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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CT核心指标》第一版于2005年末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突尼斯阶段会议期间出版，是

在“ICT促发展伙伴关系”成员推动下与相关国家统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密切协商的成果。

“ICT促发展伙伴关系”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第一阶段会议之后的2004年6月
创立，目前成员包括欧盟统计局（Eurostat）、国际电信联盟（IT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司（UNDESA）、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统计研究所（UIS）、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的四个

区域性委员会（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亚太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及联合国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有关“伙伴关系”目标和活动的更多

信息，见http://measuring-ict.unctad.orgp g g。

“伙伴关系”的工作是制定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可靠的ICT统计数据。为实现这一目标，

其成员参与制定和不断充实完善ICT核心指标清单。其它活动包括编撰和传播ICT数据并提供

技术援助，从而帮助统计机构收集ICT核心指标清单赖以生存的数据。

自2005年发布《 ICT核心指标》以来，已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数

据编撰和传播方面，“伙伴关系”于2008年出版了信息社会概要统计报告（“伙伴关

系” ，2008a）。在能力建设方面，“伙伴关系”成员制定了有关收集企业和家庭ICT核心指标的手册

（UNCTAD，2009年；国际电联，2009a）。此外，成员还制定了一系列培训课程并开展了诸

多能力建设讲习班。 后，如本出版物所述， 初的ICT核心指标清单已得到审议和扩充。

同2005年版一样，本出版物提供与ICT核心指标清单相关的定义、问题范本和其它统计标准。

此外，还就与每一项指标相关的重大统计问题提供建议和意见。自2005年以来在收集和编撰

核心指标方面积累的诸多经验使我们在此提出了有关如何报告ICT核心指标数据的新建议。

本出版物由“伙伴关系”的咨询顾问Sheridan Roberts执笔，并得到了国际电联、联合国

贸发会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极大贡献和支持。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UNECLAC）和经合组织也为本出版物提供了有益信息。

本出版物的制作由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BDT）出资，同时国际电联还对本出版物的格式予

以确定，并对其进行排版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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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出版物为“ICT促发展伙伴关系”于2005年 初出版的ICT核心指标清单的首次修订版。

核心指标清单旨在帮助各国制定高质量的和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信息通信技术数据。为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所述指标均与统计标准和指南相关联。

2. 经修订的核心指标清单含有46项ICT指标和两项参考指标，而2005年版的清单则包含41项
ICT指标（和一项参考指标）。

3. 于2003年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强调，利用各国之间可比

的统计数据对信息社会做出基本衡量并衡量在建设这一社会中取得的进展十分重要。随后，

创立了“衡量ICT促发展伙伴关系”1，以协调全球在该领域开展的工作。

4. 于2005年召开的WSIS突尼斯阶段会议重申了进行衡量的重要性，并呼吁对在利用ICT实现国

际一致认可的目标方面的成就予以跟踪。《突尼斯议程》谈到了“伙伴关系”开展的工作。2

5. 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之后，“伙伴关系”成员开始与统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合作，制定

一致认可的、旨在衡量ICT的“核心指标清单”。在此期间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衡量ICT的区域

性会议，并讨论了政策制定机构关心的ICT指标。3“伙伴关系”整合制定了一份全球核心指

标清单并予以散发，以听取各方意见。 终清单于2005年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WSIS衡量信

息社会专题会议”上得到一致认可。

6. 作为“ICT核心指标”（“伙伴关系”，2005年）出版的核心指标清单于2005年11月在突

尼斯举行的WSIS第二阶段会议上正式出台（在衡量信息社会的并行活动上出台）。自此，

这一清单一直是“伙伴关系”开展衡量ICT工作的基础。

7. 2005年版核心指标清单包含41项ICT核心指标，分属ICT基础设施和接入、家庭和个人的

ICT接入和使用、4企业的ICT使用、ICT行业和ICT商品贸易几大类。

8. 该清单于2007年得到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38次会议的首肯。该“委员会”鼓励各国在数

据收集方案中使用该核心指标清单（联合国统计委员会（UNSC），2007年）。“委员会”

进一步认识到，ICT发展迅速，因此鼓励“伙伴关系”继续改进和更新核心指标清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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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建议“伙伴关系”考虑制定附加基本标准和指标，以跟踪在实

现WSIS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就。5

9. 有关核心指标清单的修订和补充作为“情况通报议项”提交给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9年
会议，并得到了委员的注意（UNSC，2009年）。本出版物介绍经修订的ICT核心指标清单，

目的在于以符合广大受众要求的非技术方式介绍ICT核心指标。我们希望政策制定机构和官方

统计专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此类机构和人士能够对这些核心指标产生兴趣。

10. 初的核心指标清单及其修订版以信息社会的概念供/需模式为基础。6核心指标在承认统

计可行性问题的同时，反映政策监管机构对相关数据的需求。这意味着一些很有针对性的指

标并未包含在指标清单之中，因为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有关

农村地区个人移动电话使用情况的指标即能很好说明这一问题。虽然从政策制定角度而言，

人们十分需要此类数据，但各国之间可比较的地域分类体系却并不存在。国际电联在对此问

题进行进一步探讨（2009a）。

11. “伙伴关系”以文件形式记录了通过若干渠道对2005年核心指标清单进行的修订（2009
年），主要包括：

• 人们对核心指标在政策和实际使用方面的相关性的反馈，包括“伙伴关系”衡量信息社

会2008年全球活动7与会者和“伙伴关系”组织的其它讲习班和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出的反

馈。2008年“全球活动”之后将建议草案发至了所有国家的国家统计局，并考虑到了他们

的反馈意见。其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增加了家庭和企业使用的新类别指标，以反映ICT使
用性质上出现的变化。这具体包括移动互联网接入类别，互联网接入手段的更新（以包括

移动宽带）、有关使用互联网进行通信的更详细的信息和新的企业互联网活动。

• 在第五届和第六届世界电信/ICT指标会议（分别于2006和2007年举行）之后，对国际电

信联盟《电信指标手册》（国际电联，2007年）包含的指标进行了修订。修订包含了诸多

ICT基础设施和接入指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企业接入和使用指标技术定义的变化。ICT基
础设施和接入指标的某些更改是为了改进数据收集并提高数据质量（例如，取消了三个指

标，并采用了经合组织有关衡量蜂窝移动预付资费的综合（basket）资费指数。

• 对其它国际统计标准进行了修改并使指标更符合这些标准，特别是联合国统计司

（UNSD）、8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9的标准。具体修改包括提出了有关某些概

念和统计单位的新指南，并对分类变量做了修订。特别重要的是修改了ICT行业和ICT商品

的定义。在对工业和产品分类国际标准做出重大修订之后，经合组织对上述定义进行了更

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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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第一版核心指标清单的重要改进是增加了八个有关衡量ICT在教育领域使用情况的新指

标（和一项参考指标）。这些指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经过几年时间予以

开发，并已进行过大范围的试用和意见征询。第7章介绍这些指标。

13. 核心指标清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各国收集（或计划收集）ICT统计数据，以制定高质量的、

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为实现这一目标，各指标均与统计标准相关联，具体如下：

• 术语和概念定义（如计算机、互联网）；

• 指标计算（如使用相关衡量尺度/分母（denominator）确定比例）；

• 可在国家调查手段中加以使用的问题范本；

• 分类变量（如企业规模；个人使用ICT的核心指标的年龄范围）；

• 收集范围（如按企业规模或行业收集，个人年龄）；

• 统计单位（如家庭、个人）。

14. 此外，对与每一项指标相关的已知重大统计问题和有关ICT核心指标数据的报告提供意

见和建议。

15. 在考虑修改核心指标概念和定义时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 好地保留现有数据的

时间序列。我们认为，对第一版清单的多数修订将对现有时间序列产生极小的影响，但ICT
行业和贸易指标 – ICT1至ICT4除外，因为随着各国采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

4修订版（ISIC Rev.4）和2007版《海关进出口税则》（HS2007），将会对ICT行业和ICT商
品定义做出修改。11第5和第6章对此予以详细解释。

16. “伙伴关系2008年全球活动”7的与会者讨论了若干其它可能得到采用的ICT指标，包括

有关ICT的经济社会影响、电子政务、ICT使用障碍、ICT支出和投资、ICT服务贸易和信息

技术（IT）安全性及人们对其的信任程度等指标。未来在统计的其它领域有了更多的发展

和/或进步的情况下，可在核心指标清单中增加这些以及其它领域的指标（如移动电话的使

用12和数字内容）。13“伙伴关系”成立了若干任务组，旨在更密切地研究有关衡量ICT的影

响和电子政务的问题。

17. “伙伴关系”参加一系列其它旨在帮助其实现有关制定在各国间具有可比性的可靠ICT统
计数据使命的活动，包括编撰和传播ICT数据，14以及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统计机构收集核

心指标赖以生存的数据。成员们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后一项活动，同时国际电联和联合国贸发

会议不仅制定了统计手册，15而且提供培训课程并开展能力建设讲习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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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的内容和结构

18. 以下表1至6所示为经修订的核心指标清单。

19. 第2至7章的每一章均介绍ICT核心指标清单中的分指标（subset）（第2章与表1对应，依

此类推）。每一章内容虽有所不同，但至少包括：

• 各指标及其定义资料、计算方法和相关统计问题的意见。

• 专门介绍与核心指标相关的统计标准和方法的段落。

20. 此外，分别涉及家庭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企业ICT使用指标的第3和第4章包含更多指南，

包括：

• 对应每一指标的问题范本。

• 有关数据收集、处理和报告的更多信息。之所以包含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指标通常通过专

门为ICT统计设计的统计调查（或调查模块）进行收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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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核心指标清单

A1 每100居民的固定电话线

A2 每100居民中的移动蜂窝电话用户

A3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互联网用户

A4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

A5 每100居民中的移动宽带用户

A6 每居民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比特/秒/居民）

A7 移动蜂窝电话网的人口覆盖百分比

A8 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资费（每月）

     按美元计算

     占人均月收入百分比

A9 移动蜂窝预付资费（每月）：

     按美元计算

     占人均月收入百分比

A10 一定数量居民所在具有公共互联网接入中心（PIAC）的地点百分比

表1 ICT基础设施和接入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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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有关家庭和个人接入及使用ICT的核心指标

HH1 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

HH2 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例

HH3 拥有电话的家庭比例：

    拥有任何电话

    仅拥有固定电话的家庭比例

    仅拥有蜂窝移动电话的家庭比例

    拥有固定和蜂窝移动电话的家庭比例

HH4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比例

HH5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了计算机的个人比例

HH6 在家中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

HH7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了互联网的个人比例

HH8 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地点：

    家中

    工作中

    教育地点

    其它人家

    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

    商业互联网接入设施

    任何地点，采用蜂窝移动电话

    任何地点，采用其它移动接入设备

HH9 个人过去12个月中进行的互联网活动：

    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

    了解有关健康或健康服务的信息

    了解一般政府机构信息

    与一般政府组织沟通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采用互联网/VoIP通话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采购或订购商品或服务

    网上银行

    教育或学习活动

    参与或下载视频游戏或计算机游戏

    下载电影、图像、音乐、观看电视或视频、或听广播或音乐

    下载软件

    在线阅读或下载报纸或杂志、电子书

HH10 过去12个月中个人使用蜂窝移动电话的比例

HH11 拥有不同接入类型的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

    窄带

    固定宽带

    移动宽带

HH12 个人过去12个月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

    至少一天一次

    至少一星期一次，但不是每天

    一星期不到一次

HHR1 有电的家庭比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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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有关企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

B1 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比例

B2 经常使用计算机的雇员比例

B3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

B4 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比例

B5 利用网络宣传推广的企业比例

B6 具有内联网的企业比例

B7 通过互联网接收订单的企业比例

B8 通过互联网发出订单的企业比例

B9 利用不同接入类型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

    窄带

    固定宽带

    移动宽带

B10 拥有局域网（LAN）的企业比例

B11 拥有外联网的企业比例

B12 使用互联网开展不同类型活动的企业比例：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采用互联网/VoIP通话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

    从一般政府机构获得信息

    与一般政府机构沟通

    网上银行

    获取其它金融服务

    提供客户服务

    在线交付产品

    内部和外部招聘

    员工培训

表4  有关ICT（制造）行业的核心指标

ICT1 参与ICT行业的整个企业劳动力比例

ICT2 ICT行业占总增值份额

表5  有关ICT商品国际贸易的核心指标

ICT3 ICT进口商品在总进口量中的百分比

ICT4 ICT出口商品在总出口量中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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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有关教育中的ICT的核心指标

ED1 拥有教育用收音机的学校比例

ED2 拥有用于教育的电视机的学校比例

ED3 拥有电话通信的学校比例

ED4 学生 – 计算机比（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校）

ED5 拥有不同类别互联网接入的学校比例：

    任何互联网接入

    仅有固定窄带

    仅有固定宽带

    固定窄带加宽带

ED6 在学校中享有互联网接入的学生比例

ED7 在ICT相关领域高等教育（机构）中录取的学生比例

ED8 学校中具有ICT资格的教师比例

EDR1 有电的学校比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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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伙伴关系”于2004年6月创立，“伙伴关系”项目文件见：

http://www.itu.int/ITU-D/ict/partnership/material/Partnership%20Project%20Document%2023%20June.pdfp p p p j p 。

2 除其它工作外，还制定一套共同的ICT核心指标，建立相互认可的制定指标的框架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监

督信息社会的发展情况。见国际电联（2005年）。

3 有关这些会议的更多信息，见“伙伴关系”（2008a）。

4 HHR1“参考指标”– 涉及有电的家庭百分比的指标亦是该系列的一个组成部门。

5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第2008/3号决议，见http://www.un.org/ecosoc/docs/2008/Resolution%202008-3.pdfp g p 。

6 见经合组织（OECD）（2009a）第1章提供的此类范本。

7 “伙伴关系”于2008年5月27-29日在日内瓦组织了衡量信息社会2008年全球活动，见    

http://new.unctad.org/templates/Event____888.aspxp g p p 。

8  特别是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修订、ISIC Rev. 4和CPC版本2/HS2007的引入。

9 国际职业分类标准（ISCO）的修定。

10 ISIC Rev. 4和CPC版本2/HS2007。

11 用于贸易统计的协调制度（世界海关组织）。

12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介绍了拟议的有关企业移动电话使用的指标和问题范本。

13 如 终确定的国际上一致认可的ICT服务分类。

14 例如，“全球信息社会：从统计观点看待问题，伙伴关系，2008年”（2008a）。未来，将通过联合国的数据门户

（http://data.un.org/p g ）传播ICT核心指标数据。

15 衡量家庭和个人ICT人人 接入和使用手册TT （国际电联，2009a）和信息经济统计数据制定手册，修订版（联合国贸发会  

议，2009年）。本出版物广泛引用了这两份手册。

16 详细信息见活动http://new.unctad.org/default____575.aspxp g p 。

17 其它指标通常源于并非专门用于收集ICT统计数据的渠道。

18 虽然电不属于ICT商品，但它是使用多种ICT的重要前提，因此电作为一项参考指标包含在核心清单中。统计研究所  

（UIS）审议的研究表明，缺电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严重障碍，因此监督电力的提供趋势与监督ICT的提供和使用

同样重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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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章介绍ICT基础设施和接入的10个核心指标。基础设施和接入指标可分为两大类 – 其

中一类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ICT基础设施和接入发展状况越好，而另一类为资费指标通常数

值越低表示发展状况越好。

22. 这些指标有几种呈现方式，包括使用人口加权（每100居民中的比例，占居民的比例，

占人口的百分比），月支出（按绝对值及占人均月收入的百分比）以及占居住区的百分比。

23. ICT基础设施和接入的核心指标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负责采集，作为更大范围

的电信指标采集工作的一部分。国际电联的数据发表于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国际电

联，2009b），其中一些数据可追溯到1960年。国际电联《电信指标手册》（国际电联，2007
年）对这些指标做出了定义。

24. 这些指标有若干数据来源，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对电信主管机构和一些私营公司进行

的年度调查。其他来源包括电信监管机构、部委和运营商提供的报告。由于数据是从服务提

供商而非用户那里采集的，因此可广泛提供给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25. 为了帮助在这一领域实现统计数据标准化，对这些定义将定期审核，1 从而反映技术变革

和新增业务。本章所述指标反映了这些定义近来发生的变化。2

核心指标

26. 下文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以下信息：

• 指标的名称和简要说明；

• 指标所涉及的ICT定义，如固话线路、移动宽带用户；

• 指标是如何计算的；以及

• 解释性说明。

第2章 

有关ICT基础设施和
接入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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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每100居民中的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数

A2指一个国家每100户居民中移动蜂窝电话的用户数。

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指订购接入到使用蜂窝技术的公用移动网络的便携电话，从而提供PSTN接入。这包括模拟和数字系统，其中包括

IMT-2000（第三代，3G）。后付费和预付费用户均包括在内。预付费用户是那些在合理的期限内（例如三个月）账户被使用的用户，

不包括过去三个月未发起或未接收呼叫的非活动用户。

每100居民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数用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数除以总人口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用户应该有别于使用者。用户数是通过后付费或预付费账户订购某项移动蜂窝电话业务的实体（如企业或个人）得出的。它们一般是移

动蜂窝电话和相关订购的法定所有人。个人移动蜂窝电话用户包含在家庭指标HH10内。家庭指标一般显示为个人的比例，但其潜在数

据指移动蜂窝电话的使用人数。

A1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电话线数

A1指一个国家每100居民拥有的固定电话线路数。3 

固定电话线指连接用户终端设备到公用电话交换网（PSTN）的电话线路，并且在电话局有专用端口。这个术语与电信文件中常用的

“主站”和“直接交换线路”（DEL）这两个术语同义。它可能不同于接入线路或签约订购用户。ISDN通道、公用付费电话和固定无

线用户的数目都包括在内。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电话线用固定电话线数除以总人口再乘以100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的出现影响了主线的概念。ISDN将一条有形线路变为虚拟通道。ISDN通道总数包括在指标中。

A3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互联网用户数

A3指一个国家每100户居民中固定互联网的用户数。

固定互联网签约付费用户指拥有固定接入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包括拨号和全固定宽带用户：线缆调制解调器、DSL互联网用户、其他固

定宽带和出租线路互联网用户。

每100居民中固定线路互联网用户数用固定互联网用户数除以总人口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用户应该有别于使用者。用户是订购某项互联网接入业务的实体（如企业或个人）。在涉及个人的情况下，使用者总会比用户要多，因

为一项订购可以同时为若干使用者提供服务。在公共接入互联网很普及的地方，其间的差异可能会更大。互联网用户包含在家庭指标

HH7和企业指标B3中

A4 每100居民中的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数

A4指一个国家每100户居民中固定宽带互联网的用户数。

固定线路互联网用户指订购公共互联网付费高速接入（TCP/IP连接）的实体（如企业或个人）。高速接入被定义为单向或双向速率不低

于256千比特/秒。固定宽带互联网包括线缆调制解调器、DSL、光纤及其它固定宽带技术（例如，卫星宽带互联网、以太局域网、固定

无线接入、无线局域网和WiMAX）。其中不包括通过移动蜂窝网络接入数据通信接入（包括互联网）。

每100居民固定线路互联网用户用固定互联网用户数除以总人口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参见上文关于互联网用户和使用者之间区别的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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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每100居民中的移动宽带用户数

A5指一个国家每100户居民中移动宽带的用户数

移动宽带用户是订购以宽带速率接入数据通信的移动蜂窝网络（指单向或双向速率大于或等于256千比特/秒）的用户，例

如，WCDMA、HSDPA、CDMA2000 1xEV-DO和CDMA 2000 1xEV-DV，而无论使用何种设备接入互联网（掌上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

或移动电话等）。这些业务一般指3G或3.5G业务，并且包括：

– 宽带CDMA（W-CDMA）是一种基于CDMA的IMT-2000 3G移动网络技术，目前可提供的分组交换数据传输速率 高为384千比特/秒，完

全部署后可达2兆比特/秒。它在欧洲被称为普遍移动电信系统（UMTS）。

– 高速下行分组接入（HSDPA）是W-CDMA的升级技术，使下行数据传输速率一般可达到8-10兆比特/秒。高速上行分组接入（HSUPA）

作为其补充，提供约为5兆比特/秒的上行速率。

– CDMA2000 1xEV-DO（演进、优化数据）是一种基于CDMA的IMT-2000 3G移动网络技术，提供 高为4.9兆比特/秒的分组交换数据传

输速率。

每100居民移动宽带用户用移动宽带用户数除以总人口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参见上文中有关用户和使用者之间区别的解释性说明。

A6 每居民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比特/秒/居民）

A6指有可能提供给一个国家每位居民的国际互联网带宽，用比特/秒/居民表示。

国际互联网带宽指骨干运营商所提供的承载互联网流量的能力，以比特/秒为单位。

每居民国际互联网带宽用带宽量（单位为比特/秒）除以总人口来计算。

解释性说明

这一指标的另一种衍生指标为每互联网用户国际互联网带宽。

A7 移动蜂窝电话网覆盖的人口百分比

A7指一个国家居住在移动蜂窝信号服务区域内的居民比例，而无论他们是否选择使用该项服务。

移动蜂窝电话网络覆盖的人口百分比衡量拥有移动蜂窝电话和订购此项业务的人理论上使用移动蜂窝业务的能力。

移动蜂窝电话网络覆盖的人口百分比用移动蜂窝信号覆盖范围内的居民人数除以总人口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以百分比表示。

解释性说明

不应将本指数与移动蜂窝信号覆盖的陆地面积百分比或者订购移动蜂窝业务的人口百分比相混淆。

A8 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资费（每月）（以美元计算），占人均月收入百分比

A8由两部分组成：

    每月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资费（以美元计算）

    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月资费占人均月收入的百分比

每月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资费代表 低为256千比特/秒的连接价格 低廉的宽带接入方案（以美元计算）。国际电联把从各国收集的资

费编辑成数据（直接从互联网业务提供商（ISP）网站、或通过与ISP直接通信进行的问卷调查收集）。

每月收费不包括安装费及调制解调器租赁费。

占人均月收入百分比指以美元计算的每月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资费除以人均月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Atlas算法，以当前美元计

算）。然后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解释性说明

为确保国际可比性，该指标由国际电联通过向成员国咨询后编辑。



14

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

A9 移动蜂窝预付费电话月资费（以美元计算），占人均月收入的百分比

A9由两部分组成：

    预付费移动蜂窝电话月资费（以美元计算）

    预付费移动蜂窝电话月资费（以美元计算）占人均月收入的百分比

预付费移动蜂窝电话月资费基于OECD每月低端用户组４（2001年版）的方法进行统计，包括每月按预定比例使用25次去话（本网、外

网及与固网之间）及发送30次短消息的费用。

占人均月收入百分比用低端用户组的每月价格除以人均月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Atlas算法，以当前美元计算）。然后将得出结果乘

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解释性说明

为确保国际可比性，该指标由国际电联与成员国洽商后进行编辑。

A10 有公共互联网接入中心（PIAC）的居民点百分比

A10指一个国家通过PIAC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居民点百分比。

公共互联网接入中心（PIAC）是一个全天或部分时间内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的指定场所、位置或中心。PIAC包括电信服务中心、数

字社区中心、网吧、图书馆、教育中心和其它向普通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的类似场所。所有这类中心至少应拥有一台公用计算机，提供

互联网接入。

居民点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统计机关为调查目的所使用的村庄、乡镇或计数区域。

拥有公共互联网接入中心（PIAC）的居民点百分比用至少拥有一个PIAC的居民点数目除以该国居民点总数，然后将结果乘以100来计

算。

解释性说明

该指标可以基于居民数并根据PIAC的规模进行细分，也可以按照城/乡居民点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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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标准和方法

27. A1到A10核心指标是国际电联从若干来源（但主要是通过对电信主管部门和一些私营公

司的年度调查）收集的大约100项电信基础设施和接入指标中的一小组指标。其它数据则是

从电信监管机构、部委和运营商提供的报告以及国际电联工作人员报告中获得的。在某些情

况下，一些估算是从国际电联文件或其他参考文件中推导出来的。

28. 国际电联《电信/ICT指标手册》5对术语和指标进行了定义，其当前版本是2007年4月的

版本。2009年3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世界电信/ICT指标会议期间，提供了一个电信指标清单

及其定义的修订草案。会议建议成立一个电信/ICT指标专家组（EGTI），以审核指标的清单

草案。预期通过在线论坛进行的EGTI工作将于2010年3月结束。修订后的指标清单将提供给预

定于2010年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电信指标会议，并将被国际电联用于2010年的数据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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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世界电信/ICT指标会议； 后的三次会议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12月和2009年3月举行。

2 这些定义与提供给2009年3月的世界电信/ICT指标会议的定义草案一致。预计那些定义将在2010年 终完成。

3 基础设施和接入指标的居民数量无范围限制（即，包括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

4 相关定义见：http://oberon.sourceoecd.org/vl=15177325/cl=12/nw=1/rpsv/sti2007/ge11-1.htmp g p g 。

5 该文件的标题为《世界电信/ICT指标的定义， 终版（2007年4月）》，见：
http://www.itu.int/ITU-D/ict/handbook.htmlp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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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章介绍家庭和个人接入并使用ICT的核心指标。目前总共有12项指标 – 其中六项是有

关家庭接入ICT的指标，六项是有关个人（即，家庭成员）使用ICT的指标。1 还有一项有关

家庭接通电力的参考指标。其中有几项指标有一组经定义的回应类别，其中每个类别均可被

看成一项单独的指标。

30. ICT家庭统计数据一般由国家统计局通过家庭调查收集。2 多数发达经济体若干年来一直

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推荐的调查问卷样本采集这些

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在使用《伙伴关系》推荐的核心指标和相关标准采集这些指标方面正在

取得可喜的进展。

31. 有关家庭/个人ICT接入和使用的一些核心指标很容易获得，尤其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

然而，在数据的可比性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包括不同的年龄范围（针对个人）和提问的变

化。此外，多数国家的ICT接入和ICT使用数据的时效性较差，现有数据中有很多是过时的，

因此，考虑到很多技术应用的变化步伐，这些数据的可用性降低了（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和

不发达经济体而言）。有关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伙伴关系》（2008a）。

32. 从一开始就了解ICT接入和ICT使用之间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差

别。ICT接入指的是住宅内ICT的可用性。ICT使用指的是家庭的一个或更多成员使用ICT的
情况，无论是在住宅还是其它地方。

33.  HH1–HH4、HH6及HH11指标指的是一个家庭在住宅里接入ICT设备和服务，而非而非指每个

家庭成员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为了使一个家庭能够获得ICT设备或服务，它应该能够被使用，

即，任何所需的设备、软件和服务均应处于工作状态。尽管ICT接入一般均与ICT设备的所有

权或对某项ICT服务的支付相关，但所有权或支付并非接入的必要条件。然而，接入必须是在

住宅中；例如，家庭成员在住宅以外使用互联网则不属于家庭互联网接入。

34. 接入指标显示为拥有[设备、互联网接入]的家庭的比例。除了HH11以外，指标值用调

查范围内拥有[设备、互联网接入]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至于HH11（

第3章 

有关家庭及个人接入并使用ICT的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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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类型划分的互联网接入），每一种互联网接入类型的结果数据一般以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

庭比例来表示。

35. HH5、HH7–HH10和HH12指标指每个家庭成员对ICT设备和业务的使用情况。建议的参

考期 3 为过去12个月。

36. 三项个人使用指标（HH5、HH7和HH10）表示为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设备、互联网]的
人数比例。这些指标的值用调查范围内使用[设备、互联网]的人数除以调查范围内总人数来

计算。其他三项个人使用指标（HH8、HH9和HH12）按照地点、所进行的互联网活动和所

使用频率对互联网的使用加以细分。对于这些指标，输出结果可计算为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比
例，或者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比例。

37. 按照惯例，ICT家庭指标以百分比表示。

38. ICT家庭接入指标的子指标可用两个分类变量（即，家庭组成和家庭规模）构成。个人

使用指标的子指标可用五个分类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劳动力状况和职业）构成。4

本章稍后将介绍 小的一组针对家庭和个人的分类变量，连同与这些指标相关的其他统计标

准，包括范围、统计单位（家庭和个人）以及时间相关因素。所涉及的具体方法论问题属于

数据加工和报告的一些方面。

核心指标

39. 下文对每一个核心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如下信息：

•  指标的名称及相关反应类别；

•  对指标的简要说明；

•  指标中涉及的ICT定义，如计算机、互联网；

•  指标是如何计算的；

•  建议的问题范本；5 以及

•  解释性说明（包括问题说明、提问涉及的统计单位人口、范式问题的可能变化以及其它 

 重要的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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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

HH1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接入（而非使用）收音机的情况。6

收音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常见频率（如，FM、AM、LW和SW）接收无线电广播信号的设备。它包括集成在小轿车或闹钟及数字音频播

放器（MP3播放器）的收音机，但不包括集成在移动电话或计算机里的收音机。

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数7除以调查范围内家庭总数7。再将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该家庭/该家庭的任何成员有没有收音机？

解释性说明

收音机应处于工作状态。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虽然在调查问卷中对收音机进行全面定义时需要谨慎，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HH2 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例

HH2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接入（而非使用）电视机的情况。

电视（电视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常见接入方式（如，无线、有线和卫星）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设备。它不包括与其它设备集成的电视

功能特性，例如，计算机或移动电话等。

拥有电视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数量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该家庭/该家庭的任何成员家中有没有电视机？

解释性说明

电视机应处于工作状态。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尽管应注意排除与其它设备集成的电视机功能，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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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3 拥有电话的家庭比例

HH3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接入（而非使用）电话的情况。这一指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拥有任何类型电话的家庭比例。

    仅拥有固定电话的家庭比例。

    仅拥有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比例。

    拥有固定和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比例。

拥有任何类型电话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拥有任任何何类型电话（固定或移动）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

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拥有固定电话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仅仅拥有固定电话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

示。

拥有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仅拥有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

百分比表示。

拥有固定和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同时同时拥有固定和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得出结

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该家庭有没有住宅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线被定义为连接客户终端设备（例如，电话机、传真机）至公用电话交换网（PSTN）的电话线，并在电话局有专用端口。这

个术语与电信文件中常用的“主站”和“直接交换线路”（DEL）这两个术语同义。 它可能不同于接入线路或用户。

该家庭的任何成员/您的家中有没有移动蜂窝电话？

移动蜂窝电话被定义为订购了使用蜂窝技术的公共移动蜂窝电话业务、可提供PSTN接入的便携式电话。其中包括模拟和数字系统，及 
IMT-2000（3G）。包括后付费和预付费两类账户。

解释性说明

电话设备和各项服务应处于工作状态。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第二个范式问题中将“您”这个词包括在内，以便涵盖仅有单身一人的家庭。它不指个人活动。

尽管这一指标包含四个部分，但可以通过结合对两个问题的答复推导出这些指标。拥有任何类型电话的家庭是那些对其中一个或两个问

题均回答“是”的家庭。仅拥有固定电话的家庭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而对第二个问题回答“否”。仅拥有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对

第二个问题回答“是”，而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否”。同时拥有固定和移动蜂窝电话的家庭对两个问题均回答“是”。就目前所知，这

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HH4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比例

HH4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接入（而非使用）计算机的情况。

计算机指台式或笔记本计算机，其中不包括具有嵌入式计算能力的设备，例如，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掌上计算机）或电视机。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该家庭/其中的任何家庭成员是否在家中拥有一台计算机，无论它是否使用过？

解释性说明

计算机应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尽管需要谨慎对待计算机的定义，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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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计算机的个人比例8

HH5指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的个人在任何地点使用计算机的情况。

计算机指台式或笔记本计算机，其中不包括具有嵌入式计算能力的设备，例如，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掌上计算机）或电视机。

使用计算机的个人比例用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在任何地点使用过计算机的人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总人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乘以

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您在过去的12个月中在任何地点使用过计算机吗？

解释性说明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尽管需要谨慎对待计算机的定义，并需要包括在任何地点的使用，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HH6 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

HH6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接入（而非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互联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公共计算机网络，可接入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档。

在家中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

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该家庭/或该家庭的任何成员在家中是否能够接入互联网（无论是否使用过）？

解释性说明

接入可通过任何能够提供互联网接入的设备（不仅是计算机）进行。这包括移动电话、掌上计算机、游戏机和数字电视。接入可通过固

定或移动网络进行。

互联网连接应能够正常运转，即，所需的任何设备、软件或服务均应处于工作状态。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尽管需要明确将所有可以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包括在内，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HH7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比例

HH7指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的个人在任何地点接入（而非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互联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公共计算机网络，可接入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档。

使用计算机的个人比例用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在任何地点）使用过计算机的人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总人数来计算。将得出结果

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您在过去12个月中在任何地方使用过互联网吗？

解释性说明

互联网的使用可通过任何能够提供互联网接入的设备（不仅是计算机）进行。这包括移动电话、掌上计算机、游戏机和数字电视。接入

可通过固定或移动网络进行。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尽管需要谨慎地纳入在所有地点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但就目前所知，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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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地点

HH8指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的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地点。

场所按照对下述范式问题的回应类别加以定义，它们分别为：

    • 家中

    • 工作中

    • 教学场所

    • 其他人家中

    • 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

    • 商业互联网接入设施

    • 在任何地方通过移动电话

    • 在任何地方通过其他移动接入设备

互联网是世界范围的公用计算机网络。它可提供对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的接入，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

文件。

在各个地点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比例可用在每个地点使用互联网的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或互联网使用者的比例来计算，得出结果乘以

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过去的12个月中，您在哪里使用过互联网？（选择所有适用类别）

家中

工作中 如果某人的工作场所在自己的家中，那么他/她应仅对家中类别回答是。

教学场所 对于学生和教师（及其它在教学场所中工作的人），应将“工作中”报告为互联网使用的地点。

如果某个教学场所也被作为一般社区互联网使用地点，这类使用应报告为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的类
别。

其他人家中 朋友、亲戚或邻居的家

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 例如，公共图书馆、公用互联网信息亭、非商业电信中心、数字社区中心、邮局、其他政府组织；
接入一般是免费的，并向公众开放。

商业互联网接入设施 例如，网吧、酒店和机场；接入一般需要付费（即，使用收费）。

其他场所（请具体说

明…………………）

不包括通过移动电话或其他移动接入设备在任何地点的使用。注意，“其它场所”不是核心指标类
别。然而，将它包括在调查问卷中还是很有用的，因为这样可使受访者提供全面的回应。包括在“
其它”类别里的场所可能需要再次编码，以归入其它类别。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它就可能表示
类别的措辞存在问题。

在任何地点通过移动电话 在任何地点通过移动电话使用互联网（包括具备移动电话功能的手持设备）。

在任何地点通过其他移动接

入设备

在任何地点通过其它移动接入设备使用互联网，例如，（在WiFi“热点”）使用无线接入的笔记本
计算机或手持设备，或者连接到移动电话网络的笔记本计算机。

解释性说明

不应假定仅仅通过计算机才能使用互联网 – 也可以通过移动电话、掌上计算机、游戏机、数字电视等方式。除了使用移动互联网外，

使用地点与使用的设备有关，例如，在工作地点或网吧里安装的台式机。

应向个人询问在所有地点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即，各国使用的调查问题对复选回应应做出具体说明）。在询问主要地点或一小部分最常
用地点的国家，得出的结果与询问所有使用地点的那些国家将没有可比性。区别在于 后一种询问反映的是在每个地方实际使用的情

况，前两种询问则未能反映这种情况。

向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询问此问题。

各国可用那些代表本国可用的设施类型代替社区和/或商业互联网接入设施类型。

各国可询问有关回应类型，作为一系列是/否的问题，而非一个单独的“问题列表”问题。所选择的方法常常会反映数据的采集方法，

例如，电话访问更倾向于使用一系列问题。其它国家变量包括：项目内容不可行时取消类别；按照国家数据要求添加或分解类别。在添

加或分解类别时需要谨慎，以避免造成统计偏差。如果提供其他类别会影响到回应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类别被分解成子类的情况

下，在汇总回应时需要谨慎，以反映范式问题的回应类别（尤其是，要避免对回应了一个以上子类别的人做重复统计）。

这一指标主要的统计问题是使用一个不明确的分母，或者比较利用不同分母编辑的指标。涉及移动设备（移动电话或其他移动接入设

备）的“地点” 由于其技术性可能需要解释。如果受访者拥有该国常用的移动业务清单作为参考，可能会有帮助。更多信息参见《国

际电联2009a》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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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9 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进行的互联网活动

HH9指在过去12个月中调查范围内的个人在任何地点进行的互联网活动

互联网活动按照下述范式问题中的反映类别加以定义，其中包括：

    • 获取有关货物或服务信息

    • 获取有关健康或保健服务信息

    • 了解一般政府组织信息

    • 与一般政府组织开展互动

    •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 采用互联网/VoIP通话

    •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 采购或订购货物或服务

    • 网上银行

    • 教育或学习活动

    • 播放或下载视频或计算机游戏

    • 下载电影、图像、音乐，看电视或录像，收听无线电广播或音乐

    • 下载软件

    • 阅读或下载在线报纸或杂志、电子书

互联网是世界范围的公用计算机网络。它可提供对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的接入，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

文件。

进行每项活动的个人比例可按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比例或进行每项活动的互联网用户的比例来计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将得出结果乘以

100，以百分比表示。



24

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

HH9 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进行的互联网活动（续）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过去12个月中，为了私人目的您使用互联网进行过以下哪种活动（在任何地点）？（选择所有适用项目）

了解有关货物或服务信息

了解有关健康或保健服务信息 包括损伤、疾病、营养和一般性保健信息

了解一般政府组织信息 向受访者做出的有关政府组织的解释应与SNA93（2008年修订）有关政府的概念保持一致。详情参
见以下解释性说明。可通过网站或电子邮件获得信息。

与一般政府组织开展互动 向受访者做出的有关政府组织的解释应与SNA93（2008年修订）有关政府的概念保持一致。详情参
见以下解释性说明。与政府的互动包括下载/索要表格、在线填写/提交表格，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
支付并从政府组织那里进行采购。它不包括从政府组织获取信息。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采用互联网/VoIP通话 使用Skype、iTalk等, 包括视频呼叫 (通过网络摄像机)。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向聊天网站、博客、新闻组、在线讨论论坛的等发送短消息或信息；使用即时消息

采购或订购货物或服务 通过互联网下达采购订单，无论是否进行了在线支付。不包括取消的或未完成的订单。包括通过互
联网采购音乐、旅游和住宿等产品。

网上银行 包括与银行进行支付或转账电子交易，或查找帐户信息。不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其它类型的金融
服务电子交易，诸如购买股份和保险等。

教育或学习活动 正规的学习活动，如与学校或高等教育课程相关的学习。（更狭隘的解释可能意义不大，因为它包
括一系列诸如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的活动。）

参与或下载视频或计算机游戏 包括文件分享游戏和在线播放游戏（付费或免费）。

下载电影、图像、音乐，看电

视或录像、或听广播或音乐

包括文件分享及使用网络视频或网络电视（付费或免费）。

下载软件 包括下载补丁和升级（付费或免费）。

在线阅读或下载报纸或杂志、

电子书

包括接入新闻网站及在线订购新闻服务（付费或免费）。

其他活动（请详细说

明………………）

“其它活动”不属于核心指标类别。然而，将它纳入调查问卷还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可使受访者做
出全面的答复。包括在“其它”类别中的活动可能需要再次编码，归入其它类别之一。如果这种情
况经常出现，可能表示类别的措辞有问题。“其它”类别也可表示正在出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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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移动蜂窝电话的个人比例9

HH10指过去12个月调查范围内的个人使用移动蜂窝电话的情况。

移动蜂窝电话被定义为订购了某项使用蜂窝技术的公共移动蜂窝电话业务、可提供PSTN接入的便携式电话。其中包括模拟和数字系统，

及IMT-2000 (3G)。包括后付费和预付费两类账户。

使用过移动蜂窝电话的个人比例用调查范围内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移动蜂窝电话的个人总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总数来计算。将得

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您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移动蜂窝电话吗？

解释性说明

使用移动电话不需要用户必须拥有或支付该部电话。它可能是通过工作、朋友或者家庭成员获得的，也可能为几个人共同拥有，或者使

用可能是通过公用电话呼叫服务购买的。一项有用的补充指标是移动电话的使用频率（与HH12类似）。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个人询问此问题。

这一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要确保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根据移动电话的用户来衡量使用情况。

HH9 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进行的互联网活动（续）

解释性说明

不应假定仅仅通过计算机才能使用互联网 – 也可以通过移动电话、掌上计算机、游戏机、数字电视等方式。

应向个人询问所有的互联网活动（即，各国使用的问题应详细说明复选答复）。各项活动不互相排斥。

互联网活动仅限于私人目的，因此不包括在网上作为个人工作的一部分进行的采购这类活动。

向受访者做出的有关政府组织的解释应与SNA93（2008年修订）（联合国统计数据处，2008a）有关政府的概念保持一致。根据

SNA“...政府的首要功能是承担向社区和每个家庭提供货物和服务供应的责任，并且以税收或其他收入为其供应提供财力；通过转移

支付的方式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并从事非市场生产。”（一般）政府组织包括中央、国家和地方政府单位。重要的是，它们不包

括公共企业（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所有并控制、为向市场提供货品和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实体，而且对于其所有者而言，可能是利润

或其它财务所得的一种来源）。

向调查范围内所有在过去12个月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询问此问题。

各国可询问回应类型，作为一系列是/否的问题，而非一个单独的“问题列表”问题。所选择的方法常常会反映数据的采集方法，例

如，电话访问更倾向于使用一系列问题。其它国家变量包括：项目内容不可行时取消类别；按照国家数据要求添加或分解类别。在添加

或分解类别时需要谨慎，以避免造成统计偏差。如果提供其他类别会影响到回应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类别被分解成子类别的情况

下，在汇总回应时需要谨慎，以反映范式问题的回应类别（尤其是，要避免造成对回应了超过一个以上子类别的个人进行重复统计）。

这一指标存在着若干统计问题，其中包括不包括所有所有活动、从各个各个地点、使用一个不明确的分母，或者对使用不同的分母编辑的指标进

行比较。就活动类别而言，一般政府组织的概念对于受访者来说可能难于理解，尤其是难于得出前后一致的理解。一些国家通过列出特

定的一般政府组织或者这些机构的职能来澄清定义。更多信息参见《国际电联2009a》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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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不同接入类型的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

HH11指调查范围内的家庭在家中使用互联网接入业务的情况。

互联网接入业务按照对以下的范式问题的回应类别进行定义。应将它们汇总到下述大类中：

    • 窄带

    • 固定宽带

    • 移动宽带

互联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公共计算机网络，可接入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档。

这一指标一般以调查范围内使用每一种接入业务类型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比例来计算，例如，拥有互联网接入并使用固定宽带网络作

为接入方式的家庭比例。然而，举例来说，将拥有移动宽带的全部家庭的比例与总人口加以比较也可能会有帮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家中使用哪（些）种互联网接入业务方式接入互联网？（选择所有适用类型）

包括速率低于256千比特/秒的模拟调制解调器（通过标准电话线拨号）、ISDN (综合业务数据
网)、DSL，以及广告下载速率低于256千比特/秒的移动电话和其它形式的接入。注意，窄带移动电
话接入业务包括CDMA 1x (版本 0本 )、 GPRS、WAP和 i-mode。

固定宽带 指单向或双向速率至少为256千兆比特/秒的技术，例如，DSL（数字用户线路）、线缆调制解调
器、高速出租线路、光纤到户、电力线、卫星、固定无线、无线局域网和WiMAX。

移动宽带 指单向或双向速率至少为256千兆比特/秒的技术，例如，在欧洲被称为统一移动电信系统
（UMTS）的宽带CDMA (W-CDMA)；由高速上行分组接入（AA HSUPA）作为补充的高速下行分组接
入（HSDPA）、CDMA2000 1xEV-DO 和 CDMA 2000 1xEV-DV。接入可通过任何设备（手持计算
机、笔记本计算机或移动电话等）。

解释性说明

互联网连接应能够正常运转，即，所需的任何设备、软件或服务均应处于工作状态。

预期各国采集数据的水平将要高于上述水平。各国选择的类别应允许按照上述定义汇总总窄带和总宽带，并汇总固定和移动宽带。国

际电联的模式调查问卷（国际电联2009a，附录2）拥有一套更具体的类别：模拟调制解调器、ISDN、其它窄带、DSL、线缆调制解调

器、其它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

由于家庭可能拥有一种以上的接入业务，可能出现复选回应。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在家中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询问此问题。

主要的统计问题是类别的技术性，以及许多受访者可能不知道他们拥有哪种接入业务。如果受访者能够有一份本国通常可提供的接入业

务参考清单（有产品名称），将会很有帮助。问题应使用与本国目前已有业务相关、并且受访者容易理解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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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过去12个月个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

HH12指过去12个月调查范围内的个人在任何场所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如下所示：

    • 至少一天一次

    • 至少一周一次，但不是每天

    • 少于一周一次

互联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公共计算机网络，可接入包括万维网在内的若干通信业务，并可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档。

每一种互联网使用频率可用以每一种频率使用互联网的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或互联网用户的比例来计算。在每种情况下，将得出结果乘以

100，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过去12个月中您一般多长时间使用一次互联网？（在任何地点）

仅（或大多）在工作中使用互联网的受访者每个工作日一次

至少一周一次，但不是每天

少于一周一次

解释性说明

不应假定仅仅通过计算机才能使用互联网 – 也可以通过移动电话、掌上计算机、游戏机、数字电视等方式。

一般意味着在多数的日期里（或有代表性的一天）。建议各国针对一段有代表性的时期采集这一信息。因此，受访者应忽略周末（如果

他们仅在工作中使用互联网）和例行节假日。

向过去12个月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询问此问题。

如果各国希望获得更详尽的信息，可以增加更多的频率类别，例如，“一周不到一次”可分解为“至少一月一次，但不是每周”。实际

上，对于多数国家，很可能使用互联网少于每月一次的人所占比例很小。

这一指标主要的统计问题是使用一个不明确的分母，或者对使用不同分母编辑的指标进行比较。

HHR1 通电的家庭比例

HHR1指标是一个参考指标，之所以纳入这个指标，是因为很多ICT的运行都需要电力。

电力接入可能通过电网/主电源线连接，或通过本地发电设施（包括住所所在地）。本地电力包括燃油发电机产生的电力，或者从风能、

水能或太阳能等再生资源产生的电力。其中不包括仅使用能源储蓄设施，例如，电池（尽管可能用它们来储存来自其它资源的电力）。

通电的家庭比例用调查范围内通电的家庭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家庭总数。将得出结果乘以100，以百分比表示。

通电的家庭比例

这个家庭的住所是否接通了电力？

解释性说明

向所有调查范围内的家庭询问这一问题。

就目前所知，若干发展中经济体采集的这一指标不存在重大的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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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标准和方法

40. 目前有很多与家庭调查相关的统计标准和方法。10 现有的家庭调查手册（例如，UNSD
2005a和2005b）以及标准文件（例如，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国际劳工组

织）对这些标准和方法做了充分介绍。《国际电联手册》（国际电联，2009a）对与采集ICT
家庭统计数据相关的统计标准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

41. 该刊物描述了具体针对具体针对核心ICT指标的统计标准和方法。其中包括：分类变量、范围、统

计单位、与时间相关的问题，以及有关指标处理和报告的某些方面。

42. 本文未涉及更加普遍适用于家庭调查的标准和方法，但可在以上引述的来源中查找到有

关信息。题目包括：统计标准（如，概念和分类）、调查工具、数据采集技巧、问题和调查

问卷设计的一般原则、目标人口和调查框架、范本的设计和选择、数据处理、数据质量和评

估、数据传播和元数据。

以代数形式表示的数据

43. 上述核心指标的元数据描述了有关计算核心指标的公式。例如，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比例
（HH7）用调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人数7除以调查范围内的总人数7然后再乘以100来计算。

对于一些指标而言，有两种计算核心指标的方法。例如，参加特定互联网活动的个人比例

（HH9）既可计算为调查范围内的个人比例，也可计算为参加每项活动的互联网用户比例。

44. 这个公式也可用代数来表示。对于第一个示例，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比例可表示为：

        

100�

I

Inter

N

N

其中，NInterNN  是人口中调查范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r NINN  是人口中调查范围内的总人数。

得出结果乘以100，将该比例转换为百分比。

45. 对于第二个示例，参加特定互联网活动的个人比例（HH9）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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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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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ActivityiN 是人口中参加过某项互联网活动的调查范围内的人数，用活动i 来表示（例如，

使用互联网了解货物或服务信息），NInterNN 和NINN 的定义如上。得出结果乘以100，将该比例转换

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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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分类指标数据分类

46. 我们从上文看到，每一个核心指标或者指家庭，或者指个人。目前有数种对这类单位进

行分类的方法，以加强统计结果的相关性。如可根据家庭的规模对家庭进行分类，或者根据

城乡家庭对家庭进行分类。对于个人，可根据年龄、性别或收入等进行分类。

47. ICT指标具体表明了家庭和个人分类变量。它们是穷尽了全部数据分类方式的子集，并包括

同时具有政策相关性和统计可行性的子集。国际电联（2009a）讨论了不属于ICT指标核心清单

标准的类别。一些类别（例如，家庭收入和地理区域）高度相关，但采集时很难保持一致性。

48. 对于所有分类，核心指标使用的分类方法基于标准的国际分类方法。

 对家庭的分类

49. 对于ICT家庭接入指标（HH1、HH2、HH3、HH4、HH6和HH11），可使用家庭分类变

量、家庭构成和家庭规模来构建子指标。

50. 适用于家庭的分类方式有：

• 家庭构成：双向分类 – 家庭有/无年龄在15/16/18岁以下的儿童。

• 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数量，包括那些在15-74岁 低年龄范围以外的成员；国际电联

（2009a）建议如下的规模范围：1人、2人、3-5人、6-10人、大于10人。

51. 对儿童年龄界限的划分（15/16/18岁）较为灵活，以符合不同国家对儿童的定义。理想

的情况下，15岁是较好的划分界限，尽管在国家数据采集中使用的16或18岁年龄也是可以接

受的替代界限。

 对个人的分类

52. 对于针对个人的指标（HH5、HH7、HH8、HH9、HH10和HH12），可使用个人分类变量

构建子指标，包括年龄、性别、 高学历、劳动力状况和职业。

53. 适用于个人的分类方法有：

• 年龄范围（岁）：1至4岁、5至9岁、10至14岁、15至24岁、25至34岁、35至44岁、45至54
岁、55至64岁、65至74岁、75岁以上。这些范围与联合国统计数据处（2008b）采用的年

龄范围一致（尽管不如后者细致）。针对个人的核心指标所建议的 低范围是15-74岁年

龄段。然而，在针对儿童采集数据时（这种做法受到鼓励），各国应尽可能以上述尺度为

依据列出数据。

• 性别：男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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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学历：使用ISCED9711 确定四种类别如下：

1 小学或更低学历 – 无正式教育、学前（ISCED 0）或小学教育（ISCED 1）；

2 初中学历（ISCED 2）；

3 高中后非高等教育学历（ISCED 3, 4）；以及

4 大学学历（ISCED 5, 6）。

• 劳动力状况：使用ICSE-9312确定的四种类别如下：

1 领取薪酬的雇员；

2 自由职业者；

3 失业者；以及

4 劳动力以外人员。

• 职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2009年，国际劳工组织）保持的ISCO（国际职业分类标准）的

广泛级别（大类）。国际劳工组织将职业定义为“其主要任务和职责以高度相似性为特

征的一组工作”。多数国家目前使用ISCO-88（1988年）或本国相应的标准。在大类水平

上，差别非常小。ISCO-88和ISCO-08的主要类别列表参见国际电联（2009a）。

范围和统计单位范围和统计单位

54. 建议的 小个人年龄范围为15-74岁。鼓励各国扩大这一范围，以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尤

其是，鉴于15岁以下儿童年龄组对与发展信息社会的重要性，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希望采集有

关15岁以下儿童的资料。13

55. 预期多数调查将把针对个人的调查范围限制在居住在私人住宅的个人（因而不包括监狱、

养老院以及酒店这类特殊居所中居住的个人）。

56. 与建议的个人年龄范围相一致，建议的 小家庭范围不包括仅仅由74岁以上或15岁以下

的成员组成的家庭。其它范围限制将遵循适用于个人的要求，例如，将家庭调查限制在那些

居住在私人住宅的家庭。

57. 我们看到，家庭单元用来得出有关家庭现有设施的信息（例如，是否拥有电视、计算机

或互联网接入）。个人单元用来提供有关ICT使用的信息（在家中或不在家中），以及该使

用的性质（例如，所进行活动的频率和范围）。

58. 大家很清楚个人的定义，但却需要对家庭的定义做一些澄清。联合国统计数据处在

人口普查（UNSD，2008b）和国民经济核算（SNA）的基础上对家庭的概念做出了定义

（UNSD，2008a）14。详细内容参见国际电联（2009a）。

59. 与联合国统计数据处的两个定义相一致，就核心指标而言，家庭被定义如下：家庭由一

个或一个以上成员组成，成员相互之间可能有关或无关；成员分享住处；而且成员共同提供

食物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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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关因素时间相关因素

60. 核心指标存在着几个相关的时间特性。它们是：

• 频率（这些指标形成的频率）；国际电联建议各国至少每两年开展一次ICT接入/使用调

查。15

• 当询问有关个人使用ICT的情况问题时，涉及参考期/（回忆期）；尽管各国惯例有所不

同，但ICT核心指标标准设定了12个月的参考期（在范式问题中指“过去12个月”）。16  

HH5、HH7-10和HH12指标涉及到参考期。 

• 当询问有关ICT接入的问题时（例如，某家庭在12月31日是否具备互联网接入能力），可

能就会用到特定的参考日期。一般而言，参考日期即访谈日期，问题是围绕当前的状况提

出的；以及

• 时间序列，即从调查得出的数据系列，一致性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数据比较。这类

比较对于监控使用模式的变化以及ICT普及的进步程度十分重要。

处理并报告指标数据处理并报告指标数据

61. 家庭调查数据处理的大多都是一般性问题，在此不予以述及。然而，ICT指标数据处理的

一些方面是非常具体的，包括数据编辑、数据类别汇总以及核心指标的推导。

62. 就核心家庭指标而言，国际电联表9（2009a）显示了若干项适用于每个指标的编辑工作。

其中包括适用于个人记录的小规模编辑，以及适用于汇总数据的大规模编辑。小规模编辑包括

检查各个问题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如果个人使用互联网，而且家中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该

用户将会被期待做出他/她在家中使用互联网的答复）。大规模编辑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查

发展趋势（例如，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与收音机这类旧技术相比，互联网应该增长较快）。

63. 这里提供有关如何汇总回应类别数据的建议。可使用比具体说明的回应类别更为详细的类

别构建有关HH8、HH9、HH11和 HH12指标。例如，在“互联网使用地点”这个问题中，回

应类别“社区互联网接入设备”可能由四个子类别组成，包括公共图书馆、数字社区中心、其

他政府组织和其它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在汇总回应类别以构建核心指标中说明的类别时，需

要十分谨慎。在上述例子中，在社区互联网接入设施中接入互联网的互联网用户数通过得出

在一个或一个以上个或 个以 的地点、公共图书馆、数字社区中心、其他政府组织和其它社区互联网接

入设施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数来计算。显然，必须在单位记录层面进行这种汇总，而不是使用

累计数据。如果把在每个这类地点接入互联网的数目相加，答案几乎总是要小于得到的结果

（这是因为，在把这些数目相加时，在一个以上这类地点使用互联网的个人会被统计多次）。

64. 所有核心家庭指标均显示为比例数据。它们包括占家庭/个人全部人口的比例，或者占子

人口（如特定的年龄组群）的比例。如HH8、HH9、HH11和HH12指标的解释性说明中所示，

不同国家可能以在全部家庭/个人中所占比例、或者以拥有或使用互联网的家庭/人口比例的

形式提供这些指标数据。一些指标有两种计算方法，这可能会给使用者造成混乱，因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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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使用了哪一个分母用于构建特定的指标十分重要。

65. 对于国际报告而言，建议各国报告家庭和个人数目，而非比例或者百分比，因为这样会

清楚地表示数据的含义，并有助于在各国之间进行数据比较。它还有助于汇总某些子类别

（例如，年龄组或频率）。17

66. 还有必要提供对总人口以及每一子人口的人口估算（如分类变量所示），以便可以得出相

应的比例。两组数字均应代表全部目标人口而不是范本。下表7提供了一个示例，其中显示了

备考报告的一部分。在国际电联（2009a，第八章）中可查到一个数值示例。

表7 数据报告示例：部分表

男性 女性 总计

人口（估算的调查范围内总人口，而非样本数目）

HH5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计算机的人数（包括任何地点）

HH7 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包括任何地点）

HH8 在过去12个月中在家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

HH8 在过去12个月中在工作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

HH8 在过去12个月中在教学场所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

HH8 在过去12个月中在其他人家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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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可缩略为“ICT家庭指标”。

2 这些可能是旨在衡量ICT接入和使用情况的调查，或者劳动力调查或“小型”（“一般目的”）调查，其中ICT只是若干 

题目之一。

3 参考期在本章稍后进行了讨论。

4 请注意，复选回应指标HH8、HH9、HH11和HH12的每个回应类别均构成一个指标。子指标是那些使用分类变量对调查 

范围内一部分人口进行检查的指标。

5 希望看到范式问题如何适用于调查问卷的读者应参考国际电联（2009a）附录2中的模式调查问卷。模式调查问卷也显示

了问题顺序和访谈人说明。

6 本章稍后对“家庭”单元给出了定义。

7 该数目几乎总是以样本调查为依据进行的估算。出于简化的目的，本刊物中未对此予以赘述。

8 在本章稍后的时间相关因素中可找到有关参考期的信息。

9 注意，这一指标与《伙伴关系》（2008b，2009）和国际电联（2009a）中描述的HH10略微不同。早先的版本通过说明 

移动电话必须在此前12个月处于合理可用状态，从而排除了偶尔使用的情况。

10 OECD的统计术语表将统计标准定义为提供“就某个特定题目采集信息的调查和行政来源的一整套指导原则。标准的各 

个组成部分包括：定义、统计单位、分类、编码过程、调查问卷模块、输出类别。”术语表将统计方法定义为“数据采 

集、处理和分析理论和方法。”（OECD，2009b）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标准教育分类（1997年，UNESCO）。

12 国际劳工组织（ILO）雇用状态的国际分类（1993年，ILO）。ICSE-93包括以下六类：雇员、雇主、自由职业者、生产 

合作社成员、有贡献的家庭工人及未按状态分类的工人。自雇类包括ICSE-93类：雇主、自由职业者、生产合作社成员 

及有贡献的家庭工人。

13 国际电联（2008年）中讨论了儿童和其它年轻人对发展信息社会的潜在贡献。

14 组织单元“家庭”。

15 进行家庭ICT接入/使用调查的多数发达经济体按年度进行这类调查。在发展经济体中，由于衡量家庭接入和个人ICT使 

用的不同频率，情况较为复杂。对ICT问题保持强烈兴趣的一少部分国家每年不止进行一次调查（例如，韩国和中国）。

16 例如，使用欧盟统计局模式调查问卷的国家使用3个月和12个月两种参考期。关于这一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国际电联  

（2009a）。

17 国际电联的NSO调查问卷目前要求提供数量而非比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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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本章介绍12个有关企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请注意，ICT接入的概念并不针对企业，因

为一般认为，企业中的任何人都可使用任何现有ICT技术。1

68. 有关企业使用ICT的统计数据通常由国家统计局通过企业使用ICT情况的独立调查或另一

企业调查中ICT使用情况问题的模块收集。大多数OECD和欧盟国家多年来一直坚持收集企

业使用ICT情况的统计数据，其中多数每年都进行独立的调查。其它经济体也已开始使用“

伙伴关系”推荐的核心指标和相关标准收集整理企业使用ICT的指标。贸发会议每年收集企

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数据。2

69. 除了OECD和欧盟国家外，有关企业使用ICT的数据并不多。像家庭指标一样，企业使用

ICT的核心指标也有几个特定的可比性问题。这包括行业和企业规模范围的变化，提出的问题

不同，以及缺乏时间序列数据。见“伙伴关系”（2008a）中更详细的讨论。

70. 企业使用指标以使用/拥有[技术]的企业的比例表示。指标 B7、B8和B12涉及利用互联

网开展的活动类型。

71. 这些指标通过调查范围内使用/拥有[技术]的企业数量除以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计算得

出。对于B7（通过互联网接收订单的企业比例）、B8（通过互联网发出订单的企业比例）

和B12（使用互联网开展不同类型活动的企业比例），所计算的结果可以是调查范围内企业
的比例或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3

72. 建议的统计期为12个月，但统计机构可选择不同的统计期。

73. 按照惯例，企业使用ICT的指标用百分比表示。

74. 可使用分类变量、行业和企业规模创建企业使用指标的分指标，如，制造业中使用计算

机的企业比例（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比例分指标B1）。4

第4章 

有关企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



36

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

75. 本章后面将介绍分类变量，以及与指标相关的其它统计标准 – 范围、统计单位和时间

相关因素。涉及到的具体方法问题包括数据处理和报告的某些方面。

核心指标

76. 下文对每个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以下信息：

• 指标的名称和相关回应组别；

• 指标的简要说明；

• 指标所涵盖的ICT定义，如互联网、局域网；

• 指标是如何计算的；

• 建议的问题范本；5

• 解释性说明（包括问题说明，受访的统计单位母体（population）、可能对问题范本进行

的修改以及任何重大统计问题）。

B1 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比例

B1指在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的企业对计算机的使用（而非接入）。6

计算机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不包括具有某些嵌入式计算功能的设备，如移动蜂窝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或电视机。

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比例通过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数目7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总数7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

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贵企业在〈统计期〉中是否使用了计算机？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调查范围内所有的企业提出。

使用地点可以是企业所在地或其它地方。

对该指标，无已知的重大统计问题，但对计算机的定义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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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的雇员比例

B2指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的企业中）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的雇员比例。

计算机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不包括具有某些嵌入式计算功能的设备，如移动蜂窝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或电视机。

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的雇员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的所有企业中）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的雇员人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所有企业中）雇

员总人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统计期>内贵企业有多少雇员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

解释性说明

雇员指为企业工作的所有人员，并不仅指文职人员。这包括短期和临时雇员、家庭工作者和自雇人员，有偿或无偿的情况均包括在内。

该问题针对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提出。

使用地点可以是企业所在地或其它地方，但必须用于工作目的。

贸发会议（2009年）的问卷调查表范本显示，企业如无法提供〈统计期〉内使用计算机进行日常工作的雇员人数，则提供估计的使用计

算机的雇员比例等。在两种情况下，每一家受访企业的雇员人数必须是已知的。

该指标不等同于就业加权指标 – ‘企业中使用计算机工作的雇员比例’。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结果不仅反映雇员使用ICT的水平，还反映国家的工业发展概况。这是因为工作中使用ICT的情况随行业和职

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制造业占较大比重的国家，该指标的结果相对较低，因为与文职人员相比，制造业工人使用ICT的可能

性更小。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可能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对该指标进行各国间比较时，应至少以行业大类（如制造业及其它）对数据

进行分类。

另一个问题是对“经常”的理解。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09年的问卷调查表范本（Eurostat，2009a）将此问题限制在使用互联网的频

率为“每周至少一次”的人。

B3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

B3指调查范围内的企业在统计期中对互联网的使用 – 无论该企业是否使用计算机（因为可通过其它途径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公共计算机网络。它提供一系列通信服务（包括万维网）的接入，并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件。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总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贵企业在<统计期>是否使用了互联网？

解释性说明

任何具备互联网接入功能的设备（不仅仅是计算机）都可为互联网的使用提供方便。这包括移动电话、PDA、游戏机和数字电视。可通

过固定或移动网络使用。

该问题针对调查范围内的所有企业提出 – 不仅仅是使用计算机的企业。

使用地点可以是企业所在地或其它地方。贸发会议（2009年）问卷调查表范本将企业所在地内部的互联网使用与企业所在地之外对互联

网的使用区分开来。

该指标无已知的重大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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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比例

B4指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的企业中）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比例。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公共计算机网络。它提供一系列通信服务（包括万维网）的接入，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件。

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的所有企业中）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人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所有企业中）雇员总人数

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统计期>贵企业有多少雇员经常使用互联网工作？

解释性说明

不能假定互联网接入仅通过计算机完成 - 亦可通过手机、PDA、游戏机、数字电视等。可通过固定或移动网络使用。

雇员指在企业工作的所有人员，并不仅指文职人员。这包括短期和临时雇员、家庭工作者和自雇人员，有偿或无偿的情况都包括在内。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提出。

使用的地点可以是企业所在地或其它地方，但须只用于工作目的。

贸发会议（UNCTAD）（2009年）的问卷调查表范本显示，企业如无法提供〈统计期〉内经常使用互联网的雇员人数，则提供使用互联

网的雇员估算比例等。在两种情况下，每一家受访企业的雇员人数信息必须是已知的。

该指标不等同于就业加权指标 – ‘企业中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雇员比例’。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与B2相同，即结果不仅反映雇员使用ICT的水平，还反映国家的工业发展概况。对“经常”的理解问题亦与B2相
同。

B5 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的企业比例

B5是对截至统计日期调查范围内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的企业比例的衡量。8

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包括网站、网页或在其它实体网站（包括相关业务）上进行宣传推广，但不包括列入在线企业名录或企业无法控

制页面内容的任何其它网页。使用“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一词而非“网站”的根据是在万维网上搞宣传推广比拥有一个网站本身更

为重要。

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的企业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搞此活动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总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

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截至<统计日期>，贵企业是否在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提出。理论上，一家企业即使未使用互联网也可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广。对大多

数国家而言，这是比较罕见的。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国家，可以更改统计期中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母体。

该指标无已知的重大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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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内联网的企业比例

B6是对截至统计日期调查范围内拥有内联网的企业比例的衡量。

内联网指使用互联网协议的内部通信网络，目的是实现组织内部（以及与其他授权人之间）的沟通。它通常设置防火墙进行访问控制。 

拥有内联网的企业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拥有内联网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总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截至<统计日期>，贵企业是否拥有内联网？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提出。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对内联网的定义。2008年对该定义进行了修订，以更好地反映该术语当前的技术含义。

B7 通过互联网接收订单的企业比例

B7指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是企业使用指标中两个电子商务衡量指标之一（另一个是B8）。

接收的订单指通过互联网接收的订单，无论是否在网上付款，包括通过网站、专门的互联网市场、外联网、经互联网的电子数据交换

（EDI）、由互联网带动的手机和电子邮件收到的订单。9 它还包括代表其它机构在互联网上收到的订单 – 和其它机构代表该企业在

互联网上收到的订单。 

收到的订单不包括取消或未完成的订单。

通过互联网接收订单的企业比例用调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接收订单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计算即可。或者，结果可表示为调

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两种情况的所得结果都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贵企业在<统计期>内是否通过互联网接收商品或服务的订单（即进行销售）？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提出。理论上，无法接入互联网的企业亦可接收网上订单（如通过代理）。在这

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国家，可更改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母体。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对网上销售的定义和解释。2001年，OECD将互联网商务交易定义为企业、家庭、个人、政府和其它公共和

私营机构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品或服务的买卖。商品和服务通过网上订购，但付款和商品或服务的 终交付可在线或离线进行

（OECD，2009a）。2009年OECD对电子商务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审议，不再区分所使用的网络类型（互联网或其它）。但是核心概念

– 即通过网络 – 订购商品和服务，但付款和 终交付可在线或离线完成 – 保留了下来。10 解释互联网商务的统计难题包括一些经

济体互联网商务活动发生率低（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标准误差）；互联网销售和通过其它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销售之间的区别；因对互

联网商务概念的误解而导致的上报数据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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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互联网发出订单的企业比例

B8指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采购活动，是企业使用指标中两个电子商务衡量指标之一（另一个是B7）。

发出的订单指通过互联网发出的订单，无论是否在网上付款，包括通过网站、专门的互联网市场、外联网、互联网EDI、互联网带动的

手机和电子邮件发出的订单。9

发出的订单不包括取消或未完成的订单。

通过互联网发出订单的企业比例用调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发出订单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计算即可。或者，结果可表示为调

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两种情况的所得结果都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贵企业在<统计期>内是否通过互联网发出商品或服务的订单（即采购）？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提出。理论上，无法接入互联网的企业可以发出网上订单（如通过代理）。在这

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国家，可以更改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母体。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对网上采购的定义和解释。2001年，OECD将互联网商务交易定义为企业、家庭、个人、政府和其它公共和

私营组织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品服务的买卖。商品和服务是通过互联网订购的，但付款和商品或服务的 终交付可在线或离线进

行（OECD，2009a）。2009年OECD对电子商务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审议，不再区分所使用的网络类型（互联网或其它）。但是核心概

念 – 即通过网络 – 订购商品和服务，但付款和 终交付可在线或离线完成 – 保留了下来。10 解释互联网商务的统计难题包括一些

经济体互联网商务活动发生率低（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标准误差）；互联网采购和通过其它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采购之间的区别；因对

互联网概念的误解而产生的上报数据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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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不同接入类型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

B9指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企业使用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在问题范本中被定义为：

    • 窄带

    • 固定宽带

    • 移动宽带

互联网是全球性公共计算机网络，提供一系列通信服务（包括万维网）的接入，并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件。

该指标通常以调查范围内以不同类型接入服务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表示，如将固定宽带服务作为其互联网接入方式的企业比例。但与

总体进行比较也有所帮助，如使用移动宽带的所有企业比例。无论哪一种情况，所得结果均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统计期〉，贵企业如何实现互联网连接？（选择所有适用的情况）

包括模拟调制解调器（通过标准电话线拨号）、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
速度低于256 kbit/s 的DSL和移动电话以及标明下载速度低于256 kbit/s的其
它接入方式。请注意，窄带移动电话接入服务包括 CDMA 1×（版本0）、 
GPRS、WAP 和i-mode。

固定宽带 指一个或两个方向速度至少为256 kbit/s的技术，如 DSL（数字用户线路）、电
缆调制解调器、高速租用线路、光纤到户、电力线、卫星、固定无线、无线局
域网和WiMAX。

移动宽带 指一个或两个方向速度至少为256 kbit/s的技术，如宽带CDMA（W-CDMA），
在欧洲称为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MTS）；高速下行分组接入（HSDPA）、以
及做为补充的高速上行分组接入（HSUPA）；CDMA2000 1xEV-DO 和CDMA 
2000 1xEV-DV。可通过任何装置（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或移动电话等）
接入。

解释性说明

预计各国将在比上述更细的程度上进行数据采集。各国选择的类别应可集合成总窄带和总宽带，以及固定和移动宽带（如上所述）。

由于企业可有一个以上的接入服务，因此可能出现多选的情况。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所有企业提出。

主要统计问题是类别的技术特性和一些受访者可能不了解他们所享受的是哪类接入服务。所提出的问题应使用与该国现有业务相关的类

别，让受访者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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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局域网（LAN）的企业比例

B10是对截至统计日期调查范围内拥有局域网的企业比例的衡量。

局域网（LAN）指在局部地区，如单一建筑物、部门或网站，连接计算机的网络；可为无线网络。

拥有LAN的企业比例通过调查范围内拥有LAN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截至〈统计日期〉，贵企业是否拥有局域网（LAN）？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提出。

该指标无已知的重大统计问题。

B11 拥有外联网的企业比例

B11是对截至统计日期调查范围内拥有外联网的企业比例的衡量。

外联网是用互联网协议与供应商、销售商、客户或其他业务伙伴安全共享本企业信息的封闭网络。它可以是企业内联网的安全扩展，以

允许外部用户访问本企业内网的某些部分，也可以是该企业网站的专用区域，业务伙伴在登录页面通过验证后可以导航。

拥有外联网的企业比例可通过调查范围内拥有外联网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建议的问题范本

截至〈统计日期〉，贵企业是否拥有外联网？

解释性说明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提出。

该指标的主要统计问题是外联网的定义。该定义已于2008年修订，以更好地反映该术语当前的技术含义。

B12 使用互联网开展不同类型活动的企业比例

B12指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所开展的互联网活动。

活动是根据问题范本中的回应组别进行定义的，分别是：

•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 互联网/VoIP电话

•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 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

• 从一般政府机构获得信息

• 与一般政府机构沟通

• 网上银行

• 获得其他金融服务

• 提供客户服务

• 在线交付产品

• 内部和外部招聘

• 员工培训

互联网是全球性公共电脑网络，提供一系列通信服务（包括万维网）的接入，并承载电子邮件、新闻、娱乐和数据文件。

开展各项活动的企业比例可计算为调查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的企业比例或使用互联网开展各项活动的企业比例。在两种情况下，所得结

果均乘以100，并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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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使用互联网开展不同类型活动的企业比例（续）

建议的问题范本

在〈统计期〉，贵公司使用互联网开展了下列哪些活动？（选择所有适用的情况）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互联网/VoIP电话 使用Skype、iTalk等，包括视频通话（通过摄像头）。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在聊天网站、博客、新闻组、网上论坛等发布消息或其他信息；使用即时通
迅。

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

从一般政府机构获得信息 应根据SNA93一般政府的概念（2008年版），向受访者介绍政府机构的含义。
见下文中解释性说明的详细注释。可通过网站或电子邮件获得信息。

与一般政府机构互动 应根据SNA93一般政府的概念（2008年版），向受访者介绍政府机构的含义。
见下文中解释性说明的详细注释。与一般政府互动，包括下载/要求提供表
格、在线完成/ 填写表格、进行在线支付以及通过互联网向政府机构采购或出
售。不包括向一般政府机构获取信息。

网上银行 包括与银行的电子交易，进行支付或转账，或查询账户信息。

获取其他金融服务 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其他类型金融服务的电子交易，如购买股票和保险。

提供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包括网上或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产品目录和价目表，产品规格或配置，
售后服务，以及在线订单跟踪。

在线交付产品 在线交付产品是指通过互联网以数字形式交付产品，如报告、软件、音乐、视
频、电脑游戏；在线服务，如计算机相关服务、信息服务、旅游预订或金融服
务。

内部和外部招聘 包括在企业内联网或网站公布空缺职位的详细情况。

员工培训 包括企业内联网或万维网上的电子教学应用。

其他活动（请注明……） “其他活动”不是一个核心指标类别个核 指标 别。但最好将其纳入问卷调查表，因为可以
使受访者的答复更加全面。可能需将‘其他’类别中的活动进行重新编号，归
入其他一种类别。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即可表示类别措词出现问题。‘其
他’类别亦可表示新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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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使用互联网开展不同类型活动的企业比例（续）

解释性说明

不能假定互联网使用仅通过计算机实现 – 亦可通过移动电话、PDA、游戏机、数字电视等实现。可利用固定或移动网络开展活动。

对企业的调查应涉及所有互联网活动（即，对提出的问题应提供多个答案）。

活动（以及对应的应对类别）并不相互排斥。此处列出的活动是“伙伴关系”提出的，各国可酌情增加其他活动，见下文有关国家差异

的注释。

应根据SNA93（2008年修订版）一般政府的概念向受访者介绍一般政府机构。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政府的主要职

能是负责向社会或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通过税收或其他收入支持商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转让的方式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

及从事非市场生产。”（一般）政府机构包括中央、州和地方政府单位。但注意，它们不包括公营公司（法人实体，主要由政府拥有和

控制，创建的目的是为市场生产商品和服务，可能是所有者的利润和其他经济利益来源）。

该问题针对在统计期调查范围内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提出。

各国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是/否问题对应对类别进行提问，而非简单地“列举”问题。其他的国家差异包括：删除项目不可行的类别；根

据国家数据要求，增加或细分类别。在增加或细分类别时应注意不要出现统计偏差。把各类别分成若干子类别时，在综合答复以反映问

题的应对类别时应谨慎从事。

该指标有一些统计问题。主要问题是使用的衡量尺度不明确或在使用不同衡量尺度的指标间进行比较。在活动类别方面，受访者可能很

难（特别是连贯地）理解一般政府机构的概念。各国可通过列举特定一般政府机构或这些机构的职能来澄清这一概念。

统计标准和方法

77. 与企业调查相关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不胜枚举。11这在现有企业统计手册（如欧盟统计

局（Eurostat），1997年；联合国统计局（UNSD），2008 c）和标准文件（如，UNSD 
2008c；国际劳工组织（ILO）1993；世界银行，2009年）中有全面的介绍。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的《信息经济统计数据制定手册》（UNCTAD，2009年）对与收集企业使用ICT
统计数据相关的统计标准和方法进行了全面介绍。12

78. 本出版物描述专门专门针对企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的统计标准和方法，包括：分类变量、范

围、统计单位、时间相关问题以及核心指标处理和报告的一些问题。

79. 本出版物中未涉及从更广泛意义上适用于企业调查的标准和方法，但相关信息可在上文

提供的来源中查阅。主题包括：统计标准，如概念和分类、调查载体、收集技术、问题和问

卷调查表设计的一般原则、目标人群和调查框架、抽样设计和选择、数据处理、数据质量和

评估以及数据和元数据发布。

指标的代数表达

80. 上述核心指标元数据描述了核心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B3）通

过调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数除以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总数计算得出7，然后乘以100。对

于一些指标，核心指标的计算方法有两种。如，开展不同互联网活动的企业比例（B12）可

通过调查范围内的企业比例或使用互联网开展各项活动的企业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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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该公式也可以代数表示。如上文提到的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可表示为：

        

100�

B

Inter

N

N

其中NInterNN 是调查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总数，NB是估计的调查范围内企业总数。这个比例

再乘以100，并转换为百分比。

82. 对于第二个示例，开展特定互联网活动的企业比例（B12）可表示为：

100�

B

Activityi

N

N

 或 

100�

Inter

Activityi

N

N

 ，

其中NActivityiN 是调查范围内所有开展特定活动的企业数，表示为Activityi（如利用互联网来获取有

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NInterNN 和NBNN 与上文定义相同。结果乘以100，并将该比例转换为百分比。

指标数据分类指标数据分类

83. 可对企业进行多种分类，以加强统计结果的相关性。如，可根据规模和位置对企业进行

分类。同ICT家庭指标一样，企业使用指标有具体的分类变量，这些变量是所有可能的数据

分类方法的子集。选择分类变量的原则是既具有政策相关性又具有进行各国间比较的统计可

行性。有一些变量（如地域）相关性强，但很难实现一致性。

84. 对于所有企业使用指标，可通过分类变量 – 行业和规模（按雇用人数） – 创建分指标。

85. 核心指标使用的分类方法以国际标准分类方法为基础。行业分类以联合国标准行业分类 

– ISIC – 为基础。 常用的版本基于ISIC第3.1版或更早版本，至少包括以下门类：制造

业（ISIC D）；建筑业（ISIC F）；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摩托车以及个人及家庭用品的

维修（ISIC G）；酒店及餐饮业（ISIC H）；运输、仓储及通信业（ISIC I）以及房地产、租

赁和商务活动（ISIC K）。

86. 对于使用ISIC第4版的国家，行业分类包括：C、F、G、H、I、J、L、M（部分）和N（制造

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和摩托车维修；运输和仓储；酒店及餐饮服务活动；信

息和通信、房地产活动；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不包括75类）以及行政和支持服务活动。13

87. 企业规模分类是以雇用人数界定的，分别是：1-9、10-49、50-249和250人或更多。14虽然

建议的 小规模是10人或以上，但许多国家希望收集更小企业的数据，因此在2008年版核心指

标的规模分类中增加了1-9名雇员的范围。提倡各国扩大范围，增加甚小型企业，并在此基础

上整理数据。提出的规模类别比UNSD建议的规模（UNSD，2008c）笼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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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统计单位范围和统计单位

88. 企业使用ICT指标的范围是根据企业组织类型、行业活动和规模界定的。

89. 在组织类型方面，范围仅限于在国内经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企业（公司）。不包括一般

政府机构。16

90. 根据ISIC第3.1版，对这些指标适用的 小行业（活动）范围为D、F、G、H、I和K。17对

于已使用ISIC第4版（或国内对应标准）的国家， 小范围是C、F、G、H、I、J、L、M（部

分）、N和S（部分）。门类M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不包括75类 – 兽医活动。18门类S包括

95类 – 电脑及个人和家庭用品的维修。19

91. 规模范围是按照‘雇用人员’人数界定的。根据ILO（1993年），‘雇用人员’包括雇员、

雇主、20自营工作者，21企业合作社成员和家庭工作者。雇用人员可能提供有偿服务或无偿服

务（如，家庭工作者的酬金可能是实物而非现金）。雇员可能是短期、临时或季节性雇用的。

92. 建议的 小规模范围是雇用10人或以上人员的企业，但提倡各国将雇用人数少于10人的

企业纳入调查范围（包括非法人企业），从而可以提供有关甚小企业技术现状的有用信息。

93. 建议的统计单位是‘企业’。已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93（UNSD，2008年
版，2008a）对企业的概念进行了调整，SNA93将企业描述为：“企业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机

构单位。企业一词可指一个公司、准公司、非营利机构（NPI）或非法人企业。”UNSD出版

物《行业统计国际建议草案》（UNSD，2008c）扩大了企业概念的范围，具体如下：

“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机构单位被称为企业。企业是一个在财务和投资决策方面拥有自主

权的经济交易体，有权并有责任分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资源。可能在一个或多个地点从

事一项或多项经济活动。一个企业可能是唯一合法单位。

企业是 小的合法单位，是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机构单位，特别是在分配现有资源方面，

享有一定程度的决策自主权。因此，企业可以是一个公司（或准公司）、非营利机构或

非法人企业。法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是完全机构单位。另一方面，“非法人企业”一词

仅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机构单位 – 家庭或政府单位。”

94. 应注意，企业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机构概念，包括公共（贸易）公司以及生产商品和服务

的非法人单位。“伙伴关系”建议各国将公共（贸易）公司纳入企业使用ICT情况调查的范

围。如希望获得微型企业（雇用10人以下的企业）的数据，就应考虑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非法

人单位，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单位。22

95. 一些国家确实将使用机构23调查来搜集有关企业使用ICT的数据。凡在这种情况下，均应

在调查元数据中予以明确，原因是使用不同类型单位可能造成比例数据不可比。举例来说，

如国家A用机构作为一个单位，而国家B用企业作为单位，则国家B很可能得出较高的比例，

特别是在更尖端的ICT使用方面，如通过互联网进行买卖或使用内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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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关因素时间相关因素

96. 与家庭指标一样，核心指标也有几个相关的时间特性。它们是：

• 频次（形成指标的频率）；24

• 指标B1、B2、B3、B4、B7、B8、B9和B12中询问有关企业使用ICT情况问题时提到的统

计期。为实现各国间可比性，建议各国将统计期定为12个月（通常是‘过去12个月’、上

一日历年或上一财年），并在问题中指明。25

• 核心指标B5、B6、B10和B11中使用了统计日期，通常指的是统计期的 后一天或之后不

久。26

• 时间序列，即从调查中得出的数据序列，一致性强，可进行一段时间的数据比较。这些比

较对于监测使用模式的变化以及ICT普及的进展非常重要。

指标数据的处理和报告指标数据的处理和报告

97. 与家庭指标一样，本出版物中不涉及企业调查数据处理的一般问题，但ICT指标数据处理

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具体的，包括数据编辑、数据类别汇总和核心指标的推导。

98. 在企业使用ICT数据的编辑方面，UNCTAD（2009年）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此

不做赘述。

99. 对复合家庭指标汇总提出的建议同样适用于企业使用指标B9和B12，即，在汇总应对类别

创建核心指标中的具体类别时必须谨慎。对于B9，计算使用宽带的企业比例就是这种情况，

是通过两个应对类别（企业使用）固定宽带和（企业使用）移动宽带推导出来的。所要计算

的是通过固定和/或移动宽带接入互联网的企业数（或比例）。汇总是在单位纪录的水平上

进行的，而非单纯汇总数据。请注意，将各比例相加是不正确的，这会使结果偏高（原因是

许多企业既使用固定宽带也使用移动宽带）。

100. 所有的企业使用核心指标都以比例数据表示，其中包括企业母体或分组（如特定行业）

的比例。对于指标B7、B8、B9和B12，各国可提供在所有企业中所占的比例或在使用互联网

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指标有两种计算方法，可能给用户造成困扰，因此必须明确特定

的指标使用了哪个衡量尺度。 

101. 在国际报告方面，本节所述的原则与家庭指标相同，即各国应提供数目数目而非比例或百

分比。这可明确数据代表的含义，有利于不同国家数据间的比较。还可对分类别（如行业）

进行汇总。 

102. 还需对整个母体或每个分组（按分类变量）进行总体估计，以得出比例。两组数字均应

代表整个母体，而非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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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但一些问题范本与家庭接入问题类似，如截至<日期>贵企业是否拥有内联网？

2 一些成员国的国家统计局（NSO）或其他来源（如Eurostat）。

3 从理论上讲，指标B9（以不同接入类型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也可在两个基础上进行计算。

4 请注意，多选指标B9和B12的每个应对类别都可形成一个指标。分指标是指使用分类变量研究调查范围内母体的一部分

的那些指标。

5 希望了解是否应将问题范本纳入一个问卷调查表的读者请查阅UNCTAD（2009年）附件2的问卷调查表范本。问卷调查

表范本还显示了问题排序。

6 建议统计期设为12个月。见本章后半部分的时间相关因素。

7 该数字几乎总是基于抽样调查的估计数字。为简单起见，本出版物不做细述。

8 欲了解关于统计日期的信息，见本章后半部分的时间相关因素。

9 请注意，许多发达国家将人工电子邮件订单排除在电子商务概念之外。如，Eurostat的企业使用ICT问卷调查表范本明确

排除了通过“人工电子邮件”收到或发出的订单（Eurostat，2009a）。在B7和B8中包括电子邮件订单的问题可能将在核

心ICT指标的未来修订中进行审议。

10 新的定义是“电子商务交易是指利用专门用于接收或发出订单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商品或服务的买卖。通过

这些方法订购商品或服务，但付款和商品或服务的 终交付则不必在网上进行。电子商务交易可在企业、家庭、个人、

政府和其他公共或私营组织之间进行。”（OECD，2010年）。

11 OECD的《统计术语词汇表》将统计标准定义为提供“ – 就特定主题收集信息的调查和行政来源的一整套指导方针。

标准可包括：定义、统计单位、分类、编号过程、问卷调查模块和结果类别。”《术语表》将统计方法定义为“数据收

集、处理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OECD，2009b）。

12 以及有关ICT部门和ICT贸易的统计数据。

13 许多经济体收集更多行业的数据（如包括ISICJ/K，财务/金融和保险活动），而且更为具体。因此收集企业使用ICT数
据的大多数国家均应达到所建议的类别目标。

14 拥有0-9名员工的企业通常为微型企业；10-49名员工的为小企业；50-249名员工的为中型企业；250名或以上员工的为大

型企业。

15 UNSD将10-49人的范围拆分为0-19和20-49，并认为这是规模范围的 小划分；必要时可使用更细的分类，而汇总的结果

必须符合核心指标类别。

16 一般政府机构是根据《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年修订版）定义的。根据SNA“……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向

社会或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通过税收或其他收入支持商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转让的方式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

配；以及从事非市场生产。”（一般）政府机构包括中央、州和地方政府单位。但注意，它们不包括公营公司（法人实

体，主要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创建的目的是为市场生产商品和服务，可能是所有者的利润和其他经济利益来源）。

17 请注意，这一范围相当小，收集企业使用ICT数据的大多数国家都应实现。许多国家还增加了其他经济活动。

18 在ISIC第3.1版中，兽医活动不包括在内。

19 这与ISIC第3.1版中调查范围内行业的 小范围并不完全对应。见ISIC第4版：http://unstats.un.org/unsd/cr/rep g gistry/re-g y/

gcst.asp?Cl=27g p 。对于各国对根据ISIC第4版（或国家相应标准）进行企业使用ICT情况调查确定的范围，听取适当的反馈

是有必要的。

20 雇主是指为自己或与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工作的人，工作类型是‘自雇工作’，并雇用一个或多名员工。

21 这些工作人员是指为自己或与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共同工作的人，工作类型为‘自雇工作’。

22 根据UNSD（2008c），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包括家庭非法人企业子集，至少进行某种用于出
售或交换的生产活动，并在SNA的生产范围内经营。这些单位通常组织性差，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之间很少或根

本没有区分，且规模较小。劳资关系（如存在）主要基于临时就业、亲属关系或个人和社会关系，无正式担保的合同协

议。因此非正规部门不包括专为家庭自用进行生产的家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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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NA93（2008年修订版）将机构定义为：“同质单位，《体系》称其为机构。机构可以是一个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可

位于不同地点，仅开展单一生产活动，或主要的生产活动在增值中占较大比重。”

24 进行企业使用情况调查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每年都进行指标汇总。

25 UNCTD（2009年）建议如数据收集阶段可能跨越数月，提问时不应使用‘ 近12个月’。

26 Eurostat的问卷调查表范本使用两个统计期：1月和上一日历年的情况。1月份的统计期用来代替一个具体的统计日

期。UNCTAD和OECD的问卷调查表范本都提到统计期和统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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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两个核心指标ICT1和ICT2描述ICT（制造）行业的活动，该行业是主要生产ICT商品或

服务的总体企业。

104. OECD对该行业进行了定义，并根据国际行业标准 – 各类经济活动的国际行业标准分类
（ISIC） – 不断更新。现有版本基于ISIC第4版（2007年），但许多国家仍在使用基于ISIC
第3.1版（2002年）或第3版（1998年）的版本。

105. ICT行业指标的特性包括ICT行业的定义、全部业务部门（指标的衡量尺度）的定义和

指标中使用的变量的定义。 

106. ICT行业的统计数据通常利用为国民核算和其他目的收集就业、收入和支出数据的部门

调查结果进行编制。虽然一些国家进行专门的ICT部门调查，但大多数还是利用现有的行业

统计数据。OECD和Eurostat根据成员国收集的数据编制ICT部门数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为一些国家编制制造业统计数据（包括与ICT制造业相关的统计数据）。UNCTAD
每年收集ICT行业核心指标数据。1

107. 由于ICT行业指标（ICT1和ICT2）的收集通常不是通过专用于该目的的行业调查进行的，

因此所有数据基本都是ICT行业的近似值。2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不确切的。数据可比性问题

也会影响业务部门（比率计算中的衡量尺度）和概念（如增值）以及劳动力的定义。3 业务

部门范围的差异涉及是否包括金融业。毫无疑问，还存在其他差异，但各国并未做出明确说

明（“伙伴关系”，2008a）。4

108. 应注意，2007年ICT行业定义的范围较小，因此比1988和2002年的定义要简单，也更容

易与国家相应的行业分类统一起来，从而减少了导致不可比性的一个因素。5从更广泛的角

度而言，ISIC第4版的实施为各国提供了重新设计行业统计方案的机会，从而改变衡量ICT行
业的做法。

109. 有关ICT行业的核心指标是以ICT行业的劳动力/增加值在整个业务部门中所占的比例表

示的，二者均以百分比表示。

110. 可为ICT行业的活动设定分指标，如，区分ICT制造业和ICT服务业将有积极的作用。

第5章

ICT（制造）行业的核心指标



52

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

核心指标

111. 下文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以下信息：

• 指标的名称和简要说明；

• 使用的术语定义，如ICT行业，增值；

• 如何计算指标；

• 解释性说明，包括其他定义和统计问题讨论。

统计标准和方法

112. 由于这些指标通常是现有行业调查的副产品，因而提出了几个专门针对调查的标准。对

衡量ICT行业有益的建议见UNCTAD（2009年）。

ICT1 整个业务部门中ICT行业劳动力的比例

ICT1是指ICT行业劳动力占整个业务部门劳动力的比例。

整个业务部门是根据ISIC第3、3.1或4版（视各国使用的版本而定）按照活动（行业）进行定义的。定义见下文统计标准和方法。

劳动力/ICT行业劳动力指企业/ICT行业中从事国内生产活动的所有从业人员。

对于使用ISIC第3版/第3.1版（或各国相应标准）的国家，ICT行业是根据OECD 2002年定义（框1）进行定义的。对于使用ISIC第4版
（或各国相应标准）的国家，ICT行业是根据OECD 2007年定义（框2）进行定义的。OECD（2009a）对两种定义进行了详细讨论。

整个业务部门中ICT行业劳动力的比例通过ICT行业劳动力除以整个业务部门劳动力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表示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有若干与该指标相关的统计问题，包括定义缺乏可比性（ICT行业、业务部门和劳动力）以及许多数据比较陈旧。这些问题在“伙伴关

系”（2008a；2009）中有所论述。UNCTAD请各国上报雇用人员数。

ICT2 ICT行业占总增值量份额

ICT2是指ICT行业的总增值量占整个业务部门增值量的比例。

整个业务部门是根据ISIC第3、3.1或4版（视各国使用的版本而定）按照活动（行业）进行定义的。定义见下文统计标准和方法。

特定行业的总增值量表示其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有时被称为行业GDP，但并不直接进行衡量（而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

架下估算）。在一般情况下，它是生产（生产总值）和中间投入（生产 终产品所需的能源、材料和服务）之间的差额。

对ICT行业的定义以ICT1为基础。

ICT行业占总增值量份额通过ICT行业的总增值量除以整个业务部门的增值量计算得出。结果再乘以100，并表示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与ICT1一样，也有若干与该指标相关的统计问题，包括缺乏定义可比性（ICT行业、业务部门和增值）以及数据大多陈旧。这些问题

在“伙伴关系”（2008a；2009）中有所论述。UNCTAD收集的增值数据以国家货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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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行业的定义行业的定义

113. 对这些指标适用的主要统计问题是与部门定义的一致性。设计调查时应尽可能针对并能

得出根据ISIC第3版、第3.1版或第4版（或各国相应标准）定义的ICT行业的估算数据。用于

ICT行业指标的ICT行业定义是由OECD“信息社会指标工作组”（WPIIS）制定的。WPIIS首
个定义于1998年通过，基于ISIC第3版。ISIC修订到第3.1版（UNSD，2002年）后，2002年对

ICT批发进行了完善（见框1）。UNSD认可了OECD的ICT行业定义，并以ISIC“其他汇总”

进行公布（如，UNSD 2008 d）。

114. OECD制定的对ICT行业1998和2002年定义适用的指导原则包括（OECD，2009a）：

• 对于制造业，候选行业的产品必须用于执行信息处理和通信功能，包括传输和显示，或必

须使用电子处理方式检测、测量和/或记录物理现象或控制物理过程。

• 对服务业，候选行业的产品必须用于通过电子途径支持实现信息处理和通信的功能。

115. 基于ISIC第4版（UNSD，2008d）的2007年定义见框2。6 对用于界定ICT行业的指导原

则进行了修订，删除了ICT行业产品包括“......使用电子处理方式检测、测量和/或记录物

理现象或控制物理过程”的产品的原则。

116. 2002和2007年的定义都不包括ICT商品的零售贸易。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此类贸易额是由

非专门零售商（如百货公司）实现的。 

117. UNCTAD（2009年）推荐各国使用2007年的ICT行业定义，但同时认识到，所有国家将

ISIC第4版（或各国相应标准）作为其行业分类标准还需一定的时间。UNCTAD指出，引入

ISIC第4版为更新各国相应的分类标准和根据2007年定义进行ICT行业调查提供了一个机遇。

特别应注意不要破坏组成ICT行业的详细类别。

118. 有关ICT行业定义的更多信息可见OECD的《信息社会衡量指南》（2009a）。

119. UNCTAD（2009年）就各国如何根据上述定义构建ICT行业提供了一般建议。 

整个业务部门定义整个业务部门定义

120. 整个业务部门是根据ISIC第3版、第3.1版或第4版在活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定义

的。ICT行业的衡量结果通常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进行估算的，因此应首选使用基于国

民经济核算的衡量尺度。但少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私营/公共部门机构是分开的，

那么针对这一情况推荐使用基于活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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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  OECD 2007年ICT行业定义（基于ISIC第4版）

ICT制造业

2610 电子元件和电子板制造

2620 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制造

2630 通信设备制造

2640 消费电子产品制造

2680 磁媒体和光学媒体制造

ICT服务业

4651 计算机、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软件批发

4652 电子和通信设备及零件批发

5820 软件出版

61       电信

62       计算机编程、咨询和相关活动

631 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活动；门户网站

951 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修理

来源：《信息社会衡量指南》（OECD，2009a）。

框1    OECD 2002年ICT行业定义（基于ISIC第3.1版）

ICT制造业

3000 办公、会计和计算设备制造

3130 绝缘电线和电缆制造*

3210 电子管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3220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发射机以及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

3230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收音机、录音或录像或音响设备及相关商品制造

3312 测量、检查、测试、导航和其他用途仪器和设备制造，不包括工业过程控制设备*

3313 工业过程设备制造*

ICT服务业

5151 计算机、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软件批发

5152 电子和通信零件及设备批发

6420 电信

7123 办公机器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租用

72       计算机及相关活动

* 请注意，这些类别活动未包括在OECD 2007年ICT行业定义中。

来源：《信息社会衡量指南》（OECD，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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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C第3版和第3.1版

121. 根据ISIC第3版和第3.1版，整个业务部门是非农企业，对应10-67和71-74类。OECD
初提出这一部门概念的目的是为国民经济核算产出、投资和就业提供另一种统计方法，同时

考虑到生产力。在对该部门进行定义时考虑到了衡量问题、定义和数据可用性等问题。该部

门不包括下列行业：

• 农业、狩猎和林业，ISIC 01-05类，主要原因是各国的衡量不一致；

• 房地产活动，ISIC 70类，原因是其增加值的很大一部分是‘业主自用住房估算租金’，而

无相关的劳动投入；

•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ISIC 75-93类，主要由非市场活动组成。

122. 此外还不包括家庭和域外机构的活动，ISIC 95-99类。

123. 第3/3.1版汇总基于SNA汇总“A31”，主要依据可用的数据，但不包括房地产活动。

           ISIC第4版

124. 对于使用ISIC第4版的国家，提出的整个业务部门的定义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主要

原则是相同的。该定义包括05至36，7 41-66、69-82和95-96类。8与ISIC第3/3.1版定义的主要

区别是：

• 59和60类包括第3/3.1版定义范围之外的活动（在第3/3.1版中属于92类，娱乐、文娱和体

育活动）；

• 75类兽医活动不在ISIC第3/3.1版定义的范围内（在第3/3.1版中属于N类卫生和社会工作）；

• 96类包括ISIC第3/3.1版定义中未包括的一些服务活动。

ICT1和和ICT2中使用的变量的定义中使用的变量的定义

125. ICT1中使用的劳动力代表业务部门中国内生产活动中的所有从业人员。在国民经济核算

框架下，就业可通过员工人数、职位、全职当量（FTE）或工时来衡量。ICT劳动力（或ICT
就业）包括属于ICT行业类别的企业中的雇用人员。

126. 指标ICT2使用的概念总增值在1993年和2008年SNA定义为“输出价值减中间消耗价值”。

请注意，此处定义和用于ICT2的概念是“总增值”；“净增值”是总增值减固定资本消耗。增

值可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计算；大多数国家将增值作为要素成本。9 更多信息见UNSD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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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分类指标数据分类

127. 可为ICT行业活动创建分指标。ICT制造业和ICT服务业通常是区分开来的。出于各国间

可比性的考虑，不可能进行更细的分类。

范围和统计单位范围和统计单位

128. 统计单位和调查范围通常是由ICT行业数据要求以外的要求决定的。在衡量ICT行业的调

查中使用了多种单位和规模范围。如，UNIDO数据库的元数据显示，制造业统计（包括ICT制
造业）的范围和单位是可变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事业单位，其中许多只有5至10名雇员。进

行Eurostat 结构企业统计调查的大多数国家将企业作为统计单位。t 10

129. 在机构部门分类中，理想的情况下，ICT行业调查将包括私营和公共企业。各国亦应考

虑将非法人单位（企业/机构生产单位）纳入ICT行业调查。这样就可以衡量非正规部门（原

则上）和其他（一般）小企业的ICT生产活动。

指标数据的处理和报告指标数据的处理和报告

130. 这里不讨论ICT行业核心指标的数据处理，但UNCTAD的手册（2009年）对此进行了总

体论述。

131. ICT行业指标的组成部分（分子和分母）是以数字的形式上报给UNCTAD的，而后转换

为百分比进行公布。UNCTAD要求用国家货币额表示增值数据，而对于生产力，则用雇用人

数表示。UNCTAD要求ICT行业数据以ISIC的四位数编码表示。11

132. 考虑到这些指标的可比性问题，各国提供所使用的部门和变量定义的元数据是非常有必

要的。

133. 国家统计局和收集ICT行业数据的国际机构有必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由ICT
行业定义改变（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整个业务部门定义的变化）而产生的时间序列中断问

题。部门中断源于ISIC第3.1版和ISIC第4版之间的差异以及2007年ICT行业定义范围的缩小。

本出版物起草时，WPIIS成立了一个OECD专家组，研究该问题，并可能于2010年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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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员国国家统计局（NSO）或其他来源（如Eurostat）。

2 不幸的是，ICT行业定义要求在更详细的行业类别（4位）收集数据，但国民经济核算不要求如此细化。

3 由于核心数据是比率，因此希望这些概念的差异不会对数据可比性产生重大影响。

4 建议收集ICT行业数据的国家机构在向国际组织进行报告时提供所使用的部门和变量定义的元数据。

5 ISIC第4版中的产业分类比第3.1版更合理，4位类别减少。在2007年ICT行业定义中，共有两类（2位）8个大组（3位） 

和2个组（4位）；2002年定义包括3类、2个大组和5个组。

6 OECD在审议ICT行业时还定义了内容和媒体行业，包括：以下领域的内容和相关服务：印刷材料；电影、视频、电视 

和广播；音乐和其他音频；游戏软件以及网上内容。更多信息见OECD（2009a）。

7 使用SNA/ISIC中级集合A*38的国家可能无法增加36类，因为它是与37、38和39类组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

删除36类。有关A*38的信息见UNSD（2008d）。

8 使用SNA/ISIC 中级集合A*38的国家可能还需在其整个业务部门中增加94类，因为它是与95和96类组合在一起的。

9 基于“伙伴关系”（2008a）汇编时收集的元数据。

10 企业单位是具有优势的，原因是某些衡量措施仅适用于企业一级。机构可以实现进一步的细分，但不太可能有多种活动。

11 UNCTAD 2010年有关企业使用ICT和ICT行业的问卷调查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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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ICT商品国际贸易的两个核心ICT指标是ICT3和ICT4。二者以各国收集的用于海关用途

的行政贸易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 终又由联合国统计司（UNSD）汇集并纳入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UNSD，2010年）1 ICT商品贸易指标通常由相关

国际和国内机构利用COMTRADE数据进行编制。

135. 这些指标特有的ICT特性包括ICT商品的定义以及与国际贸易统计相关的来源和概念。ICT
商品是根据经合组织（OECD）ICT商品分类进行定义的，其中有两个版本。第一版于2003年提

出，以1996年和2002年《协调制度》分类为基础。具体见OECD附件1a（2005年）。后一版以

《核心产品分类》第二版（UNSD，2008e）为基础，由OECD于2009年发布（见下文表8）。如

经修订的ICT部门定义一样， 新的商品分类比上一份（2003年）清单范围更小。这给编制和

解释时间序列数据带来挑战。 

136. 与核心指标相关的其它统计概念是适用于COMTRADE数据库的概念，包括：

• 数据以现值美元表示（由UNSD从国家货币转换）。

• UNSD建议，进口统计额以CIF（成本、保险费、运费）进行计算，即，包括商品的交易

额、将商品运到出口国边境的服务价值和将商品从出口国边境运到进口国边境的服务价

值。UNSD建议，出口的统计额按FOB（船上交货）上报，即，包括商品的交易额和将商

品运到出口国边境的服务价值。

137. ICT商品国际贸易的核心指标是以其贸易额占总贸易的比例表示的，二者均以百分比表示。

138. 可为大范围的ICT商品制定分指标。

核心指标

139. 下文对各项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以下信息：

• 指标名称和简要说明；

• 使用的术语的定义，如ICT商品；

• 指标是如何计算的；

• 解释性说明，包括其它定义和统计问题的讨论。

第6章

ICT商品国际贸易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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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3 ICT商品进口在总进口量中的百分比

ICT3指的是ICT商品进口在总进口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二者均以货币额表示。

ICT商品是根据OECD ICT商品分类定义的。其中有两个版本；一个于2003年提出，以1996和2002年《协调制度》（见OECD，2005
年）为基础。后一版以《核心产品分类》第二版（UNSD，2008e）为基础，由OECD于2009年发布（OECD，2009a）。见下文表8和9。

ICT商品进口在总进口量中的百分比是按照国家计算的，用ICT商品进口额除以进口商品总额，然后再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各国贸易统计数据中含有大量的详细贸易数据。这些数据由UNSD收集并公布在UN COMTRADE数据库中。ICT商品贸易指标通常由相

关国际和国内机构利用COMTRADE数据进行编制，因此，其概念与适用于COMTRADE数据库的概念一致。

根据所使用的专门或总贸易体系的不同，与该指标相关的主要统计问题是不同国家对再出口和再进口的处理方式不同。2 在一些国家再

进口是单独上报的，因而ICT的再进口额（包括在这些国家的ICT进口额中）通常很小。

IsCT4 ICT商品出口在总出口量中的百分比

ICT4指的是ICT商品出口在总出口量中的百分比，二者均以货币额表示。

ICT商品是根据OECD ICT商品分类定义的。其中有两个版本；一个于2003年提出，以1996和2002年《协调制度》为基础（见

OECD，2005年）。后一版以《核心产品分类》第二版（UNSD，2008e）为基础，由OECD于2009年发布（OECD，2009a）。见下文表

8和9。

ICT商品出口在总出口量中的百分比是按照国家计算的，用ICT商品出口额除以出口商品总额，然后再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各国贸易统计数据中含有大量的详细贸易数据。这些数据由UNSD收集并公布在UN COMTRADE数据库中。ICT商品贸易指标通常由相

关国际和国内机构利用COMTRADE数据进行编制，因此，其概念与适用于COMTRADE数据库的概念一致。

根据所使用的专门或总贸易体系的不同，与该指标相关的主要统计问题是不同国家对再出口和再进口的处理方式不同。2 在一些国家再

出口是单独上报的，因而ICT的再出口额（包含在国家的ICT出口额中）通常很小。

统计标准和方法

ICT商品的定义商品的定义

140. ICT商品是根据OECD ICT商品分类定义的，其中有两个版本。该分类 初于2003年根

据1996和2002年《协调制度》分类（见OECD，2005年）制定。后一版以联合国《核心产品

分类》第二版（UNSD，2008e）为基础，由OECD于2009年发布（OECD，2009a），是ICT产
品 3分类的一部分（见OECD附件1a，2009a），具体见下文表8。而表9是2009年分类中商品部

分相当于HS的临时分类情况。应注意，2009年的分类范围比2003年更小，直接原因是使用国

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4版重新进行的ICT部门的定义范围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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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ICT商品（CPC第2版）

CPC第2版
编号

CPC第2版标题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45142 销售点终端机、自动取款机（ATM）及类似设备

45221 重量不超过10 kg的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机，如手提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45222 个人数字助理和类似计算机

45230 自动数据处理机，同一个机箱内至少还包括一台中央处理器和输入输出器，无论是否合并

45240 呈系统形式的自动数据处理机

45250 其它自动数据处理机，无论同一机箱内是否包括以下一种或两种类型的设备：存储器、输入器、输出器

45261 外围输入设备（键盘、游戏杆、鼠标等）

45262 扫描仪（打印、扫描、复印和/或传真一体机除外）

45263 与数据处理机一道使用的喷墨式打印机

45264 与数据处理机一道使用的激光打印机

45265 与数据处理机一道使用的其它打印机

45266 具备两种或更多下列功能的设备：打印、扫描、复印、传真

45269 其它输入或输出外围设备

45271 固定媒体存储器

45272 可移动媒体存储机单元

45289 其它自动数据处理机单元

45290 计算设备零配件

47315 显示器和投影仪，主要用于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47550 固态非易失性存储设备

通信设备

46921 防盗或火警警报及类似装置

47211 包括接收装置的传输设备

47212 不包括接收装置的传输设备

47213 电视摄像机

47221 配有无绳电话的有线电话机

47222 蜂窝网络或其它无线网络电话

47223 用于传输或接收语音、图像或其它数据的其它电话机和装置，包括有线或无线网络（如局域网或广域网）通信装置

47401 47221至47223分类别商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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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81 视频游戏机

47214 摄像机

47215 数码像机

47311 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机动车使用的收音机除外），无论是否与录音或音响设备或时钟组合

47312 无外接电源无法运行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用于机动车辆

47313 电视接收机，无论是否与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或录音或录像或音响设备组合

47314 显示器和投影仪，不包括电视接收设备，基本不用于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47321 录音或音响设备

47323 录像或音响设备

47330 麦克风及其支架；扬声器；耳机、耳塞和综合麦克风/扬声器套件；音频放大器；电声放大器

47402 47321、47323和47330分类别商品零件

其它ICT组件和商品

45281 自动数据处理机的声卡、显卡、网卡等

47130 印制电路

47140 热电子管、冷阴极管或光阴极管（包括阴极射线管）

47150 二级管、晶体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光敏半导体器件；发光二级管；装配的压电晶体

47160 电子集成电路

47173 47140至47160分类别商品的零件

47403 47211至47213、47311至47315和48220分类别商品的零件

47530 未记录的磁媒体，装有磁条的卡除外

47540 未记录的光学媒体

47590 其它记录媒体，包括生产磁盘的矩阵和阵列

47910 装有磁条的卡

47920 “智能卡”

48315 未列名液晶装置；激光器，激光二极管除外；其它未列名光学装置及仪器

48354 48315分类别商品的零配件

表8 ICT商品（CPC第2版） （续）

来源：OECD（2009a），附件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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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ICT商品（HS 2007）4

HS2007编号 HS标题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8443.31 其它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无论是否合并：能够执行两种或更多打印、复印或图文传送功能的仪器，能够连接至自

动数据处理机或网络

8443.32 其它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无论是否合并：或能够连接至自动数据处理机或网络

8470.50 收银机

8471.30 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机，重量不超过10公斤，至少包括一个中央处理器，键盘和显示器

8471.41 其它自动数据处理机：在同一机箱内至少包含一个中央处理器和一个输入输出器，无论是否合并

8471.49 其它自动数据处理机：其它，呈系统形式

8471.50 分目录8471.41或8471.49以外的处理设备，无论在同一机箱内是否包含一个或两个下列设备：存储器、输入器和输出器

8471.60 自动数据处理机和设备、输入或输出设备，无论是否包含存储器

8471.70 自动数据处理机和设备，存储设备

8471.80 其它自动数据处理机的单元

8471.90 用于将数据以编码形式转录至数据媒体的磁条或光学读取器、机器以及处理这些数据的设备，未在它处列明或出现

8472.90 其它办公设备，不包括复印机和邮件处理机

8473.30 目录84.71所列机器的零配件

8473.50 同样适用于84.69至84.72目录中两个或更多设备的零配件

8523.51 光盘、磁带、固态非易失性存储设备，“智能卡”和录音或录制其它现象（无论是否已记录）的其它媒体，包括用于光

盘生产的矩阵和阵列，但不包括第37章产品，半导体媒体：固态非易失性存储设备

8528.41 阴极射线管监视器：专门或主要用于目录84.71所列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8528.51 其它监视器：专门或主要用于目录84.71所列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8528.61 投影仪：专门或主要用于目录84.71所列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通信设备

8517.11 配有无绳电话的有线电话机

8517.12 蜂窝网络或其它无线网络电话

8517.18 电话机，包括用于蜂窝网络或其它无线网络的电话：其它

8517.61 用于传输或接收语音、图像或其它数据的基站，包括用于有线或无线网络（如局域网或广域网）通信的设备

8517.62 用于语音、图像或其它数据接收、转换和传输或再生的设备，包括交换和路由设备

8517.69 用于传输或接收语音、图像或其它数据的其它设备，包括用于有线或无线网络（如局域网或广域网）通信的设备：其它

8517.70 电话机零件，包括用于蜂窝网络或其它无线网络的电话；用于传输或接收语音、图像或其它数据的其它设备，包括用于

有线或无线网络（如局域网或广域网）通信设备，84.43、85.25、85.27或85.28目录下的传输或接收设备除外。

8525.50 无线电广播或电视传输设备

8525.60 配有接收设备的无线电广播或电视传输设备

8531.10 防盗或火警警报及类似设备

消费电子设备

8518.10 麦克风及其基座

8518.21 安装在外壳上的单个扬声器

8518.22 安装在同一外壳上的多个扬声器

8518.29 扬声器，无论是否安装在外壳上：其它

8518.30 耳机和耳塞，无论是否与麦克风合并，以及含有一个麦克风和一个或多个扬声器的套件

8518.40 音频放大器

8518.50 电声放大器

8518.90 目录85.18中设备的零件

8519.20 录音或音响设备，利用硬币、纸币、银行卡、代币或其它支付方式带动的仪器

8519.30 唱片（转盘录音走带装置）

8519.50 电话录音机

8519.81 录音或音响设备，其它设备：使用磁性、光学或半导体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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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ICT商品（HS 2007）4
（续）

录音或音响设备，其它设备：其它

8521.10 录像或播放设备，无论是否装有视频调谐器，磁带式

8521.90 录像或播放设备，无论是否装有视频调谐器，其它

8522.10 仅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目录85.19至85.21所列设备的零配件，转动磁带盒

8522.90 仅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目录85.19至85.21所列设备的零配件，其它

8525.80 电视摄像机，数码像机和摄像机

8527.12 袖珍收录 – 磁带录音一体机

8527.13 无需外接电源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与录音或音响设备组合

8527.19 无需要外接电源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其它

8527.21 需外接电源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用于机动车辆：与录音或音响设备组合

8527.29 需外接电源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用于机动车辆：其它

8527.91 用于无线电广播的其它接收设备，与录音或音响设备组合

8527.92 用于无线电广播的其它接收设备，未安装录音或音响设备，但装有时钟

8527.99 用于无线电广播的其它接收设备，不包括8527.91和8527.92

8528.49 其它阴极射线管监视器，非仅用于或主要用于目录84.71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

8528.59 其它监视器，非仅用于或主要用于目录84.71的自动数据处理器

8528.69 投影仪，非仅用于或主要用于目录上84.71的自动数据处理器系统

8528.71 电视接收机，无论是否装有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或录音或录像或音响设备：未配置影像显示或屏幕

8528.72 电视接收机，无论是否装有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或录音或录像或音响设备：其它，彩色

8528.73 电视接收机，无论是否装有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或录音或录像或音响设备：其它，黑白或其它单色

其它ICT组件和商品

8523.21 用于录音或录制其它现象的磁媒体，不包括第37章的产品：装有磁条的卡

8523.52 用于录音或录制其它现象的半导体媒体，不包括第37章的产品：“智能卡”

8523.59 用于录音或录制其它现象的半导体媒体，不包括第37章的产品：其它

8523.80 光盘、磁带、固态非易失性存储设备，“智能卡”和用于录音或录制其它现象（无论是否记录）的其它媒体，包括生产

光盘的矩阵和阵列，不包括第37章的产品，其它

8529.10 仅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目录85.25至85.28所列设备的零件，各种天线及天线反射器；适用的零件

8529.90 仅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目录85.25至85.28所列设备的零件，其它

8534.00 印制电路

8540.11 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阴极射线管：彩色

8540.12 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阴极射线管：黑白或其它单色

8540.20 电视摄像管；图像转换器和增强器；其它光阴极管

8540.40 数据/图形显示管，彩色，屏幕荧光点间距小于0.4 mm

8540.50 数据/图形显示管，黑白或其它单色

8540.60 其它阴极射线管

8540.71 磁控管

8540.72 速调管

8540.79 微波管（如磁控管、速调管、行波管、返波管），不包括栅控管：其它

8540.81 其它电磁管：接收或放大管

8540.89 其它电磁管：其它

8540.91 85.40电磁管零件：阴极射线管用

8540.99 85.40电磁管零件：阴极射线管以外装置用

8541.10 除光敏或发光二极管以外的二极管

8541.21 晶体管，光敏二极管除外：损耗功率低于1 W

8541.29 晶体管，光敏二极管除外：其它

8541.30 闸流管两端交流和三端交流，光敏装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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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半导体装置，包括无论是否装成组件或装成仪表盘的光伏电池；发光二级管

8541.50 其它半导体装置

8541.60 已装配压电晶体

8541.90 85.41设备零件

8542.31 电子集成电路：处理器及控制器，无论是否装有存储器、转换器、逻辑电路、放大器、时钟和定时电路，或其它电路

8542.32 电子集成电路：存储器

8542.33 电子集成电路：放大器

8542.39 电子集成电路：其它

8542.90 电子集成电路零件

9013.20 激光器，激光二极管除外

表9 ICT商品（HS 2007）4
（续）

来源：世界海关组织（WCO）（2007年），Sheridan Roberts（infosocietystats.com）、OECD（个人通信）。

141. 出于时间序列考虑，各机构在编制ICT商品贸易数据时可能需使用2003年定义的修订

版，以提供兼容的时间序列数据。在编写本报告时，由信息社会指标工作组（WPIIS）成立

的OECD专家组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指标数据分类指标数据分类

142. OECD的两种ICT商品分类方法均详细说明了总分类中的几大类商品。2003年的定义

中，HS分类中的几大类是：

• 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相关设备；

• 电子原件；

• 音频和视频设备；

• 其它ICT商品。

143. 2009年版本中，HS分类中的几大类见表9，分别是：

•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 通信设备；

• 消费电子设备；

• 其它ICT组件和商品。

144. 编制机构的主要分类问题是正确地确定商品定义，注明正确的COMTRAD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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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http://comtrade.un.org/。

2 根据UNSD，当一国的统计领土与其经济领土吻合时，总贸易体系适用，因此进口包括进入经济领土的所有商品，出口

包括离开经济领土的所有商品。当一国的统计领土仅包括经济领土的特定部分时，专门贸易体系适用。当统计领土仅包

括自由流通领域时，使用严格的定义，即进口包括进入进口国家自由流通领域的所有商品（即清关后在国内使用），出

口包括离开自由流通领域的所有商品。如对进入一个国家用于进料加工而后离开这个国家或进入或离开工业自由区的商

品亦进行了登记并纳入国家贸易统计，则使用宽松的定义（UNSD，2010年）。

3 2009年分类既包括ICT商品也包括ICT服务。

4 该分类应被视为临时性分类，OECD将于2010年推出 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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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教育中的ICT核心指标

145. 本章描述了一组教育中的ICT指标。这些指标已由教科文组织（UNESCO）1 统计研究所

（UIS）开发数年，但 近刚列入ICT核心指标清单中。这里列出了八个教育中的ICT指标，以

及有关有电力供应的学校比例的参考指标。

146. 教育中的ICT指标已接受了广泛的测试和咨询。指标选择的主要原则包括政策相关性、

可靠数据采集的可行性、数据采集负担 小化和国际可比性（UIS，2009年）。

147. 这些指标大多是通过国家一级的年度学校普查的行政数据进行搜集的。普查工作可由

教育部门的统计单位或国家统计局进行，其中一项指标（ED6）亦可通过学校或家庭抽样调

查进行收集。

148. 所有指标均以比例的形式提供，如下所示：

• 拥有ICT设备的学校比例（ED1–ED3和ED5），

• 可使用ICT设备（ED4、ED6）和ICT专业（ED7）录取的学生（学习者）比例，

• 具有ICT资格的教师比例（ED8）。

149. 这些指标大多以教育水平（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进行划分。也可通过其它方式划分。

150. 有证据表明，ICT对增加学习机会有积极的影响。ICT通过改革传统的教学体制改善教

学/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成果的质量，促进先进技能的形成，维持终身学习，并加强机构管

理。必须明确，ICT是传统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替代手段。

151. ICT包括目前大多数国家仍负担得起且广泛应用的早期技术（如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

以及比较昂贵、难以引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新兴技术（如计算机和互联

网）。

152. 与《伙伴关系》（2009年）中的版本相比，有关教育中的ICT指标的信息已经更新。UIS
的资料（2009年）（包括附录1中的教育中的ICT统计数据原型问卷调查表）在此工作中得到

广泛应用。

153. 有关指标可用性的一些信息见UIS（2008年）。更多的背景资料见UIS（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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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下文中对每个核心指标进行了介绍，并提供以下信息：

• 指标名称和简要说明；

• 指标所涵盖的ICT的定义，如收音机、计算机；

• 指标是如何计算的；

• 解释性说明，其中包括有关指标的更多信息（如范围）、可能的分指标（如按照学校类型

或性别分类）以及有关该指标的重要统计问题。

ED1 拥有教育用收音机的学校比例

ED1衡量的是国际教育学科分类标准（ISCED）2 1至3级中提供收音机辅助教学的学校比例，不衡量收音机用于教育目的力度。

收音机定义为能够使用普通频率，如FM、AM、LW和SW接收无线电广播信号的独立设备。除非明确用于教育目的，否则内置在其它设

备（如随身听、汽车收音机、时钟收音机、录音磁带或CD播放机/录音机）的收音机不在考虑范围。

拥有教育用收音机的学校比例是用提供收音机辅助教学的学校数除以学校总数计算得出，然后再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对于这一指标，用于教育目的的收音机是处于工作状态的。

收音机辅助教学既包括无线电广播教育还包括交互式广播教学（IRI）。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ED2 拥有用于教育用电视机的学校比例

ED2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中提供电视机辅助教学的学校比例，不衡量电视机用于教育目的力度。

电视（TV）定义为能够使用普通接入手段（如无线、有线和卫星）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独立设备。内置入其它设备（如计算机、掌上

电脑、智能电话或移动电话）的电视广播接收机只在明确用于教育目的时才在考虑范围。

拥有教育用电视的学校比例是用提供电视辅助教学的学校数除以学校总数目计算得出，然后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对于该指标，用于教育目的电视是处于工作状态的。

电视辅助教学与无线电广播教育类似，但增加了视频优势。它通过片段、动画、仿真、视觉效果和戏剧化将抽象的概念讲活。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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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3 拥有电话通信设备的学校比例

ED3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中拥有电话通信设备的学校比例。

电话通信设备指将一个教育机构的终端设备（如电话机、传真机）接入公众交换电话网（PSTN）的固定电话线、电缆连接（如有线电

话）和其它可持续性通信技术，并提供电话交换专用端口。接入被定义为能够使特定教育机构实际拥有和使用设备的服务定购。

拥有电话通信设备的学校比例是用拥有电话通信设备的学校数除以学校总数计算得出，然后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对于该指标，电话通信设备和相关服务均处于工作状态。

该指标指学校直接拥有的电话设备。在该校工作或学习的个人所拥有的移动电话不属于学校的电话通信设备。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ED4 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校中学生 – 计算机比3

ED4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中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的学校中实际用于教学目的每台计算机所对应的有权使用学校计算机（作为

教学辅助）的学生的平均数量。它表明在CAI学校使用计算机提高或扩大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可能性，但不衡量学校中对计算机的实际使

用情况。

计算机指可编程的电子设备，能够储存、检索和处理数据，并以高度结构化的方式共享信息。它根据一套指令进行高速数学或逻辑运

算。计算机包括个人电脑（PC）、手提电脑、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主机和微型计算机进行共享使用的终端。

CAI学校中的学生–计算机比是用有权使用学校计算机（作为教学辅助）的学生数除以提供CAI的学校中实际用于教学目的计算机的总

数计算得出。

解释性说明

对于该指标，计算机是处于工作状态的。

应注意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校的限制。该指标并非要说明一个国家的整体学生 – 计算机比。UIS还确定了一个更广泛的指标ED4

之二 – 学生–计算机比，它不局限于有权使用学校计算机的学生或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校（UIS，2009年）。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方法研究工作，以测试更有力的衡量指标，而非简单的平均数（如中数或百分比），从而增强跨国可比性。对于该

指标，无其它已知的重大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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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5 拥有不同类别互联网接入的学校比例

ED5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中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学校占所有学校的比例。该指标分为四部分，如下所示：

拥有任何互联网接入的学校比例

仅有固定窄带接入的学校比例

仅有固定宽带接入的学校比例

既有固定窄带也有固定宽带接入的学校比例

互联网指能通过多种有线或无线接收设备（个人电脑、手提电脑、PDA、智能电话等）以互动形式 – 称为超文本 – 使用户共享信息

的全球互连网络。

固定窄带互联网接入指通过模拟调制解调器（通过标准电话线拨号）、ISDN（综合业务数据网）、低于256 kbit/s速度的DSL或其它形

式的固定接入实现的下载速度低于256 kbit/s的公众连接。

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指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下载和上传）速度至少为256 kbit/s的公众高速连接。它包括电缆调制解调器网络连接、速

度至少为256 kbit/s的DSL互联网连接、光纤和其它固定宽带技术连接（如卫星宽带互联网、以太网局域网、固定无线接入、无线局域网

和WiMAX）。

拥有不同类别互联网接入的学校比例是按接入类型（包括任何一种接入）计算的，用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学校数除以学校总数得出，再乘

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对于该指标，互联网连接运行正常，即，任何设备、软件或服务均处于工作状态。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ED6 学校中享有互联网接入的学生比例

ED6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学校中有权使用作为教学辅助的互联网试验室的学生比例。它衡量学生接入用于教育目的互联网的情况，不

考虑学生对互联网的实际使用情况。

互联网指能通过多种有线或无线接收机（个人电脑、手提电脑、PDA、智能电话等）以互动形式 – 称为超文本 – 使用户共享信息的

全球互连网络。

学校中享有互联网接入的学生比例是用学校中有权使用教学辅助的互联网试验室的学生数除以学生总数计算得出，再乘以100，并换算

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对于该指标，互联网连接运行正常，即，任何设备、软件或服务均处于工作状态。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该指标可按性别进行分类。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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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7 ICT相关领域高等教育机构中录取的学生比例

ED7衡量的是ISCED 4或5和6级高等教育机构中ICT相关专业录取的学生比例。该指标按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分指标。

ICT相关领域的录取可能受到教育机构现有能力的约束，因此可能并不代表实际的需求。

ICT相关领域包括涵盖下列四个教育和培训领域之一的课程：

    视听技术和媒体制作是学习和获取通过ICT制作书籍、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电影/视频、录制音乐和图形复制的技术和

    技能。

    计算机科学是学习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系统和计算环境。它包括学习软件应用集成的设计和维护。

    计算机使用是学习将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和应用用于不同目的。这些课程周期一般很短。

    电子及自动化（工程及工程贸易）是学习规划、设计、开发、维护和监测电子设备、机械和系统。它包括设计计算机和通信设备。

ICT相关领域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学生比例是用计算机相关领域录取的学生数除以教育机构所有专业录取的学生数计算得出，再乘以

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该指标按性别分类。

公立和私立学校均包括在内。

该指标按ISCED分为两大类：ISCED 4级（包括高中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课程）以及ISCED 5和6级（包括高等教育第一和第二阶段）。4

利用特定的ICT相关领域创建分指标可能有助于这些领域的监测。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映射和分类工作，在ISCED学习领域对1997年出现的领域进行重新编码。对于该指标，无其它已知的重要统计问

题。

ED8 学校中具有ICT资格的教师比例

ED8衡量的是ISCED 1至3级小学和中学中已接受培训的教师能够提供基础计算机技能（或计算）教学的程度。

ICT具有资格的教师指根据国家确定的资格标准接受服务前或服务中专门ICT培训的教师。

该指标仅指出可提供ICT课程教学的熟练教师队伍，并不一定意味着登记合格的教师实际教授ICT课程，也并不一定确保实际提供ICT课
程教学。

学校中具有ICT资格的教师比例是用已接受基础计算机技能（或计算）教学培训的中小学教师数除以中小学教师总数计算得出，再乘以

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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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R1 享有供电的学校比例

EDR1是参考指标。它衡量电力可用性 – 这是在学校引入大多数ICT设备的前提条件。该指标适用于ISCED 1至3级。

电力指永久的电源（如电力网/市电连接、风能、水能、太阳能和永久燃料发电机），可支持ICT基础设施充分和可持续地用于教育目

的。

享有供电的学校比例是用享有供电的学校数除以学校总数计算得出，再乘以100，并换算为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包括在内。

ISCED 1至3级包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校。

许多国家认为将供电项目列入学校问卷调查表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专家应提供享有供电的学校的大约数目，并指出该数据仅

为估算数据。

对于该指标，无已知的重要统计问题。

统计标准和方法

155. 根据UIS，这些指标将通过国家一级的年度学校普查进行收集（或从学校记录中提取数

据）。普查工作通常由教育部的统计单位或国家统计局进行。其中一项指标（ED6）还可通

过学校抽样调查或家庭调查（ISCED 1至3级学校上学的家庭成员的自行答复）进行收集。

156. UIS（2009年）附录一（教育中的ICT统计数据原型问卷调查表）中包括国家层面的问卷

调查表。该调查表预计2010年启用。附录二则为问卷调查表中使用的术语定义。 

指标数据分类指标数据分类

157. 用于教育中的ICT指标的主要分类变量是1997年版ISCED（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UNESCO，1997年）。ISCED确认了七级教育水平，具体如下：

• ISCED 0级 – 学前教育；5

• ISCED 1级 – 小学或基础教育第一阶段；

• ISCED 2级 – 初中或基础教育第二阶段；

• ISCED 3级 – 高中教育；

• ISCED 4级 – 中学后非高等教育（介于高中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课程）；

• ISCED 5级 – 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并不直接获得高级研究资格）；

• ISCED 6级 – 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将获得高级研究资格）。

158. 使用的其它分类变量是二分变量：

• 性别，

• 公立/私立教育机构。公立教育机构不论财政来源通常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或机构（国家/ 

联邦、州/省或地方）控制和管理。私立教育机构无论是否接受来自公共机构的财政支持 

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教会、工会或商业企业）控制和管理（UIS，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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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将这些分类变量应用于每个指标可形成各国数据可用性函数。特别是，对于一些国家，

无法区分ISCED 1至3级。

范围和统计单位范围和统计单位

160. 范围是以教育机构、学生（学习者）和教师进行定义的。根据每个核心指标的要求，范

围亦有所不同，如下所示：

• 对于EDI-3、ED5和EDR1，范围是ISCED 1、2和3级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

• 对于ED4，学校范围是ISCED 1、2和3级中提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

学习者的范围局限于可使用学校计算机的学习者。

• 对于ED6，学校的范围是ISCED 1、2和3级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学习者的范围是这些

机构录取的所有学习者。

• 对于ED7，教育机构的范围是ISCED 4、5和6级的公立和私立机构。学习者的范围是这些

机构录取的所有学习者。

• 对于ED8，学校的范围是ISCED 1、2和3级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教师范围是在这些学

校教学的所有教师。

161. 有关ICT设备、教师和学习者的数据是（通过教育部或国家统计局）从ISCED 1至6级的

教育机构中收集的汇总数据。

处理和报告指标数据处理和报告指标数据

162. 有关核心指标推导的信息见UIS（2009年）。预计UIS将按国家发布适当归类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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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2 ISCED是1997年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由UNESCO负责。请见分类变量一节对ISCED级别的描述。

3 学习者指在教育机构课程中录取的学生。

4 ISCED 5级涵盖高等教育第一阶段（不直接获得高级研究资格），ISCED 6级涵盖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将获得高级研究资

格）。

5 提出这一级别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完整性。它未用于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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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结论和建议

163. 本文件介绍了2009年修订的ICT核心指标清单以及与之相关的统计标准。指标和标准均

由“衡量ICT促发展伙伴关系”制定，并得到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首肯。

164. 严格遵守ICT指标定义和标准将改善各国ICT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并加强其在政策方面的

相关性。现敦促各国在设计或重新设计旨在收集ICT数据的调查时认真考虑使用这些核心指

标。上述调查可以是具体针对ICT的调查，也可以是旨在收集ICT数据的调查（如，包括ICT
部门在内的行业调查）。

165. “伙伴关系”提供旨在帮助开展这些统计工作的资源。本出版物“参考文献”部分列出

了文中引述的相关参考资料。此外，“伙伴关系”成员为与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详细请

见国际电联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同时，“伙伴关系”（2008a）亦详细探讨“伙伴关系”

在能力建设方面开展的工作。

166. 分别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电联编撰的有关收集企业和家庭ICT统计数据的两份手册

以及相关培训课程是帮助各国按照国际一致认可的标准制定ICT统计数据的有力手段（联合

国贸发会议，2009年，国际电联，2009a）。

167. 本出版物提及的其它一些参考资料也将有助于统计专家和政策制定机构开展工作。有关

ICT统计标准的参考资料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制定的《衡量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

术（ICT）指南》（UIS，2009年）、《电信指标手册》（国际电联，2007年）和《信息社会

衡量指南》（经合组织，2009a）。此外本出版物还提到若干一般性统计参考资料，包括UNSD
的多种统计标准。具体见出版物的参考文献部分。

168. 将定期对ICT核心指标清单进行修订，以适应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使用的变化和政策制定

机构对相关数据的需求。应特别指出，未来的核心指标清单可能包括新的指标，如有关电子

政务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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