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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利用层四个维度及下属多级指标（见图 1-1、

图 1-2）：

准备度是“数根”，是数据开放的基础，包括法规政策效力与内容、组织与实施、标准

规范制定等三个一级指标。

平台层是“数干”，是数据开放的枢纽，包括数据发现、数据获取、成果提交展示、互动反馈、

用户体验等五个一级指标。

数据层是“数叶”，是数据开放的核心，包括数据数量、数据质量、数据规范、开放范

围等四个一级指标。

利用层是“数果”，是数据开放的成效，包括利用促进、有效成果数量、成果质量、利

用多样性等四个一级指标。

一、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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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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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数据层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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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采集分析方法

数据层评估主要通过机器自动抓取浙江省数据开放平台上的数据，结合人工观察采集相

关信息，然后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交叉分析、文本分析和空间分析。数据采集截

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对“动态更新”这一指标的评测时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1.3 指数计算方法

基于浙江省在各项评估指标上的实际表现从低到高按照 0-5 分共 6 档分值进行评分，其

中 5 分为最高分，相应数据缺失或完全不符合标准则分值为 0。对于连续型统计数值类数据

则使用极差归一法将各地统计数据结果换算为 0-5 分之间的数值作为该项得分。

报告对应各项评估指标，以处于全国前 10%、前 25%、前 40%、前 70% 和后 30% 五个

等级来展示浙江省在该项指标上所处的位置。



007



008

浙江在数据层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如图 2 所示。

二、指数分析

■  图 2 浙江在数据层各项指标上的得分情况

2.1 数据数量

数据数量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有效数据集的数量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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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1.1 有效数据集总数

有效数据集总数是指平台上开放的真实有效的数据集的数量，不包括空白数据集、虚假

数据集和重复数据集。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70%。

2.1.2 有效数据容量

有效数据容量是指将一个平台上可下载的、结构化的有效数据集的字段数（列数）乘以

条数（行数）后得出的数据量。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2.2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的完整性、颗粒度、时效性和可获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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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优质数据集数量

优质数据集数量是指平台上数据容量大、社会需求高的数据集的数量。报告对在评地区

平台上所有可下载的数据集按照数据容量进行排序，在数据容量相同的情况下再按照下载量

排序，最终选出排名居于前 1% 的数据集作为优质数据集。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

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浙江省平台有三个优质数据集进入在评地区优质数据集的前十名（如表 1）。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表 1 浙江平台上开放的优质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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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无质量问题

无质量问题是指平台上存在高缺失、碎片化、低容量、生硬格式转化、限制型 API、标题

缺失或不清等质量问题的数据集较少或没有。其中，高缺失数据集是指数据集中有 60% 以上

的空缺数据 ; 碎片化数据集是指按照时间、行政区划、政府部门等被人为分割的数据集 ; 低

容量数据集是指因数据量本身稀少或颗粒度过大等原因造成的数据条数在三行或三行以内的

数据集 ; 生硬格式转化是指平台将非结构化的 DOC、PDF 等文件生硬地转化成 XLS、CSV、

XML 等可机读格式。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25%。

2.2.3 数据持续性

数据持续性是指平台能够持续增加数据集，更新已开放数据集，并留存历史数据集。浙

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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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规范

数据规范是指平台上的开放数据集在分级分类、开放协议、格式标准、描述说明等方面

的规范和完善程度。

2.3.1 分级分类

分级分类是指平台根据不同的安全保护要求对数据集标示了不同等级的开放类型，浙江

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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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平台为数据集标注了向社会开放的类型，包括无条件开放与受限开放（如图 3）。

■  图 3 浙江平台开放数据目录中标注的开放类型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3.2 开放协议

开放协议是指平台为数据集提供了有关其开放主体和利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浙

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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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浙江平台的数据开放授权许可使用协议

浙江平台在用户获取数据时提供了数据开放授权许可使用协议（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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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浙江平台提供的数据集下载格式

2.3.3 开放格式

开放格式是指平台上开放数据集的格式标准，包括可机读格式、非专属格式、RDF 格式

和 API 调用标准。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浙江为平台上的数据集提供了可机读格式、非专属格式与 RDF 格式（如图 5）。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3.4 描述说明

描述说明是指对数据集的描述与说明，包括元数据提供与 API 说明。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

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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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浙江平台的元数据与 API 接口说明

浙江平台为数据集提供了完整的元数据与 API 说明（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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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开放范围

开放范围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在数据主题、参与部门、常见数据集及关键数据集方面

的覆盖程度。

2.4.1 主题覆盖

主题覆盖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在经贸工商、交通出行、卫生健康、教育科技、社保就

业、资源环境等 14 个基本主题上的覆盖程度，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浙江平台的数据覆盖了所有基本主题（如表 2）。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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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部门覆盖

部门覆盖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所覆盖到的政府部门的比例，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

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40%。

2.4.3 常见数据集覆盖

常见数据集覆盖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在常见数据集上的覆盖程度。报告对在评地区平

台上开放的所有数据集的名称进行了文本分析，梳理出十四类各地平台上常见的开放数据集。

浙江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70%。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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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关键数据集覆盖

关键数据集是指平台上开放的数据集在关键数据集上的覆盖程度。报告基于《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地方法规政策要求重点和优先开

放的数据领域，结合各地平台上已开放的优质数据集清单，梳理出五项关键数据集。浙江目前

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浙江平台提供了除疫情防控类数据以外的关键数据集（如表 3）。

■  浙江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定制地方开放数林指数分析报告可在公众号“复旦DMG”下方留言或者回复关键词

“地方报告”，也可发送邮件到 dmglab@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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