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GBA 004—2022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规范

Quality assessment specifications for logistics data

2022 - 01 - 14 发布 2022 - 01 - 17 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  发 布

ICS 35.240.01

CCS L70

团 体 标 准





T/GBA 004—2022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原则...................................................................................................................................2

5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程序...................................................................................................................................2

6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要求...................................................................................................................................2
6.1 选取物流数据...........................................................................................................................................2
6.2 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3
6.3 确定数据规则及权重...............................................................................................................................4
6.4 确定数据检查方式方法...........................................................................................................................4
6.5 实施检查...................................................................................................................................................4
6.6 计算得分...................................................................................................................................................4

7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结果...................................................................................................................................5

参考文献.................................................................................................................................................................6



T/GBA 004—2022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智慧物流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归口。

本文件授权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组织伙伴和所有成员单位使用，联盟组织伙伴需等同采用转

化为自身团体标准，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标准基本信息。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顺丰科技有限公司、丰豪供应链（香港）

有限公司、嘉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丰修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圆通速递

有限公司、常州市亨托电子衡器有限公司、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技师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京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丰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国快递协会、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君安宏图技术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双陈茶业有限公司、中通快递

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雨青、高国庆、李贵、李进、唐童心、孙建英、李先进、李权辉、孙潇峰、

白建军、李娟、孙慧君、李然、刘虎、张佳琦、林泰恩、伍尚改、翟振宇、刘洛、舒征、黄斌、冷燕、

高彬、王琪、周启帆、曾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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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数据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的原则、程序、要求和结果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内部物流数据质量的评价，也可用于第二方（相关方）评价或第三方组织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831 物流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36344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 logistics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

机结合，使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过程。

[来源：GB/T 18354-2021,定义3.2]

3.2

物流数据 logistics data

在物流业务、服务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3.3

物流数据质量 logistics data quality

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物流数据的特性满足明确的和隐含的要求的程度。

3.4

数据规则 data rules

用于评价物流数据质量的依据。

3.5

元数据 metadata

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来源：GB/T 18391.1-2009,定义3.2.16]

3.6

数据集 dataset

具有一定主题，可以标识并可以被计算机化处理的数据集合。

[GB/T 36344-2018,定义2.6]

3.7

业务规则 business rules

描述业务交互，并建立行动和数据行为结果及完整性的规则。

3.8

参考数据 reference data

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流程、报告及交易记录和主记录用来参考的数值集合或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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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原则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评价指标应全面、系统、科学；

——评价数据应可靠、客观、充分；

——评价过程应规范、准确、可信；

——评价方应具备相关的专业能力。

5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程序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程序包括6个阶段：选取物流数据、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确定数据规则及权重、

确定数据检查方式方法、实施检查、计算得分。如图1所示。

选取物流数据

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

确定数据规则及权重

确定数据检查方式方法

实施检查

计算得分

图 1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程序流程图

6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要求

6.1 选取物流数据

物流数据应根据数据质量评价目的进行选取，并按GB/T 23831进行分类，形成一个或多个数据集。

评价目的包括：

——由数据需方发起，针对供方所提供的数据质量情况进行评价；

——由数据供方发起，针对自身所提供的数据质量情况进行评价；

——由数据第三方发起，针对需方或供方的数据质量情况进行评价。

6.2 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

6.2.1 评价指标应根据数据质量评价目的和数据集特征，从 GB/T 36344 中给出的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中

选取。不同的数据集可选取不同的评价指标。

6.2.2 评价指标分为两级，表 1给出了通用的物流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其中一级指标为必选指标，二

级指标为必选指标或可选指标，可选指标由评价方自行进行选取。如需新增二级指标，评价方应做出相

应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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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类型

1

规范性

数据标准 必选

2 数据模型 可选

3 元数据 可选

4 业务规则 可选

5 参考数据 可选

6 安全规范 必选

7
完整性

数据元素完整性 必选

8 数据记录完整性 必选

9

准确性

数据内容正确性 必选

10 数据格式合规性 必选

11 数据重复率 必选

12 数据唯一性 必选

13 脏数据出现率 必选

14
一致性

相同数据一致性 必选

15 关联数据一致性 必选

16

时效性

基于时间段的正确性 必选

17 基于时间点及时性 必选

18 时序性 必选

19
可访问性

可访问 必选

20 可用性 可选

6.2.3 评价指标权重可通过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或主客观赋权法确定。如物流数据划分为多个数

据集，应先确定各数据集的权重。权重确定方法参见表 2。

表 2 权重确定方法

序号 类型 方法

1

主观赋权法

层次分析法

2 专家调查法（德尔菲法）

3 环比评分法

4 二项系数法

5

客观赋权法

主成分分析法

6 熵值法

7 离差及均方差法

8 多目标规划法

9

主客观赋权法

线性加权组合法

10 灰色关联分析法

11 折衷系数综合法

6.2.4 第三方组织进行数据质量评比时，应采用统一的指标权重设定方法，以确保评价结果具有可比

性。

6.3 确定数据规则及权重

6.3.1 应建立与评价指标相对应的数据规则。一个评价指标可以对应一个或多个数据规则，如图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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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n……

规

则
1

规

则
1

…

…

规

则
n

注：n 表示指标/规则的数量。

图 2 指标与规则的关系

6.3.2 在建立数据规则时，应考虑：

——数据在命名、创建、定义、更新和归档时遵循的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相关规定等；

——元数据文档；

——业务规则文档；

——参考数据列表；

——其他。

6.3.3 数据规则权重可通过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或主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确定方法参见表 2。

6.4 确定数据检查方式方法

6.4.1 数据检查可采取的检查方式包括：

——全数检查：对数据集内的所有数据进行逐一检查；

——抽样检查：按抽样方案对数据集内的部分数据进行检查。

能实现计算机自动检查时，应进行全数检查；无法实现计算机自动检查及需要人工判别时，宜进行

抽样检查。

6.4.2 数据检查可使用的检查方法包括：

——计算机自动检查：通过在计算机上运行程序脚本或工具进行的检查；

——计算机辅助检查：无法实现计算机自动检查时采用的人机交互检查；

——人工判别检查：检查人员按有关标准或要求进行的检查。

不同的评价指标或数据规则可选择不同的检查方法。

6.5 实施检查

6.5.1 评价方应严格按照确定的数据检查方式方法，对数据进行检查。

6.5.2 当数据检查方式为抽样检查时，可在检查过程中对抽样方案进行调整。若检查的数据质量普遍

较差，可调整采用“加严”的抽样方案，反之则采用“放宽”的抽样方案。

6.5.3 评价方应保留数据检查结果的有关记录。

6.6 计算得分

数据质量得分根据数据检查结果及各项数据规则权重和评价指标权重计算得出，计算过程分为 3

个步骤，见式（1）、式（2）、式（3）：

a) 计算数据规则得分：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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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第�项指标的第�条规则的得分；

���——满足第�项指标的第�条规则的数据集中数据的个数；

B ——被评价的数据集中数据的个数。

b) 计算评价指标得分：

�� = �=1
� ���� ×���

···················································(2)
式中：

�� ——第�项指标得分；

���——第�项指标的第�条规则的权重。

c) 计算数据质量得分：

S = �=1
� �� × ��� ·····················································(3)

式中：

S ——数据质量得分；

��——第�项指标的权重。

7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结果

7.1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结果按百分制得分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 4个等级。数据质量得

分与数据质量等级的对应关系见表 3。

表 3 物流数据质量等级

数据质量得分 数据质量等级

S≥90分 优秀

90分＞S≥80分 良好

80分＞S≥60分 合格

S≤60分 不合格

7.2 物流数据质量评价过程宜形成评价报告，评价结果可考虑用于以下方面：

——数据质量提升；

——数据交付使用；

——数据质量对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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