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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its non-renewable, scarcity and uniqu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high 
quality tourist resource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popularity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As the core 
valu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 develop the tourist products that meet the needs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embodiment of its 
economic value, and will also provide the necessary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moderate, use it in the protection, and 
further enrich its art science, history and social value, so that it can be more adaptable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many qualitativ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ourism resources at 
present, because the excessive participation of subjective factors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leads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results scientifically. In this paper, we will adopt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by collecting the original variables of the analysis object, and selecting a few of 
the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to empower objectively, and construct the data model to quantify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us, th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valu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s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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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不可再生性、稀缺性及唯一性，作为优质的旅游资源，有利

于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同时对提升当地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有着积极的作

用。文化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旅游开发中通过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文化内涵，开发符合需求的旅游产品，将有利于体现其经济价值，也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要秉承科学、合理、适

度的原则，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丰富它的艺术科学、历史、和社会价值，使其更

加适应社会的发展。然而，目前对于旅游资源的评价以定性分析的方法居多，由于分析过程

中的主观因素参与过多致使价值评估的结果科学性降低。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分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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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过采集分析对象的原始变量，并从中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意义的变量客观赋权，构建数

据模型时行量化分析，从而，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价值的客观分析的目的。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析的意义 

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人们旅游的目的更加趋向于满足自身求异、怀旧、体验的心理需

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特定

区域内人们适应自然和社会的智慧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而这恰恰能够满足旅游者领略民间

文化精髓，体验地方文化，了解地方文脉的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不可再生性、独特及

唯一性，作为优质的旅游资源，有利于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同时对提升当地

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有积极的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

定量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属性，有利于区分资源的优劣，确定开发顺序及开发规模，

对旅游业的正常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分析模型的构建 

2.1  指标采集表的设计 

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定量研究是通过有代表意义的指标项目和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和测定

的。通过定量地分析对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比较。通常情况下，指

标越多越能全面地反映评价对象的状态，在研究中受客观条件制约，指标体系的构建也会受

到限制，故构建指标体系时选择了更具针对性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资源价值、

遗产质量情况、遗产开发环境条件、区位条件及其他条件诸多要素进行构建，依据可统计性、

可获得性、可比较性、简明而科学地对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价值进行评价。具体指标体

系见表1。 
表1  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分析指标采集表 

目标层 要素层 因子层 

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资

源评价（A） 

遗产资源价值（B1） 

文化艺术价值(C1) 
历史价值(C2) 
审美价值(C3) 

观赏休憩价值(C4) 
其他价值(C5) 

遗产质量情况（ B2） 

遗产规模(C6) 
遗产保护级别(C7) 
保存完整度(C8 
真实性(C9) 

集聚组合状况(C10) 

遗产开发环境条件（ B3） 

政府政策(C11) 
社区态度(C12) 

经济发展速度及水平(C13) 
地理环境(C14) 
生态环境(C15) 

区位条件（ B4） 区域可进入性(C16) 
外部交通的畅通性(C17) 

其他条件（ B5） 旅游服务水平(C18) 
现有旅游基础设施(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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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体系包含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19个。体系中指标的选择主要是依据统计年鉴所

公布的数据，部分难以量化指标采取替代指标或问卷调查打分法。指标体系中将非遗资源价

值与遗产质量状况作为旅游环境研究的基础与核心，非遗资源开发环境与区位等其他条件是

旅游环境可持续性的保证，体现了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必须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条件

等因素。 

2.2  数据处理 

因子分析法是通过对变量之间关系数据的计算进行统计的，在系统计算检验过程中，如

果相关系数矩阵的大部分相关系数小于0.3，且在相关统计检验中未获通过，则这些量将不适

用于因子分析方法。反映像相关矩阵、巴特利特球形检验、KMO检验适用于通过SPSS软件来

分析变量在因子分析中的适用性。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将关系复杂的原始变量分为公共因子（适用于所有变量的共同

要素）和特殊因子（适用于单个变量的个性特征）两个部分。原始变量与公共因子相比数量

较多，但在统计计算中需要用公共因子来支撑和描述原始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通过数量

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因子变量来替代原始变量的复杂信息是该数学模型的根本出发点 。假设原

有变量有p个，分别用x1, x2, x3,…, xp表示，其中 xi(i =1,2,…,p) 是标准差为1，均值为0的标

准化变量，F1, F2, F3,…, Fm 是表示具有m个因子变量，且m＜p。于是有： 

1112121111 εaFaFaFax mm ++++=                                       (1) 

2222221212 εaFaFaFax mm ++++=                                      (2) 
………………………………………… 

ppmpmppp aFaFaFax ε++++= 2211                                    (3) 

也可以表示成矩阵的形式； 
 X= AF + aε                                            (4) 

其中，F用于表示公共因子或因子变量，也可将其视为在高维空间彼此相交的m个坐标轴；

因子载荷矩阵用A表示，因子载荷用aij表示，即为第i个原有变量在第j个因子变量上的负荷。

若将变量xi和m维因子空间中某个向量相对应 ，aij可视为标准回归系数，即xi在坐标轴Fj上
的投影。ε可视为参差项，即公共因子解释不了原有变量的部分。 

本文对因子进行分析和指标的标准化处理选用的软件为 SPSS11.0。非物质文化旅游价值评

估模型的构建是由主成分分析法先确定出关键因子，之后利用正交旋转法解释所得价值因子，

终进行结果分析。依据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本文从19个指标中选取了16个指标来分析，

通过对16个操作指标的相关矩阵的计算，相关系数大部分满足大于0.3的条件，进行逐层主成

分分析是可行的。具体运算为从 后一层开始，用主成分分析对每一分项的第一主成分确定

各指标权重，再通过各自的权重乘以指标得分算出分项指数，进而用主成分分析对得出的分

项指数值及第一主成分计算每一方面权重， 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非物质文化遗旅游价值

指数。依据方差总解释表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为前3个因子，故这三个因子可作为主因子，

且包含原始变量86.426%以上的信息。 
表2.总方差 

 初始特征值 提取成分后特征值 

主成分 特征值 解释方差比例 累计解释方

差比例 特征值 解释方差比例 累计解释方

差比例 
1 2.586 38.641 38.641 2.179 34.013 34.013 
2 .972 24.302 67.963 2.014 27.238 61.250 
3 .658 17.449 86.426 1.953 25.175 86.426 
4 .584 4.608 9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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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99 3.552 95.296    
6 .310 2.842 97.657    
7 .184 1.160 98.997    
8 .108 1.001 100.00    

表3. 主成分载荷矩阵 

 Component 
 1 

VAR00001 0.907 
VAR00002 0.512 
VAR00003 0.932 

依据成分提取矩阵结果，能够得到3个主成分得分表达式，具体为遗产资源价值为：遗

产资源价值指数=0.288*F1+0.163*F2+0.296*F3。同理，依次可得出：遗产质量情况指数

=0.312*F1+0.292*F2+0.174*F3；遗产开发环境条件指数=0.118*F1+0.329*F2+0.256*F3；区位

条件指数=0.411*F1+0.198*F2+0.394*F3。 
将主因子贡献率视为权重可以计算出非物质文化旅游价值水平，具体表达为： 

                                                (5) 
故F=F1*0.23434 + F2*0.09185 + F3*0.06680+F4 * 0.05569 +F5 *0.05000 + F6 * 0.04925 

+F7 * 0.04481+ F8 * 0.03836 

3.结论 

本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以任何非物质遗产为指定对象，且在评分过程中以问卷随机发放的

形式，故在操作过程中满足一般性要求。在向游客发放问卷时，通过上述19个因子的问卷即

可客观地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水平。上述19个指标满分为10分，合格为5分，通

过计算即可得到非物质文化旅游综合和分项的平均值和理想值。所以本评价体系将适用于任

意非物质文化旅游价值的评价，满足普遍适用性检验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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