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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第一章 产品首页 

产品首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功能的缩影，用户通过首页可

以对本产品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首页提供了最新的资源内容更新公告，功能

列表，同时也提供了快速进入其他功能模块的快捷入口。用户可以根据从首页

跳转至各个子功能模块的详情页面。 

 

图 1 产品首页 

1.1 导航栏和检索框 

1.1.1 导航栏 

导航栏包括首页、统计年鉴导航、进度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行业数

据分析、国际数据、地区数据、部门产业数据、决策支持研究和我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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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计十个项目。检索按钮固定在导航栏上提示下边搜索框。用户可以直接

点击导航标题进入相应的主页面，也可以在鼠标悬停在某一导航上时点击弹出

框内的子标题，进入该导航下的子页面。例如，点击图 3 的“综合”，则进入的

是领域为“综合”的统计年鉴列表页。 

 
图 2 导航条和搜索框 

 
图 3 统计年鉴弹出菜单 

点击“统计年鉴导航”进入统计年鉴导航页，具体用法详见第三章。 

点击“进度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行业数据分析”和“国际数据”分别

进入对应的分析页面，具体用法详见第四章。 

点击“地区数据”本身无页面跳转，需点击弹出菜单中的某一个地区，然后

进入对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例如点击“北京”，则进入“北京市经

济发展统计数据库”，具体用法详见第六章。 

“部门产业发展”同“地区数据”，点击该按钮本身不发生页面跳转，点击菜

单中的某一部门/产业名称，跳转至对应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例如点击

“煤炭”，则进入“中国煤炭产业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库”，具体用法详见第七

章。 

点击“决策支持研究”进入决策分析模型页面，具体用法详见第九章。 

点击“我的统计数据”进入我的统计数据管理页面，该模块只有在用户登录

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具体用法详见第九章。 

1.1.2 检索框 

检索框内默认显示的文字内容是本平台内的资源收录数目，鼠标置于搜索

框后该段文字隐藏，同时可以输入需要检索的关键词。检索词输入之后可以选

择数值检索或条目检索，默认数值检索。详细的反馈结果见第二章。 

1.2 首屏快速导航区 

首屏快速导航区包括三个小版块，左边是各类统计资料（数据）列表展示



 

11 

 

区，中部是 banner 图，右侧是六种统计资料类型。 

 

图 4 首屏快速导航区 

(1)左边统计资料（数据）列表：包括热门统计年鉴、最新进度数据、中央

级统计资料、省级统计资料、地方统计资料和行业统计资料六个类目。鼠标悬

停于某个类目上，弹出该类目的子菜单，菜单内展示包含的主要的统计资料列

表。例如鼠标放置于“热门统计年鉴”上，则显示如图 5 的弹出菜单。点击某

一本统计年鉴的名称，进入该本年鉴的详情浏览页。点击“查看全部”，进入统

计年鉴导航页，展示各类年鉴列表。“中央级统计资料”、“省级统计资料”、“地

方统计资料”和“行业统计资料”的功能和基本操作同“热门统计年鉴”。鼠标放置

于“最新进度数据”上，弹出最新更新的进度数据主题列表，如图 6 所示。点击

某一主题，生成对应的统计报表页。点击“查看全部”，进入进度数据更新平

台，具体用法详见第五章。 

 

图 5 热门统计年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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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最新进度数据主题列表 

（2）中部 banner 图。中部有 5 张轮播图，点击图片链接至对应的功能页

面，对应关系分别是：统计资料→统计年鉴导航页，报表在线生成→年度数据

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最新进度数据→进度数据更新平台和决

策支持分析→决策支持研究。 

(3)右侧六种资料类型。点击某一种资料类型，进入对应资料类型的统计资

料列表页。 

1.3 数据分析入口 

数据分析版块对分析模块进行简要的介绍，同时通过图片的样式直观展示

该分析模块的效果。包括左侧大图浏览窗口和右侧缩略图两部分。点击左侧大

图下的按钮和右侧的小图，均可以进入对应的分析功能页面。 

 
图 7 数据分析入口 

1.3 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版块展示四个最近更新的课题研究案例，展示统计数据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场景。点击某个内容区之后，进入对应的案例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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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课题研究 

1.4 最近更新 

“最近更新”包括年鉴更新和进度数据更新两部分。年鉴更新展示平台中

最新收录的统计年鉴名称和年份，点击某一年鉴名称，进入对应年鉴的详情浏

览页，点击“更多”进入全部年鉴列表页。进度数据更新展示最近更新的进度

数据主题及主题时间，点击“更多”进入进度数据发布平台。年鉴更新下方的检

索框用于对年鉴的搜索。 

 

图 9 最近更新 

第二章 数据检索功能 

数据检索功能可以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数值或条目。通过对检索范围进行限

制，系统自动反馈对应问题的答案。包括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数值检索和条

目检索）两大类。 

2.1 一框检索 

一框检索（见 1.1.2 介绍）是直接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之后点击数值检

索或条目检索，反馈对应的结果列表。例如在检索框中输入“GDP”,点击“数值

检索”，生成如图 10 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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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一框检索结果-数值检索/GDP/列表 

检索结果默认按照“年鉴年份”进行倒序排列，可以点击“相关度↓”切换

至相关度倒序排列。显示方式有两种：列表和摘要，默认按照列表方式显示。

列表显示时间、地区、指标、数值、单位、来源、页面和下载按钮。摘要显示

样式如图 11 所示。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默认为 20，可以切换成 10/50。

下载按钮包括两类，caj 下载和 excel 下载，分别对应这两个按钮。点击每一条

检索结果右侧的按钮，实现对应下载功能，本地保存条目全文的 caj/excel 文

件。 

 

图 11 一框检索结果-数值检索/GDP/摘要 

右侧的分组区域是对检索结果分别按照条目类型、所属地区、所属年鉴和

条目年份进行分组，如图 12 所示。分组框内默认展示数目最多的五条分组列

表，点击 展开前 20 条列表。选择某一分组列表词条，则对检索结果进行过

滤，只显示与该词条匹配的内容。例如在来源年鉴中点击“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563）”，则只显示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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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检索结果分组 

2.2 数值检索 

一框检索内输入检索词后点击“数值检索”，进入的页面即是数值检索页，

在数值检索页可以进行数值的高级检索，对检索条件进行限定。左侧（如图 13

标识 1）是对统计年鉴类型和统计年鉴领域进行限定，图 13 标识 2 是对包括指

标名称、指标地区和指标时间在内的条件进行限定。其中统计资料类型包括统

计年鉴、分析报告、资料汇编等六类，统计资料领域包括综合、国民经济核算

等 18 类。默认这两类条件都是全选的，即不限制统计资料类型和统计资料领

域。指标名称可以模糊/精确匹配，指标时间默认不限时间段，点击下拉框选择

时间段。 

 
图 13 数值检索页面 

标识 1 和标识 2 中的限定条件选定之后点击标识 2 内的“搜索”按钮，生

成如图 10 的结果列表页。显示方式、排序、每页显示条数、下载功能及结果分

组同一框检索（2.1）内容介绍。 

2.3 条目检索 

一框检索内输入关键词之后点击“条目检索”，进入的页面即是条目检索

页，在条目检索页进行条目的高级检索，对检索条件进行限定，如图 14。标识

1 所示区域同数值检索，对统计资料类型和统计资料领域进行限定。标识 2 所

示区域可以从条目题名和正文两个字段对检索条件进行限定。设置完标识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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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2 的限定条件之后点击标识 2 区域内的“搜索”按钮，生成如图 14 的检索

结果列表页。显示方式、排序、每页显示条数、下载功能及结果分组同一框检

索（2.1）内容介绍。 

 

图 14 条目检索页面 

第三章 统计年鉴导航 

统计年鉴导航页是产品收录的统计年鉴列表页，可以通过分类目录得到同

一类别下不同属性的年鉴列表，也可以通过设定检索条件进行年鉴的检索。选

定某本年鉴之后，可以浏览本年鉴内的条目详情。 

3.1 统计年鉴分类列表 

如图 15 所示，统计年鉴导航页默认展示 51 本热门年鉴，点击“中央级统

计资料”、“各省统计资料”、“地方统计资料”和“行业统计资料”，则下方统计

年鉴列表切换至对应类型列表项。右侧的检索框用于年鉴检索，输入关键词，

点击“年鉴检索”可返回与关键词匹配的年鉴列表。检索结果页详见 3.2。页面左

侧的“领域”、“资料类型”和“地区”分别对应年鉴的不同属性。领域包括综

合、国民经济核算、固定资产投资等 18 类，名称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类年鉴

的种类，资料类型包括统计年鉴、分析报告、普查资料等 6 种，地区包括全国

范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 40 类。点击某一类名称，返回该类年鉴列

表。例如点击“领域”分类下的“综合”主题，则返回如图 16 的年鉴列表。在

返回的年鉴列表上方有地区分组和类型分组两个列表，这两个列表用户对年鉴

列表进行二次筛选。例如点击“类型分组”中的“资料汇编”，则返回如图 17

的结果页面，该页面显示的内容为领域为“综合”，资料类型为“资料汇编”的年

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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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统计年鉴导航 

 
图 16 年鉴列表-领域（综合） 

 

图 17 年鉴列表-领域（综合/资料汇编） 

3.2 统计年鉴检索结果页 

通过年鉴导航页（图 15）右侧的检索框，用户可进行年鉴的检索操作。例

如输入关键词“经济”，则返回年鉴名称上带有“经济”二字的年鉴列表，如图 18

所示。在返回结果的页面上，也可以进行年鉴的检索操作，同时可以将检索条

件限定为“年鉴中文名称”、“年鉴英文名称”和“历任主编”，在检索框输入关键

词，点击“年鉴检索”即可。选中一种年鉴，点击收录年份列表中的某一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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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册年鉴的浏览详情页，详见 3.3 内容介绍。 

 

图 18 年鉴检索结果页 

3.3 单种年鉴详情页 

选中一种年鉴并选定某一年份，点击之后进入本册年鉴的详情浏览页，如

图 19 所示。详情页包括四个版块。 

左侧（标识 1）为本册年鉴的封面图，封面图下方为年鉴的目录列表，点

击简介进行下方内容的切换。 

标识 2 为条目检索区，设定检索条件为条目题名或正文，输入检索词，点

击“本册检索”或“本种检索”。本册检索是将检索范围限定在本册年鉴里，本

种检索是在本种年鉴的所有年份里进行检索。 

标识 3 为年份列表区域，点击某一年份，进入本种年鉴选定年份的详情页

面。 

标识 4 为条目列表区域，通过点击标识 1 区域的目录列表选择某一章节，

标识 4 内展示该章节下的详细条目列表。点击条目题名，显示条目详情弹窗，

如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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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单本年鉴详情浏览页 

 

图 20 条目详情弹窗 

图 20 所展示的条目详情弹窗包含 6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条目的中文题

名和英文题名，第二个是下载标识显示区，包括 caj 显示标识

，pdf 显示标识 ，excel 下载标识

和报表预览标识 。第三个是条目所含内容，展示

该条目所包含的指标；第四个是条目所含地区，展示条目包含的地域；第五个

是条目年份跨度，展示条目包含年份；第六个为条目的出处。点击报表预览按

钮，进入报表预览页面，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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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报表预览业 

报表预览页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条目出处，第二部分为下载标识，第

三部分为报表的预览内容。 

第四章 统计数据分析 

统计数据分析包括行业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进度数据分析和国际数

据分析 4 类。数据分析功能是允许从地区、指标和时间三个维度进行组配并进

行数据查询的功能模块，可生成数据图表、数据地图，进行决策支持分析。 

4.1 行业数据分析 

行业数据分析是对行业数据进行时间、地区和指标上的组配进行查询的模

块。该模块的操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选择地区；第二步，设定行业和指标

类型，选择指标；第三步选择时间。之后选择要生成的结果页面类型即可，数

据图表结果页见 4.5，数据地图结果页见 4.6，决策支持分析结果页见第九章。 

说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 2011 年进行了修订，所以行业数据分析包

括两个版本，分别为 2002 版和 2011 版。2002 版采用的标准是 GB/T 4754-

2002,2011 版采用的标准是 GB/T 4754-2011。两个版本可通过页面右上角的按钮

进行切换。两个版本只有在行业指标里的数据有所不同，操作上基本一致。 

第一步，选择地区。地区的选择包括三种方式，如图 22 所示。第一种是直

接检索地区，在地区列表显示区域选中该地区，将改地区加入到右侧已选地区

列表里即可；第二种是按地区类型选择，地区类型包括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等，在地区列表显示区域中会显示该地区类型下的地区列表；第三种是按行政

区域选中，点击某一省份名称，地区列表显示区域会展示该地区及其下属地区

名称列表。同时在地区列表显示区内点击“选择下级地域”下拉框，可选择某



 

21 

 

一地区的下级地域。 

 

图 22 行业数据分析-选择地区 

第二步，选择行业指标。左侧为行业列表（图 23），点击可展开当前行业

的下级行业。选中某一行业，选择“指标类别”：年度指标/季月度指标，在指

标主题下拉框中选择某一主题，指标显示区域会展示该主题下的指标列表，点

击选中即可。指标的选择也可以通过检索框实现，可将检索范围限定为当前列

表/全部指标。 

 

图 23 行业数据分析-选择行业指标 

第三步，选择时间。2011 版的时间默认为 2012-2015，可拖动时间轴对时

间段进行选择。在时间选择区域，有“查看所选数据年份分布”按钮，点击之后

可以查看所选指标在年份上的分布情况。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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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行业数据分析-选择时间 

 
图 25 指标数据分布 

4.2 年度数据分析 

年度数据分析是对年度数据进行时间、地区和指标上的组配进行查询的模

块。该模块的操作同行业数据分析基本一致，操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选

择地区；第二步，选择指标；第三步选择时间。之后选择要生成的结果页面类

型即可。 

 

图 26 年度数据分析-选择指标 

年度数据分析的“选择地区”功能与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地区”功能操

作完全一致，选择指标部分的不同点在于指标选择区域和扩展指标功能，如图

26 所示。指标选择区域包括基本指标、全部指标和我的统计数据三类，点击某

一主题，在右侧指标列表中选择所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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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指标功能。可以通过已有指标构造复合指标。点击“扩展指标”按

钮，显示扩展指标弹窗，如图 27 所示。扩展指标构造窗口包括四个区域。第一

个区域是构造指标公式区域，输入扩展指标名称，然后利用右侧的运算符和下

方的指标选择区域构造公式。例如要构造人均国土面积，则需要在指标选择区

域分别选择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然后通过运算符“/”连接即可，点击构造公式

下方的“确认”按钮，则构造的公式显示在“已创建指标”区域里。可以一次构建

多个扩展指标，点击弹窗“确定”，则创建的指标进入“已选择指标”列表里。 

 

图 27 扩展指标 

“选择时间”功能与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时间”的不同点在于，年度数

据分析的时间选择有两种方式（如图 28 所示），时间范围和时间区间。通过两

种时间选择方式是互相独立的。例如在当前状态要选择“十一五期间”的时间

点，必须要先选择“按区间快速选择”单选按钮，然后在下边时间列表框中选择

需要的时间点即可。 

 

图 28 年度数据分析-选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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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进度数据分析 

进度数据分析是对进度数据进行时间、地区和指标上的组配进行查询的模

块。该模块的操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选择地区；第二步选择指标；第三步

选择时间。之后选择要生成的结果页面类型即可，数据图表结果页见 4.5，数据

地图结果页见 4.6，决策支持分析结果页见第九章。 

第一步选择地区，页面如图 29 所示。基本操作同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地区

模块（4.1）。 

第二部选择指标，页面如图 30 所示。基本操作同年度数据分析的选择指标

模块。左侧的指标包括“全部进度指标”、“季度指标”和“月度指标”三类，

选择一类指标类型，在其下属指标树中点击选择一个指标主题，右侧指标显示

区域即显示该主题下指标列表，选择指标即可。也可以通过检索获取所需指

标。 

第三步选择时间，页面如图 31 所示。基本操作同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时间

模块（4.1）。 

 
图 29 进度数据分析-选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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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进度数据分析-选择指标 

 
图 31 进度数据分析-选择时间 

4.4 国际数据分析 

国际数据分析是对国际数据进行时间、地区和指标上的组配进行查询的模

块。该模块的操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选择地区；第二步选择指标；第三步

选择时间。之后选择要生成的结果页面类型即可，数据图表结果页见 4.5，数据

地图结果页见 4.6，决策支持分析结果页见第九章。 

第一步选择地区，页面如图 32 所示。基本操作同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地区

模块（4.1）。 

第二部选择指标，页面如图 33 所示。基本操作同年度数据分析的选择指标

模块（4.2）。 

第三步选择时间，页面如图 34 所示。基本操作同行业数据分析的选择时间

模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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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国际数据-选择地区 

 

图 33 国际数据-选择指标 

 
图 34 国际数据-选择时间 

4.5 生成数据图表页 

行业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进度数据分析和国际数据分析页面在完成

以上的三个步骤之后，均可以选择“生成数据图表”功能，界面如图 35 所示。

点击之后，生成的页面如图 36、图 37 所示。 

 

图 35 年度数据分析-结果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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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统计报表可进行五种操作，限定数据来源、报表类型调整、下载报

表、收藏报表和查看数据来源。其中“数据来源”是可以对报表的数据来源进

行限定，点击下拉框弹出如图 38 所示。点击选择某种年鉴，则报表中只显示来

源于此种年鉴的数据。“报表类型”用于对报表的显示样式进行转置调整，共有

三种显示样式：地区-指标-年份。“下载报表”是将生成的报表保存到本地的操

作。“收藏”可以将报表收藏到我的统计数据里，详见第九章。点击报表中的数

据，显示该数据的来源出处。 

 
图 36 生成数据图表结果页-统计报表 

生成的统计图表包括六个子功能：统计分析、结构分析、区域分析、趋势

分析、双指标分析和查看学者曾经使用指标。统计分析可改变图表的主题和样

式，选择之后，点击“生成统计图”刷新即可。结构分析用于分析多个分析对象

的占比，选择某一年份或者某一指标字号，点击“生成饼图”刷新。区域分析用

于对多个地区的分析属性进行对比，选择某一年份之后点击“生成地区排序图”

刷新，或者也可以选择某一个指标，点击“生成数据地图”，数据地图功能详见

4.6。趋势分析用于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指标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需要

设定的参数包括地区、指标和预测算法，之后点击“生成趋势图”即可。双指

标分析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选定指标组合之后，可以点击“生成双纵

轴图”或者“生成散点图”，生成对应图表。“查看学者曾经使用指标”是将研

究文献与指标进行关联的功能，选择某一个指标后可以查看使用过该指标的文

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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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生成数据图表结果页-统计图表 

 

 

图 38 统计报表-选择来源 

4.6 生成数据地图页 

如图 35 所示，选定时间-地区-指标之后，可以选择“生成数据地图”功

能。数据地图是将时间与地图结合展示的一种可视化方式，直观展示数据的地

域属性。如图 39 所示。对数据地图可进行五个方面的操作：查看源数据表格、

查看图例，改变图表类型、改变图层和输出地图。点击顶部的 按钮可查看数

据表格，如图 40 所示。点击顶部的 按钮查看图例，点击 按钮将数据地

图保存到本地，鼠标悬置于 上查看图层列表，可以选择隐藏某些图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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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生成数据地图-柱状图 

如图 40 所示，数据表格窗口不仅可以查看源数据表格，还可以改变地图中

所显示的图表类型，共计有等级颜色图（图 41）、生成等级符号图（图 42）、生

成饼图（图 43）、生成柱图（图 39）和生成堆栈图（图 44）五中类型，也可以

点击“清除图层”清除地图中目前显示的所有图表。 

 

图 40 数据地图-查看数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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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表中颜色越深表示数值越大。 

图 41 数据地图-等级颜色图 

 

附：红色远点越大表示数值越大。 

图 42 数据地图-等级符号图 

 

图 43 数据地图-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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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数据地图-堆栈图 

第五章 进度数据发布平台 

进度数据发布平台有两个方式的入口，第一个是点击首页名为“最新进度数

据”的 banner 图，另一个是首页左侧最新进度数据的弹出菜单中的“查看全部”按

钮。 

进度数据发布平台包括九个主题，分别为综合、价格指数、财政金融保

险、建筑房产、交通邮电、工农产品、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企业和海关外贸。

点击主题名字页面自动跳转至对应的子主题列表模块。主题列表下方是年份列

表，用于选择查看主题的年份。每个主题包含不同数目的子主题，每个子主题

分别对应四个季度或者十二个月份供选择。时间可用时为蓝色，不可用时为灰

色。点击蓝色的时间选项，例如综合主题下，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第 3

季度，则生成如图 46 的页面。 

 
图 45 进度数据发布平台 

 

图 46 进度数据发布-农林牧渔业产值 

点击主题列表上的“海关外贸”主题，跳转至海关主题区域，海关外贸数据

不仅可以按照主题查看，还可以进行数据的查询操作，如图 47 所示。海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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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共有 14 种。例如在商品统计（HS）查询模块，分别在商品分类和国别分

类中选择要查询的国别和商品，选择出口/进口，点击“查询”即可，生成的页

面如图 48 所示。 

 
图 47 海关外贸数据查询 

 

图 48 海关外贸查询结果 

第六章 地区数据 

通过页面导航的“地区数据”下拉菜单可以进入各个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

数据库。地区数据是为各个省市定制的统计数据页。例如选择地区“山西省”，

则进入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如图 49 所示。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数

据库页面结构和功能基本一致，现以山西省为例介绍。 

6.1 案例：“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首页 

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首页包括八个子模块。导航和搜索框，地

区年鉴列表，地理信息系统，关注栏目，最近更新，区县发展概况，指标收录

和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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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和搜索框：导航指示该地区数据版块可实现的功能列表。搜索框用于

是对该地区数据范围内的统计数据（资料）进行搜索，可以进行数值检索和条

目检索。操作方法同首页的搜索操作，详见第二章介绍。 

地区年鉴列表：地区年鉴列表模块展示该地区范围内的统计年鉴列表及收

录年份。例如山西统计年鉴（1983-2014），晋城统计年鉴（2003-2014）等，点

击年鉴名称进入年鉴浏览详情页，具体说明详见 3.3 节。点击“查看全部”可

以查看该地区版收录的年鉴列表，具体说明同 3.1 节。年鉴列表页可以进行年

鉴的检索操作，检索方法及检索结果参考 3.2 章节。 

 

图 49 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首页 

地理信息系统：点击右侧的地图进入该地区版的地理信息系统页面。可以

通过右侧的统计列表选择要查看的主题名字，点击之后即可生成对应的统计图

表。如图 50 所示。同样，在该页面上可以查看源数据表格、改变图表类型、修

改图层、查看图例和保存地图。可参考 4.6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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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栏目是四种决策分析的方法，相关分析、统计预测、综合评价

和决策支持。这部分功能说明详见第九章。 

最近更新：最近更新栏目显示的是本省及其下属地区最近更新的进度数据

列表，点击查看全部更新进入进度数据发布平台，该平台的说明及操作方法详

见第五章。 

区县发展概况：区县发展概况展示该省下属的地市名称列表，点击某一地

市名称，例如太原市，则进入地区为“太原市”的条目检索结果页，在该结果页

展示了有关太原市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条目内容。 

指标收录：指标收录模块显示的是该地区版块收录的指标主题列表，默认

展示 24 个主题，点击下方“展开”按钮，再次展开一部分的指标主题。点击主题

名称，显示该主题下的指标列表弹窗。如图 51 所示。 

 

图 50 山西省-地理信息系统 

 

 
图 51 指标收录-支出法生产总值 

课题研究：该列表展示的是有关该地区的实证研究成果，点击“[详情]”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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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研究成果详情页。 

6.2 案例：“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导航功能 

统计年鉴导航：点击进入该地区版收录的统计资料列表页，可以按照领域

和资料类型进行筛选，也可以限定搜索条件进行年鉴的检索。点击某种年鉴下

的年份列表，进入该册年鉴的详情浏览页。 

最新进度数据：点击进入进度数据发布平台页，设定主题和年份，选择子

主题，生成子主题在当前时间上的统计报表。 

年度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功能说明及操作参考 4.2 章节。 

进度数据分析：进度数据分析功能说明及操作参考 4.3 章节。 

地区数据分析：点击进入有关该地区的数值检索结果页，可以在结果页通

过分组对结果进行筛选，也可以重新设置条件进行数值检索。详情参考 2.2 章

节。 

经济数据地图系统：点击进入该地区版的数据地图系统，在该页面上可以

按照主题进行图表的浏览和修改操作。参考 6.1 和 4.6 章节。 

决策支持研究：详情参考第九章。  

第七章 部门产业发展 

通过页面导航的“部门产业数据”下拉菜单可以进入各个部门/行业的经济

社会发展数据库。部门产业数据是为各个部门/产业定制的统计数据页。例如选

择产业“煤炭”，则进入中国煤炭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如图 52 所

示。各个部门/产业的经济发展数据库页面结构和功能基本一致，现以煤炭产业

为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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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中国煤炭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7.1 案例：“中国煤炭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首页 

煤炭产业数据库首页包括七个子模块。分别是导航栏和搜索框、产业年鉴

列表、指标数据图示区、关注栏目、最近更新、指标收录和课题研究。 

导航栏和搜索框：导航指示该地产业数据版块可实现的功能列表。搜索框

用于是对该产业数据范围内的统计数据（资料）进行搜索，可以进行数值检索

和条目检索。操作方法同首页的搜索操作，详见第二章介绍。 

产业年鉴列表：产业年鉴列表模块展示该产业及与该产业相关的统计年鉴

列表及收录年份。例如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86-2013），中国矿业年鉴（2002-

2013）等，点击年鉴名称进入年鉴浏览详情页，具体说明详见 3.3 节。点击

“查看全部”可以查看该地区版收录的年鉴列表，具体说明同 3.1 节。年鉴列

表页可以进行年鉴的检索操作，检索方法及检索结果参考 3.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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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图示：右侧轮播图以直观的形式展现该产业最新的，最重要的指

标数据。 

关注：关注栏目是四种决策分析的方法，相关分析、统计预测、综合评价

和决策支持。这部分功能说明详见第九章。 

最近更新：最近更新栏目显示的是本产业及相关产业最近更新的进度数据

列表，点击查看全部更新进入进度数据发布平台，该平台的说明及操作方法详

见第五章。 

指标收录：指标收录模块显示的是该产业版块收录的指标主题列表，默认

展示 24 个主题，点击下方“展开”按钮，再次展开一部分的指标主题。点击主题

名称，显示该主题下的指标列表弹窗。如图 51 所示。 

课题研究：该列表展示的是有关该产业的实证研究成果，点击“[详情]”浏

览研究成果详情页。 

7.2 案例：“中国煤炭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导航功能 

统计年鉴导航：点击进入该产业版收录的统计资料列表页，可以按照领域

和资料类型进行筛选，也可以限定搜索条件进行年鉴的检索。点击某种年鉴下

的年份列表，进入该册年鉴的详情浏览页。 

最新进度数据：点击进入进度数据发布平台页，设定主题和年份，选择子

主题，生成子主题在当前时间上的统计报表。 

年度数据分析：年度数据分析功能说明及操作参考 4.2 章节。 

国民经济行业数据：国民经济行业数据分析功能说明及操作参考 4.1 章

节。 

区域产业数据：点击进入有关该产业的数值检索结果页，可以在结果页通

过分组对结果进行筛选，也可以重新设置条件进行数值检索。详情参考 2.2 章

节。 

经济数据地图系统：点击进入该产业版的数据地图系统，在该页面上可以

按照主题进行图表的浏览和修改操作。参考 6.1 和 4.6 章节。 

决策支持研究: 详情参考第九章。 

第八章 我的统计数据 

我的统计数据是对自有数据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该模块可实现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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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已收藏数据管理，我的统计数据库管理和自定义指标管理。 

8.1 我的收藏 

用户在使用统计数据库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关注的统计报表、年鉴和行

业进行收藏，收藏之后的内容会在“我的收藏”里进行统一管理。 

8.1.1 统计报表 

图 53 显示的是我的收藏→统计报表的界面。右侧列表里显示的是用户在使

用各种数据分析功能的时候，将生成的统计报表页进行收藏之后的结果。对已

收藏的统计报表可以进行查看和删除操作。查看是重新打开报表页，如图 54 所

示。删除则直接将该报表从列表中删除。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检索框检索已收

藏的报表。 

 

图 53 我的统计数据-统计报表 

 

图 54 统计报表查看页 

8.1.2 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可通过在统计年鉴列表右侧的“收藏”按钮进行收藏，收藏的年

鉴在收藏→统计年鉴里进行统一管理，点击查看可以直接打开该年鉴的详情页

进行浏览。删除按钮则是将改本年鉴从收藏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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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我的统计数据-统计年鉴 

8.1.3 行业 

在收藏的行业列表里，点击“查看”查看该行业的统计数据，点击“删

除”则是从收藏的行业列表里删除该行业。 

 

图 56 我的统计数据-行业 

8.2 统计数据管理 

统计数据管理是对我的统计数据进行管理的模块。在此模块用户可以将新

建数据表，查看/编辑/删除/重命名已有数据表。对于已有数据表，点击“查

看”按钮，显示如图 57 的弹窗，可以查看该数据表内的数据内容。点击“编

辑”，显示如图 58 的弹窗，对数据表的编辑操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批量输入

数据，另一种是从 excel 导入数据。删除按钮用于删除该数据表，重命名按钮

则是对数据表名称进行修改。点击页面顶部的“新建”按钮可以新建数据表。

新建数据表之后，需要点击数据表列表右侧的编辑按钮进行数据的添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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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统计数据管理-我的统计数据 

 

图 58 我的统计数据-查看数据表 

批量输入数据：在数据编辑框内按照字段提示输入内容后，点击提交按

钮，则改数据表内即新增一条条目。也可以对该数据表里已有的条目数据进行

编辑/删除操作。点击该条目的编辑按钮，则该条目内容进入上方编辑区，修改

完成后点击“提交”即可。点击条目后的删除操作，则删除数据表里的该条目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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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我的统计数据-批量输入数据 

从 excel 导入数据：该标签下展示了标准的 excel 数据格式，如图 60 所

示。也可以下载 excel 格式模板。点击选择文件，上传正确格式的 excel 文件即

可。 

 

图 60 我的统计数据-从 Excel 导入数据 

8.3 我定义的统计指标 

我定义的统计指标对自定义指标进行统一管理。该部分包括自定义统计指

标和参考扩展指标两部分。 

8.3.1 自定义统计指标 

自定义扩展指标展示扩展指标名称、指标公式和操作按钮。点击“创建”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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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扩展指标。构造扩展指标的操作方法详见 4.2 相关内容。 

 

图 61 自定义统计指标 

8.3.2 参考扩展指标 

参考扩展指标是系统提供的扩展指标列表，供用户研究参考使用。只能查

看指标名称和指标公式，删除/重命名等修改操作功能。 

第九章 决策支持研究 

决策支持研究包括四大类功能：相关性分析、统计预测、科学评价和决策

模型。相关性分析是用于研究指标关系的分析方法，统计预测方法根据历史数

据对指标数据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科学评价是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对评价

主体进行综合评比最后得到综合排名，决策模型是在考虑多个属性的情况下，

选择最优备选方案或进行方案排序的决策方法。 

用户在决策分析页的操作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选择研究模型，第二

步选择建模方法，第三步设定模型里的参数，然后点击“计算”，即可生成对应

的结果页。每一类研究模型详细的操作步骤参见各模块介绍。 

9.1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包括四种建模方法，分别是关联规则挖掘、一元线性回归分

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相关系数。现以多元线性回归为例进行说明。 

9.1.1 多元回归分析 

如图 62 所示，选择研究模型为“相关性分析”，同时设定建模方法为“多

元回归分析”，接下来设定研究参数。研究参数包括评价时间和地区、评价指标

和参数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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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多元回归分析页 

（1）选择评价时间和地区：时间的选择包括两种类型：年度和季月度。首

先选择时间类型的单选按钮，然后设定要评价的时间区间。地区的选择可通过

点击后边的加号 ，展开地区选择框，如图 63 所示。选中地区名称前的复选

框，则已选地区添加进左侧的下拉框里。同时，在此点击加号按钮可隐藏地区

选择框。在下拉菜单中选定某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2）选择评价指标：指标的选择方法同地区的选择。通过点击下方的加号

按钮展开指标选择框，指标选择框样式如图 64 所示。通过选择指标类型和指标

类别来设定下边的指标类型列表，选中指标后，指标会进入已选列表里，如图

65 所示。已选定的指标可以通过点击指标右上方的×号删除。 

（3）设定参数：多元回归分析需要设定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且被解

释变量是一个，解释变量可以是多个。第二步选择的指标目前在被解释变量的

下拉框和解释变量列表里均可以进行选择，如图 66 所示。 

设定完参数之后，点击页面右下方的“计算”按钮即可。同时页面右侧的

“已选状态”部分记录了之前的设定内容，可以在此区域对已选进行重新确

认，也可以将本次设定的参数内容进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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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地区选择框 

 

图 64 指标选择框 

 
图 65 已选指标列表 

 

图 66 设定参数 

（4）生成结果页面 

生成的结果页面包括原始表格和各类分析结果表格，包括回归数据表、回

归系数表、方差分解表和回归方程等。 

 
图 67 原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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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回归数据表 

 
图 69 回归系数表 

 
图 70 方差分解表 

 

图 71 回归方程 

9.1.2 关联规则挖掘 

如图 72 所示，要使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首先要设置研究模型为“相关性

分析”，建模方法为“关联规则挖掘”，然后设置下面的相关参数即可。参数的设

置方法如下。 

（1）时间和地区。时间地区的选择方法同多元回归分析，首先选择需要分

析的时间类型，然后设置分析时间段即可。地区默认是中国，可以通过点击右

侧的加号展开地区选择框，将需要分析的地区添加到下拉菜单里，然后从下拉

菜单里选定本次要分析的地区即可。 

（2）分析指标。点击下方的加号展开指标选择框，通过选择指标类别来展

开对应指标列表并进行选择指标操作。已选指标如图 75 所示罗列显示，可以点

击指标右上方的×号来删除不需要的指标。指标选择框可以通过再次点击加号隐

藏。 

（3）设置参数。关联规则挖掘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最小支持度、最小置信

度和最大前项数三项，直接在输入框中输入参数数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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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关联规则挖掘 

（4）生成结果页 

 

图 73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图表 

 

图 74 关联规则挖掘原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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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表 

9.1.3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如图所示，使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先要设定研究模型为相关性分析，建

模方法选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然后设定该建模方法的相关参数。参数的设定

如下所述。 

 

图 76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1）时间和地区。时间和地区的选择方法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点击

加号显示地区选择框来选择地区。 

（2）分析指标。指标的选择方法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点击加号显示指标

选择框，再次点击隐藏该选择框。 

（3）设置参数。参数包括两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通过下拉菜单选

择。 

（4）生成结果页 



 

48 

 

 

图 77 一元回归结果图表 

 
图 78 一元回归数据表 

 

图 79 一元回归系数表 

9.1.4 相关系数 

设定研究方法为相关性分析，建模方法为相关系数，然后设计参数即可。

参数的设置包括时间和地区、指标、定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设置参数的

方法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参数设置方法。这里不再赘述。生成结果页包括所

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等。 

9.2 统计预测 

统计预测模型包括四种建模方法，分别是一元线性回归预测、多元线性回

归预测、时间序列趋势外推预测和指数平滑法。现以时间序列趋势外推为例进

行说明。 

9.2.1 一元线性回归预测 

选择研究模型为统计预测，建模方法为一元线性回归预测，然后设置对应

参数即可。基本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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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一元线性回归预测 

（1）时间和地区。时间的选择有两种类型，年度和季月度，选择要分析的

时间段。地区的选择默认是中国，可以点击之后的加号显示地区选择框，选定

的地区添加进下拉框里，点击下拉框选择分析地区。 

（2）分析指标。点击加号展开指标选择框，可通过指标类别来控制指标列

表里显示的指标类别，也可以通过搜索框进行搜索。 

（3）设置参数。三个参数需要设置。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预测期。预

测期用于限定预测的时间段长度。 

（4）生成结果页。生成的结果包括回归方程和多种数据表格，分别是原始

数据表、回归数据表、回归系数表、方差分解表和其他参数表格。 

 

图 81 一元回归分析方程 

 
图 82 回归系数表 

9.2.2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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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型选择统计预测，建模方法选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预测，然后设定

下面的参数就可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一元线性回

归分析预测的区别仅在于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只

允许有一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可以有多项。时间、地区、指标、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以及预测期参数的设定均与一元线性回归预测一致。 

生成结果页包括回归方程和多种数据表格，分别是原始数据表，回归数据

表，回归系数表，方差分解表和其他参数表。 

 

图 83 回归系数表 

 
图 84 回归方程 

9.2.3 时间序列趋势外推预测 

如图 85 所显示的，首先设定研究模型为统计预测，建模方法为时间序列趋

势外推，然后设定各类参数。 

 

图 85 时间序列趋势外推 

（1）选择分析方法：时间序列趋势外推包括多种分析方法，且分析方法是

多选的，一次可选择多种方法，点击方法名称即可。 

（2）选择时间和地区：时间和地区的选择方法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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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选择指标：指标的选择方法同多元线性回归，点击加号展开指标选择

框进行指标的选择。 

（4）设置参数：参数包括研究变量、多项式阶数和预测期三项。其中多项

式阶数只有在分析方法选择多项式趋势时才可用。研究变量用于设置要预测的

变量，预测期用于设置预测的时间时间长度。 

设定完参数之后，点击“计算”即可。 

（5）计算结果页面。 

 
图 86 三次曲线趋势预测图 

 
图 87 预测结果 1 

 

图 88 预测结果 2 

如图 87 所示，结果包含每种预测方法的检验值和对应的预测方程，图 38

显示的是每种预测方法对应的统计报表，包含观察值（实际值）和估计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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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有预测期的预测值。 

9.2.4 指数平滑法 

研究模型选择统计预测，建模方法选择指数平滑法即可。指数平滑法有四

种分析方法可选，分别是一次指数平滑预测、二次指数平滑预测、三次指数平

滑预测和 Holter-Winter 非季节模型预测。四种分析方法在界面上的操作完全一

样，现以一次指数平滑预测方法为例。 

选择分析方法为一次指数平滑预测，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时间和地区、预

测指标、预测变量和预测期。 

时间、地区和指标的选择同其他建模方法的设置方式。预测算法每一次计

算只能对一个研究变量进行预测，从已选的多个指标中选择本次预测的研究变

量，然后设置预测期即可，点击计算按钮。 

生成结果页包括预测结果表和其他参数表两个表格。 

 

图 89 指数平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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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预测结果报表 

 

图 91 其他参数表 

9.3 科学评价 

科学评价包括五中建模方法，分别是熵值法、层次分析法（AHP 法）、灰

色关联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要使用各方法，首先要选择研究

方法为“科学评价”，然后选择一种建模方法，并设置建模方法对应的参数即

可。每种建模方法需要设置的参数不同，具体设置参数见各个建模方法说明。 

9.3.1 熵值法 

熵值法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时间、地区和评价指标。时间包括年度和季度

两种类型，选择完类型后设置要评价的时间属性即可。地区默认是中国，可通

过点击右侧的加号标志打开地区选择框，在其中选择需要评价的地区列表即

可。选定的地区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号删除。评价指标默认为空，点击加号

展开指标选择框，通过指标类别筛选指标列表。再次点击加号可隐藏地区选择

框和指标选择框。下面以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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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案例：用熵值法，以“GDP”、“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

值”来评价山西省、天津市、北京市、河北省的排名。 

1.从“决策支持研究模型”栏目中选择“科学评价” 

2.从“选择建模方法”栏目中选择“熵值法” 

3.从年度时间下拉框选择评价时间为“2014 年” 

4.选择评价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5.从指标类别下选择“综合”、“国内生产总值”下，选择“GDP”、“第三

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6.点击最下方“计算”按钮 

7.生成计算结果页面 

 

图 92“科学评价”-“熵值法”及地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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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3 指标选择 

 
图 94 熵值法计算结果图形展示 

 
图 95 熵值法计算结果表格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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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层次分析法（AHP 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的定量分析方法。在该

分析模型中，可以为一个抽象的评价目标构建多个评价面，同时为评价面设置

评价要素（指标）。 

层次分析法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评价目标、评价时间和地区、评价面及指

标、参数四项。 

 

图 96 层次分析法 

（1）评价目标 

评价目标是执行本次评价算法的目的和方向，直接在输入框中输入评价目

标的名称即可，也可在输入框中直接编辑即可完成修改名称操作。 

（2）时间和地区 

层次分析法的时间分为年度和季度两种类型，选择一种时间类型并设置具

体评价时间属性即可。 

地区的选择同熵值法，通过点击加号展开地区选择框，点击×号删除已选地

区。 

（3）评价面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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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增加评价面”按钮可为评价目标添加多个评价面，添加的评价面可

通过左侧的×号删除。 

首先要为增加的评价面添加名称，直接在输入框中输入即可。然后点击评

价面下方的加号为该评价面添加指标，添加指标的方法同熵值法。 

（4）参数 

参数是用来设置评价面和评价指标权重、指标归一化方法的。评价面权重

默认选择“评价面个数均值”计算，评价指标权重默认按照“指标个数均值”，

归一化方法默认“正向/极大化法”。点击“高级设置”可展开设置选项，选择

权重和归一化的其他方法。 

评价面权重计算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按评价面个数均值和按指标个数均

值。 

指标权重计算方法目前只有按指标个数均值一种。 

指标归一化方法有八种，分别是正向/极大化法、正向/极差化法、正向/归

一化法等。 

设置完参数之后，点击“计算”即可得到分析结果页。 

 

图 97 评价面和评价指标 

（5）生成结果页 

生成结果页包括根据计算结果得到的排序图和多张相关的统计表格，原始

表、标准化数据表、评价面得分和评价结果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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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AHP 综合得分排序图 

 
图 99  AHP 原始表 

 

图 100  AHP 标准化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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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AHP 评价面得分 

 

图 102  AHP 评价结果表 

9.3.3 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使用同层次分析法类似。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时间、地

区、评价面、评价指标和参数值。时间、地区、评价面和评价指标的设置方法

参见层次分析法。 

（1）参数值设置。灰色关联分析法需要设置的具体参数值包括评价面和评

价指标的权重计算方法、评价指标的最优值设置。评价面的权重包括按评价面

个数均值和按指标个数均值两种。指标权重计算方法目前只有按指标个数均值

一种。最优值包括最大值和最小值两种。设置完之后点击“计算”按钮即可。 

（2）生成结果页。 

 

图 103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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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 

9.3.4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时间、地区、指标和因子个数四项。时

间、地区和指标的选择同其他科学评价方法的设置。因子个数可直接在输入框

中输入数值。设置完参数之后点击“计算”按钮即可。 

9.3.5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时间、地区、指标和主成分个数四项。

时间、地区和指标的选择同其他科学评价方法的设置。主成分数的设置可直接

在输入框中输入数值即可。点击计算按钮。 

9.4 决策模型 

决策模型是用于在考虑多个属性的情况下，选择最优备选方案或进行方案

排序的决策方法。决策模型包括三种建模方法，地区决策分析、产业决策分析

和企业决策分析。在使用每种建模方法之前，首先要选择研究方法为“决策支

持”，然后再选择需要的建模方法即可。每种建模方法的使用方法详见各个模块

的使用说明。 

9.4.1 地区决策分析 

地区决策分析是用于对多个地区在某个主题上的综合表现进行评比的统计

分析方法。地区决策分析有四种可选的分析方法，分别为 SWA 法、WP 法、

TOPSIS 法和 ELECTRE 法。每种分析方法下面要设置的参数是相同的，分别是

时间、地区、指标和权重及归一化方法。现已 SWA 法为例，以案例进行说

明。 

假设案例：根据“GDP”、“GDP 指数”、“GDP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三个指

标，来决定投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哪个地区。 

1.从“决策支持研究模型”栏目中选择“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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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选择建模方法”栏目中选择“地区决策分析” 

3.从“选择分析方法”栏目“SWA 法” 

4.从年度时间下拉框选择评价时间为“2013 年” 

5.选择评价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6.从指标类别下选择“综合”、“国内生产总值”下，选择“GDP(亿元)”、

“GDP 指数((上年=100))”，“GDP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GDP=100))” 

7.选择“指标权重计算方法” 

8.点击最下方“计算”按钮 

9.生成计算结果页面 

 
图 105 决策模型、决策方法选择 

 

图 106 决策模型地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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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决策模型指标选择 

 

 

图 108 决策模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方法选择及计算按钮 

9.4.2 产业决策分析 

产业决策分析同样包括 SWA 法、WP 法、TOPSIS 法和 ELECTRE 法四种

分析方法。每种分析方法下面需要设置的参数相同，包括时间、地区、产业、

指标和指标权重及归一化方法。 

（1）时间和地区。时间的选择包括年度和季月度两种类型。然后在当前时

间类型下选择要分析的时间点即可。地区可通过点击后边的加号展开地区选择

框进行，选择的地区会添加进地区下拉框内，选择当前需要分析的一个地区名

称即可。 

（2）产业和指标。点击产业选择下边的加号展开产业选择框，通过行业门

类选择要进行综合评比的多个产业。产业选择完毕后即可进行指标的选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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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决策分析的核心即在于对多个相同指标在不同产业上的表现。点击指标选择

下的加号展开指标列表，选择需要评比的指标列表。 

（3）指标权重和归一化方法。指标选择完毕后，需要给每个指标赋以权

重，用以衡量某个指标对于总体评价目标的重要性。目前指标的权重计算方法

默认为指标个数的均值。指标的归一化计算是用于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的处

理。不同指标间由于衡量单位的不同不能直接进行运算操作，只有经过标准化

处理的指标进行运算的结果才有解释的意义。指标的归一化方法包括正向/极大

化法、正向/极差化法和正向/归一化法等。 

（4）生成结果页面。参数设定完毕之后点击计算按钮即可得到结果页面。

计算结果页面包括综合排名图、原始数据表格、标准化表格和决策分析结果

表。 

 
图 109 产业决策分析结果图 

 

图 110 产业决策原始数据表 

 

图 111 产业决策标准化结果表 

9.4.3 企业决策分析 

企业决策分析是通过选定的多个企业在多个共同指标上的综合表现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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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的。企业决策分析的使用方法同产业决策分析。需要设置的参数为时间、地

区、企业、指标和权重及归一化方法。由于设置的参数与产业决策分析基本一

致，不再赘述，只列举生成结果。 

 

图 112 企业决策分析结果图 

 

图 113 原始结果数据表 

 

图 114 企业决策分析结果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