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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在孵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实时化、个性定制化服务，本文研究了面向孵化器行业的云计算与大数

据服务平台。结合广东省科技孵化器和在孵企业对于行业动态、发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预警、政策服务等方面
的服务需求，本项目组构建了广东省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并通过实际应用平台系统介绍了省
级、市级、区/开发区、孵化器及企业五级权限的企业孵化器管理业务实现。最后，总结了面向孵化器行业的云计
算与大数据服务平台的推广应用对孵化器管理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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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oud computing & big data service platform of the incubator industry cluster is proposed to provide real time and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ervice for the start-ups in their whole life cycle. The big data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warning platform is constructed for Guangzhou province’s incubator industry, combining its demands of industry trends, development assessment, enterprise credit rating, risk warning and policy servic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ystem is introduced how to implement the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district/development zone,
incubator and enterprise five levels authority of enterprise incubator business management. Fin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tform on the incubator manage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Incubator managemen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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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资源网络提供商业及技术援助的渠道 [1] 。以孵育
科技型企业为目的，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是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创办初期或早期发展过程

在引进西方经验并发挥政府扶持作用的基础上逐步

中需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支持，孵化器行

发展起来的 [2]。自 1987 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业由此应运而生。以新创办企业为服务对象，以支

诞生以来，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我国已成立 3255

持企业发展为核心业务，企业孵化器针对新创立公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为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

司提供一系列援助计划，通过内部的专门技术与公

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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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企业孵化器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预警、政策服务等需求，本

软件服务缺乏的制约问题，在孵企业所需的创业咨

项目组研发和构建了广东省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

询、政策辅导等软件服务未得到完善，导致了软硬

务及信息预警平台。下面从总体方案设计、系统设

[3]

件服务的偏差 。为顺应孵化器产业专业化与服务

计、基本功能三方面逐一介绍。

网络化的发展趋向，亟需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平台，

1.1

以实现各要素的聚集、优化与升值，从而不断提高

平台总体方案设计
以平台运营机构为技术与运营支撑，建设面向

[4]

个性化孵化服务水平 。广东省围绕各种目标建设

企业孵化器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为科技

了 500 多家各级孵化器技术支撑平台，针对行业动

孵化企业提供人、财、物等创业资源及政策信息、

态、企业征信等要素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增值服

行业情报等信息资源，如图 1 所示。此外，由省政

务 [5] 。因此，以大数据技术平台为支撑，改善原有

府科技主管部门引导、决策与支持，各孵化器企业

创新企业孵化和辅导模式，为所孵化企业提供全生

统筹线下资源。

命周期的实时化、个性定制化服务，对于提高孵化

基于上述基本框架，以“服务孵化对象，行业

成功率、发展新兴产业、集成与共享科技产业化资

数据服务，突发信息预警”为建设原则，主要面向

源、顺应全球化经济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6-9]。

科技孵化器平台对于行业动态、发展评估、企业征

为了给在孵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实时化、个

信、风险预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服务需求，项目

性定制化服务，本文研究了面向孵化器行业的云计

组设计的面向广东省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

算与大数据服务平台；结合广东省科技孵化器和在

息预警平台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平台大致包

孵企业对于行业动态、发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

括如下内容：通过互联网爬虫、行业数据库等实现

预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构建了广东省

行业数据动态采集；以企业财务状况、发展动态、

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支撑省

同类对比等提供企业健康度评估服务；基于企业交

级、市级、区/开发区、孵化器及企业五级权限的企

易流水、合同执行等要素，建立企业征信评估模型；

业孵化器管理业务，从而提升孵化器管理信息化水

提供定制化的行业发展态势预警，支持企业快速应

平，整合促进资源共享 [5]。

对市场变化；以税收、补贴、上市等支持为导向，

1

提供企业未来走势分析服务。

面向孵化器的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

1.2

平台系统架构与功能

面向孵化器的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抽取并集

基于上述平台总体设计方案，该系统主要功能

成孵化器相关数据，通过数据挖掘等处理分析，及

包括：建设大数据支撑平台、孵化企业发展健康度

时获取价值信息，从而为孵化器平台提供决策分析

评估、孵化企业征信平台、孵化器企业风险预警和

与数据支撑。面向科技孵化器平台对于行业动态、发

政策影响评估等五大功能模块。为实现这些功能模

Fig.1

图 1 面向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的基本框架
Basic framework of big data service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cubat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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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图 2 面向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的总体设计方案图
Design plan of big data service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cubator industry

块，系统包括五层结构设计，自下而上为：数据源

到大数据智能终端。

层、大数据采集层、大数据存储层、大数据接口层、

数据源层：主要包括 Gn/WLAN/S1 数据源、行

大数据智能终端层，系统架构如图 3 所示。通过搜

业数据源、BSS 数据源和其他数据源，并分别通过

索引擎等接口将获取的行业数据源等原始数据传输

搜索引擎接口、数据库接口、BSS 接口和其他接口

至互联网爬虫及各数据适配器，经采集处理、数据

与上层结构连接。

装载等操作后，将其存储于分析结果数据库和业务

大数据采集层：通过互联网爬虫、行业数据库

数据库中，并对产业动态等大数据库进行管理，最

等实现行业数据动态采集，经数据装载、采集日志

后通过实时与非实时等大数据接口将数据信息传送

等处理操作后，为后续处理工作做准备。

建设大数据支
撑平台
孵化企业发展
健康度评估

孵化企业征信
平台
孵化企业风险
预警

政策影响评估

Fig.3

图 3 面向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的系统架构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big data service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cubator indus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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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存储层：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储于分析结

险预警等预期功能，让企业享受大数据带来的实惠

果数据库和业务数据库，可实时管理行业大数据库、

和成果。

产业动态等不同主题数据库，并通过登陆管理、权

1.3.3

限管理等途径管理系统功能。

大数据分析子系统
建立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大数据分析模型，

大数据接口：包括实时接口、非实时接口和其

根据不同数据特点，整合各孵化器资源，并挖掘行

他接口，实时接口主要完成通知服务和触发服务，

业相关性、产业相关性等数据隐藏价值，从而不断

非实时接口主要提供生成服务，而其他接口则具有

丰富有价值的报表统计并提升预测分析能力。本系

业务分析和业务监控功能。

统具体分析功能包括：孵化企业发展健康度评估、

大数据智能终端：对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发展

孵化企业征信、孵化器企业风险预警、政策影响评

评估、企业征信等实时分析，可提供行业动态、发

估。其分析功能权限分为省级、市级、区/开发区、

展评估、企业诚信、风险预警和政策服务等信息推

孵化器及企业五级权限，根据不同等级孵化器管理

送任务。

业务实现不同内容的大数据分析。

1.3
1.3.1

面向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
平台

1.3.4

大数据推送子系统
利用大数据平台提供的丰富数据资源，提供个

建设大数据支撑子平台

性化、可定制的数据推送服务，更好地指导企业，

为实现孵化企业发展健康度评估、孵化企业征

了解市场走势、订单转移情况、投资去向等内容。

信平台、孵化器企业风险预警和政策影响评估五大
功能，构建大数据支撑平台，围绕科技孵化服务，

2

为孵化器平台提供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撑。在该平台

应用实例分析
本项目组已经在广东省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

中，通过建设互联网爬虫、异构数据源、多格式数

项目内容，该阶段内容主要为结合广东省科技孵化

据适配器，将从互联网、行业数据库中实时采集获

器平台对于行业动态、发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

取的数据资源标准化存储到业务数据库，并把后续

预警、政策服务的实际需求，构建了广东省孵化器

分析结果数据存入分析结果数据库；实现大数据库
管理，主要对行业大数据库、产业动态数据库、企

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实现了省级、

业信息数据库、企业征信数据库、经营动态库、数

市级、区/开发区、孵化器及企业五级权限的企业孵

据模型库进行管理；通过实时接口、非实时接口等

化器管理业务。该系统内部组织可分为省级、市级、

大数据接口与上层应用连接。

区/开发区、孵化器及企业五级权限管理业务，不同

大数据智能终端子系统

用户进入系统后可进入对应权限的管理界面获取并

1.3.2

管理相应信息。该系统门户入口与登录如图 4 所示。

为保障面向孵化对象的大数据平台的可持续服

该系统具体功能包括：

务，面向行业动态、发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预

2.1

警、政策服务等目标，开发大数据客户智能终端。

省级管理

将自上而下的数据采集方式，转变为快速高效自下

省级管理分为市科技局信息、区级主管部门信

而上方式，通过实现孵化企业发展健康度评估、风

息、孵化器信息和企业信息四大功能管理模块，具

Fig.4

图 4 面向孵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的门户入口与登录
Big data service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cubat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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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通过和审核驳回操作。

有下属市级、孵化器和企业账号的创建和管理功能，
可查看其下属孵化器年报和企业年报信息。省级用
户登录系统后，个人桌面左侧有帐号信息、用户管
理等六个功能模块的入口，右侧则显示省级用户的
一些统计信息、待办事项及相关下载，如图 5 所示。
在用户管理功能模块，可查看所有下属市级、区/开
发区级、孵化器级、企业级用户的用户名、机构名
称、联系人等基本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编辑或删除
等管理操作。可查看其下属孵化器年报和企业年报
信息，并对市级用户已经审核上报的孵化器年报进

Fig.5

2.2.1

2.2

市级管理
市级管理分为区级主管部门信息、孵化器信息

和企业信息三大功能管理模块，具有下属孵化器和
企业账号的创建和管理功能，可查看其下属孵化器
年报和企业年报信息。市级用户登录系统后，同样
具有对应市级权限的账号信息、用户管理等六大功
能模块。下面以孵化器列表与孵化器年报为例，具
体介绍各功能模块。

图 5 省级用户个人桌面界面
The interface of personal desktop of user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孵化器列表模块

2.4

孵化器管理

市级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孵化器列表图标，

孵化器管理分为：孵化器上报和企业信息两大

进入孵化器列表界面，列表中展示所有下属孵化器

功能管理模块，具有下属企业账号的创建和管理功

信息，其中包括孵化器名称、成立时间、年报状态

能，可填写孵化器年报并查看其下属孵化器年报和

等基础信息。若需详细了解某一孵化器的具体信息，

企业年报信息。

可点击该孵化器名称进入孵化器信息详细界面。
2.2.2

孵化器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个人桌面的企业
列表图标，进入企业列表页面，列表中展示所有下

孵化器年报模块
市级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孵化器年报图标，

属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入驻时间、所属技术

进入孵化器年报界面，可查看所有下属孵化器年报

领域等基础信息。孵化器用户进入企业年报列表可

信息，其中包括孵化器年报名称、孵化器名称、创

以查看下属企业已经提交上报的年报信息，并对企

建人等基础信息。市级用户进入孵化器年报列表可

业年报进行审核通过、审核驳回、上报通过、上报

以查看已经下属孵化器已经提交的年报信息，并可

驳回等操作。
点击孵化器信息图标打开孵化器基本信息页

以对孵化器年报进行审核通过、审核驳回、上报通
过、上报驳回操作。

面，可对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成立时间、

区/开发区管理

孵化器类型、孵化器级别、性质、所在高新区等信

2.3

区/开发区管理分为：孵化器信息和企业信息两

息进行编辑。孵化器用户进入孵化器年报列表可以

大功能管理模块，具有下属孵化器和企业账号的创

进行孵化器年报的填写，并对年报进行预览提交、

建和管理功能，可查看其下属孵化器年报和企业年

编辑、删除等操作。

报信息。查看其下属孵化器年报和企业年报信息，并

2.5

企业管理具有企业上报功能，可填写企业年报

可以对孵化器用户已经审核上报的孵化器年报进行

并查看其下属企业基本信息与年报信息。企业用户

审核通过和审核驳回、上报通过、上报驳回等操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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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企业年报列表可以进行企业年报的填写，并对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Incubator’s Present Situation and

年报进行预览、提交、编辑、删除等操作。

Tendency[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6): 132-134. (in
Chinese)

3

结论与展望

[4]

赵玉海. 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现状与发展取向[J]. 科研
管理研究, 2005(1): 3-5.

本文研究了面向孵化器的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

ZHAO Y H.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

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功能实现，并结合面向广东省孵

tation of Chinese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J]. Science

化器行业的大数据服务及信息预警平台研发和应用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5(1): 3-5. (in

的具体案例，进一步分析了面向孵化器的大数据与

Chinese)
[5]

云计算系统的省级、市级、区/开发区、孵化器及企

李昕.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 [J].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2004, 57(6):

业五级权限的企业孵化器管理业务的具体建设内容。

859-863.

通过建立面向孵化器的大数据服务与云计算平

LI X.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of Catechist

台，获取所需的各类数据信息并对其进行实时分析

Business Incubator Based on Internet Technology[J]. Wuhan

与数据挖掘，从而满足科技孵化器平台对行业动态、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4,

发展评估、企业征信、风险预警及政策服务等功能

57(6): 859-863. (in Chinese)

的实际需求，为所孵化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实时

[6]

郑玲微. 大步跨入“大数据”时代[J]. 信息化建设, 2013(1):

化、个性定制化服务，对于提高孵化成功率、发展

11-13.

新兴产业、集成与共享科技产业化资源、顺应全球

ZHENG L W. Stride into the Era of “Big Data” [J]. Informa-

化经济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将有更加广阔的发

tization Construction, 2013 (1): 11-13. (in Chinese)
[7]

展前景。

王鹏, 黄焱, 等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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