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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7/T 3523《公共数据开放》分为如下部分：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第2部分：数据脱敏指南； 

——第3部分：开放评价指标体系； 

——第4部分：…… 

本部分为DB37/T 3523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山东省大数据局提出、归口并监督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山东省大数据局、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山东省大数据中心、山东省公安厅。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媛、陈洪波、闫雷、赵硕、綦琳、刘烨、逄锦山、李刚、李明、柯林森、王

洪儒、赵一新、李学民、刘晓飞、史丛丛、周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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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 第 3 部分：开放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指标框架、指标内容以及指标使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共数据开放程度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344—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6468—2018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指标体系 indicators system 

由若干个主要特征定义的指标构成反映该现象的指标集合。 

注：指标体系是系统的、具有紧密联系的、反映评价对象整体的指标集合。 

[GB/T 36468—2018，定义3.4] 

3.2  

数据质量 data quality 

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数据的特性满足明确的和隐含的要求的程度。 

[GB/T 36344—2018，定义2.3]   

3.3  

数据集 dataset 

具有一定主题，可以标识并可以被计算机化处理的数据集合。 

[GB/T 36344—2018，定义2.6] 

4 指标设计原则 

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设计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a) 科学性：应结合数据开放的相关要求及实践情况，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科学设计评价指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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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性：指标体系应覆盖全面，且指标项间尽可能相互独立； 

c) 可操作性：指标体系内容设置及评价方法应符合公共数据开放的实际情况，选取数据可得、概

念明确及计算方法简单的指标； 

d) 引导性：应注重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和成效，可有效引导数据开放程度的提升。 

5 评价指标框架 

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框架包括基础层、数据层、应用层三个一级指标： 

a) 基础层：从公共数据所处的开放环境角度评价，主要包括政策指引和组织管理保障等方面； 

b) 数据层：从开放数据角度评价，主要包括开放数量、数据质量、数据提供、数据覆盖程度、数

据可持续性等方面； 

c) 应用层：从数据应用角度评价，主要包括网站功能、数据使用、应用效果等方面。 

6 评价指标内容 

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内容见表1。 

表1 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描述 

基础层 

政策指引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的发布情况，如从数据编目、数据标准、数据

质量管理等相关政策文件发布情况评价。 

数据开放 
与数据开放相关的政策文件要求发布情况，如从开放网站建设、开放数据

资源管理和开放方式与机制要求等相关的政策文件发布情况评价。 

数据利用 推动开放数据有效利用相关的政策文件发布情况。 

安全保护 
数据开放的安全保护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发布情况，如从网站安全、数据安

全、开放风险评估等相关政策文件发布情况评价。 

政策文件效力 

涉及公共数据开放相关政策文件的效力等级情况。效力等级从高到低分为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其他普通政策等等级，等级越

高，越有效力。 

组织管理保

障 

开放工作计划 
公共数据开放工作计划情况，如从计划详细度、计划发布情况、计划实施

情况等方面评价。 

培育生态体系 
公共数据开放的宣传和推广情况，如从数据应用宣传交流情况、创新活动

举办情况等方面评价。 

数据层 

开放数量 

数据集总量 开放的有效数据集总量。 

数据容量 有效数据集的数据总量。 

目录条目 开放目录的总条目。 

数据接口量 开放的数据接口总量。 

数据质量 

数据规范性 数据符合数据标准、数据模型、业务规则等的程度。 

数据时效性 
数据开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如从数据获取的有效性、数据开放的及时性

等方面评价。 

数据准确性 开放数据与实际情况的一致程度。 

数据完整性 按照一定规则，数据集及数据集中数据项的完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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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据层 

数据质量 

数据一致性 
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等发布数据的一致程度，如从数据集的重复程度等方

面评价。 

数据全面性 开放数据包含的信息量和信息范围。 

开放目录 目录编制情况，如从开放目录的规范性、与数据资源的匹配度等方面评价。 

开放目录清单 
开放目录清单梳理情况，如从开放目录清单规范性、与目录对应一致性等

方面评价。 

数据描述 
数据格式 开放数据的格式，如从数据格式多样性、用户使用方便性等方面评价。 

数据说明 对开放数据集的说明情况，如从元数据覆盖度等方面评价。 

数据覆盖程

度 

领域覆盖 开放数据集的领域覆盖程度。 

部门覆盖 开放数据集的部门覆盖程度。 

行业覆盖 开放数据集的行业覆盖程度。 

数据关键词覆盖 数据集名称在高需求关键词上的覆盖程度。 

数据可持续

性 

增长情况 
数据集持续增长情况，如从数据集持续增长时间段数量、新增的数据集数

量等方面评价。 

更新情况 数据集的更新情况，如从数据集更新周期、更新数量等方面评价。 

应用层 

网站功能 

界面体验 
网站界面体验的人性化程度，如从图文式分类图标、移动端界面适配等功

能提供情况评价。 

数据导引 

网站基础功能的方便性、灵活性、高效性、准确性等，如从数据分类导航、

精准检索、按需排序、动态提醒、数据集订阅或收藏、智能交互等功能提

供情况评价。 

数据展现 
网站提供的数据展现功能情况，如从是否提供网站使用统计、数据集统计、

数据集预览、数据集可视化、地理空间工具、关联数据推荐等功能评价。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功能提供情况，如从交流方式的多样性及使用便捷性和有效性等

方面评价。 

数据使用 

数据访问 数据集的访问情况，如从数据集的访问总量、访问形式等方面评价。 

数据下载 
数据集的下载情况，如从数据集下载总量、下载便捷性、下载形式等方面

评价。 

数据检索 数据集的检索情况，如从数据集的检索效率、检索结果准确性等方面评价。 

数据获取 
开放数据的可获取性，如从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公平程度和便捷程度等

方面评价。 

应用成果 
开放数据的应用成果情况，如从成果数量、成果展现形式、成果使用情况

等方面评价。 

使用者 
数据的使用者情况，如从使用者类型、使用者下载情况、使用者成果展现

情况等方面评价。 

反馈情况 
反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如从开放评价建议、数据请求结果公开、数据纠

错等反馈情况评价。 

应用效果 

社会影响 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生态环境 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反映情况。 

政府服务 对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政府透明度等的促进作用。 

经济商业 
对经济商业带来的影响，如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企业活力、增加工作机

会等方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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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标使用 

7.1 指标项设置 

应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从该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指标并细化，以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项。 

7.2 指标权重分配 

应根据实际需求，对指标项进行权重分配。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权重分配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客观赋权法：根据对历史数据的整理来研究各指标的关系或指标与评价结果的关系确定权重

值； 

b) 主观赋权法：根据经验作出主观判断确定权重值； 

c) 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将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者结合，科学、合理确定指标权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