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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模糊综合评价法；信息公开5

绩效评价；高校

[摘要]从阐述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

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模糊性特点、模

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及特点入手，对模糊

综合评价法应用于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继而构建高校信息公

开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通过实例对

本文构建模型的可用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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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公开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在政府

信息公开得到广泛发展的前提下，我国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也开始展开。政府信息公开应用到高校，即为高

校信息公开，高校信息公开是衡量各高校民主公开意

识的重要措施。2010年9月份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办法》，使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发展，

不断完善。本文主要研究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建

立绩效评价模型并且应用到实际中去，从理论到实践

对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进行分析研究。

1 模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

可行性分析

绩效评价是检测高校信息公开效率的一种重要手

段，这里我们主要从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模糊综合

评价法的概述、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模糊性特

点、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及特点等方面，对模糊综

合评价法应用到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可行性进行

分析。

1．1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

绩效评价又被译为“绩效评估”、“绩效考评”、

“绩效测定”等。学者们从组织行为学、管理学、人

力资源管理等诸多不同角度来界定绩效评价。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定义，“绩效评估就是了解

企业运用自身的科学技术对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评

价”。从公共机构治理的角度来定义，“绩效评价就是

指公共管理部门生产的物品在社会大环境中能否满足

社会的需求，并且将供需关系数值化”。[1]按性质则

可分为一般个人和知识个人。NoIIlikos认为，一般个

人的行动能力和态度与产生结果相比更应该得到重

视；知识个人的行动能力往往是精神层面的，对他们

而言更需要看重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行为能动力。

Dmcker认为知识个人就是应用自身所熟知的知识，

靠自身精神层面的能力为机构带来利润的一类人，需

要与单纯的体力劳动人员区别开来。根据国外学者的

研究，知识个人的范围包括：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设计师、高级营销人员、高校教师等。[2]根据研

究主体的不同，这些关于绩效评价的界定，按层次主

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是针对个体的绩效评价，第

二是针对组织的绩效评价，第三是不区分个体和组织

的笼统绩效评价。Ⅲ

1．2 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模糊性特点

本文选择综合评价法来构建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

价模型就在于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具有模糊性。高

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属于组织机构绩效评价中的一

种。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是对高校信息公开的评价

目的、评价体系、规章制度、评价结果等工作的概

括，是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状况的评估。[一1对高校信

息公开进行绩效评价，是为了维护广大师生的权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与绩效评价”(项目编号：11B吼她8)，黑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大学信息公开政策的构建与评价研究”(项目编号：G201010)，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研究

规划课题“现代大学治理与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项目编号：HGJxH Blll0485)，黑龙江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编号：Hdtd2010—24)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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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广大师生了解高校的各方面情况，对高校的运行情

况进行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高校的进一步

发展。

首先高校信息公开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

即高校信息公开的好与坏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模糊

属性”这个概念，重点就在于不同主体的属性之间的

模糊化，也可以说是区分的不明确性。例如“热”与

“冷”这两个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具有明显不同的属性，

不过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不是急速转变的，而是循

序渐进的，因此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没有明显的分

界。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概念具有一定意义的模糊

属性。[51实际中某种公开状况，甲说是好的，但乙也

可能说是不好的，这里就出现了同一种状态却有两种

不同结果，可见“好”和“不好”(甚至有“很好”和

“很不好”)就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由于高校信息公开

具有这种模糊性，因此，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应用到高

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中较为适合的方法。【63

1．3模糊综合评价法概述

该方法是当前在实践活动中使用范围比较广泛的、

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基于模糊知识的数学评价法。1965

年美国研究学者L·A·zadeh提出了基于模糊知识的数

学方法，创建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在经

济方面经常表现出的带有模糊属性的状况，因而创建

了具有模糊属性的数学算法，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各

个方面，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完善。n3国内的科研人员

汪培庄是第一个提出具有模糊属性评价方法这个概念

的研究人员，该方法的创立得到了很多研究学者的看

重和支持，也运用到了多个领域之中。∞1

1．4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及特点

(1)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该方法能较全面地

汇总各评价主体的意见，从总体上对被评价主体的优

秀程度做出判断。该方法的原理就是：把被评价的复

杂对象分解为多个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的集合

叫做因素集u，把分解出来的不同要素归类到不同的

评估级别，这些评估级别构成一个集合叫做评语集

v，利用数学算式得出每个要素本身隶属于哪个评估

级别也就是判断矩阵R，将已经确定了的权值与该矩

阵进行结合，最终得到数量化的评估结果。

(2)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特点。①该方法以层次

的视角对多个评价目标进行解析。该评估方法是对复

杂对象进行分层评估，而且评估过程中得到的数据是

可循环利用的。上个步骤评估得到的结论能够当作下

个步骤的原始数据。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较为复杂的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UBRARY TH∈ORY AN0 PRACTICE

评判对象可以进行单级模糊综合评判和多级模糊综合

评判。_9j②该评估方法给予评估主体的信息量与其

他评价手段相比更加的全面。该评价法进行评估得到

的结果是向量，与其他评价方法得到的单一数值不

同，加之该向量属于模糊属性的集合，能够更加精准

的体现被评价主体的模糊性。对该方法进行评估后，

将所获取的数据做更深入的处理，能够得到更加全面

的、系统性强而有效的信息。如按照最大隶属度原

则：取隶属度最大的评价等级，就可确定被评价对象

的最终评语等级。③该方法的应用比较广泛，既能

对数量化的数据进行评估也能对个体的主观意识进行

评估，因此具有良好的普适性。由于人类思考模式的

同定，在评估工作进行中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情况出

现，即可以选这个评估等级，也可以选另一个评估等

级，因此该方法的适用性很强，尤其是对个体思维意

识的评估，能够更好的适应个体的意识模糊性。【10]

综上所述，根据文中对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以

及特点的论述，不难发现模糊综合评价法适用于高校

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原因在于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

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模糊性。因此，将模糊综合评价

法应用到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是可行的。

2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

我们试图从两个方面研究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

模型，一是确定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二

是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从而构建高校信息公开

绩效评价模型。

2．1 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运用的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笔

者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构勘论文中已经建立完成的高校信息公开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筛选各项指标，向专家发放调查

问卷确定判断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

重，最终得到各层次指标的权重系数，确立高校信息

公开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且赋予其总分值100

分，根据权重计算各指标的分值，便于指标体系的应

用。详见表1。

2．2 高校信息公开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将模糊转化原理与评价手法相

结合的方法。该方法将个人主观思维转化成数据化形

式，把得到的数据进行模糊转化然后划分层级，最后

得到准确的评价结果。该方法在面对不易用精确的评

价手法评估复杂对象时，即对主观意识影响较大以及

构成要素很多的对象进行评估时，表现出了特别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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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所以它在很多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模糊综合

评价分析法的基本评价步骤如下。

表1指标权重的总排序

目标
准则层A 指标层B

各层次投重排穿
权重总排序

层S WIW2W3W4W5

网站专栏建设A．
首页专栏位置B。。 0．107l O．0249(2分)

0．2326
首页专栏必设链接B控 0．1515 o．0352(4分)

公开指南B。 0-3535 O_0822(8分)
(23分)

公开规定B．； O_3877 0．0901(9分)

高

主动公开赴
主动公开分类信息目录B：． O．38“ 伽962(10分)

0．2504(25分)
主动公开信息实体如 0319l 0．0799(8分)

校
主动公开信息搜索如 0．2963 0．074l(7分)

售 依申请公开A3
功能设置B，． 0．4121 O．0811(8分)

管理方式如 0．3468 0．0682(7分)

笄 0．1969(20分)
收费情况B丑 0．2409 0．0474(5分)

曩 高校信息公开 保密审查制度B。。 0．35ll 0．0637(6分)

蓉 制度建设屯 主动公开工作制度k O．4173 O．0757(8分)

o．1816(18分) 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度％ O．2315 0．0420“分)

高校信息网络公开情况B。 O．1949 0．0269(3分)

公开信息情况Aj
高校信息公开统计报送K 氆2397 O．033l(3分)

高校年度工作报告公开情
0．1383(14分) O．3487 O．0482(5分)

况％

送交两馆情况‰ 0．2165 n0299(3分)

(1)评价因素集和评语等级的确定。假设有两个

有限论域集U={u，，u：，⋯，u。}，忙{v，，v：，⋯，

v。}，u为评价因素集，V为评语等级集。评语等级

集V是评价主体对评价目标做出的总体评估结果的

集合，本文将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最终结果分为

5个层级：v1-非常好、v2=优秀、v3=良好、v庐中等、

v5-较差。根据人们对事物进行判定的行为习惯以及

最大隶属度的需要，分别将各评语等级赋值：将v．赋

值90分，其最大隶属度范围就是[95～85]；将v：赋

值80分，其最大隶属度范围就是[85～75]；将v，赋

值70分，其最大隶属度范围就是[75～65]；将v。赋

值60分，其最大隶属度范围就是[65～55]；将v，赋

值50分，其最大隶属度范围就是[55～45]。综合以

上赋值，本文对评语集[v。v：v。v。v，]分别赋值

[90 80 70 60 50]。本文的评价因素集就是上文中建

立的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指标。建立对应评语集的

评价因素集u={u，，u：，⋯，u，}。设高校信息公开绩

效一级评价指标层集合为【，。={A，，A：，A3 A。，

A，}，一级评价指标中各指标分别代表高校信息公开

绩效评价中的五个一级指标，即网站专栏建设评价

A。、主动公开评价A：、依申请公开评价A3、高校信息

公开制度建设评价A。、公开信息情况评价A，。网站

专栏建设评价指标集uAl_{B¨，Bm B。口，。}、主动

公开评价指标集u。产{晚。如，B23}、依申请公开评

价指标集【，舻{马。，如，B33}、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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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评价指标集u。4_{B4，，如，B43}、公开信息情况评

价指标集u庐{氏，如，魄}。

(2)单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评价因素集

合中每项评价指标进行单指标评价，确定准则层中各

指标层的评价指标对于评判集V中各种评价的隶属度

％可得出第项指标的单指标评价集ri(‰砸，⋯

o，i—13，其中r；ij=争，zi为第i项指标被评价者做
厶

出隶属于评价等级集中第i种评判vi的有效评价人

数，z为参与评价调查的有效总评价者数量。着眼于

uj对有限元素集合的映射，得到的因素评价结果模糊

关系：

R；G)m，。= 蠹扎稍讪也
(3)模糊综合评价。将上述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

得到的结果从而确定的每个评价指标权值w与通过

上一步对评价因素集进行单层次模糊综合评价得到的

结果即各被评价对象的R模糊关系矩阵进行合成，确

定高校信息公开绩效综合评价向量B，

B=∥xR={w1，w2，⋯。w。}×

‘l ‘2

r2l 岛
● ●

： ：

‰l ‰2

3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实例分析

基于上文已经构建的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模

型，拟对黑龙江省某高校进行评价，检验本文构建的

模型，同时也能对某高校信息公开绩效有一个客观

的、定量化的评价。

3．1被评价高校的背景简介

选择黑龙江省某高校进行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原

因是该学校在学术、师资队伍、文化历史以及规模等

方面都属于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并且在数据搜集

方面比较便利。

(1)学科分类。黑龙江省某大学于1920年创办，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为国家培育工业科技人

才。该学校是第一批次得到国家985以及211工程建

设的多所大学之一，是国家级重点大学。现今，经过

多年的发展，该学校成为科研领先、培育优秀人才、

专业技术强、整体师资水平高、特点突出的我国非常

出色的大学，国际方面也以学科专业分类多、注重科

研、广泛交流著称。该大学的特点就是注重不同专业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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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交汇结合，因此构成了以支柱学科、典型学

科、前沿学科为主、基础学科为辅的新型学科系统。

其学科包含了理学、工学、管理学、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类别，本科专业

81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9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6

个，博士一级学位授予点27个，硕士一级学位授予

点4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2个。

(2)科研项目。该大学以最先进的专业研究为基

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了国家的现代化、科技

化、工业信息化进行科研项目的开发研究。增强自身

的科学研发能力，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了解社会实

践需要的实用技术，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

目。在特定研究领域，研究一些国际上最先进的基本

理论，并且取得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绩。该大学

加入了国家级别的16项重点科学技术专业项目中的

14个，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个，国家级工科

基础课程教学基地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8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个。

3．2 某高校信息公开绩效的实际综合评价

本文基于对某高校信息公开的绩效评价，针对

该高校发放调查问卷(问卷略)，共发放65份，回

收有效问卷50份，回收率76．92％。邀请该高校的

教职工、学生、高校信息公开办公人员及社会大众

对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的定性指标进行评价，此

处为评价结果数据统计表，表中方格内的数据表示

人数，见表2。

以第二项指标层B：，“主动公开分类信息目录”为

例，对模糊矩阵的建立进行说明。50名评价成员在高

校“主动公开分类信息目录”这项上的绩效表现进行

评价。其中有15人认为高校在这方面的绩效表现为

评价等级非常好V。，有19人认为高校在这方面的表

现为评价等级优秀v：，有13人认为高校在这方面的

表现为评价等级良好v3，有2人认为高校在这方面的

表现为评价等级中等v。，有1人认为高校在这方面的

表现为评价等级很差v，。因此，在高校信息公开绩效

评价指标层中该指标的评价向量集为r2l=(0．30 0．38

0．26 0．04 0．02)。根据上表以及评价模型中构造的单

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从而得到指标层B。的模糊层

次矩阵R11．指标层B：的模糊层次矩阵R笠；指标层B，

的模糊层次矩阵R弘；指标层B。的模糊层次矩阵R*；

指标层B5的模糊层次矩阵风。具体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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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某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结果统计

评价等级
非

优 良 中 较
准则层^ 指标层B 常

秀 好 等 差
好

Vl V2 V3 V。 V5

首页专栏位置B。 4 12 15 13 6

首页专栏必设

网站专栏建设A。 链接B。
lO 14 20 6 0

公开指南B。 1l 17 16 4 2

公开规定B。 6 2l 18 5 0

主动公开分类

信息目录B2i
15 19 13 2 l

主动公开信息
主动公开A： 12 13 18 5 2

实体B。

主动公开信息

搜索B8
19 14 7 6 4

功能设置B，。 5 14 18 10 3

依申请公开A3 管理方式如 O 16 19 13 2

收费情况B。 16 13 11 5 5

保密审查制度B‘t 0 4 16 20 10

高校信息 主动公开工作

公开制度建设^4 制度＆
10 15 17 5 3

依申请公开工作

制度k
U 20 5 lO 4

高校信息网络

公开情况B，
16 15 9 7 3

高校信息公开

公开信息情况凡 统计报送B旦
5 12 16 15 2

高校年度工作

报告公开情况风
10 16 21 3 O

送交两馆情况＆ 4 17 lO 18 l

尺n=

B，=

0．08 0．24 O．30 O．26 O．12

O．20 O．28 O．40 O．12 O

O．22 O．34 O。32 O．08 O．04

0。12 0：42 036 0。lO O

O-32 O．30 O．18 O．14 O．06

0．10 O．24 O．32 0．30 O．04

0．20 O．32 O．42 0．06 O

0．08 0．34 0．20 O．36 0．02

(1)一级综合评价。上文中设定的网站专栏建设

评价指标集u。，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R。=w，×Rn，

同理，主动公开评价指标集u小依申请公开评价指

标集u小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评价指标集UM以及

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黝㈣旧伶⋯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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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公开信息情况评价指标集u坫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

量分别为：盼W2×R丝，R3-W3×R33，耻W4×R44，
R5=W5×R弱。其中磁，i-(1 2 3 4 5)为指标层中五

个评估层级宴，岛赐蹈的指标权重，分别为：职=
[0．1071 0．1515 0_3535 0．3877]，w≥[0．3844 0．3191

0．2963]，职=10．4121 0．3468 0．2409j，Wj 10．3511

0．4173 0．2315]，职=[0．1949 0．2397 0．3487 0．2165]。

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

网站专栏建设维度：

Rl=wl×Rll=[0．1631 0．3511 o．3454 0．1131

o．0270]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主动公开维度：

R2=W2 x R庐[0。3045 0．3 120 0。2563 O．0828

步模糊化处理，才能得到最终评定结果。根据上文中

已经将评语等级集(非常好，优秀，良好，中等，较

差)分别赋予相对应的分数值D=[90 80 70 60

50]，继而对B=[0．1859 0。3030 0．3022 0。1547

0．0539]进行加权求平均值，就会求得最终评定结果

z=74．102分，因此，该评价学校的信息公开绩效水平

属于良好这个级别，有待进一步加强。

4结束语

本文基于高校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及模糊综合评价

法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11]探讨了高校信息公

开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问题，并通过实例分析检验该

模型的可用性及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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