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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大陆病媒控制产品
2016 年政府采购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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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病媒控制产品市场的采购情况，为病媒控制产品研发、市场需求及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依据。方法

爬取发布在国家政府采购平台及各省、
市级采购平台上的病媒控制产品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并利用大数据的数据
处理技术，对公告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抽取和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病媒控制产品的采购高峰为 4、5 月；

公开招标和竞争性谈判/磋商为病媒控制产品的主要采购方式；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及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等
政府部门为主要采购方；
病媒控制市场仍处于分散、
均衡的竞争状态。结论 研究和分析结果有助于决策部门和相
关企业了解政府和企业的供需特点，
并为未来病媒控制产品服务资源的配置、制度设计和宏观决策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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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 study on 2016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China mainland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LIU Qi⁃yong1, PAN Shu⁃wen2, YANG Xiao⁃ran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Vector Surveillance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2206, China; 2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omputing Center;
3 Beijingruilufengwei Biotechnologies Co. Ltd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No. 2016YFC1200802）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uthors try to analyze the vector control product purchase and market situ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in 2016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policy ⁃ making. Methods Crawled vector control bidding
and successful bidder announcements published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latform and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rocurement platform, and using the big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key data in the announcements was
extra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2016 show that（1）China
s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procurement
peaked in April and May;（2）Public bidding and competitive negotiation/negotiation were the main ways of purchasing
vector control products;（3）The main purchasers were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Office and the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4）The vector control market was still in a decentralized and balanced competitive stat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sults may help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s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system design and macro decision ⁃
making regarding the vector control product and servi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Vector control; Big data; Bidding; Successful bidder

随着计算机技术全面渗透社会各个方面，人类

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

产生的数据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全球已进入数据

［3］
新石油”
。随着媒介生物防控需求的增加和技术

［1］
主导的“大数据时代”
，国家也将大数据作为基础

的发展，
其相关数据增长迅速，
病媒控制产品是国内

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数据

媒介生物防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通过招标方式实

［2］

资源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源，2012 年奥巴马政府将大

现相关药品及有害生物防制服务的采购。本研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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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爬虫技术，
从我国省、市级相关网站获取有关病媒
控制产品的招中标信息，并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实
现招中标文件关键数据的提取、
去噪、
标准化等，
从多
个维度对我国 2016 年病媒控制产品服务情况进行分
析，
为国内媒介生物防控研究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物防控领域的实际应用。
2
2.1

结

果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总量分析

市场上我国病

媒控制产品采购主要包括以下用品及服务：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专项服务、防控药品、病媒生物消杀服

材料与方法

1.1 大数据处理简介 大数据的处理需要经过数据

的采集、
数据的预处理和数据分析等流程才能实现数
据价值的高效转化，
并最终实现数据分析的目标 。
［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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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采集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数据采

集，
网站是承载、
展示数据的重要平台，
因此，数据的
采集主要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互联网获取数据信
息。本文采用的采集组件可按设定规则、自动采集
网站数据，采集的数据源主要是省市级政府采购网
站，获取的数据大多数为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

务、蚊蝇孳生地处理服务、防控药品及其设备、灭鼠
灭蚊药品及其服务等。2016 年共有 466 家单位采购

病媒控制类产品，有 296 家单位中标，中标总金额约
为 3.48 亿元人民币。如图 1 所示，
2016 年发布在国家

政府采购平台及各省、
市级采购平台的病媒控制产品
采购成交共计466次，
总金额为25 297.03万元。市场

采购高峰出现在4、
5月，
5月达到年度峰顶，
共有91次

采购，采购总金额为 4 325.23 万元，1 月采购次数和
金额最少，仅有 9 次采购，总金额为 1 180.21 万元。

数据，通过大数据中的数据存储技术将爬取到的招
中标网页以源数据的形式存储到数据库中。
1.1.2

大数据的预处理

与传统数据比较，大数据

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样性、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
占数据总量的 85%［5］，因此，从互联网上获取的数据

需进行清洗、
标准化过程，
并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
目标数据，存储到相应的数据库中。利用大数据处
理技术对采集的招中标数据进行清洗、
关联，采集模
块包括数据去噪、
数据排重、实体识别和题目自动提
取等，此外，
利用文件二进制协议对网页中的关键数
据进行提取，
实现对招中标网页中关键信息（如项目
名称、采购单位、中标金额和所属区域等）和关键数
据的提取。
1.2

数据的分析与呈现

数据分析是利用适当的

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并形
成有价值的分析结果，通过时间、区域、企业等维度
对获取的病媒控制产品及服务行业信息进行分析，
并以图或表方式呈现，实现了大数据技术在病媒生

Figure 2

图 1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情况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procurement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2016

2.2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区域分布 如图 2 所示，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分布在 28 个省（直辖市、
自

治区），
河南省采购次数和采购金额均为最高，
共采购
76 次，
为 2016 年上半年中标数量最多的省份，
其次为
广东省（74 次）和北京市（39 次），
四川、
湖北和湖南省
发布的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次数最少，
均为 1 次。广东
省为采购金额最多的省份，采购金额为 7 425.66 万

图 2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区域分布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procurement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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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次为河南省，采购金额为 2 419.38 万元。
2.3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方式

2.3.1 不同采购方式份额 由图 3 可以看出，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方式主要为公开招标，占

采购数量的 59.74%，其次为竞争性谈判/磋商方式，
占 23.77%，
零散采购方式所占份额最少，
仅为 0.21%，
在采购公告中，
另有 6.86%的采购未注明采购方式。

图 5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金额分布
Figure 5 Purchase amount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2016

图 3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方式
Figure 3 Analysis of purchasing methods for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China in 2016

2.3.2

不同采购方式逐月采购情况

由图 4 可知，

图 6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采购产品类型分布
Figure 6 Procurement product type distribution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 in China, 2016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各月均以公开招标和竞争

采购是药品和服务一起招标采购。

月，
因采购量大，
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优势更明显。

2.6.1

性谈判/磋商方式为主要采购方式，
在采购旺季的4－5

2.6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单位情况
采购单位类型

2016 年共有 466 家采购单

位，
由图7可知，
省、
市、
县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
室（爱卫办）及省、
市、
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局）

〔卫计委（局）〕占市场采购份额的 59.87%，是市场采

购的主要力量。此外，政府部门（主要指省、
市、县人
民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办公室及区委办事处等）占
12.23%；其他（企事业单位）如高校等，占 22.75%。

注：因零散采购数量所占比例太少，
图中未列出

图4 2016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不同采购方式各月采购情况
Figure 4 Purchasing ways distribution of China
s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procurement in 2016

2.4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金额

由图 5 可知，2016 年

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采购金额≤50 万元的占

图 7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单位分析
Figure 7 Purchasers distribution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China, 2016

总金额的 53.80%，50～100 万元的占 26.58%，＞100

2.6.2

2.5

市海淀区卫计委，采购金额为 1 920.00 万元，其次为

万元的占 19.62%。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产品类型

由图 6 可知，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病媒控制产品/有

害生物控制服务所占比重最大，约为 67.69%，药品

药剂类采购占 23.85%，单纯的物资器械采购仅占

8.46%。由此可知，在我国的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
单纯的药品或器械采购所占比重较少，大部分产品

采购金额前 10 名的采购单位

由表 1 可知，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金额最高的为北京
阳江市卫计局，
采购金额为 895.16 万元；深圳市农业
科技促进中心排名第 10 位，采购总金额为 288.41 万

元。排名第 1 位的采购金额是排名第 10 位的 6.66 倍，
两者差距较大。
2.7

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标排名情况

2016 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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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控制产品采购共计 296 家单位中标，中标金额及
中标次数排名前 10 名的单位见表 2、3。

表 1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金额前 10 名的单位
Table 1 Top 10 purchasers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by value in China, 2016

排名

单位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1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2
4
5
6
7
8
9

10

1 920.00

895.16

阳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539.32
408.30

安顺市西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400.69

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328.35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
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州市天河区农业和园林局

1

阳江市四害防治中心

3

湖南科力除虫药械有限公司

2
4
5
6
7
8
9

10

中标金额（万元）

湛江市欧科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895.16
761.03
484.00
465.39

浙江洁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5.37

北京绿巨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0.69

广州市江氏杀虫有限公司

327.74

洛阳市三叶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11.02

江苏生久农化有限公司

294.88

梅州市卫城虫害防制中心

294.00

合肥瑞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标次数
前 10 名的单位
Table 3 Top 10 successful bidders by bid number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in China，2016
表3

排名

单位名称

中标次数

1

浙江洁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马氏兄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
4
5
6
7
8
9

10

2.7.1

宁波市康龙爱威病媒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北京环六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康净卫生消毒杀虫有限责任公司
肇庆市东江城市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乐康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北京安欣特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宁市地标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湛江市欧科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前 10 名的单位

2 家单位均中标 5 次，
市场分散比较均衡。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

技术对 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的区域、主要

采购方式、
主要采购单位及采购金额范围等重要信息
产品采购高峰；②公开招标和竞争性谈判/磋商是病

为病媒控制产品的主要采购单位；
④采购单位的采购
金额差距较大；
⑤病媒控制产品市场采购处于分散、
均衡竞争状态，
尚无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龙头。
大数据技术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大数
据分析有助于决策者根据过去和现在的信息对未来
发展进行科学地预测。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病媒生物
防控领域的招中标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决策部门
和相关企业了解政府和企业供需双方特点，提供服
务与利用情况，为未来病媒控制产品服务资源的配
置、保障制度的设计、环境健康的促进和宏观决策等
提供科学依据。
国家已将大数据技术提升至战略高度，该技术
将会应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未来基于大数据的媒
介生物防控研究将是媒介生物防控领域的一个重要

研究课题。本文只针对已获得的 2016 年我国病媒
控制产品采购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因数据信
息不完整，文中结果和结论具有局限性。
（本文纯属学术研究，作者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涉及企

8

业、
机构均为实名，
并无其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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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2016

年我国病媒控制产品采购中标总金额最高的为阳江
市四害防治中心，为 895.16 万元，占 2016 年采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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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排名

由表 3 可知，2016

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①4、
5月是病媒控制

288.41

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

中标次数前 10 名的单位

301.62
294.88

兴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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