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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政府开放数据集界定不清晰，数据集更新不及时且缺乏有效的政府部门间、政府部门和社
会组织间数据交换机制问题，本文对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进行研究，探讨注册管理中相关要素和注册过
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与数据注册关系密切的元数据标准进行探讨。通过对注册管理过程中数据集的描述需
求分析，剖析国外政府数据的开放标准DCAT、POD和DCAT-AP，提出针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元数
据标准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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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开放数据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功能和机制不完善，平台交互性不强，影响政府各部门、
社会组织和公众通过平台进行数据发布、描述、发现和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使用。该问题来源于对数据开放管理流程和机制的认识
与设计，深层原因在于采用何种方法有效进行数据的规

政府数据指所有产生于政府内部或外部，对政府
活动、公共事务和公众生活有影响、有意义的数据资源
[1]

范，如何明晰数据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利益与责任，从而
提高各参与方的积极性。

统称 。政府在进行国家和地方管理活动时生成大量

解决以上问题，既需要数据开放相关制度与机制

数据，这些数据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应用价值。政府数

的完善，也需要数据管理方法与技术的提高。从数据管

据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进社会

理方法上看，数据集的注册管理是基础的、能较好带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动相关问题解决的工作。注册是用于对权威的、集中控

政府数据开放为大数据产业发展带来契机，对于数

制的信息进行存储的一种管理机制[3]。注册管理的一项

据的交换、利用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以来，美国

基础和重要工作是制定相关的元数据标准。本文从政

和英国相继开展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发布政府数据开放

府开放数据注册管理入手，对注册管理中的参与者和

平台。随后，加拿大、法国、挪威、肯尼亚、韩国和新加坡

功能需求进行分析，并通过对主流政府数据开放元数

等国家也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开启全球政府数据开

据推荐标准DCAT（Data Catalog Vocabulary）分析，

放的浪潮，为政府数据共享和交换提供极大便利。上海

结合国外相关研究和实践，借鉴美国、欧盟对DCAT扩

市于2012年6月首先上线试运行“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

展和改造的经验，为制定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

网”，随后北京市、武汉市等也陆续推出开放门户。

元数据标准提供建议。

尽管我国自2011年开始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建设工
作，但从近年发展情况看，进展不甚理想，主要体现为

1.2 研究与实践现状

数据集数量少、内容易变的数据集更新不及时；同时，
与此相关的大数据交易平台也存在数据管理及产权等
[2]

数据注册管理与相关元数据标准是来源于实践

方面的问题 ，给相关数据交易带来障碍。政府数据开

领域的具体问题，目前，美国、英国及欧盟等国家和组

放工作推进一个主要问题是数据开放门户中相关的管理

织都已开始相关方面的实践工作。这些国家和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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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数据注册管理集成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中，或

准时需关注3个要素，即数据目录词表的支持、受控词

使用专门的数据注册管理平台完成相关数据集的注册

表的有效使用、面向元数据的关联本体；赵蓉英等 [15]

工作。在元数据标准方面，目前较普遍使用的是W3C

调查data.gov.uk的两种类型元数据，即面向网站数据

[4]

政府关联数据工作组于2014年1月发布的DCAT ，

资源的CKAN格式记录和GEMINI地理空间元数据标

美国、英国及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或直接采用该标准，

准；翟军等 [16] 对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元数据方案进行

或在该标准基础上 进行修订完善，形成该国家 或组

介绍和研究。在政府数据开放中资源描述方面，也有研

[5]

织的标准 。如美国基于DCAT制定了POD（Project
[6]

究在分析政府数据开放特点的描述要求基础上，引入

Open Data Metadata Schema），目前已更新到v1.1版 ；

DC、VoID和DCAT等元数据标准对数据资源描述进行

欧盟以DCAT为基础，从提高欧盟电子政务系统的语

研究 [17-18]；黄如花等 [19] 通过对英国等国家和欧盟的政

义互操作性出发，通过其“公共部门互操作性方案”行

府数据开放门户及其相关公共部门的元数据描述规范

动计划1.1编制了DCAT-AP（Data Catalog Vocabulary-

进行调研后，建议我国开放政府数据描述规范采用国

[7]

Application Profile） ，目前DCAT-AP已经在超过15个
[8]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中使用 （如挪威、荷兰等国家的政

际通用标准拟定国家元数据标准草案、适应网络特点
编写控制词表、统一元数据格式。

府数据开放平台）。在系统平台方面，目前政府开放数据

总体来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建设起步较晚，相关

注册管理系统使用最广泛的是CKAN（Comprehensive

理论研究还不够丰富。同时，在数据开放的组织和管理

Knowledge Archive Network），该系统是由国际开放知

层面上，国外政府数据开放通常从国家层面启动和推

识组织研发的基于网络的开放源代码管理系统，用于存

进，而我国由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通常从省

储和分发开放数据，政府和个人用户都可使用，同时为

或市一级进行试点。目前，在我国已开展的政府数据开

官方和社区数据门户网站提供支持，目前很多国家和组

放工作中，实施较好的有北京市、上海市、武汉市等。

织都使用该系统。

但这些地区的实践并没有开展相应的数据注册活动，

政 府数 据开放 及相关的数 据注册、元数 据标准

也没有统一的元数据规范。在元数据管理和描述上，

更多属于实践活动范畴，目前该方面的理论研究较有

基本各自为政，且都是一些简单的元数据元素（如资源

限，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元数据相关标准方面。其中，如

名称、摘要、机构名称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开

[9]

Tygel等 研究政府数据开放的元数据解决方案，认为

放政府数据注册及管理元数据标准研究尚处于初始阶

跨门户元数据不能只用数据目录词汇表解决，因此，开

段，还没有对制定我国元数据标准进行深入的研究，也

发实施了一种开放数据门户中的标签协调方法，包括

没有从注册管理角度对政府数据开放中的元数据标准

与个人门户相关的本地操作，以及在单个门户网站上添

进行相关研究，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政府数据开放

加语义元数据层的全局操作，旨在提高单个门户中的

注册管理的研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标签质量；Neumaier等

[10]

质量指标分析；Martin等

对260个开放数据门户进行

[11]

采用Berners-Lee’s的关联

2 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

数据五星标准分析PublicData.eu数据集目录。此外，
也有一些研究通过对元数据模型进行调整以增强其性
能，如Brümmer等

[12]

基于DCAT和VoID词汇表的数据

模型创建新的DataID，以进一步提高RDF数据集的可
发现性；Assaf等

[13]

2.1 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的参与者和过程
数据集注册的目的是为更好地进行大数据管理。

在对CKAN、DKAT、Public Open

注册需要平台来支持有关活动，数据集提供者和数据

Data、Socrata、VoID、DCAT和Schema.org7个元数据

集使用者通过注册管理平台完成相关工作，三者的关

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协调数据集模型。

系如图1所示。

国内对政府数据开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政府

其中，数据集提供者对数据集进行描述，并将元

数据开放元数据的调研、介绍及资源描述方面。其中，

数据提交到注册管理平台的“数据集元数据目录”中。

武琳等

[14]

梳理美国等国家和欧盟的相关元数据政策和

同时，数据集提供者需要及时更新并发布数据，使数

标准，对元数据格式、元数据框架、元素、数据目录词

据集使用者能够进行信息查询和下载数据；数据集使

表、受控词表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设计元数据标

用者通过注册管理平台查找相关数据集，并根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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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注册活动的参与者及相关关系

结果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获得数据集。注册管理平台是
“数据集元数据目录”的载体，提供相关的注册管理功

政府数据开放统一平台
元数据收割程序

能。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用户注册与身份认证。注册管理平台需要对
使用平台的用户进行身份认证，并进行用户管理。对于

图2 政府数据开放数据集注册管理流程

政府部门的个人或机构可以通过统一方式进行批量注

息无法统一控制，需要制定数据接收政策来限制数据

册认证。

内容，并考虑数据集的版权和密级等问题。接收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用户都可以进行注册和

应规定数据集合理合法的使用范围，并要求数据集的

托管数据集。如美国的Inventory.data.gov平台注册与

完整性。数据集内容不能含有违法信息，如涉及国家机

OMB MAX平台登录集成在一起，而OMB MAX平台

密、影响他人权利的信息，还应在合适的开放许可协议

只有拥有联邦政府电子邮件的人员可以自行注册，其

下进行开放。

他人员则需要联系MAXSupport@max.gov进行注册。

（4）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包括目录式浏览查

OMB MAX是为政府范围内的联邦机构和合作伙伴提

询和字段检索。注册管理平台应向数据集使用者提供

供高级合作、信息共享和数据收集、发布、分析服务的

尽可能多的查询方式和尽可能详细的数据集元数据相

[20]

平台

。因此，对于除政府部门外的数据集，需注意数

据集来源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高对这些数据集的注
册门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集质量。

关信息。
（5）维护和管理本地元数据存储。验证已接收的
数据集元数据是否符合模型和格式要求，如果不符合，

（2）数据集注册管理。政府数据开放活动中的数

将错误日志返给数据集提供者。同时根据数据集提供

据来源于政府部门数据和政府部门外的相关数据。其

者提供的数据集清单，核对各机构“数据集元数据目

中，前者是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主要数据来源，后者是来

录”提交进度。此外，还负责对数据集元数据的修改、

自个人、其他社会组织的数据资源，通过政府数据注册

删除和更新。

管理平台登记并提供共享的数据。

（6）提供软件工具。开放注册管理平台需要提供3

对于产生于政府部门的数据集，其注册管理及数

种工具。①数据集元数据验证器。如以DCAT为模型的

据获取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政府部门根据政府制定的

JSON格式数据集元数据，需要数据集元数据验证器验

开放数据政策提供所需数据集清单及元数据，数据集

证其是否符合DCAT的要求。②数据集元数据格式转

的元数据标准来自相关权威机构制定的元数据规范；

换器。若数据集元数据直接写成JSON格式比较复杂，

其次，在部门机构网站上提供用户阅读和机器可读的

可将数据集元数据转换成CSV格式，再通过数据集元

公共数据元数据清单；最后，政府数据开放统一平台对

数据转换器转为JSON格式。③数据集元数据测试收集

机器可读元数据进行收割，并定期更新数据目录。该过

器。用来测试将数据集元数据提交给数据集注册管理

程如图2所示。

中心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3）制定数据集接收政策。政府数据集须经过相
关政府部门审查，而非政府部门人员提交的数据集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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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据集托管服务。对于没有数据集存储网站

定有效的政府数据开放元数据标准，以对数据集进行

的个人或组织，数据注册管理平台也可以提供托管服

准确的描述。目前，在国外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中已经出

务，具体的服务模式可根据情况而定。

现若干相关标准，这些标准对制定我国政府开放数据

此外，应创建另一个与政府数据管理平台基础架

标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构相同的网站，用于协助没有政府数据开放建设方案
的机构来创建和维护自身数据库。未进行政府数据开

3.1 DCAT

放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数据集提供者可通过注册将自
身数据集托管给此网站，通过此网站可以增加、编辑、

如前文所述，DCAT是W3C政府关联数据工作组

删除数据集。此网站还应支持数据集以政府数据注册

制定的政府数据开放元数据推荐标准，其提供了一个

管理平台元数据标准导出的元数据。

数据描述模式，具有较完善的数据集描述结构和形
式，其描述体系由类及其属性组成，如图3所示[4]。

2.2 数据集描述需求

DCAT词汇表涉及7个类，分别是dcat:Catalog，
dcat:Dataset，dcat:Distribution，dcat:CatalogRecord，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数据集应主要对以下方面进行
描述。

skos:ConceptScheme，skos:Concept，foaf:Agent。其
中前4个为DCAT自定义类，分别是表示数据集目录的

（1）对数据集的描述。除标题、简介、关键词、发

Catalog类，数据集的Dataset类，数据集发布形式（例如

布日期等信息的描述外，还需要4个信息。①数据集的

可下载文件、RSS或提供数据的Web服务）的Distribution

开放许可协议。每个数据集都应是合理合法的，对于使

类，描述数据集条目出处信息的Cat alogRecord类。

用数据集是否需要注明出处、是否允许修改等做进一

CatalogRecord是可选类，其属性主要复用自其他的词

步说明，使用户对数据集的利用更加规范，保障数据集

汇表。

提供者的利益。②数据集密级。元数据描述时，应对数
据集的密级进行说明，避免由于政府数据开放引起负
面事件。③数据集内容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④数
据集主题。

DCAT复用一些其他词汇表，在使用时也可以引用
这些词汇表外的词汇表，具体如表1所示。
DCAT引用表1中的元素，尤其是DCMI Metadata
Terms，通过复用元素增加数据目录间的可操作性。使用

（2）对数据集发布信息的描述。主要包括对数据

DCAT描述数据目录中的数据集，应用程序能使用多个目

集标题、发布日期、修改日期等方面的描述，用于记录

录的元数据，并支持分布发布目录和跨站点的联合数据

数据集的发布状态。

集搜索。

（3）对发布者个人或机构信息的描述。需要对数
据集提供者的名称、主页、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描述，

3.2 POD

方便数据集使用者对数据集提供者进一步了解。
（4）对数据集发布形式的描述。数据集可能有不同

POD是美国为进行数据交换而制定的元数据标

格式（如XML、RDF格式等），也可能只是一个网页链

准，目前版本是v1.1。POD通过字段描述相关信息，其

接，所以要对可用的发布格式、大小等信息进行描述。

作用相当于DCAT中的类。POD的字段呈现层次型字
段、子字段的嵌套结构，如图4所示[6]。

3 政府数据开放元数据标准

POD v1.1的5个字段分别是Cat alog、Dat aset、
C o n t a c t Poi n t、D i s t r i b u t io n和 P u bl i s h e r。每 个字

开放政府数据包含大量来自政府不同部门，乃至

段 又有子字段（相当于属性），而D a t a s e t字段下的

政府外部的数据，这些数据与政府行政及公共事务密

c o n t a c t Po i n t、p u bl i s h e r 子字段也有其子字段。在

切相关，涵盖气象、水文、交通、健康、医疗等多个方

Catalog字段中，除3个子字段外，还包括@context、@

面，且数据集的形态各异、结构和数据格式不同。同

id和@type3个子字段，它们是JSON-LD的关键字。在

时，数据通常是动态的，需要不断补充和更新。为保证

其他字段中也存在类似情况。使用POD描述数据集时，

有效地进行数据集的注册、发现、收割和使用，需要制

最终以JSON格式进行描述。Publisher字段的右半部分
2018年第5期（总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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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ype: Dataset

dct: publisher

foaf: Agent

skos: Concept

dcat: theme

skos:inScheme

dct: publisher

skos:ConceptScheme

dcat: themeTaxonomy
dcat:Catalog
dct: title
dct: description
dct: issued
dct: modified
dct: language
dct: license
dct: rights
dct: spatial
foaf: homepage

dcat:Dataset
dct:title
dct:description
dct:issued
dct:modified
dct:identifier
dcat:distribution
dcat:keyword
dct:language
dcat:contactPoint
dct:temporal
dct:spatial
dct:accrualPeriodicity
dcat:landingPage

dcat:Distribution
dct:title
dct:description
dct:issued
dct:modified
dct:license
dct:rights
dcat:accessURL
dcat:downloadURL
dcat:mediaType
dct:format
dcat:byteSize

foaf:primaryTopic
dcat:dataset
dcat :CatalogRecord
dct:title
dct:description
dct:issued
dct:modified

dcat:record

图3 DCAT词汇表的类及其属性
表1 DCAT复用的词汇表

前 缀

词汇表名称

dct

DCMI Metadata Terms

词汇表主要内容
由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组织维护的元数据规范，
包括属性、词汇编码方案、语法编码方案和类别

dctype

DCMI Type Vocabulary

提供通用的跨域术语列表，用于标识资源类型

foaf

Friend of a Friend Vocabulary

使用Web连接人员和信息的词汇表

rdf

The RDF Concepts Vocabulary

用于在Web中表示信息的框架

rdfs

The RDF Schema Vocabulary

RDFSchema是对RDF基础词汇的扩展，为RDF提供数据建模词汇表

skos

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通过语义网共享和链接知识组织系统的通用数据模型

vcard

vCard Ontology

vCard是用于描述人员和组织的规范

xsd

XML Schema Deﬁnition

W3C发布的推荐标准，指出如何形式化描述XML文档的元素

箭头指自身的嵌套层级关系，具体见图5。

org、CKAN元数据[21]、ISO 19115和CSDGM

[22]

。其中，

这段代码显示了一个publisher实例的具体身份，

Schema.org词汇表由Microsof t、Yahoo!、Google和

是美国政府（U.S. Government）“General Services

Yandex合作制定，目的是创建一种能使主要搜索引擎

Administration”下属的“Office of Citizen Services

都支持的结构化数据标记架构，以帮助搜索引擎理解网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的一个项目，即“Widget

页内容，并提供更丰富的搜索结果[23]。ISO 19115是地理

Modulation Program”。

信息元数据标准[24]，用于描述地理信息和相关服务的国

POD的字段分为必备（requ i red）、适用则必备

际通用模式，提供有关数字地理数据的识别、范围、质

（required if applicable）和扩展（expanded）3种类

量、空间和时间模式，空间参考和分布的信息。CSDGM

型，其中扩展字段是可选择的。

是由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开发制定的数字地理空

POD可映射到其他元数据标准，如DCAT、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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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
conformsTo
describedBy
d ataset (list)

Dataset
accessLevel
accrualPeriodicity
bureauCode (list)
conformsTo
contactPoint
dataQuality
describedBy
describedByType
description
distribution (list)
identifier
isPart Of
issued
keyword (list)
landingPage
language (list)
license
modified
primaryITInvestmentUII
programCode (list)
publisher
rights
spatial
systemOfRecords
temporal
theme (list)
title

ContactPoint
fn
hasEmail
Distribution
accessURL
conformsTo
downloadURL
describedBy
describedByType
description
format
mediaType
title
Publisher
name
subOrganizationOf

图4 POD v1.1的字段与子字段

则[26]。①改进发现数据集的能力。优先考虑可用于搜索
“publisher”: {

和导航的方面，以及与数据集管理有关的请求，但并未

“@type”: “org:Organization”,
“name”: “Widget Modulation Program”,
“subOrganizationOf”: {
“@type”: “org:Organization”,
“name”: “Ofﬁce of Citizen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ubOrganizationOf”: {
“@type”: “org:Organization”,
“nam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ubOrganizationOf”: {
“@type”: “org:Organization”,
“name”: “U.S. Government”
} } } }

图5 Publisher子字段实例数据的JSON片段

3.3 DCAT-AP

考虑操作问题。②符合DCAT要求。不考虑改变DCAT
模型或用其他类似元素替代DCAT元素的请求，仅添加
可以从现有命名空间重用的元素，新的命名空间中不会
创建新的元素。③简洁性。可以添加有证据表明是必要
的元素，且元素在现有系统中通常可用。④确保应用领
域中立。不考虑仅与某些特定类型数据集相关的请求。
DCAT-AP包含22个类，与POD相似，DCAT-AP也将
类分为3种[27]，即强制类、推荐类和可选类。对于强制
类，要求数据发送者必须提供这些类的实例信息，数据
接收者必须能够处理这些类的实例信息；对于推荐类，
要求数据发送者应该提供这些类的实例信息，如果信
息可获得，数据发送者必须提供这些类的实例信息，数
据接收者必须能够处理这些类的实例信息；对于可选
类，要求数据接收者必须能够处理这些类的实例信息，
数据发送者可以提供这些类的实例信息，但其没有义
务提供。每个类下的属性也被分为强制属性、推荐属性
和可选属性。

DCAT-AP是为提高欧盟电子政务系统语义互操作

根据需要，DCAT-AP还复用其他词汇表。与DCAT

性而编写的，是以DCAT为基础，含有DCAT的所有类

相比，DCAT-AP增加了词汇表ADMS、OWL、Shema.

和属性。DCAT-AP在依据DCAT进行调整时考虑4项准

mg、SPDX，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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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DCAT-AP复用的部分词汇表
前 缀

词汇表名称

adms

AssetDescriptionMetadataSchema

词汇表主要内容
用于描述语义资产，定义高度可重用的元数据（如xml模式、通用数据模型）和
参考数据（如代码列表、分类法、字典、词汇表），用于电子政务系统开发

owl

WebOntologyLanguage

schema

Schema.org

spdx

TheSoftwarePackageData Exchange

旨在提供一种可用于描述网络文档和应用中所固有的那些类及其之间关系的语言
搜索引擎（包括Bing、Google、Yahoo！、Yandex）依靠Schema.org标记改善搜索结果
的显示，使用户更容易找到正确的网页
SPDX通过标准化软件供应链中许可信息的方式，帮助促进遵守免费和开源软件许可
而定义的标准[28]

3.4 元数据方案的比较

展开，各地规定了相应的数据描述形式。但这些数据描
述形式都不够规范，仅考虑一些基本的描述需求，且数

POD、DCAT-AP是基于DCAT形成的，且广泛复用

据描述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

了其他词汇表，为数据集元数据交换提供可能，它们总

还缺乏统一的数据描述标准规范。为此，本研究分析相

体上一致，但略有区别。与DCAT相比，POD和DCAT-

关工作中的描述需求，研究国际上通用、成熟的标准，

AP还具有3个特点。①将类和属性分为3种。POD分为

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和注册管理

必备、适用则必备和扩展（可选择），DCAT-AP分为强

的元数据标准建设的建议。

制、推荐和可选，二者处理本质上相同。这样做可以保
证数据集元数据的简洁性和最小完整性，增加针对不同
描述对象的灵活性。②添加对“关系”的描述。DCAT

4.1 基本结构和数据项

中缺乏对“关系”的描述。POD与DCAT-AP都增添了

与国外政府数据开放情况不同，我国的政府数据

“关系”描述，如POD中的isPartOf字段，DCAT-AP中

开放呈现明显的多级结构。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数据

的dct:isVersionOf字段，通过增加“关系”属性，可以更

开放和管理注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同时，我国中

清楚地揭示相互间联系。③添加元数据集语义关联格

央政府各机关也产生和拥有大量的政府数据，这些数

式的元素。如POD增添@context、@id、@type便于对数

据具有复杂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因此，我国政府数据开

据集元数据的处理，DCAT-AP增添rdfs:Literal和rdfs:

放管理注册元数据体系应该是一个多层级的、易扩展

Resource。JSON-LD与RDF格式都是语义关联数据格

的结构，既便于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统一管理，提高不

式，可以促进数据集元数据的可发现性。

同政府部门和机构间、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组织间

POD与DCAT-AP存在以下不同点。①POD是建立

的互操作性，又能充分考虑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政府

在DCAT基础上，对DCAT进行改造形成的新词汇表

和非政府机构/组织在数据开放管理中的特定需求，满

文件，有其自身的文本和机读格式词汇表说明。DCAT-

足未来需求的变化，实现灵活的描述体系。

AP是在DCAT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将7类扩充为22类，

为此，该规范可以在DCAT的基础上，采取类似

并且包含DCAT的所有属性。DCAT-AP比DCAT更详

DCAT-AP的思想和设计形式，根据描述需求对DCAT进

细和复杂，描述能力也更强，更适用于多层级的数据

行扩展。其中，作为强制性的核心类可包括dcat:Dataset，

体系。②POD添加了一些本土元素。如bureauCode和

dcat:Catalog，foaf:Agent，dcat:Distribution，以保证数据

programCode都是美国独有的元素项。

集最基本的特征描述；数据集的主题、主题集合、开放
许可文件及空间地理范围也是数据集重要的检索入口

4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元数据
标准建设

信息，因此可以作为推荐类，可以使用skos:Concept，
skos:Conce ptSheme，dct:LicenseDocu ment，dct:
Pe r i o d O f Ti m e，d c t : L o c a t i o n；此外，还有一些可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已陆续
58

2018年第5期（总第168期）

选的数据集元数据类dct:Li ng u ist icSyst e m，d a ct:

赵盼云 耿骞 柏林

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元数据研究

Cat alogRecord，foaf:Docu ment，dct:Frequency，

要来自5个方面：①W3C推荐的元数据标准。W3C制定了

a d m s:Ide nt i f ie r，vca rd:K i nd，dct:St a nd a rd，dct:

很多专业化元数据标准，且已被广泛采用，上述词汇表

R ig htsSt atement，dct:Provena nceSt atement，dct:

中FOAF、SKOS等均来自于W3C。②本地相关的元数据

MediaTypeOrExtent，spdx:Checksum。这些类均来自

标准。如美国在DCAT基础上加入地理信息元数据标准

规范的词汇表，保证了数据集跨地区、跨政府部门的可

CSDGM。③软件工具标准。使用CKAN软件在搭建政府

交换性。在具体应用该规范时，若增加新的类和属性，

数据开放平台时，需要考虑CKAN的元数据元素。④元

可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扩展的类和属性可通过复用

数据格式标准。美国政府数据集的注册管理元数据主要

其他词汇表或增加新的类和属性实现。

使用JSON格式，POD v1.1中的@context、@id、@type均

扩展时应遵循4个原则：①不能扩大类和属性的

来自JSON-LD的关键字。⑤其他元数据标准。

范围，以便与规范保持一致；②添加的类不能与规范
中原有类相似；③添加的属性不能与规范中原有属性

4.3 对已有元数据描述方案的分析

相似；④规范中的强制性类和属性必须保留。
上海市在采用通用元数据体系后，其元数据资源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这些

名称、摘要、数据提供方单位、数据领域、国家主体分

平台都具备各自的元数据描述方案。如北京市在对数

类、部分主题分类、关键字、附件下载、首次发布日期、

据集描述时把资源名称、资源出版日期、资源分类、资

更新频度等数据项都通过上层通用元数据规范描述。

源摘要、资源所有权单位、关键字说明、资源类型、资源

但一些描述项，如公开属性、访问/下载次数、数据集星

记录数作为数据集元数据进行描述，而历史数据、数据

级评价、相关应用等在上层数据描述体系中并没有对应

下载地址、数据更新日期等也可以作为数据集目录的元

的类和属性，还需要通过扩展来解决。其中，公开属性

数据。由于各地建立了一定的元数据集合，所以在建立

可以用DCMI Metadata Terms中的dct:accessRights表

统一元数据方案时应考虑相关需求。表3为北京市、上

示。数据集星级评价是对数据集质量的评价，POD中的

海市和武汉市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描述项。

dataQuality虽然是对数据集质量的评价，但主要指数
据集质量是否符合数据集提供机构的信息质量标准，

通过对表3中所列数据元数据描述项进行分析，发
现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取值为“是”或“否”，与上海市的“数据集星级评价”

（1）已有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描述方案仅建立

含义不同，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可以定义新的数据项

简单的描述项，描述能力十分有限，只承担基本数据

datasetStarRating，放在dcat:Dataset类中。
“访问/下载

描述职能，甚至缺少必要描述项，如时间范围等。

次数”可以定义属性visit/downloadTimes，也可以定义

（2）已有的数据描述方案基本没有规定数据取

两个属性visitTimes和downloadTimes；如果定义两个属

值范围。如北京市的数据描述项中“资源类型”，并没

性，visitTimes可放到dcat:Catalog类中，downloadTimes

有关于“资源类型”取值的严格规定，虽然取值有“表

放在d c a t : D a t a s e t类中。相关 应 用也可以增加属性

格”，但“表格”不是一种数据格式，有CSV、XLS等不

application，放在dcat:Dataset类中，由于application需

同类型格式。

要进一步对其名称、资源位置、简介等进行说明，所以

（3）不同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描述方案中主要的描

可将application属性指向一个新的Application类，在

述项基本相同，但其使用的标签并不完全一致，数据项

Application类中再引用dct:title和dct:description等属

也不尽相同。在规范的描述体系中，相同的描述项应尽

性，或新定义其他属性。

量统一，而不是借助属性映射完成互操作，特殊的属性
要求应在统一规范的扩展机制约束下实现。

4.2 其他词汇表的复用

（4）由于现有数据描述方案只考虑基本的属性描
述职能，所以在设计时并没有完全参照已有规范，如

为增强描述能力，同已有的描述体系保持一致，各

DCMI。由于这些描述方案均较简单，所以在制定通用

元数据标准都尽可能复用已有的词汇表。在制定我国政

的数据描述规范时，可以方便地将已有的描述项纳入

府数据注册管理元数据标准时，可复用的元数据标准主

规范体系，并对现有描述数据进行转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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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已有的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元数据描述项
北京市

上海市

武汉市

DCAT相关数据项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dc:title

资源摘要

摘要

数据简介

dct:description

资源所有权单位

数据提供方单位

机构名称

dct:publisher

资源分类

数据领域、国家主体分类、部分主题分类

主体分类

dcat:theme

关键字说明

关键字

关键字

dcat:keyword

数据下载地址

附件下载

资源访问

dcat:downloadURL

资源出版日期

首次发布日期

原始数据发布日期

dct:issued

本网站更新时间

dct:modiﬁed

数据更新日期

-

资源类型

-

-

更新频度

-

dct:format

-

dct:accrualPeriodicity

历史数据

公开属性

资源状态

-

资源记录数

访问/下载次数

数据条数

-

数据调用接口

数据集星级评价

机构简介

-

-

相关应用

机构地址

-

5 结语
政府数据的有效开放和充分交换需要对其进行注
册管理，而元数据标准是注册管理和政府数据开放的
重要基础。科学的元数据标准有利于数据集的有序组
织，数据集元数据采集和交换，更有利于被数据集使用
者发现和使用，提高数据集的使用效率。但是，目前我
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元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程

［2］ 刘朝阳. 大数据定价问题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16（1）：
57-64.
［3］ BA AS H，BROW N A. Web Ser vices Glossar y［EB/OL］.
［2017-11-01］. https://www.w3.org/TR/ws-gloss/.
［4］ MAALI F，ERICKSON J. Data Catalog Vocabulary（DCAT）
［EB/OL］.［2018-01-16］. http://www.w3.org/TR/vocab-dcat/.
［5］ W3C. DCAT Implementations［EB/OL］.［2018-01-15］. https://
www.w3.org/2011/gld/wiki/DCAT_Implementations.

度较低，数据集描述项较少，制约政府数据开放的推进

［6］ P r o j e c t O p e n D a t a M e t a d a t a S c h e m a v1.1［E B / O L］.

和发展。本文从注册管理角度出发，研究了国外政府数

（2015-02-01）［2018-01-02］. https://project-open-data.cio.gov/

据开放标准DCAT、POD和DCAT-AP基本结构和数据

v1.1/schema/.

项，认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注册管理元数据规范应满

［7］ European Union. DCAT Application Profile for data portals

足未来需求的变化，具有灵活的描述体系。本研究还对

in Europe Version 1.1［EB/OL］.［2018-03-01］. https://raw.

我国规范应包含的强制类、推荐类、可选类，以及各地

g i t h u b u s e r c o n t e n t . c o m / S E M I C e u / D CAT- A P/ m a s t e r /

方政府在具体应用该规范的扩展原则做出说明，以满足

releases/1.1/dcat-ap_1.1.docx.

不同地方政府对数据描述的不同需求。政府数据开放

［8］ European Commission. DCAT Application Profile for data

注册管理元数据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可进行跨国

portals in Europe［EB/OL］.［2018-04-11］. https://ec.europa.eu/

家、跨地区间的元数据交换，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政府

isa2/solutions/dcat-application-proﬁle-data-portals-europe_en.

数据共享，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9］ TYGEL A，AUER S，DEBATTISTA J，et al. Towards Cleaningup Open Data Portals：A Metadata Reconciliation Approac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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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en Government Data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Metadata
ZHAO PanYun GENG Qian BAI Lin
(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lear deﬁnition of open datasets, untimely datasets updating and lack of effective data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opening of government dat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en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data, the related elements and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and on this basis, discussed the metadata standards
closely related to data registr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datasets in the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a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government data open standards DCAT, POD and DCAT-AP, the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adata standard for
the open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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