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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

间双向流动。信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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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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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数字时代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实现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基于对智慧城市

发展水平评价相关研究的梳理，本研究采用知识图谱法和模糊集法筛选出智慧城市评价共性指标，并在

结合乡村地域特点选取特色指标的基础上，将智慧城市部分评价指标延伸至数字乡村，构建城乡融合发

展视角下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本着科学、全面、可靠与可得的原则，本研究最终构建了

包含发展支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数字民生、产业数字化等5个维度的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与其他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相比，更加全面、科学，既体现了以智慧城市发展带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本

质内涵，也较为客观地从县村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体现了城乡在数字建设融合发展上的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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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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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s and smart citi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mart cities, we used the knowledge graph method and the fuzzy
set method to screen out the comm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mart cities, selected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and extended som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mart cities to digital
village to build a digital villag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comprehensiveness,
reli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we finally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villages including
development suppor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related to digital villages, the constructed
system is more comprehensiveness and scientific,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connotation of driving the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by smart city progress, and objectively indicate the degree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y-level cities an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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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应用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

配置、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重要突破口，

加快乡村与城市在数字化方面的融合也成为新时代构

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 5月 16日印发了《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加快形成数字城乡融合发展

格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数字乡村建设起步较晚

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借鉴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以

了解目前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发展差距及薄弱之

处，指导并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近年来，学界主要从两个视角对数字发展水平进

行评价。一是从城市角度展开，采用熵权TOPSIS模

型[1]、主成分分析[2]等方法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

行评价，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差异较大，例如孙斌[3]从

系统动力学角度，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民生、产业经

济、政务、城市特色等 5 个维度的一级指标；王振源

等[4]、何琴[5]、刘笑音等[6]认为智慧城市评价应兼顾建设

保障和公共支撑，因此建议从公共支撑体系、智慧基础

设施等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还有部分学者依

据研究内容和智慧城市内涵的差异，新增了特色指标，

例如智慧人文 [7]、智慧城市市民客观感知 [8- 9]、智慧人

群[10-11]，智慧保障力指数[12]等。二是对数字乡村建设情

况展开评价。侯光文等[13]以乡村基建、政府服务、生态

环境、就业质量、医疗养老等 5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

主要从侧重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角度构建了

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方迎君[14]基于自身对数字乡

村的理解，认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科技农

业、智慧农民、数字经济等7个一级指标以及27个末级

指标。申媛媛等[15]创新研究视角，从微观角度了解农

村居民对信息化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意见。在对数字乡

村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基础上，部分学者也对数字乡

村涵盖的细分领域展开专门评价[16-17]。总体而言，尽管

现有文献从城乡两个视角对数字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其构建的数字乡村评价指标

体系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是相互割裂、自成体系

的，难以呈现城乡间数字化融合程度。对此，本研究基

于知识图谱方法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有关文献进

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集法构建隶属度方程[18]

筛选出城乡一体化指标，将智慧城市的部分评价指标

延伸到数字乡村，并根据乡村自身特点选取部分特色

指标，以此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可能

的边际贡献是：（1）以县域投入为重要指标构建数字乡

村评价体系有利于了突出县级层面对比，进而呈现出

了县级层面在数字乡村统筹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较为

客观地评价县村数字经济协同推进的发展进程；（2）在
理论层面上，将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评价融合化，通过

指标数据的融合实现了统计口径一致与评价过程同

步，进而实现了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与要求。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思路

本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在数据收集基础上，采用知

识图谱法和模糊集法进行词频分析和指标筛选，构建备

用的原始指标数据库，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确定数字

乡村评价一级指标维度，并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可得性

和引导性原则从智慧城市指标池中确定末级指标，同时

根据乡村本质和乡村特色，适时补充特色指标。

1.2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知网数据库，以“智慧城市

评价”为关键词进行筛选，删除个别作者发表在不同期

刊上的雷同论文，最终得到共计17篇较有影响力的学

术文献，时间跨度为 2011—2021年，每篇文献主要记

录作者、题目、年份、指标体系等内容。除此以外，还记

录了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于 2018年联合启动的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所采用的指标体系。

1.3 隶属度分析

为客观反映学者构建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采用词频分析法来描述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知识图谱，该方法主要利用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领

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研究热点和关注动

向[19]。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指标虽然名称、表达不同，

但本质的含义是一致的，为了方便统计，本研究将进行

同义替换，例如将数字基础设置、智能基础设施统一归

并为智能基础设施。此外，本研究在末级指标原始数

据库构建时，删除了与数字化、智能化无关的指标和指

向不明的指标，以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除此以外，本研究还采用模糊集方法构建隶属度

方程进行共性指标的筛选。模糊性的含义是指：客观

事物的内涵虽然明确可知，但是其外延具有不确定性，

缺乏明确的边界和定义，因此具有一定模糊性。基于

模糊集合的思想，构建的隶属度函数见式(1)。

F= f (x)= x
X

…………………………………… (1)

其中，x表示指标出现的频次，X表示指标体系的数量。

若F≥0.3[18]，则入选该指标体系，否则就剔除该指标。

2 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构建原则

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应全面反映当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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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基础支撑条件、发展水平，还要注重评价结果

的可得性和可靠性。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首先应

注重科学性原则，应能准确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情况和

数字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城乡数字化建设差距；其次要

符合全面性原则，不能遗漏重要指标，要从不同角度切

入，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特征；第三要保证可操作性原

则，评价指标所对应数据要易于收集处理和量化计

算。本研究的目的是以评价手段促进生产要素双向流

动，体现融合发展原则，因此迁移部分是能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标。

2.2 一级指标确定

词频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智慧城市一级指标总

共涉及 17个类别，其中频度最高的是基础设施，达到

15次；智慧治理及智慧民生的频度也较高，分别为 14

和 13；而信息安全、个性化发展、智慧生活频度最低，

均为 1次。依据模糊集构建的隶属度方程，剔除隶属

度小于0.3的指标，即剔除学者分歧较大的指标。最终

保留智能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创新驱动和

智慧产业5个维度的一级指标。

基于城乡融合理念、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导向以及

农村本质特征，本研究最终将沿用智慧城市评价中的

基础设施、治理、民生和产业维度，同时补充发展环境

维度。具体而言，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乡村

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物质条件，5G、区块链、大数据等数

字新基建，为农村现代化提供数字化方案[16]，加快乡村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对于提升产业发展、乡村治理、

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以“宽带进村”、互联

网升级等为抓手，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段时期

以来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内容。第二，基层治理是落

实各项国家方针政策，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基础

保障，实现基层治理智慧化、数字化是促进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运用于基层治理，能够促

进村务管理、决策和监督等各项事务更加科学化、民主

化、公开化，破除条块分割造成的信息壁垒。而以“村

务综合管理系统”、村务微信群等为代表，乡村数字化

技术发展趋势日益加速。第三，民生服务的数字化是

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城乡差

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互联网+民生”有助于城市

中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向农村延伸，让农村

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近

年来，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代表，政务服务数字化

显著带动了民生事业发展，凸显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民

生效应。第四，数字产业是指农村产业的数字化，包括

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实现数字化生产、管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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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这一方式，既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土地、资本等

要素使用效率，实现集约化生产，也有助于延伸产业

链，并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当前，以数字乡村建设为

依托，农村电商等新型业态广泛兴起，极大促进了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第五，之所以补

充发展环境这一维度，主要是基于乡村现实水平及特

点：数字乡村建设以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尤

其依赖于城市的发展水平，如果发展环境良好，数字技

术的推广与应用水平则高，因此该维度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数字乡村评价不可或缺

的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创新驱动是评价智慧城市

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但对于农村来说，科研创新、研

发新技术普遍面临基础差、底子薄的困境，其数字技术

主要依赖于城市向农村的传播、迁移，因此目前这一维

度并不适合纳入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2.3 末级指标确定

学者们在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时设定的指

标层级不同，例如任亮等[1]构建的指标体系仅采用2个

层级，而王振源等[4]、何琴[5]则构建了 3个层级指标体

系，若直接对第二层级进行分析，可能面临指标缺失的

问题。因此，本研究只对末级指标进行频度分析。如

表2所示，本研究按指向内容的不同，将智慧城市评价

体系的末级指标共分为17类，出现频次最高的为指向

网络设施的末级指标，共有 43个，其次是“互联网+政

务”，为27个。按照隶属度筛选标准，剔除小于0.3的5

类末级指标，具体包括指向应急管理、数字帮扶、数字

就业、数字养老、数字文化等12个末级指标类型。

在初步筛选出智慧城市末级共性指标后，基于城

乡融合理念和指标筛选原则，确定完整的数字乡村评

价指标体系，最终结果如表 3所示。数字乡村评价体

系包含发展支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数字民生

和产业数字化 5个维度，这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

针”要求相对应。在一级维度确定的框架下，充分考虑

数字化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和城乡融合发展

趋势，将智慧城市评价的15个末级指标延伸到数字乡

村评价体系，同时根据数字乡村建设主要是由城市辐

射带动的这一现实背景，以及农村应用数字技术的社

会基础，补充了6个末级指标。

具体而言，发展支撑中选择“县域是否设置农业农

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和“人均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

投入”作为城市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指

标。此外，发展支撑还包括乡村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环

境，因此选择了“涉农数据平台数量”、“农村居民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和“农业科技人员比重”来衡量乡村的

数字技术供给水平和农村群体数字接受能力。而数字

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设施和智能终端，这与《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中提到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

致的。数字治理包含了“互联网+监督”、“互联网+政

表1 智慧城市一级指标汇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频度

15

3

14

13

6

12

2

2

1

2

1

5

3

2

2

1

2

隶属度

0.83

0.17

0.78

0.72

0.33

0.67

0.11

0.11

0.06

0.11

0.06

0.28

0.17

0.11

0.11

0.06

0.11

一级指标

智能基础设施×14、基础运营

枢纽、智慧交通枢纽、智慧交通

智慧治理×4、智慧政府×4、公共管理应用×4、智慧管理、管理服务

智慧民生×9、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应用指数、数字社会

创新驱动×3、创新发展、创新创业、智慧技术

智慧产业×10、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经济发展、信息服务经济发展

生态宜居、智慧环境

信息资源、智慧信息服务

信息安全

全球网络与国际化竞争、城市竞争力

个性化发展

公共支撑体系×4、智慧保障力指数

智慧人文×3

智慧城市市民客观感知、市民主观感知

智慧人群、智慧公民

智慧生活

价值实现×2

··150



务”、“治安管理”3个方面内容。数字民生的内涵较为

丰富，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教育、社保、便民

等方面，有利于以数字技术带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数字技术和产业结合衍生出 2个维度，分别是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侧重于新兴产业、高技术

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后者更强调对传统产业的

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对农村来说，现阶段发展信息产

业、高新产业缺少基础和条件，因此只选择产业数字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隶属度

1

0.78

0.61

1

0.11

0.44

1

0.06

0.11

0.06

0.89

0.44

1

0.11

0.61

1

0.33

频度

43

14

11

27

2

8

20

1

2

1

16

8

21

1

11

22

6

末级指标

光纤覆盖率×8、大数据基础发展水平、传感网络建设水平、互联网平均速率、下一代广播电视覆盖率、

三网融合发展水平、IPv6网站支持率×2、国际互联网用户×2、电话交换机容量、移动互联网用户、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公共场所WLAN覆盖率×6、下一代互联网覆盖率、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

智能电网技术和装备应用、宽带网络接入水平×2、基础设施建设水平×2、

云计算中心建设或利用情况、宽带用户普及率×9

智能手机拥有率×6、4G用户普及率、每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互联网设备拥有情况、

物联网终端用户普及率、固定电话用户×2、3S设备覆盖率×2

重点污染源监控比例×5、食品药品追溯系统覆盖率×2、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2、

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控情况、重点用能单位在线监测率、政务信息网上公开及时率

电子政务外网建设水平×6、政府非涉密公文网上流转率、政府社会化媒体参与度、

行政执法监管效能、园林绿化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社会信用统筹管理×2、

公众电子投诉渠道易得性、数字城管系统覆盖率×3、协同应用系统数量、

智慧公共服务应用普及率、政务数据中心建设×2、公共服务平台、政府事务在线处理率×6

自然灾害预警发布率、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率

视频监控安装率×7、智慧化城市安全

远程预约挂号医院占比×5、电子病历使用率×2、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6、疗诊卡使用率、

医疗资源和信息共享率×4、医生对数字化医疗满意度、市民对数字化就医满意度

互联网残疾人无障碍访问情况

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使用率×2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数字图书馆建设×3、家校信息化互动率、学校多媒体教室普及率、师生网络学习空间覆盖率×3、

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建设、教育域网中心机房建设、校园一卡通使用率、智慧化教育体系、

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建设、教师和学生对数字化教学满意度、高等院校网络教学比例

开通社保卡比例、社保自助服务开通率、社保异地业务联网办理情况、

社保服务渠道多元化情况、市民卡发放率×4

ETC系统覆盖率×3、公交牌电子化率×5、违章处理系统、电子化的支付系统比重×2、

网上票务服务使用率、道路综合管理系统覆盖率×2、公共交通信息平台建设×2、道路传感终端安装率、

智慧化交通管理、数字交通出行满意度、交通信息获取满意度、城市交通运行指数发布情况

数字博物馆建设×2

惠民服务水平、家庭智能表具安装率×4、社区服务信息推送率、社区信息服务系统覆盖率×5

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指数、两化融合水平、年发明专利申请总量×2、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登记企业、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智慧产业R&D经费支出、

智慧产业从业人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3、邮电业务总量×3

农业精准生产情况、农业便捷化服务情况、农业在线化经营情况、

信息化运营水平、农村网络零售额占比×2

指标指向

网络

设施

终端

设备

互联网+监督

互联网+政务

应急管理

治安管理

数字医疗

数字帮扶

数字就业

数字养老

数字教育

数字社保

数字出行

数字文化

数字便民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表2 智慧城市末级指标汇总

注：部分评价体系中采用多个指标对同一指向内容进行评价，因此存在指标数远大于指标体系总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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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价指标，各个乡村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存在较

大差异，故本研究按环节分别设置了生产管理数字化

和经营销售数字化2个二级指标。

3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梳理和总结了目前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共

性指标，在尊重乡村数字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将部分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延伸运用到乡村中，以期指导并加

速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本研究最终构建了包含发展支撑、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治理、数字民生、产业数字化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

和21个末级指标的评价体系，与其他数字乡村评价指

标体系比较，有如下差异。

（1）一级指标维度更加全面、科学。如曾亿武[20]基

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概念与内涵特征，提出包含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5个维

度的内容框架，相较而言，缺少了公共服务、民生服务

等数字化评价内容；而侯光文等[13]构建的评价体系虽

然关注到了民生服务，但是并不全面，也缺乏一定合理

性。

（2）指标选择更符合数字化、智能化要求。在惠民

生活方面，方迎君等[14]选择了农村养老院数量、大型医

疗器械数量等指标，虽然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但是并

不能体现数字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成果。而本研究选择

的数字便民两项指标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紧密，安装

智能表具以及实现网上缴费更能体现居民享受数字红

利的情况。

（3）评价指标体系更符合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以及

乡村发展规律。相较于其他指标体系，本研究将智慧

城市的“4G覆盖率”、“污染物排放监测系统覆盖率”、

“家庭智能表具安装率”等指标延伸到数字乡村，同时

采用城市支撑和乡村支撑指标，体现了数字乡村建设

的规律。

一级指标

发展支撑

数字基础

设施

数字治理

数字民生

产业数字化

二级指标

城市支撑

乡村支撑

网络设施

终端设备

互联网+监督

互联网+政务服务

治安管理

数字医疗

数字教育

数字社保

数字便民

生产管理数字化

经营销售数字化

三级指标

县域是否设置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

服务机构

人均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

涉农数据平台数量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农村科技人员比重

互联网普及率

4G覆盖率

智能电话拥有率

计算机拥有率

“三务”网上公开次数

污染物排放监测系统覆盖率

在线办事率

“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

实现远程医疗的医院比例

学校多媒体教室普及率

数字图书馆建设数量

拥有社保卡居民数量占全体居民数

量比例

是否实现线上生活缴费

家庭智能表具安装率

农业智能装备数量

农产品网络销售率

指标注释

衡量在体制机制方面，城市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程度

衡量城市对农村信息化的资金支撑水平

农产品、农田、农药等数据平台建设数量，

衡量信息资源基础保障能力

考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衡量其信息接收和使用能力

评价农业农村信息化人才支撑水平

互联网普及程度

用于衡量4G技术覆盖广度

描述智能手机普及程度

描述计算机普及程度

衡量信息技术在“三务”管理中的应用水平

信息技术在污染物排放方面的监测情况

行政审批等事项实现线上办理的效率

衡量治安信息化水平

描述数字医疗的普及程度

信息化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普及程度

描述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情况

描述社保卡普及程度

数字技术为人们日常水、电、气等生活缴费

带来的便利程度

电表、水表等智能化水平

农业生产信息化使用情况

农产品销售的数字化水平

指标属性

乡村特色

乡村特色

乡村特色

乡村特色

乡村特色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乡村特色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

表3 城乡融合视角下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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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得到如下启示。

（1）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评价体系融合是缩

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以评价结果作为指挥棒，

有利于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乡村转移，完善乡村公

共服务供给、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并进一步实现基层有

效治理。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的数字乡村评价指

标体系至关重要。

（2）进一步完善数据获取机制和指标动态更新制

度，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目前官方数据仅统计到县

域这一层面，缺少乡村一级的数据和成熟的基层数据

获取途径，严重阻碍了各类乡村评价工作的开展，因此

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基层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同时，数

字技术迭代更新快，其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应用

场景、使用频率及发挥的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

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也应动态发展和完善更新，以

确保其可靠性、有效性和实践性。

此外，虽然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数字乡村评价指

标总体上比较系统化，但是不能排除现有研究会遗漏

和疏忽其他有价值的指标。对这些指标的挖掘，正是

我们下一步研究所需要面对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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