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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使得旅游

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分析其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概括了国际上的几种评价指标框架与指标

设置方法，并对旅游生态足迹法、旅游可持续晴雨表法以及综合评价法等主要的评价方法进行了介绍． 研究认为，

在现存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维度的选择并不统一，并缺少对文化资源进行评价的指标研究; 而各类评价方法均存在

一定的优缺点，方法的综合运用将会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此外，旅游可持续等级评判标准的科学制定应得到一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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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资源短

缺、环境恶化、失业危机和贫困蔓延等全球性问题，

使得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

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对于其定义、理解和实践，不同

的学者站在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 1987
年，以布伦特兰夫人( Gro Harlem Brundtland) 为首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将可持续发展界定

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

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该定义被人们普遍接受，但这

个定义仅仅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时间维，而忽略了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维［1］．
旅游可持续发展一词起源于“可持续”概念，是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业中的拓展． 1990 年在加拿

大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大会上，旅游组行动委员

会在《旅游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中，确立了旅

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纲领，对旅游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2］． 自此之后，在一些国

际大会上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如《可持续旅

游发展宪章》、《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3］等

等，促进了世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旅游组织

( WTO) 认为可持续旅游是指在充分考虑当前和未

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同时，满足游客、旅游

业、环境及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4］． 该定

义突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环境资源作为旅

游发展的关键要素应得到最佳利用; 尊重当地的社

会文化真实性，保护其创造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

并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宽容; 确保长期、可行的

经济运行，使得社会经济效益在利益相关者间得到

公平分配，并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 维持较高的游客

满意度，确保有意义的旅游经历，提高游客对可持续

发展的认识，从而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5］．

1 文献获取

在 CNKI 主题一项中搜索“旅游可持续发展”可

以得到 5 000 多篇文章，在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

搜索“sustainable tourism”得到 19 000 多篇文章，通

过对旅游可持续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有关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主题，即概念

与内涵研究、理论研究、可持续评价研究、实现途径

研究．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仅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理论体系得到丰富，同时对旅游可持续的实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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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根据研究对象可持续发展存

在的不足提出发展建议，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关的政

策措施，从而促使旅游全方位、协调发展，增强其可

持续性．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大致分为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方法以及涵盖二者的实证研究三部分，因此

本文将从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两方面进行综述研

究． 在 CNKI 数据库主题一项中分别将“旅游可持续

发展”与“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同时搜索，并

在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进行同样的搜索，得到结

果如表 1 所示． 由此可知，对于评价指标的研究远多

于评价方法，本文将通过评价指标相关文章对旅游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框架、指标遴选、权重确定方法

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对主要的评价方法进行优

缺点分析．

表 1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相关文献数量

数据库 评价 指标 评价方法

CNKI 798 473 83
Elsevier ScienceDirect 693 342 26

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 1 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框架

Carrrod 和 Fyall 提出，应该把研究重点从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转移到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上

来，并建立一个测量可持续旅游的框架，为旅游发展

制定一定的标准，用于表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6］． 在明晰目标原则的基础上，构筑体系化的评

价指标是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必要步骤［7］．
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是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评
价体系，只有建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才

能进一步选择科学方法，按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

价内容进行系统评价［8］．
能够准确地反映旅游与自然、社会、文化、环境

之间关系的指标并不容易确定，但相关的国际组织、
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旅游可持续指标研究，并取得

了一定成果． 世界旅游组织提出的社会、经济、环境

三维指 标 框 架 得 到 了 广 泛 应 用［9］; 欧 盟 委 员 会

( EU) 从目的地管理、社会与文化影响、经济价值、环
境压力等 4 个方面选取了 27 个核心指标和 40 个可

选指标构建了指标体系，但该体系仅适用于欧盟地

区［10］; 经合组织 ( OECD) 以经济为主，并结合社会

文化与环境的角度建立了用于测量旅游竞争力的指

标体系［11］; Hunter［12］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将

生态足迹模型成功引入到了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

究领域．
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Choi 和 Sirakaya［13］认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交

通、信息以及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对现代旅游业的

发展影响巨大，因此将政治、技术以及文化作为了独

立的维度． Budruk 和 Philips［14］指出社区指标可以将

生活质量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连接，特别是对于

居民、游客、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的解决具有

重要作用． Shenghshiung 等［15］通过社区、资源与旅游

三者之间关系研究，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综合

评价． Castellani 和 Sala［16］从社会经济、旅游业、自然

与文 化 遗 产 三 个 维 度 构 建 指 标 体 系． Park 和

Yoon［17］等人通过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从

服务质量、设施、管理系统、效率等 4 维度构建指标

体系．
国内研究者依据研究尺度与旅游资源类型，构

建了不同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依尺度大小，可划分

为省级、市级、城市、县域和社区，依据资源类型可分

为海岛型、湿地型、森林型、滨海型、农业型以及村落

民俗型等等． 徐婧璇等［18］对不同区域尺度与不同旅

游资源类型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维度进行了整理

总结，结果显示无论是不同区域尺度还是不同旅游

资源类型，都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资源 4 个维度，

也会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增加相应的维度．
2. 2 旅游可持续指标设置

表征事物或现象的实际状态并对其发展变化进

行检测，是可持续发展指标的主要优点［19］，旅游可

持续指标还可以为更好地了解旅游业对目的地文化

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提供必要的信息，世界旅游组织

( WTO) 将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主要指标、补充

指标和特定指标三类，主要指标用于评估任何目的

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基本信息，补充指标用于

对特定目的地的核心影响因素的评价，而特定指标

是对未被纳入主要指标和补充指标但又很重要的管

理问题进行评估［20］． 在这三类指标的基础上，Oyola
等［21］ 增 加 了 反 映 地 方 级 可 持 续 问 题 的 指 标．
Miller［22］认为指标类型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对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理解，Ｒoberts 和 Tribe［23］则认为指标

选取的关键因素还应包括研究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指标框架以及研究目标的理解． Aggtelek 等［24］将

指标 选 择 标 准 分 为 主 要 标 准 与 次 要 标 准 两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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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rien 等［25］指出主要标准涵盖了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维度与一些关键的、主要的问题，而针对特定的研

究目的地所设的标准为次要标准． 大多研究者通过

构建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分门别类，但仍存在信息

重叠或涵盖不全等问题．
旅游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的设置方法通常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由专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设置方法; 第

二类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设置方法［26］． 第

一类方法包括频度筛选法、专家打分法、专家咨询

法、德尔菲法、或者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等方法，该

类方法虽然可以将复杂的动态系统进行量化，但不

一定涵盖资源使用者的复杂态度． 此外，对于地方层

次的旅游可持续评价来说，自上而下的专家型指标

选取方法容易造成重要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忽略，甚

至忽视对地方社区真正重要的问题的量度［27］． 第二

类方法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理念，具有较强社

会学科基础，但这类方法缺乏精确性与可靠性［28］．
程绍文将专家知识与居民感知、态度同等考虑，共同

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专家驱动设置方法的不

足． 此外，葛新和唐孝忠［29］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

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 SPSS13. 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构建起一套具有较高信度

和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数据的不易获取、指标选取的主观性等特

点，是制约国内外研究者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

指标体系的重要因素［30］． 但随着生态监测系统的逐

渐完善，监测设备、技术不断提高，生态数据获取的

难度将会有所缓解． 此外，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获取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感知，该数据经过量化处

理后，可以为生态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生态数据不易获取等方面的不足．
Moldan 等［31］指出数据的获取性将不再构成问题，而

真正的、主要的难题是指标的选择、内涵解释与使

用． 而指标选择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但以背对背

形式进行多轮咨询的德尔菲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层次分析法的引入，以及主成分分析法或模糊聚

类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的降维处理［32］，均有效地

减小了指标设置的主观性．

3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3. 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层次指标在反应旅游可

持续发展状况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并不相同，通常用

权重表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指标权重的准确

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

科学性．
权重确定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 主

观赋权法是专家或研究人员根据已有的工作经验与

积累的知识进行赋值． 但这类方法在主观因素的影响

下，往往会使得某些指标的作用被夸大或降低，结果

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各个指标的重要性． 随着研究的

深入，指标权重值的确定方法逐步发展为用德尔菲

法． 但应用德尔菲法时，权重分配的难度和工作量随

指标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甚至会产生难以满意结果的

现象［33］． 为此，一些研究者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

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权重［34］． 客观赋权法是依据

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规则进行

自动赋权的方法［35］，常采用的有主成分法、均差法、
熵权法、因子分析法等，这类方法是根据各指标间的

相互关系或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权重，避免

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36］． 一些研究者为得到更为

科学、合理的权重，将主观与客观赋权法有机地结合

起来使用． 程绍文等［27］对专家咨询结果进行集值迭

代分析，再结合均方差法确定指标的权值． 丁蕾［37］等

应用熵技术对层次分析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修正，提

高了权重信息的可信度，且更符合实际情况．
3. 2 评价方法

3. 2. 1 旅游生态足迹法

1992 年加拿大的生态经济学家 William 提出了

生态足迹的概念，他的学生 Wackernage 在 1996 年

建立了生态足迹分析法． 2002 年，英国阿伯丁大学

地理环境系 Hunter 教授将生态足迹与旅游可持续

发展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12］．
Gssling 等［38］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通

过比较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承载力的大小得出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依据数据的获取方式，可以

将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分为综合法与成分法两

种，综合法是根据地区或全国性的统计资料获得相

关数据，该方法适用于大尺度的研究区域，成分法是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得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各

种消费数据，适用于小尺度区域的研究［39］．
生态足迹法仅涵盖了游客的旅游活动对旅游目

的地的影响，而没有将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

的影响纳入其中，甄翌和唐文星［40］提出的改进模型

弥补了其不足; 此外，改进模型也减小了由于贸易因

素而导致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的偏差．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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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 和 Shaw［41］指出旅游生态足迹是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环境指标，虽然 Castellani 和 Sala［42］将

生态足迹法与涵盖更多影响因素的生命周期评价方

法相结合进行旅游可持续评价，但它仍是仅仅强调

旅游发展对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的影响，而没有

反映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可持续性的

影响，所以将生态足迹指标与传统的社会经济指标

相结合 更 能 综 合 反 映 出 旅 游 系 统 整 体 的 可 持 续

程度［43］．
3. 2. 2 旅游可持续晴雨表评价法

晴雨表评价法是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 ( IUCN)

提出的，Ko 应用旅游可持续晴雨表法( Barometer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BTS)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水平进行了研究，将旅游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生

态 2 个系统，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分为 8 个

维度，对利益相关者的可持续现状进行评估并预测，

通过结合人类社会———自然生态二分量的可持续性

得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值［44］，并且

其评价模型( 图 1: 根据 Ko 提出的评价模型修改) 可

以直观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各自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图 1 旅游可持续晴雨表评价

甄翌［45］借鉴 BTS 评价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限制因子与趋势进行了分析． 此外，Taegyou［46］引

入了 ATSI 模 型 ( AMOEBA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对 BTS 进行了补充分析，用于说明旅游

可持续发展指标单个层面的可持续评价．
3. 2. 3 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是指将所有评价指标的数值综合为

一个综合指数，用于反映旅游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整

体水平． 国内研究者多基于指标体系采用多目标线

性加权法来计算综合指标，Blancas 应用距离—主成

分法对综合指标进行了计算［20］． 该两种方法在理论

上是一维线性叠加，而旅游发展系统是一个多维非

线性空间，将多个子系统的表现值进行线性叠加，没

有考虑到旅游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难

以反映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
3. 2. 4 其他评价方法

也有研究人员将其他评价方法在旅游可持续发

展中进行了尝试． Fons 等［47］人应用传统的 SWOT 定

量分析法，对从社会经济、旅游业、自然与文化遗产

3 个角 度，对 旅 游 政 策 可 持 续 发 展 进 行 了 评 价．
Blancas 等［48］与 Oyola 等［21］将目标规划法在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中进行了尝试，Melón 等［49］将

网络分析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对旅游可持续进行了

评价． 陈涛［50］等将我国学者赵克勤于 1989 年提出

的集对分析法引入到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中．
由上文中文献搜索可知，在旅游可持续发展评

价研究领域，评价方法研究十分欠缺，本文对现存的

主要评价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它们的主要优

缺点进行简略梳理( 如表 2 所示) ． 此外，随着研究

的深入，新的理论与评价方法不断被提出，并被引入

旅游可持续评价领域，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简要

的概括．

表 2 评价方法的主要优缺点

评价方法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旅游生态足迹法 定量衡量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1． 社会、经济发展等被忽视
2． 忽视了区域特征与生态足迹的作用强度
3． 调查数据不易获取

旅游可持续晴雨表 综合发展水平与人类社会发展、自然生态系统发展均得到直观的反映 评价维度固定，不利于影响因素的细化研究

综合评价法 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全面性的可持续评价 对要素间的协调度有所忽视

4 研究述评

4. 1 研究不足

缺少文化类指标设置研究． 旅游可持续发展是

一个复合的社会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是实现旅游

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 文化是人类

社会的灵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

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 ( 制度、习俗

等) ． 文化具有地域性、复合性、传递性、变迁性、民

族性等特点，通过对社区居民、旅游者价值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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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影响，对开放、复杂的旅游系统产生重要作

用． 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样的资源、环境、社

会、经济条件下，有的区域可能实现旅游可持续，而

有的区域未必能实现．
此外，指标体系构建维度不统一、指标选择存在

主观性等问题，仍然是制约国内外研究者建立旅游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因素．
评价方法研究有待深入． 多目标线性加权法在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有不

少研究者对旅游生态足迹在旅游可持续中的应用进

行了研究，而对能值理论、数据包络分析、集对分析、
神经网络、脱钩理论等评价方法的尝试较少．
4. 2 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问题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通过多年的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价值

丰富的成果，但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之处．
首先，基于系统论、旅游经济学、旅游文化学、旅

游社会学理论开展旅游可持续指标研究，通过增设

文化遗产类评价指标，探讨它们与资源、环境、社会、
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

其次，为了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方

法的综合利用将会是新的研究方向，如何在互补不

足的基础上保证其优点得到体现将会成为研究重

点． 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旅游可持续评价方法，形

成旅游可持续评价的方法体系．
再次，在旅游可持续定量评价中，最终结果往往

用一个具体的综合评价数值来表示，如何通过该数

值准确地判断出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

的最后一步，直接决定着评价的结果． 因此，旅游可

持续等级评判标准的研究应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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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n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Zong Yuanyuan Li Hong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tourism activiti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o-cultural and

ecological in tourism destination，mak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 STD) has been severely constrained．
Evaluation of ST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research of STD．
In this paper we will make a review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re are no recognized indicator dimensions set，and lack of the research about culture indicators． Second，the
integrated use of methods will become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for that every assessment method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nally，the paper points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standard setting
in sustainable tourism grading criteria．

Key words: tourism，sustainable，indicator system，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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