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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数据服务能力中心平台-数据开放服务是为了顺应大数据的时代发展趋势，

围绕打造数据开放服务平台这一目标，打破信息孤岛，促进多部门的数据开放；

切实做好基础性的、全局性的数据建设，通过数据挖掘、分析等技术，实现数据

整合、共享、开放和集成运用，为公众提供快速、高效、便捷服务而打造的数据

平台。

数据服务能力中心平台-数据开放服务提供数据服务、应用服务、机构信息

等满足公众需求，并且为公众提供问题、数据需求反馈渠道，帮助公众解决在数

据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收集公众数据需求，引导部门开放数据，最终达到数

据整合、开放共享、增值应用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数据服务能力中

心平台-数据开放服务将不断丰富数据种类，充实服务类型，拓展数据应用领域，

打造数据生态圈。

2.系统的操作说明

2.1. 系统操作权限

2.1.1. 前台

模块 子模块 可操作描述

首页

数据搜索

功能展示、站内搜索等其他

展示

站内统计

分类

机构分类



大家都在看

问题、需求、应用上传

注册/登录 注册/登录 用户注册和登录

数据
前台页面

前后台数据联动
前后台联调

应用
前台页面

前后台数据联动
前后台联调

机构

机构职责 查看具体机构职责

政策法规 查看具体政策法规

资讯中心 前后台数据联动

一目录三清单 下载和查看 PDF

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

前后台数据联动，可以

提交问题，需求和纠错

用户问题

数据需求

数据纠错公开

栏目说明 查看栏目模块说明

关于我们 查看关于我们介绍

服务条款 查看服务条款

使用说明 下载和查看 PDF

个人中心

我的数据 查看个人申请的数据、

问题、需求、收藏、纠错、

应用、评分和信息的详细情

我的问题

我的需求



况我的收藏

我的纠错

我的应用

我的评分

用户中心

2.2. 系统操作说明

2.2.1. 前台首页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首页展示

3. 流程操作：

1) 数据搜索

在平台的搜索标签 中输入数据集

的名称可搜索数据集，例如输入“公交站点”，

2) 查看站内数据统计

此部分展示站内各中数据的统计数据量，分别包括 “开放数据集总数”、“数

据分类数”、 “开放部门数”、“数据下载次数”、“API 总数”和“API 调用次数”。

开放数据集总数：表示系统目前发布的数据集总数；



数据分类数：表示系统目前发布数据的数据分类的类别总数；

开放部门数：表示系统目前发布数据的部门总数；

数据下载次数：表示系统目前用户下载数据的总次数；

API 总数：表示目前系统发布数据集中包含的 API 接口的数量；

API 调用次数：表示系统目前用户调用 API 接口的总次数；

3) 查看分类

此分类展示数据的数据分类与机构分类的类型，可以点击 table 按钮进行切

换，具体分类页面上选择某个分类项进行点击链接进入此分数据集类详情页。

4) 大家都在看

此模块分为“数据下载排行”、“最新发布数据”和“平台动态”三类功能，

点击具体的数据名称或新闻名称进入该数据或新闻的详情页面。



数据下载排行：按数据集的下载次数对数据集进行排行展示；

最新发布数据：按数据集的发布时间顺序对数据集进行排列；

政策法规：按政策法规的发布时间对政策法规进行排列展示。

5) 上传需求

a) 点击数据需求

b) 填写相关数据，带*为必填



c) 点击提交

d) 查看 TOP10 需求，点击查看需求详情



6) 上传应用

a) 点击 上传应用

b) 填写 应用信息，带*为必填



c) 点击 提交 完成需求提交

d) 点击热门应用 top10,查看浏览量较高的应用详情



7) 问题上传

点击 问题咨询

点击 我要提问题

填写相关信息，带*为必填



点击 提交，完成问题新建

点击 热门问题 TOP10，查看问题详情



2.2.2. 登录/注册

1. 用户：非用户

2. 业务：通过注册普通用户和登录来进行更多数据查看浏览

3．流程操作：

1) 普通用户注册

通过导航栏中的 按钮点击进入。进入到“安徽政务服务网”进行注

册，此平台注册之前必须要进行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可以通过身份证护照或者通

行证，操作页面如图所示；此平台支持手机号码进行注册，密码和确认密码填写

完成后，通过填写手机号、图片验证码然后点击”获取验证码”，收到短信验证

码后输入，最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点击“实名注册”按钮，如提示注册

成功，则可以进行登录操作，若失败，请查看哪里填写错误或不符合格式要求，

再次进行按格式要求输入，直到注册成功。操作页面如图所示。



2) 用户登录

点击导航栏中的“登录”按钮，跳转到相应地登录页面安徽政务服务网，使

用之前注册成功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2.2.3. 数据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前后台数据联动，包括数据分类、机构分类展示以及数据集筛选

（数据类型:API、XML、XLS 等；排序方式：下载次数、浏览次数、发布时间）

3．流程操作：

1) 已发布数据集

普通用户通过筛选条件，可以查看某部门已发布的数据集，按照数据格式、

排序方式进行筛选数据集。

2) 数据详情页-公开数据集（芜湖市公交站点数据）

点击“芜湖市公交站点数据”可以跳转到该数据集详情页面，此页面可以查

看芜湖市公交站点数据详情。包括交通运输、机构分类、数据简介、访问说明、

资源访问（数据下载、数据项、数据预览、API 接口和相关应用）、数据说明、

数据收藏和数据纠错，还可以批量下载“芜湖市公交站点数据”的相关文件，具

体的页面如图所示。



3) 数据详情页-有条件公开数据集（例：公共自行车站点信息）

a) 点击数据集进入详情页查看



b) 点击 确定 查看数据集信息

c) 点击 申请 申请数据查看权限



d) 填写相关内容，带*为必填内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若为空，则需要手动编辑。

e) 点击 提交 完成数据申请



f) 申请完成后则可查看或下载数据集具体数据。

4) 数据收藏

a) 点击进入数据详情页

b) 点击数据收藏按钮，按钮变为黄色则收藏成功。



5) 数据纠错

a) 点击进入数据详情

b) 点击 我要提纠错 按钮



c) 填写相关信息，带*为必填

d) 点击提交完成数据纠错新建



2.2.4. 应用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前后台数据联动，包括应用分类、上传应用、媒体类型（全部、

移动应用、网站应用和微信应用）

3. 操作流程：

1) 已发布应用查看

a) 普通用户通过筛选条件可查看具体条件下的应用和其介绍，具体页面如

图 2.2.4-1 所示。



b) 点击 具体应用进入具体应用详情页查看

2) 上传应用

a) 点击 上传应用 按钮



b) 填写应用信息，带*为必填信息

c) 点击 提交 完成应用的上传



2.2.5. 机构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前后台数据联动，包括“机构职责”、“政策法规”、“资讯中心”

和“一目录三清单”

3. 操作流程：

1) 机构职责

普通用户可通过该页面查看本网站机构的职责，具体页面如图所示

2) 政策法规



普通用户可通过该页面查看一些政策法规，点击具体的法规进行法规的详情

页。具体页面如图所示

3) 资讯中心

普通用户可通过该页面查看平台上发布的一些动态新闻，主要分为平台动态

和活动专题，点击具体新闻进入新闻的详情页面。具体页面如图所示。

4) 一目录三清单

普通用户可通过该页面查看芜湖市一目录三清单的内容，并支持 PDF 文件

下载。具体页面如图所示。



2.2.6. 帮助中心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前后台数据联动，主要包括常见问题、热门用户问题、热门数据

需求、热门公开纠错的展示以及问题、需求、纠错的上传。

3. 操作流程：

1) 常见问题

展示平台管理方根据实际情况罗列的一些问题。

2) 用户问题

该页面主要展示用户提出的一些问题，可通过默认、热门问题和最新问题三



种排序方式进行查看，点击问题可进入该问题的详情页。

3) 数据需求

该页面主要展示用户提出的一些需求，可通过默认排序、热门需求和最新需

求三种排序方式进行查看，点击需求可进入该需求的详情页。

4) 数据纠错公开

该页面主要展示用户提出的一些纠错，可通过默认排序、热门纠错和最新纠

错三种排序方式进行查看，点击需求可进入该纠错的详情页。

5) 栏目说明

点击栏目说明，可查看目前网站的相关栏目介绍。

6) 关于我们

点击“关于我们”，可查看关于我们的介绍。

7) 服务条款

点击“服务条款”，可查看服务条款的介绍



8) 使用说明

点击使用说明，可查看和下载目前网站的使用手册。

9) 我要提问题

点击我要提问题按钮，剩余操作流程见首页-问题上传

10) 我要提需求

点击我要提需求按钮，操作流程见首页-我要提问题



11) 我要提纠错

点击我要提纠错按钮，操作流程见数据-我要纠错。

2.2.7. 个人中心

1. 用户：普通用户

2. 业务：展示普通用户申请的数据、提出的问题、需求、纠错、上传的应

用、收藏的数据、对网站的评分和用户信息。

3. 操作流程：



1) 我的数据

a) 该页面主要展示登录用户申请的数据审批情况，主要分为全部数据、待

审核和已通过三个维度进行展示。具体页面如图 2.2.7-1 所示。

b) 点击 查看 进入具体申请和回复信息查看



2) 我的问题

a) 该页面主要展示登录用户提出问题的回复情况，主要分为全部问题、已

回复和未回复三个维度进行展示，点击 table 按钮可进行数据切换。

b) 点击 查看 按钮查看问题的详细信息和管理员回复信息



c) 点击新增问题，可对问题进行新增，问题新增流程见首页



3) 我的需求

a) 该页面主要展示登录用户提出的数据需求回复的情况，主要分为全部需

求、已回复和未回复三个维度进行展示，点击 table 按钮可进行数据切

换。

b) 点击 查看 按钮，查看我的需求的详细信息和管理员回复信息



c) 点击 新增数据需求 按钮，可对数据需求进行新增，数据需求新增流程

见首页

4) 我的收藏

该页面主要展示登录用户收藏的数据集，点击“取消收藏”，可取消数据集

的收藏。



5) 我的纠错

a) 主要展示登录用户数据纠错的回复情况，主要分为全部纠错、已回复和

未回复三个维度进行展示，点击 table 按钮可进行数据切换。

b) 点击 查看 按钮，查看具体纠错和管理员回复的信息



c) 点击 新增纠错 可对纠错进行新增，具体新增流程见数据-我要纠错

6) 我的应用

a) 主要展示登录用户应用的发布和审批情况，主要分为已发布列表、申请

审核操作和已删除列表三个维度进行展示，点击 table 按钮可进行数据

切换。



b) 点击 查看 按钮，查看已发布应用信息

c) 点击 修改 按钮，可对应用进行重新编辑



d) 点击 删除 按钮，可删除用户本身已发布的应用

e) 点击 上传应用 按钮，可对新应用进行上传，具体上传流程见应用-上

传应用



7) 我的评分

主要展示用户对网站的平均打分情况，用户可对网站进行打分和意见反馈。

每个用户只能提交一次网站的打分和意见反馈

8) 用户中心

主要展示用户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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