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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M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is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common servic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group. It is designed to help 
SMEs to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mode,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o reduce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ost. This paper aims at the evaluation issue of SM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21 specific evaluation indexes of two 
levels and seven aspects are put forward. The interval number 
TOPSIS method based on Mahalanobis distance recommended. 
The use of interval value makes the assignment of qualitative 
indexes more reasonable. The replacement for Mahalanobis 
distance elimin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ributes when using Euclidean distance. Finally, an example 
is used to test that this new method i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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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各类共性

服务的经济组织，旨在帮助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降低其生存和发展成本。本文针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的考核评价方法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两个层面 7 个方面 21 项

具体的评价指标，运用基于马氏距离的区间数TOPSIS方法对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考核评价。区间值的运用使得难以进

行赋值的定性指标得以较为合理的体现，并且运用马氏距离对

欧氏距离进行替换，克服了属性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时欧氏距

离失效的缺陷，使该方法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后通过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实例对该方法进行检验。 

关键词—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区间数；马氏距离；TOPSIS
方法 

I. 引言 

当前经济体制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解决社会
就业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搭建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各地政
府致力推进的一个重要事项，因此，政府都会通过资金投
入、政策支持等来完善当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学
者们也围绕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问题展开了一些理论研
究，主要包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问题[1-2]、公共服务
体系构建[3]、商业模式[4]或盈利模式[5]的构建、平台运营情
况分析[6-7]等方面。为加强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规范
管理，逐步形成服务平台自我完善、专项考核和社会监督
相互促进的评价模式，实现平台的示范带动作用，确保服
务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指标对运用适
当方法对服务平台进行考核评价。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考核评价实际上是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评价方法是影响
平台考核的重要外生变量，而国内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很少。本文基于区间数属性值，提出基于马氏距离的相对
距离计算方法，代替传统的欧氏距离，从而对 TOPSIS 贴
进度的计算方式进行改进， 终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考核评价为算例，验证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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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于马氏距离对区间数 TOPSIS 方法的改进 

A. 马氏距离的含义 

马氏距离是 1936 年由印度统计学家 Mahalanobis 提出的
一种统计距离计算方法，因其具有不受坐标之间量纲化影
响、消除了属性之间相关性等独特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多

属性分析中，假设Ai的数据向量 表示

第 i 个样本所对应的属性坐标值， 、

分别表示正、负理想解所对应的空间

坐标。当给定原始数据后，由于 Ai 的坐标是变化的，因此

设 表示n个属性变量 的m次观测的

样本方差。则第 i 个方案 Ai到 的马氏距离分别为： 





其中，Σ-1是属性指标间的协方差逆矩阵。 

由此得到各方案的相对贴进度为： 



B. 基于区间数的马氏距离 

为了计算区间型随机变量的马氏距离，本文给出了区间
型变量协方差及协方差矩阵的定义。 

定 义 1 ： 设 S 、 U 为 区 间 型 随 机 变 量 ，

称为随机变量 S 与 U 的协方差，

记 为 ， 即

， 而

称为随机变量 S 和 U 的相关系数。 

定义 2：若 n 维区间型随机变量 的二阶混

合 中 心 矩 ：

都 存
在，则称矩阵 



为 n 维区间型随机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显然协方差矩阵为
对称矩阵。 

因此，第 i 个备选方案正负理想解之间的马氏距离分别
为： 





各评价方案的相对贴进度： 



III.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的实证分析 

A.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各地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评价的实践，本文从
实体运营方面的三个方面：运营管理、服务业绩和社会评
价，以及网络运营的四个方面：网络稳定性和安全性、网
络应用、系统第三方测评和线上服务率，建立了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在这几个方面又
细分为 21 个具体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如表 1 所示。 

B. 样本描述及数据获取 

选取 8 家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样本评价对象，分别为
X1,X2,X3,X4,X5,X6,X7,X8，而 U1-U21 分别表示表 1 中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21 个具体指
标。为了评价的客观性，本文采用对每一个指标的评分用
区间值来表示，得到初始数据源。 

C. 基于离差 大化原理确定的区间数指标权重 

针对原始数据，根据公式进行数据的规范化处理。基于
规范化决策矩阵，利用离差 大化原理来确定各个指标属
性的权重，计算得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指标

体系各个指标的权重。利用属性的权重向量 和规范化后的

决策矩阵 ，构造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根据加权规范化
后的数据，利用下面两式确定区间型正、负理想点。 

D. 改进的 TOPSIS 方法计算过程 

利用传统的 TOPSIS 方法下各方案的相对贴进度计算结
果。然后，运用 Eviews 求解各属性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
阵。从结果可以看出，某些指标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
关性，例如 U8 和 U15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36，U3 和
U8 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8608，表明这些指标之间存
在较高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欧氏距离失效，所以使
用马氏距离进行计算可以使结果更加合理。运用 Matlab 软
件求得各公共服务平台到正、负理想解的马氏距离及相对
贴进度。 

E. 评价结果与对比分析 

根据前文的计算与分析，得到两种方法的排序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应用马氏距离改进的 TOPSIS 方法所得
到的考核评价结果与传统 TOPSIS 方法得到的结果存在很
大差异，这是因为各属性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传
统的 TOPSIS 方法中所使用的欧氏距离失效，而马氏距离具
有不受变量之间相关性影响的优良特征，可以很好地解决
传统 TOPSIS 方法的这一缺陷，使得排序结果更加科学合
理，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运用区间型属性值基于
马氏距离改进的 TOPSIS 方法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
考核评价中更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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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代码 

实体运营 

运营管理 

内部管理服务制度、相关服务支撑体系的完善程度 U1 

相应团队建设的是否能保障平台的正常运行和企业服务的正常开展 U2 

平台网络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是否良好 U3 

服务业绩 

协助中小企业举办各种会展、论坛、宣传的次数 U4 

促成企业与各类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的金额数 U5 

为企业提供各类管理咨询服务的次数，如培训服务、战略指导、财税咨询等 U6 

为企业推荐或直接派遣科技人才的次数 U7 

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及知识产权相关服务的次数，如技术研发、专利申报等 U8 

是否能为企业提供全面、及时的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 U9 

是否建立平台服务企业的档案，是否形成定期汇报制度 U10 

统计分析、调查研究结果是否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U11 

是否做到窗口线上平台互联互通 U12 

社会评价 

企业对平台服务的满意度 U13 

平台日常检查、大型活动的完成度 U14 

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报道数量 U15 

网络运营 

网络稳定性

安全性 
是否能及时处理网络稳定性、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U16 

网络应用 

网站注册企业数量 U17 

平台入围合作机构服务数量 U18 

日均访问量 U19 

系统第三方

测评 
第三方测评结果 U20 

线上服务率 第三方评估结果 U21 

 

表 II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价结果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传统 TOPSIS 方法 7 8 4 3 2 6 1 5 

马氏距离改进

TOPSIS 方法 
2 6 3 7 4 8 5 1 

IV. 结论与启示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来满足
中小企业的需求，具有服务开放性、公益性、有偿性、资
源共享性等特点，已经慢慢成为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因素。为了督促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不断完善自身，实现服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
平台进行多方面的考核与评价，通过设置一定的考核评价
指标，来实现对平台的综合评价。本文运用区间数对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考核评价，解决了定性指标衡量困
难的问题，对定性指标在一定区间内赋值，使得评价更加
准确。同时采用基于马氏距离的 TOPSIS 方法，解决了传
统 TOPSIS 法中由于属性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使欧氏距
离失效的缺陷。综合区间型属性值、马氏距离建立的更加
全面的 TOPSIS 方法，可以产生相对应的更加合理化的评

价结果。通过本文的实例分析，验证了基于马氏距离的区
间数 TOPSIS 方法在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考核评
价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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