidin Solution, 

Aidin Lite, 以及Aidin Provider。 



+ 
Aidin 
声誉 

GE Quest： 医院方面一等奖获得者。 



+ 
Archimedes Inc. 
公司背景介绍 

自1993年起作为Kaiser Permanente公司的一部分

而成立，后于200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 

该公司具有数十年的开发针对医疗建立算法和预测

模型的经验。 



+ 
Archimedes Inc. 
数据来源 

医疗保险与救助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 

医疗试验数据库； 

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数据。 



+ 
Archimedes Inc. 
数据处理方式 

他们使用阿基米德模型（Archimedes Model）作为

他们的核心数据分析工具。 

他们的科研队伍分析了多样的相关数据并推导出了

百余公式，来代表不同疾病、体检和治疗的效果。 

这些公式通过面向对象编程，而被整合到一个单独

的、大规模的虚拟模型中。 



+ 
 Archimedes Inc.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他们提供一套在线的医疗模拟和分析工具

（ARCHeS），来分析不同治疗方法在医疗和经济

方面的效果。 

他们的另一个产品（IndiGo）针对个人提供健康指

导，并对不同预防性治疗进行优先级排序。 



+ 
Archimedes Inc. 
盈利模式 

他们通过销售产品（ARCHeS和IndiGo）来获取利

润。 

同时，他们也提供建模和咨询服务，包括针对疾病和

新的医疗手段的建模，和对不同预防措施的分析。 



+ 
Archimedes Inc. 
声誉 

 2012年6月6日获得由医疗数据倡导行动颁发的最佳

医疗软件奖。 



+ 

金融领域 



+ 
Capital Cube 
公司背景介绍 

Analytixinsight于2010年创立，现有约10名员工。 

作为该公司的门户网站，CapitalCube.com为一个全

球投资者提供全面的公司分析。 

按需对4万多家全球企业进行基本面分析，投资组合

评估，以及筛选服务。 



+ 

 



+ 
Capital Cube 
数据来源 

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 

第三方数据： 

1. FactSet 

2. Thomson Reuters 

3. Capital IQ 

 



+ 
Capital Cube 
数据处理方式 

开发了一个软件，可

每日获取来自4万家国

际化运营的上市公司

的数据； 

将数据转换成投资者

可用于投资决策的文

字报告和图表。 



+ 
Capital Cube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投资工具 

分析服务： 

1. 股利分析 

2. 盈利质量分析 

优势： 

1. 覆盖面广（4万多个公司） 

2. 时效性（每日更新） 



+ 
Capital Cube 
盈利模式 

为经销商提供能够使用其数据的权限。 

两大主要经销商是： 

1. 三星（Samsung）：每次三星的用户下载了

CapitalCub引用的数据，AnalytixInsight就会获得分

红； 

2. 道琼斯（Dow Jones）：AnalytixInsight能够从每一

次其挂于道琼斯网站上的内容得到浏览中获利。 



+ 
Capital Cube 
声誉 

 2013年10月28日： 

该公司被白宫科学技术政

策局（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和科学技术政策研

究所（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STPI)评为以创

新并激动人心的方式成攻

开放联邦数据的公司之

一。 

 



+ 
Calcbench 
公司背景介绍 

创立于2011年的Calcbench是第一家完全利用了政府

强制的扩展的商业数据语言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的公司。 

目前该公司拥有约10名成员。 



+ 
Calcbench 
数据来源 

XBRL：一个开放的、政府强制的、用于商业信息交

换的标准数据格式； 

XBRL报告。 



+ 
Calcbench 
数据处理方式 

经过这个公司的处理

之后，开放的但可用

性差的XBRL数据被

转换成更详细具体的

数据，因此数据的价

值得以提高。 



+ 
Calcbench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该公司把政府强制收集的XBRL原始数据准换成可用

性强的金融数据。 

该公司同样使用其技术帮助SEC提高数据质量，如查

找数据中的错误并改正。 



+ 

http://www.calcbench.com/home/aboutus 



+ 
Calcbench 
盈利模式 

Calcbench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数据并收取一定费用。 

它同样提供其他分析服务来获取回报。 



+ 
Calcbench 
声誉 

在2012年2月29日召开的XBRL与金融分析技术会议

上，该公司获得XBRL挑战一等奖。 



+ 
SigFig 
公司背景介绍 



+ 
SigFig 
数据来源 

基本面数据和价格数据的历史 

一些第三方数据源如Lipper、Thomson Reuters、 

Interactive Data和Xignite 



+ 
SigFig 
数据处理方式 



+ 
 SigFig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一个简明的信息表 



+ 

 



+ 
SigFig 
盈利模式 

该公司不收取管理费用，他们只通过发布与其他网

站的合约以及将用户介绍给其他经纪人来获取收益 



+ 
SigFig 
声誉 



+ 
Brightscope  
公司背景介绍 

BrightScope®, Inc是一家金融信息公司。 

他们使用数据给独立投资人、公司、资产经理人等

提供信息，帮助他们进行决策。 

他们主要有两个板块的服务：退休金计划

（Retirement Plan）和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 



+ 
Brightscope 
数据来源 

美国劳工部的5500表格（Form 5500）中数据； 

公司的创始人，Mike和Ryan Alfred，成功劝说劳工

部将表5500的信息收集、整理并发布到网上。 



+ 
Brightscope 
数据处理方式 

他们收集并重新发布处理后的可用性更强的数据，

并且使这些数据更易被公众获取。 



+ 
 Brightscope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给401k计划和403b计划评分排名； 

发起了第一个全面公开的金融分析师的目录； 

提供免费的关于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DC）养老金的白皮书。 



+ 
Brightscope 
盈利模式 

通过出售他们的市场情报产品（Beacon）和针对养

老金计划的销售情报产品（Spyglass）来获利； 

针对5万个固定缴款（Defined Contribution，DC）

养老金计划，提供包含细节和数据的研究报告，并

以此获利。 



+ 
Brightscope 
声誉 

第一家说服美国劳工部收集、整理并在网上发布

5500表格中信息，并以此获利的公司； 

提供第一个全面、公开的金融分析师目录。 



+ 
PsychSignal  
公司背景介绍 

由另一个分析大数据的创业公司SmogFarm发起。 



+ 
PsychSignal   
数据来源 

从社交媒体中获取对话信息。 



+ 
PsychSignal  
数据处理方式 

从在线对话中寻找表达心理、情感、态度的语句； 

集结了数以百万的情感语句用以描述群众的情感； 

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情感搜索引擎； 

使用由NASA开发的信号处理工具。 



+ 
 PsychSignal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 
PsychSignal  
盈利模式 

使用NASA最新开放的算法，每日分析在线对话。从

噪声很强的信息中提取人们的情感，并以此获利。 



+ 
PsychSignal  
声誉 



+ 

建筑和房地产 



+ 
Honest Buildings 
公司背景介绍 

创立于2011年，目前由约30名员工。 

作为一家商业地产中介，它将建筑商、地产商、决策

者和项目管理人员联系起来。 

它是地产领域的社交媒介。 



+ 
Honest Buildings 
数据来源 

该公司收集由建筑商、地产商、业主和其他相关人员

提供的数据。 



+ 
Honest Buildings 
数据处理方式 

 “大数据虽然是很好的资源，但是需要一定的处理。目

前对将数据整体化的平台需求很大。” 

—— Honest Building.com 

该公司收集并发布各类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是用

户很难找到的，例如能源花费，交通便利程度等。 

 



+ 

 



+ 
Honest Buildings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为客户提供匹配服务，帮助其一步步找到合适的

投标： 

客户可在这个平台 

1. 注册公司； 

2. 建立过往案例的专案展示； 

3. 添加标签和联系人； 

4. 获得投标。 



+ 
Honest Buildings 
盈利模式 

该公司对其提供的匹配服务提供一定的费用； 

它收取建筑商等投标人一定费用为其匹配合适的开发

商。 



+ 
Honest Buildings 
声誉 

2014年纽约 

黑客马拉松 

获奖者 



+ 
Zillow 
公司背景介绍 

创立于2005年，该公司总部在西雅图。在纽约、旧

金山、芝加哥，加州欧文，内布拉斯加林肯等市均

有分公司。 

它给消费者提供关于居家、房地产、贷款的信息和

工具，帮助他们做出决定。 

 “在Zillow，我们把以前需要数小时才能获得到的房

地产信息收集起来，将它们转换、发布、免费提供

给消费者。 



+ 
Zillow 
数据来源 

政府开放数据源，包括： 

1. 劳动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 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3. 人口调查局（The Census Bureau）。 



+ 
Zillow 
数据处理方式 

将政府的开放数据收集起来，并建立一个包含了1.1

亿美国家庭的实时更新的数据库。 

将这些数据在他们的网站上重新发布，给用户提供

关于住房、地产、信贷的不同信息。 



+ 
 Zillow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提供在售房、待租房、和即将上市的房产等信息，并

给买家和房东提供信息； 

给借款人和贷款人提供一个开放的、匿名的、自由的

中介； 

给不同的房屋提供一个估价，名为Zestimate，作为

确定房屋价值的一个开始。 



+ 

 



+ 
Zillow 
盈利模式 

 Zillow主要以广告盈利； 

它与雅虎家居合作，运营着全美最大的房地产和房

屋租赁网络； 

 “该公司于2005年创立，在2011年约有6600万美金

年收入。在2013年公司资产估价为23亿美金。 



+ 
Zillow 
声誉 
 

 2013年： 

11月17日：Zillow总裁Spencer Rascoff被提名为EY国家级

企业家； 

10月10日：Zillow的APP，Zillow Mortgage Marketplace，

获得贷款技术奖； 

6月13日：Zillow在Webby Awards上获得民声奖和房地产类

最佳奖； 

5月4日：Zillow获得Webby Award最佳房地产网站奖。 



+ 
Zillow与R 

 WebTechnologies  task view下有zillow包 

 根据地址和邮政编码给出房屋的估价 

 查询给定房产的信息 

 搜索同类型的房产 

http://www.omegahat.org/Zillow/ 



+ 

汽车 



+ 
CARFAX 
公司背景介绍 

该公司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提供车辆历史信

息。 

该公司网站每月访问量达百万。 

在美国境内，数千汽车经销商注册使用该网站。 



+ 
CARFAX 
数据来源 

美国机动车管理机构 

加拿大省级机动车管理机构 

机动车拍卖会 

机动车碰撞修理机构 

服务维修机构 

保险公司 

汽车回收机构 

汽车租赁公司 

州检查站 



+ CARFAX 
数据处理方式 

将他们的数据统一格式并形成报告。报告中包含如下
信息： 

1. 牌照信息； 

2. 损坏记录； 

3. 事故记录； 

4. 仪表盘度数； 

5. 使用历史； 

6. 事故指标，如气囊被使用的次数； 

7. 历任所有者情况等 



+ 
 CARFAX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以一定价位出售报告； 

通过提供二手车信息获利； 

同样提供不同品牌型号的汽车调查。 



+ 
CARFAX 
盈利模式 

主要通过销售报告盈利。 

同时提供CARFAX Hot 

Listings™ 和 Safety & 

Reliability Ratings™ 等产品。 

http://www.carfax.com/used_car_classifieds/hotListingsSearch.cfx
http://www.carfax.com/used_car_classifieds/hotListingsSearch.cfx
http://www.carfax.com/used_car_classifieds/hotListingsSearch.cfx
http://www.carfax.com/safety/index.cfx
http://www.carfax.com/safety/index.cfx


+ 
CARFAX 
声誉 

具有北美最全的汽车历史数据库。 

最受消费者认可的五家汽车信息网站之一。 



+ 

公共服务领域 



+ 
Consumer Reports 
公司背景介绍 

Consumer Reports成立于1936年，是一个专业、独

立的非营利组织。 

它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媒介. 

它现有超过500名员工。 



+ 
Consumer Reports 
数据来源 

一个名为Hospital Compare的政府网站； 

 

 

 

来源于美国其他多个州的数据。 



+ 
Consumer Reports 
盈利模式 

Consumer Reports是一家非营利机构。 

它不接受广告费用，没有股东。 

其收入仅来源于会员的服务使用费。 



+ 
Consumer Reports 
声誉 

 2008年度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颁发的公共服务领域Sigma Delta Chi奖。 

 2007年度国家媒体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荣誉提
名。 

 2006年度国际数据艺术与科学学术协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Digital Arts and Sciences）颁发的人民之声
奖。 

 2005年度美国皮肤学协会（Americ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颁发的金三角奖。 



+ 
GetRaised 
公司背景介绍 

该公司于2010年创立，目前拥有不超过10名成员。 

旨在通过将大量复杂数据转化为一个简明而可用性强

的用户界面，来帮助人们提高薪金。 



+ 

 



+ 
GetRaised 
数据来源 

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开放数据； 

用户输入的信息； 

各类网上的招聘信息。 



+ 
GetRaised 
数据处理方式 

该公司通过其收集的信息，开发了一个薪金的搜索引

擎。 

它根据相关领域专家（如人力资源和研究机构）的分

析，为用户提出了很多加薪申请。 



+ 
GetRaised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给用户提供信息，告知他们应得的薪金，是否应提出
加薪申请等。 

大量女性利用由该公司提供的信息，提出了加薪申请
并成功得到了加薪。 



+ 
GetRaised 
盈利模式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 

它接受了两个机构和四个个人的捐款。 



+ 
GetRaised 
声誉 

通信策略专家Dave Clarke提到，“使用GetRaised的

81％的女性真正得到了加薪。平均获得的加薪金额是

6473美元。” 



+ 
Palantir 
公司背景介绍 

于2004年创立，Palantir目前有超过500名员工。 

它致力于开发从大量分散数据中提取信息的软件。 

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反恐、遏制犯罪和诈

骗等。 



+ 
Palantir 
数据来源 

政府的开放数据 



+ 
Palantir 
数据处理方式 

用户输入各类数据到Palantir的软件中； 

它将生成用户可直接理解的报告和分析； 

虽然不能将该软件称为人工智能，但是有人将其称为
“人工理论”。 



+ 
Palantir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帮助政府分析开放数据以反映政府开支和潜在的缺陷； 

通过分析数据遏制人口走私。 



+ 
Palantir 
盈利模式 

股东的投资； 

软件的销售。 

 



+ 
Palantir 
声誉 

据报道，在2013年底，该公司的价值达到了90亿美

金。 

 2009年度VAST2009 可视化分析奖。 

 2010年10月，在摩根大通银行技术革新座谈会上获得

创新奖。 



+ 

英国的开放数据 



+ 
Mastodon C 
公司背景介绍 

Mastodon C是一家大数据分析公司。 

该公司是第一家加入英国开放数据协会(Open Data 

Institute，ODI)的此类公司。 

公司总裁Fran Bennett为搜索引擎公司工作多年，
帮助他们从数据中获利。 



+ 
Mastodon C 
数据来源 

他们的数据来源是来自英国国家卫生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s，NHS）的开放数据。 



+ 
Mastodon C 
数据处理方式 

使用云计算分析数据； 

使用Hadoop和Cassandra技术来整合实时探测器数

据，网络服务数据和来自客户的表格数据； 

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低碳环保地进行数据分析。 



+ 
 Mastodon C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从杂乱无章的开放数据或客户的私有数据中提取有用

的信息； 

将数据整合转换成一个更清晰的格式。 



+ 
Mastodon C 
盈利模式 

 “Mastodon C刚刚完成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分析项目，

分析了在英国境内一些医生无故开昂贵药物的情

况。” 



+ 
Mastodon C 
声誉 

 2012年度在伦敦绿色黑客马拉松活动中获得Best 

Hack和PeopleFund.it奖。 



+ 

Locatable 
公司背景介绍 

另一个加入了开放数据协会的公司。 

起初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网站帮助人们决定住在哪

里，现在他们的服务转变为帮助人们更好管理自己

的房屋。 

公司创立者Vasanth Subramanian和David Prime曾

经都是物理系学生。 



+ 
Locatable 
数据来源 



+ 
Locatable 
数据处理方式 

把不同来源的数据整合到一个简单的数据仪表板
中。 



+ 
 Locatable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给客户提供一个简单的数据表，来帮助他们管理并优
化他们的房屋； 

提高昂贵开销（如贷款、保险和物业等）的透明度； 

帮助他们的客户找到能将费用降低的方式。 



+ 
Locatable 
盈利模式 

为房地产经纪人提供商业模型； 

网站提供的搜索服务与收费： 

1. 消费者登录网站并确定自己希望居住的位置； 

2. 搜索结果会告知消费者那些最符合其要求的位置； 

3. 网站将消费者推荐到其他机构并收取中介费用。 



+ 
Locatable 
现状 

目前只针对伦敦市内的房屋提供服务，但该公司有

意向将业务范围推广到全英。 



+ 
OpenCorporates 
公司背景介绍 

OpenCorporates是Chrinon Ltd的门户网站, 由Chris 

Taggart和Rob McKinnon建立。 

Rob也创立了TheyWorkForYou.nz和 

WhosLobbying.com这两个网站。 

Chris创立了OpenlyLocal.com，OpenCharities，以

及英国政府网站的地方开放数据板块、税收透明度公

开板等。 



+ 
OpenCorporates 
数据来源 

他们的数据主要来自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资源，包

括： 

1. 直接从政府网站和API中下载； 

2. 收集对公共开放的数据集； 

3. 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获取所需数据。 



+ 
OpenCorporates 
数据处理方式 

公司创始人之一Chris解释到：“我们依据《信息自由

法案》收集公司注册信息以及政府网站发布的信，

做整理之后使其可被公众使用。” 



+ 
 OpenCorporates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 
OpenCorporates 
盈利模式 

尽管OpenCorporates免费发布他们所收集的所有

开放数据，但是他们提供的商业模型则需要额外

付费。 



+ 
OpenCorporates 
现状 



+ 
DueDil  
公司背景介绍 

创立于2011年的创业公司DueDil，其名字源于英文

“Due Diligence”，意为“双方调查”。 

他们的目的是为有意于向中小型公司注资的投资者

们提供所需信息以增强其投资信心。 



+ 
DueDil 
数据来源 

 “DueDil基本就是依赖于开放数据而建立的，这些数

据包括私人公司的房产以及英国政府控股企业的在

册房产。” 

此外，他们也使用一些有专利性质的数据。 



+ 
DueDil 
数据处理方式 

他们收集了20年内的经济数据并在他们的网站上公

布。 



+ 
 DueDil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他们提供关于中小型公司的数据，以此为这些公司带
来新的近千亿元的投资。 



+ 
DueDil 
盈利模式 

他们利用开放数据来填补中小型公司与投资者间信
息的空白。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他们提供的分析和硬件上优势
也为他们带来了收益。 

此外，他们也为那些希望能吸引到潜在的商业合作
伙伴并稳定自身根基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展示的平
台。 



+ 
DueDil 
声誉 

该公司在一些针对初创公司颁发的奖项中受到提

名，例如： 

1. 在2012年获得数据创新保卫者奖两项提名； 

2. 在2012年获得国家商务奖橙色创新奖最终提名。 



+ 
CarbonCulture 
公司背景介绍 

成立于2009年的CarbonCulture是一家数据初创公

司。 

 “公司的创始人兼主管Luke Nicholson是一个在设计

交流与可持续发展创新方面有一定经验的社会企业

家。” 

现在，“该公司队伍由4名全职员工和几名兼职成员

组成。此外，该公司也与其他机构、商业伙伴和非

政府组织保持合作关系。” 



+ 
CarbonCulture 
数据来源 

他们的数据是从不同组织的建筑管理系统和自动读

表系统中获取的。 

正如Luke Nicholson所说：“我们可以整合任何系

统，包括没有自动水电煤等读表系统的建筑大楼。

我们把从多个政府部门、地方管理局和大学获取到

的开放数据发表出来，并且与一些公司客户合作帮

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 
CarbonCulture 
数据处理方式 

正如ODI对该公司的描述：“他们面临着一个全球性

挑战——使用数字化技术和优秀设计，使大范围向

可持续发展加速转变成为可能——并受此机遇激

励。” 

它们使用高科技测量技术来监测工作环境中的碳使

用状况。 



+ 
 CarbonCulture 
 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它利用数据帮助客户更好地做出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

决策，并帮助他们节省资金。 

他们同样强调设计和使用界面，让同一机构的人们能

够更好地沟通，使员工们对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共同的

理解。 



+ 
CarbonCulture 
盈利模式 

监测并报告客户的低碳和节能表现，在互联网和客

户的局域网上将其公开。 

为客户开发APP，帮助他们合理安排能源使用。 



+ 
CarbonCulture 
声誉 

该公司达到的比预期更高的能源节省量——减少了

40%的员工的占用率和10%的天然气消耗。 

现有7家政府机构在使用CarbonCulture提供的服

务。 



+ 
上海大数据局 
Big Data Bureau 

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新兴领域——大数据，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经信委）已经在研

究成立大数据局，成立后将推进上海政府层面的数据

公开和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挖掘来更好发挥政府管

理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正式面向社会开通运行。这是全国覆盖信息主体最多、

提供数据单位最多的公共征信系统。 



+ 
台湾开放数据联盟 
Taiwan’s Open Data Alliance 



+ 
台湾开放数据联盟 
Taiwan’s Open Data Alliance 

英国开放数据协会（ODI）和台湾开放数据联盟
（ODA）于2013年12月11日签署了合作协议。 

他们将在诸多领域进行合作： 

1. 交流技术和经验； 

2. 开展合作项目； 

3. 开放相互支持的合作系统来驱动开放数据领域商业
的发展； 

4. 共同开发开放数据技术。 



+ 

Q & A 

Email： contact@sups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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