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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新范式和大协作：
决策导向的大数据应用范式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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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优先，还是决策(规划)优先？
• 我们为何决策？
• 我们该怎样决策？
• (大)数据应可以怎样帮助决策？
• 决策导向型的大数据应用范式
以上，大思考
• 案例
以上，小事情
• 小结



需要决策和规划的事情 涉及数据 涉及大数据

决策导向型的大数据应用范式
(偏重于城市规划)



数据优先，
还是决策(规划)优先？



事情/问题优先！

(决什么策? 为何[谁]决策？)

“你千万不要想着拿数据去改进一个业务，这不是大数据。你一定是去做了一件以前做不了的事情。”

——王坚(阿里巴巴CTO)



Option 1

Option 2

Big/Small Data

No/Little Data





我发现放到总统桌上的问题总是难题——那些无论多少数据或数字都无法

得出正确答案的难题……那些风险如此之高的选择，根本容不得一星半点

的差错。

还有，作为总统，你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人向你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但是到最后，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作为总统，你所拥有的全部指引就是
你的价值观，判断力，以及那些对你影响深远的成长经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5148f0101bu99.html



我们(城市)碰到的大事情是？
我们需要决关于什么的策？



城市的大事情

*UNDP, 2013.
**Science, 2016.
***来源于笔者2016年5-6月开展的网上调研，N=233。

No. UNDP*

(全球)

UNDP*

(发展中国家)

Science** 中 国***

1 失业 贫民(窟) 污染和废物处理 环境恶化

2 气候变化 非正规就业 可持续能源 住房

3 环境恶化 基础设施不足 健保和疾病预防 教育

4 - 无序发展 社区建设 气候变化

5 - 资源分配冲突 犯罪与安全 失业

6 - - 食品安全 交通

7 - - 创新 贫富差距



大数据研究VS.大事情

问 题 …… 研 究＊ 研究特点

1 环境恶化 …… 个人行为及其时空差异 What not how

2 住房 …… 城市与区域的形态和结构 What not how

3 教育 …… 规划制定和管理 What; How

4 气候变化 …… 空间模拟和公共参与 What; How

5 失业 …… …… ……

＊Hao et al., 2015



大数据研究VS.大事情(2)

 Urban Planning is not about images but is a way to make a difference; it is a framework that 

helps leaders transform a vision into reality using space as a key resource for development and 

engaging stakeholders along the way (UNDP, 2013)

 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规划法》)



大数据研究VS.大事情(3)

空间Space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its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个人行为及其时空差异

Form and structure at regional/urban level

城市与区域的形态和结构

Plan making and management

规划制定和管理

Spatial simul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空间模拟和公共参与

愿景Vision

Stakeholder

Society 
Economy

Environment

Engagement

Framework

Sustainability

发展Development

Urban

rural



大事情？！

 个人行为及其时空差异

 城市与区域的形态和结构

 规划制定和管理

 空间模拟和公共参与

对照王坚所说，我们主要还在强化业务，还是没有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



基于以上，更多的大思考?



有待强化的方向
STRATEGIC/PRINCIPAL CONSIDERATIONS 

 What!

 How！

 Value! Vision! Valor! Validity! (c.f.: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 



(城乡规划)

决策导向型的大数据应用

II I

III IV





有待强化的子域
TACTICAL/DOMAIN CONSIDERATIONS

 环境 (ep.空气，水，土壤，废物处理)

 社会发展(ep. 贫富差距)

 农村

 可持续性 (e.g.,资源的循环使用；代际平衡)



“超越”美国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19/6928/F1.large.jpg



大思考之后，
究竟我们该怎么决策(规划)？



数据

决 策

(规划)

方法/技术






理论



战略家的视角

 城市逐渐代替国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城市就和国家一样，必须要考虑如何平衡利益与摩擦。



怎么决策(规划)？

 明确主要矛盾(角色) 在哪里？

 利益是什么？

 摩擦在哪里？

 涉及谁？

 他们的价值和愿景(诉求)是什么？

针对以上，需要数据么？如果需要，是什么(大)数据，它们可以怎么采集、分析？需要最好地采集和分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协作？



(城乡规划)

决策导向型的大数据应用范式

大问题
大挑战

(大)数据

价值，愿景，经验

他人(尤利益相关者)建议

战略

战术

行动/举措

必须

也许



“挑剔顾客”识别和服务优化

$7/trip

subsidy!

Go card data

Cost-effective and 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upply

TransLink; Riders

Choice 

zones/

routes/

riders

Alternative 

evaluations

Services optimization

Visions, Values &

Experiences

Performances/

Outcomes
Problems/Alternatives



大事情/大问题



价值，目标和经验

 合理性价比 (TransLink; The Public)

 需求及时响应 (Riders)

 经验(短期数据，零星感受——Planners; Operators)



他人建议、想法
(VALIDITY CHECK)

 繁忙线路调整难度很大

 郊区接驳铁路的公交有潜力

 以上公交乘客个体需求主要还是换乘，各种方式的Rider-sharing(e.g.,小公交，合乘和Uber)

均有可能满足其需求



(大)数据

 Go card data: 分不同时段的需求和使用的空间分布

 Go card data+补充数据：潜在的，可优化的客户群，线路和片区；不同服
务供给方案的评估

 未来(大)数据改善建议：以优化服务为目标，调整数据采集周期、内容，格式、
分析、分享等！









Variable
Alternative 1

(Bus)
Variable

Alternative 2

(Uber)

Annual trips* 17768 Uber cost per km $1.56

Subsidy/trip
$7

Average trip distance* 10.9(km)

Rider’s cost/trip $3 Uber cost per trip $17.0

Annual Cost $177,680
Uber cost per trip*person

(Assume two riders/vehicle)
$8.5

*Based on Go card data.



服务优化(行动)

从单一公交供应到多元运输服务：

 短期: Proactive, demand responsive and cost-effective ride service supply/sharing rather than 
passive bus-service provision!

 Ride services: Uber, carpool, vanpool & car-sharing

 中长期:  Accessibility/Lif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小 结

 无论有无(大)数据，我们其实都要决策(e.g., Ms. Obama)

 识别好，把握住大问题、大事情比大数据更重要！(e.g., 王坚)

 大抱负(价值理念)、大经历和大判断是找好大问题、大事情的前提 (e.g., Parag Khanna)

 以上再加上能(合)做(作)小事情，就可以有大作为



小结(2)

大
抱
负
大
判
断

大
事
情

(大)
数
据

大
作
为

小 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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