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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现状、
能力和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
提出评估和优化政府数据治理计划和
策略的成熟度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对成熟度概念、
信息治理、
数据治理和大数据治理等核心概念界定，
对政府大数
据治理的成熟度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归纳，
总结形成大数据治理的成熟度要素，
结合《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的实践需求，
构建出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
提出政府大数据成熟度评测模型，
可以作为当前政
府大数据发展自我测评和改进的工具，
同时还可以作为不同地区之间政府大数据治理能力的比较基准。
关键词 大数据治理 政府大数据 成熟度 评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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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al with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situation that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path in government's big da⁃
ta governance is not clea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big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s data governance plan and policy. By defining definitions of maturity, infor⁃
mation governance, data governance and big data govern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ult of
government's big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studies, formulates key components of a big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and

combines practical needs of Action Outline on Promoting Big Data Development, finally proposes a evaluation index sys⁃
tem of government’
s big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and a government’
s big data maturity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self-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tools for current government big data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might be used as benchmark criteria for comparison big data governance abiliti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big data governance, big data in government, maturity,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成熟度模型作为一个解释型或标准化的概念，被
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领域、
管理领域、
医疗领域等多种不
同领域[1]。其中软件领域各类成熟度模型如 Nolan 成长

阶段模型，CMMI 能力成熟度模型，SPICE 软件过程改

进和能力提升模型[2-7],管理领域如企业管理成熟度模
型、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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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熟度模型、
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8-9],医疗领域如

2 信息治理、
数据治理、
大数据治理涵义辨析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理念席卷全球，推动人们思维价 2.1 信息治理涵义
信息治理是信息资源管理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观念、经济生活方式乃至国家信息治理模式的巨大
也是信息资源管理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英国国
变革，
大数据领域成熟度的研究初现端倪[11]。
民健康服务组织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视角[13]，
经济学
本文通过对相关代表性文献的内容分析，系统梳
[14]
人智库基于信息经济视角 ，Gartner 基于组织战略视
理了成熟度模型和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概念，对大数据
角[15]，
一些学者基于信息技术、
信息活动、
过程协同视角
成熟度及模型构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
[16,17]
等
均对信息治理进行过描述，提出相应治理途径，
上结合《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实践需求，
如 HORUS 信息治理模型[13]，
企业级战略框架和执行机
提出了一套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
[14]
[15,16]
制 ，责任框架 ，最终成果体现为政策、原则、标准、
流程等顶层设计项目。有学者认为，信息治理的学科
1 成熟度模型概念界定
领域涵盖组织、
元数据管理、
安全和隐私、
数据质量、
业
成熟度通常指特定能力从最初到期望达到目标的 务流程集成、
主数据集成和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其中不
过程中的演化进度[12]。成熟度模型是一种对关注领域 少学者对数据质量、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与隐私论述
且在数据治理和大数据治理中依然适用[18-20]。
进行评估的工具和持续改进的方法，用于把成熟度要 较多，
素分成若干不同阶段，评估领域现状和所处发展阶 2.2 数据治理涵义
数据治理和信息治理是两个较为相近的概念，甚
段。目前成熟度模型主要分为组织、
技术、
文化三类视
角，
现将不同领域视角下的成熟度模型定义、
描述与应 至有时学者互换使用。实际上信息和数据这两个核心
关键词决定其概念差别，信息治理是基于信息化问题
用进行简单梳理，
如表1所示。
研究视角更为广义的定义，数据治理重点采集不同来
表1 成熟度模型概念描述及应用
源的实际数据元素进行研究[21]。DGI、TWDI、MD、IBM
研究视角
定义或描述
应用
文献来源
等各类数据研究机构和企业基于企业数据资产[22,23]、
信
改进后的Nolan模型将信息系统进化分成初 Information System
[2-4]
始、扩展、控制、集成、数据管理、成熟6个阶段。 Management
息权 [24]、数据管理 [22,25] 等视角均对数据治理进行过定
软件过程成熟度是某一特定过程被明确定 Capability Maturity
义，
也有学者基于 IT 治理[26,27]、
数据资产管理[28]、
数据质
[5]
义、管理、测量、控制、有效的程度。
Model (CMM)
[29]
[30,31]
量管理 、组织战略
等视角对数据治理进行过阐
软件过程成熟度等级分为初始、可重复、可定 Capability Maturity
[6]
义、已管理、已优化。
Model (CMM)，
述。治理主体通常是数据治理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机
基于组织/
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由初始级、可重 Capability Maturity
过程
构，数据治理的客体是组织信息、组织数据和信息权，
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优化级5个能力等 Model
[7]
级组成。
Integration (CMMI)
数据治理采取指定模型、业务技术、组织要求、协同方
企业信息管理成熟度模型是由无认知、有认
法 、最 佳 实 践 等 手 段 ，其 成 果 形 式 体 现 为 决 策 过
知、被动回应、积极主动、管理型、高效型6个
EIM Maturity Model
[8]
阶段组成，目的是使企业管理者判断组织处
程[24，31,32]、
职责描述[24,32]、
组织政策[22，26，31]、
质量控制原则[25]
于哪个水平。
等具体执行层项目成果。
一个特定对象，如软件、机器或其他类似产
品，达到预定义的成熟水平是何种程度。
2.3 大数据治理涵义
Business
对于大数据治理，
使用最广泛的是桑尼尔·索雷斯
基于技术/ 目标对象定义的成熟度阶段包括：记录参与 Collaboration
[9]
者发展水平，支持网络目标定义，允许新合作 Infrastructure
对象
的定义。他认为，大数据治理是广义信息治理计划的
伙伴集成到网络预计的时间和精力，允许监 (BCI)
控网络项目的进展，不同参与者之间进行基
一部分，
通过调整多种功能目标，
制定与大数据有关的
准测试。
数据优化、
隐私保护与数据变现的政策[19]。大数据治理
工作人员知识创造和能力提升的程度。知识
基于文化/
[10]
管理模型由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内化的螺旋 组织知识创造
的领域基础主要来源于传统信息治理学科领域，信息
人员能力
上升过程。
治理的学科、工具、平台依然可以应用于大数据治理，
成熟度要素可以是人、
物或者社会系统，
其关注领 但数据多样性导致多类型数据管理工具和平台的多样
域可以是过程、
数字资源、
人的能力等成熟程度。成熟 性[33]。国外大数据治理研究层面呈现出以下特点：
多元
度模型基本构成要素通常包括等级、
等级符号、
等级特 化的治理原则[34,35]和法律规范[36,37]，
多维度的治理框架、
性描述、维度、维度元素或活动、等级各元素或活动描 方法和活动[38-40]，多行业的治理功能应用[41,42]。国内大
述[7]。模型通常定义 3～6 个等级，
且每个等级的多个维 数据治理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多为表示方法、信息融
度具有共同属性[12]。
合、
高效低成本存储、
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分析技术
医疗信息成熟度模型、
医疗连续性成熟度模型[10]。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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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视角[43,44]。无论是信息治理、
数据治理还是大数
据治理，
企业和数据机构实践相对较多，
政府层面实践
研究相对缺乏。大数据治理实践主要包括数据治理战
略、方法，大数据应用的人员、技术、流程，大数据领域
业务管理，大数据价值案例，大数据项目测度指标，数
据治理政策、
标准和数据集等[45]。
3 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成熟度研究
3.1 大数据治理成熟度研究述评
当前，
大数据治理成熟度的研究多为信息治理、
数
据治理项目的一部分，
并非单独一个项目，
且企业和组
织机构涉及较多，
政府层面较少，
研究零散分布在信息
治理、数据治理、企业信息管理领域，专门进行大数据
成熟度研究的文章很少，且均借鉴以上领域的研究成
果。目前大数据治理成熟度模型主要从组织、
技术、
政
策、
管理等视角定义一系列大数据成熟度要素，
并制定
不同成熟度等级，
如表2所示。

发展水平和治理评估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48,50]。
3.2.2 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成熟度模型构建
本研究同时借鉴国际领域适用最为广泛的智慧城
市成熟度及基准模型的阶划分的 TR259 准则，该准则
认为智慧城市的智慧维度评估比较复杂，体现在城市
生活运用数据智能的不同领域，且每个城市达到智慧
的路径不同，
其成熟度涵盖领导力和治理，
利益相关方
参与度和市民关注度，
数据有效利用，
集成的信息通信
技术基础设施，
当前智能程度五个广义领域，
采用更多
更细的层级——八级评测标准。智慧城市和数据治理
从成熟度领域、
实现路径、
技术手段等方面均有相同之
处，鉴于此，本研究将模型分成未启动、非正式、有文
件、
有计划、
有部署、
有影响、
有重大影响 7 个阶段，
这种
成熟度构建方法具有 4 个方面优势：
能客观反映政府大
数据治理的实际现状，
揭示经验做法，
发现亟须改进的
地方，分享发展进程中全球化的最佳实践经验和适宜
做法，
成熟度等级的详细描述见表3。
表3 政府大数据成熟度等级划分

表2 大数据成熟度等级与要素
功能应用

成熟度要素
成熟度等级
文献来源
组织使命:跨职能团队和过程，数据
数据仓储研究所
胎儿期、婴儿海湾地带、儿
业务计划
（TDWI）大 数 据
童期、青少年期、峡谷地 [22]
技术使命:管理数据使用，自动化数
治理
带、成人期、圣人期
据治理
DataFlux数据
无序、有反应、主动反应、
人员、政策、技术、风险
[46]
治理
可管理
统一内容、主数据领域整合、无缝 无意识、有意识、被动反
Gartner 企业信
信息流、元数据管理和语义协调、应、主动反应、可管理、有 [46]
息管理（EIM）
IT技术下的数据集成
效果
数据风险管理和承诺、价值创造、
组织结构和认识、政策、管理人员、
初始级、可管理、可定义、
IBM数据治理 数据质量管理、信息生命周期管
[46]
定量管理、优化级
理、信息安全与隐私、数据架构、分
类和元数据、审计信息日志和报告
IT部门、组织机构和制度、治理、IT
天课机构的大数 审计、数据意识、数据责任、数据风 无认知、可回应、可理解、
[47]
据能力
险管理、大数据政策、数据整合、分 可管理、创新级
析和可视化
数据质量、组织建设、制度流程、技 电子政务、数据开放、数据 [48]
政务大数据建设
术支撑、实施能力
中心、全数字化、智慧政务

3.2 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构建
3.2.1 政府大数据治理概述
政府大数据是政府部门业务活动中产生积累的数
据，如人口数据、社保数据、交通数据、教育数据等，目
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政策层面多涉及共享、
开放与
安全等问题，缺乏覆盖数据资源全生命期关键信息活
动和过程管理的法律法规，
尤其是缺乏大数据融合、
共
享和治理机制层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亟待大数
据治理实现政府数据资源可持续管理，支持政府信息
公开和部门信息共享，支撑政府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49]。我国有 30 多个省市制定了大数据行动计
划，但对于目前政府大数据的认知能力、应用能力、发
展路径和阶段目标均没有清晰界定，建立政府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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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成熟度等级

0

未启动

政府部门尚未进行大数据治理有关的会议讨论

1

非正式

政府部门进行数据治理的相关探索性实践

2

有文件

政府部门已出台大数据行动计划或相关战略性指导文件

3

有计划

政府部门已制定相应的大数据治理计划

4

有部署

政府部门已制定实现大数据治理目标的解决方案

有影响

政府部门制定的大数据治理方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价值

5
6

特征描述

有重大影响 政府部门制定的大数据治理方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价值

将表 2 引用文献中大数据成熟度子领域做统计并
归类，
形成本文大数据治理的成熟度要素，
涵盖战略规
划、制度保障、组织保障、技术架构、数据管理、治理能
力六个层面。针对政府大数据类型和信息治理功能应
用，
结合表 2 中文献内容分析，
以及《关于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文件内容和实践需求进行内容映射和拓
展，提取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的要素指标和执行指
标，构建出以下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
(简称 GBD-GMIS）
（表 4），
旨在帮助政府了解其大数据
治理现状、构建大数据治理能力和发展路径及其持续
改进对策、调整和优化政府大数据治理计划或行动计
划，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通过对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进行
分析提炼，生成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模型（图
1），
作为自我测评和改进的工具，
了解当前政务活动开
展现状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存在问题，
根据当前成熟
度评估状态和未来状态之间差距，制定改进计划和策
略，
并根据计划优先级制定治理路线图。同时，
通过该
模型还可以进行不同地区之间政府大数据治理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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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指标体系
大数据成熟
度要素

要素指标

执行指标

标准规范
机构
人员
文化

业务目标和价值创造 、大数据科学决策能力[51]
过程标准制定[47]、大数据解决方案[51]
数据资源管理[51]（数据采集、保存、共享、交易、复用、安全
等）、数据资源权益[51]
技术政策[51]、产业政策[51]、应用政策[51]、人才政策[51]、资金政
策[51]
数据管理[51]、统计评价[51]
管理机构[46]、组织结构[46]
数据治理专家[46]、数据管理员[46,47]、数据使用者[46,47]
组织文化[46]

数据平台

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51]、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51]

数据技术

大数据关键共性技术[51]、大数据技术创新[51]

管理规则

信息生命周期管理[22,46]、元数据管理[22,46]、主数据管理[22,46]、数
据质量管理[22,46,47]、数据所有权管理[22,46,47]

数据管理

数据质量

数据采集[51]、数据共享[51]、数据交换[51]、政府数据开放[51]

治理能力

数据共享开放
数据协同
数据安全
相关方参与度

战略规划

战略目标
过程实现
法律法规

制度保障

组织保障

技术架构

政策制度

[46,47]

数据资源清单[51]、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51]
信息资源共享共用[51]，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51]
数据风险管理和数据隐私保护[46,47]
政府治理能力[51]、社会治理能力[51]

图1 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测模型

基准比较，有利于寻求区域、地方之间的差异，学习赶
超好的区域、
地方，
加快推进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48,52]。
4 结语
目前大数据治理成熟度研究多局限于企业，本文
转向政府，在吸收企业大数据治理成熟度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结合《促进国家大数据行动纲要》的政策要求
和相关政府大数据治理实践需求，提出可用作政府大

数据治理发展以评促改的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模
型，未来研究将实验和检验该模型对不同地区政府大
数据治理的适应性，通过实证研究迭代式优化和持续
改进政府大数据治理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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