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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物馆服务质量评价量表构建研究——基于顾客差距视角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um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scale based on customer 

gap perspective 
赵玉 1 ，郭新 2* ，赵秋瑾 1 

（1.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617； 

2.英国西苏格兰大学 会计、金融和法律系，英国汉密尔顿 ML3 0JB） 

  

〔摘 要〕博物馆服务质量评价过程中，恰当的评价方法至关重要。作为非营利组织的

博物馆，其特点有别于其他营利性的服务企业。因此，构建评价量表过程中要考虑到博物

馆的特点。文章基于顾客差距视角，采用 SERVQUAL 量表方法，对我国博物馆服务质量评

价量表构建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深度访谈方法确定新量表的维度与题项，并通过调研收

集数据、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了具有 2 个一阶因子，4 个二阶因子，21 个题项的博物馆服

务质量评价量表。 

〔关键词〕博物馆；服务质量；顾客差距；SERVQUAL 量表；深度访谈 

 

一、引言 

2017 年 3 月 1 日我国正式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其

中指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多

的功能和作用。[1]明确了博物馆是为社会

公众服务的机构，其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服务、博物馆服务质

量等越来越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和探讨的

话题[2]，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博物馆服务质

量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也达成共识。然而，

博物馆毕竟不同于其他营利性企业，其人

力、物力、财力均有限，最重要的是博物

馆的工作目标与重点有别于其他营利性服

务企业。对于营利性服务企业来说，在实

现预期利润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是企业的宗旨。对于博物馆来说，社会教

育与社会服务二者密不可分，使观众在愉

悦、丰富的博物馆服务中实现教育与学习

目标，得到艺术滋养与素质提升是博物馆

的愿景。在此情况下，适合博物馆特点的

服务质量评价方法就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博物馆服务质量评价研究的

文献中，主要是定性的研究，定量研究相

对较少。新时代呼唤博物馆事业改革创新

发展[3] ，也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文章的

研究方法是基于顾客差距视角，通过分析

顾客期望与顾客感知之间的差距来评价博

物馆服务质量，准确找到需要优先弥合的

重要顾客差距，在提升博物馆传递服务质

量效果的前提下为博物馆节约时间与资金。

西方服务质量研究通常把顾客服务差距和

SERVQUAL 量表结合起来，文章亦通过这种

方式进行研究。[4] 

二、相关概念与方法的解释 

（一） 顾客差距的相关概念 

顾客差距这个概念来源于服务质量差

距。服务质量差距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到 90 年 代 初 ， 美 国 营 销 学 家

A·Parasuraman、Valarie·A·Zeithamal 和

Leonard·L·Berry 等人提出的[5]。服务质

量差距专门用来分析服务质量问题的根源，

服务质量差距包括顾客差距和供应商差距。

顾客差距即顾客期望与顾客感知的服务之

间的差值，它是最重要的服务质量差距。

顾客期望通常由顾客认为应该发生或将要



发生的事情所组成，顾客感知是对真实服

务体验的主观评价。[6] 

尽管顾客期望存在于顾客的主观意识

之中，但是它依然能够被营销人员所把握

和影响。因为顾客期望的来源包括如下两

方面，一方面是是营销人员能够控制的因

素，如定价、广告、服务承诺等；另一方

面是营销人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因

素，如口碑传播、固有的消费者需求。理

想的状况是，期望与感知是相同的，顾客

感到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但在实际

中，通常会存在顾客差距。弥合重要的顾

客差距是企业传递服务质量的关键。[7] 

（二）SERVQUAL 量表简介 

SERVQUAL 量表共分为 5 个服务质量

维度：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

移情性。[8] SERVQUAL 评价量表设有标准问

卷，共选用 22 个指标，即 22 个题项。该

服务表现分值采用李克特 5 点或 7 点量

表进行调研。[9] 

SERVQUAL 评价量表的提出得到了服

务质量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可广

泛应用于各种服务领域。[10]该评价量表通

过问卷形式提供了一系列标准的问题，并

可根据需要进行改进或补充。[11]SERVQUAL

量表可以阶段性地考察服务质量趋势，也

可以评估特定企业的每个维度的服务质量，

并且能够确定影响服务质量的各个维度的

相对重要程度，并依此制定措施改善服务

质量 [12]。 

三、我国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维度

和题项的构建 

SERVQUAL 量表在不同的行业进行质

量评价时，量表的维度和题项通常要进行

重新设计，以反映不同行业对服务质量的

不同要求。[13]文章基于顾客差距视角，通

过对观众的深度访谈调研，并结合文献资

料研究、专家修改调整，对 SERVQUAL 量

表的维度和题项进行了修正与完善。下面

详细介绍一下文章 SERVQUAL 量表维度和

题项的构建过程。 

首先进行观众深度访谈，共邀请30位

观众进行访谈。其中 20 岁及以下观众 6 位

（3 男 3 女），21 至 30 岁观众 6 位（3 男

3 女），31 岁至 40 岁观众 6 位（3 男 3

女），41 至 50 岁观众 6 位（3 男 3 女），

51 岁以上观众 6 位（3 男 3 女）。请观众

就 SERVQUAL 量表的初始５个维度进行辨

析，并选出其参与博物馆服务过程中最重

要的维度。第二步请观众增加自己认为重

要的维度，以达到心目中满意的博物馆服

务标准。第三步，整理深度访谈问卷，根

据观众对维度的选择频数归纳出新

SERVQUAL 量表的维度，量表维度统计结果

详见表 1。在统计观众的维度选择频数的

过程中，除了表 1 中的 7 个维度，还有其

他维度如“保证性”、“舒适性”，其得

票率低于 50%，考虑到选择过多的服务质

量维度，会增加题项的数量，不利于下一

步的问卷设计与实地调研，故只选取 7 个

维度。第四步，根据深度访谈调研问卷确

定量表各个维度的题项，方法同上，在此

不再赘述。第五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修

正。第六步，邀请专家对问卷设计进行修

改与调整。新 SERVQUAL 量表的名称为“博

物馆 SERVQUAL 量表”，详见表 2。 

表 1     量表维度重要性访谈结果统计 

维度 频次 

有形性 30 

可靠性 28 

响应性 26 

互动性 25 

移情性 22 

便捷性 21 

    公益性 18 

资料来源：深度访谈调研数据统计



 

表 2                      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 

维度 题项描述 

有形性 1、博物馆建筑物的外观 

 2、博物馆内部布局的合理性 

 3、馆内各展厅标识明显程度 

 4、博物馆展品的价值和魅力 

 5、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表现力与魅力 

 6、清晰地标明博物馆常展和特展的海报 

可靠性 7、展品文字介绍完整准确 

 8、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准时  

 9、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准确 

响应性 10、员工能够快速提供服务给需要帮助的观众 

 11、员工愿意帮助观众的意愿程度 

互动性 12、解说员能够与参观者倾情交流 

 13、解说员能够提供详细的解说信息 

 14、解说员能够提供给观众感兴趣的信息 

 15、解说员鼓励家庭成员以及朋友之间的热情讨论 

移情性 16、馆内工作人员给予观众友善的关心和关注 

 17、向观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便捷性 18、博物馆开放时间满足观众需要 

 19、博物馆提供各类服务的时间能够满足观众的需要 

 20、博物馆购票系统的便捷性 

 21、关于介绍展览的纸质资料及宣传册 

 22、博物馆附近交通网络完善程度 

公益性 23、馆内公共卫生间的数量、位置与标识 

 24、服务设施的卫生状况 

 25、餐饮供应服务到位 

 26、博物馆门票以及特展活动、3D 影院等的价格 

 27、博物馆纪念品、语音导览设备租赁的价格 

 28、博物馆纪念品的质量与特色 

 

四、问卷调研以及我国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的因子分析 

调查问卷中所使用的是封闭性问题，

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是接受调

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参观目的等。第二部分问题是基于上述

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的 28 个题项展开

得到的，这部分问题分为两组，各 28 个

问题。第一组问题用于测量观众对博物

馆服务质量的期望，第二组用于测量观



众对服务的实际感受。两组问题都由李

克特 7点量表（SEVEN POINT LIKERT SCALE）

来进行测量，其中 7表示期望或感知很好，

1 表示期望或感知很差。中间分数表示不

同的程度。 

（一）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文章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预调研

与正式调研均采用在博物馆与观众面对面

访谈并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首先发放 20

份问卷进行预调研，回收率 100%。预调研

的目的是检查问卷设计是否语句表述清

晰，文字使用合理。最终修正 5 个题项的

表述，提高了题项表述的清晰度和准确度。 

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540 份，调研地

点选择北京以下博物馆进行：首都博物馆，

北京天文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华世纪

坛。调研人员在观众休息或参观完毕离开

博物馆时进行调研，通过询问确定其是否

有近期参观博物馆的经验，确认为是后方

可进一步填答问卷。观众填答完毕后，由

调研人员给予纸巾等小礼物作为奖励。  

正式调研的问卷中，无效问卷 92份，

最终有效问卷 448 份，有效率为 83.0%，

完成情况良好。有效问卷中，男性 209 人

（占 46.7%），女性 239 人（占 53.3%）。

学历方面数据如下：本科学历人数最多，

为 272 人（占 60.7%）；其次为研究生学

历，共 63 人（占 14.1%）；再次为高中学

历，共 58 人（占 12.9%）；然后依次为初

中学历 43 人（占 9.6%）、小学学历 12 人

（占 2.7%）。年龄结构为，20 至 29 岁共

161 人（35.9%），30 至 39 岁共 121 人

（27.0%），可见 20 岁至 39 岁之间的青

壮年是参观博物馆的主力军；然后依次

为 19 岁及以下共 83 人（18.5%）；40 至

49 岁共 51 人（11.4%）；50 至 59 岁共

17 人（3.8%）；60 岁及以上共 15 人（3.3%）。

参观目的方面数据如下：因自我兴趣参

观者最多，共 187 人（41.7%）；其次为

家庭教育，共 107 人（23.9%）；然后依

次为工作需要 61 人（13.6%）、旅游 55

人（12.3%）；其他目的共 38 人（8.5%）。 

正式调研中无效问卷为 92 份，究其

原因是文章的问卷题目较多，仅服务期

望与实际感受两组问题就使问题数量达

到 56 个。个别观众考虑访谈和填写问卷

时间较长，婉拒研究人员的调研邀请；另

一方面，部分观众访谈与填写过程中发

现题目较多，没有答完问卷即离开，导致

本次调研出现了 17%的无效问卷。基于

此，文章在下面的因子分析中将尽量简

化量表，以利于最终的评价量表更易于

实际调研。 

（二）一阶因子分析 

文章使用 SPSS 软件来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在一阶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量表

KMO 值为 0.960，大于 0.7，且巴特利球形

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文章收集的数据适合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确定量表

的因子结构。[14]分析过程中 5 个题项的因

子负荷量低于 0.5，对这些题项予以删除。

最终，确定了 2 个一阶因子，详见表 3。

第一个因子包含 13 个题项，这 13 个题项

的内涵都是关于博物馆核心服务的内容，

因此第一个因子被命名为核心服务质量。

第二个因子包含 10 个题项，这 10 个题项

的内涵都是关于博物馆延伸服务的内容，

因此第二个因子被命名为延伸服务质量。  

因 子 分 析 的 结 果 将 博 物 馆

SERVQUAL 量表中的 7 个维度调整为 2

大维度。在实际应用中，既可以进行博物

馆服务质量整体的评价，也可以分别评价

博物馆核心服务质量或博物馆延伸服务质

量。由于一阶因子中每个因子包含的影响

因素数量较多，故进一步进行分析，以确



定该量表的二阶因子。 

 

表 3                            一阶因子分析结果[15] 

因子

名称  
包含的影响因素 

因子负荷量 
α系数 

F1 F2 

核心 

服务 

质量 

馆内各展厅标识明显程度 0.573   

0.946 

博物馆展品的价值和魅力 0.750   

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表现力与魅力 0.597   

清晰地标明博物馆展览的海报 0.692   

展品文字介绍完整准确 0.604   

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准时 0.854   

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准确 0.816  0.939 

员工能够快速提供服务给需要帮助的观众 0.635   

解说员能够与参观者倾情交流 0.751   

解说员能够提供详细的解说信息 0.656   

解说员能够提供给观众感兴趣的信息 0.656   

员工给予观众友善的关心和关注 0.533   

向观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0.526   

延伸 

服务 

质量 

博物馆开放时间满足观众需要  0.604  

博物馆各类服务时间能够满足观众的需要  0.513  

博物馆购票系统的便捷性  0.578  

博物馆附近交通网络完善程度  0.521  

馆内公共卫生间的数量、位置与标识  0.546 0.902 

服务设施的卫生状况  0.598  

餐饮供应服务到位  0.714  

博物馆门票以及特展、3D 影院等的价格  0.741  

博物馆纪念品、语音导览设备租赁的价格  0.869  

博物馆纪念品的质量与特色  0.750  

资料来源：数据分析 

（三）二阶因子分析 

由于两个一阶因子中分别包含 13

个和 10 个题项，文章对一阶因子再次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1.核心服务质量因子的二阶因子分析 

首先对核心服务质量因子使用 SPSS

软件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此次分析

中，量表 KMO 值为 0.955，大于 0.7，且

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核心服务

质量因子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确定二阶因子结构。

分析过程中 2 个题项的因子负荷量低于

0.5，为了简化量表便于调研，对这些题项

予以删除。最终，核心服务质量一阶因子

确定了 2 个二阶因子，第一个二阶因子包

含 4 个题项，根据其内涵被命名为服务产



品质量；第二个二阶因子包含 7 个题项，

根据其内涵被命名为员工服务表现，详见

表 4。表中各题项按照因子负荷量分值降

序排列。 

 

表 4                     核心服务质量因子的二阶因子分析 

二阶因 

子名称  
题项 

因子负荷量 
α系数 

F1 F2 

服务产品质量 博物馆展品的价值和魅力 0.858  0.906 

 

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表现力与魅力 0.776  

清晰地标明博物馆展览的海报 0.634  

馆内各展厅标识明显程度 0.604  

员工服务表现 解说员能够与参观者倾情交流与互动  0.891 0.917 

能够快速提供服务给需要帮助的观众  0.889 

员工给予观众友善的关心和关注  0.824 

向观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0.758 

解说员能够提供详细的解说信息  0.751 

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准确  0.647  

 馆内解说员的讲解准时  0.567   

资料来源：数据分析  

2.延伸服务质量因子的二阶因子分析 

延伸服务是在提供核心服务的基础上

为观众提供超值服务或额外服务，其服务

特点一方面是增加核心服务的价值，提高

核心服务的质量，从服务深度上给观众带

来惊喜；另一方面是突出该行业服务区别

于其他行业的特征，成为行业的特色[16]。 

首先对延伸服务质量因子使用 SPSS

软件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此次分析

中，量表 KMO 值为 0.929，大于 0.7，且巴

特利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延伸服务质

量因子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采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确定二阶因子结构。

分析过程中所有题项的因子负荷量都高于

0.5。最终，延伸服务质量一阶因子确定了

2 个二阶因子，第一个二阶因子包含 4 个

题项，根据其内涵被命名为便捷因素；第

二个二阶因子包含 6 个题项，根据其内涵

被命名为公益因素。详见表 5。表中各题

项按照因子负荷量分值降序排列。 

 

表 5                      延伸服务质量因子的二阶因子分析 

二阶因 

子名称  
题项 

因子负荷量 
α系数 

F1 F2 

便捷因素 博物馆开放时间满足观众需要 0.812  0.892  

 

 

博物馆附近交通网络完善程度 0.809  

博物馆购票系统的便捷性 0.797   

博物馆各类服务时间能够满足观众需要 0.526   

公益因素 餐饮供应服务到位  0.902 0.859 

http://www.baike.com/sowiki/%E5%BF%83%E6%9C%8D?prd=content_doc_search


博物馆纪念品、语音导览设备租赁的价格  0.809 

博物馆纪念品的质量与特色  0.779 

博物馆门票以及特展、3D 影院等的价格  0.717 

服务设施的卫生状况  0.611  

馆内公共卫生间的数量、位置与标识  0.586   

资料来源：数据分析  

（四）研究的信度、效度分析及量表

优化结果 

文 章 对 量 表 的 信 度 检 验 采 用

Cronbach s’α信度系数进行衡量，新量

表整体的 Cronbach s’α值为 0.946，大

于 0.8，各个分量表（一阶因子、二阶因子）

的 Cronbach s’α值均在 0.7以上，说明

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通过信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方面，文章进行了内容效

度与结构效度的检验。内容效度指量表能

够有效地度量所研究的问题，对内容效度

的检验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文章基于

深度访谈以及文献资料设计初始量表，邀

请专家针对问卷维度与题项修改调整，并

进行了预调研。因此认为本量表编制开发

采用了认真严谨的控制方法，量表的内容

效度是可靠的。
[17]

针对结构效度，在文章

前面的一阶、二阶探索性因子分析中，KMO

值均大于 0.7，且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均

显著。以上说明本量表具有较高的有效性，

通过效度检验。
[18]

 

优化后的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详见

表 6。 

表 6                      优化后的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 

一阶因子 二阶因子 题项 

核心服务质量 服务产品质量 1、馆内各展厅标识明显程度 

2、博物馆展品的价值和魅力 

3、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表现力与魅力 

4、清晰地标明博物馆展览的海报 

员工服务表现 5、解说员的讲解准时 

6、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准确 

7、解说员能够提供详细的解说信息 

8、解说员能够与参观者倾情交流与互动 

9、员工能够快速提供服务给需要帮助的观众 

10、员工给予观众友善的关心和关注 

11、向观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延伸服务质量 便捷因素 12、博物馆开放时间满足观众需要 

13、博物馆各类服务时间能够满足观众需要 

14、博物馆购票系统的便捷性 

15、博物馆附近交通网络完善程度 



公益因素 16、馆内公共卫生间的数量、位置与标识 

17、服务设施的卫生状况 

18、餐饮供应服务到位 

19、博物馆门票以及特展、3D影院等的价格 

20、博物馆纪念品、语音导览设备租赁的价格 

21、博物馆纪念品的质量与特色 

 

调研时问卷中题项最好采用李克特 7

分制，也可采用 5分制。 

SERVQUAL量表计算公式如下
[19]

： 

)…21()(
1

niEPSQ
n

i
ii ，，，=−=∑

=

 

SQ 为 SERVQUAL 量表中的总体感知服

务质量；Pi为观众对第 i 个问题在顾客感

受方面的平均数值；Ei为观众对第 i 个问

题在顾客期望方面的平均数值（i=1，2，

3，… ，n ；n=21）。 

将对应数据代入公式，运用 SERVQUAL

公式计算，最后得分为负数，说明总体服

务质量没有达到观众的期望，与观众期望

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得分

为正数或零，说明总体服务质量高于或等

于观众的期望。 

五、研究总结 

（一）理论意义 

文章从顾客差距视角出发，根据我国

博物馆的特性并结合现有的相关研究及深

度访谈、问卷调研，对 SERVQUAL 标准量

表的维度和题项进行修正和完善，形成了

具有 2 个一阶因子，4 个二阶因子，21 个

题项的博物馆服务质量评价量表。 

创新之处在于新量表在设计时融入了

互动性、便捷性与公益性因素，经过统计

分析与优化，形成了包括核心服务质量与

延伸服务质量二大维度的量表。核心服务

质量维度包括服务产品质量和员工服务表

现两个因素；延伸服务质量维度包括便捷

因素和公益因素两个因素。此量表相对完

善并适合我国博物馆非营利组织的特点，

可为后继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实践意义 

文章的最终结果，优化后的博物馆

SERVQUAL 量表可以应用于国内各个博物

馆的服务质量评价，也可以根据博物馆不

同的管理需求与实际情况，仅评价核心服

务质量或仅评价延伸服务质量，甚至仅仅

评价二阶因子的状况。根据各个维度与题

项的观众期望与感知的差距，发现博物馆

服务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

的改进措施。这样可以有利于我国博物馆

在最短时间内最高效率地提升服务质量。 

文章重点强调顾客差距这个概念，为

弥合博物馆服务质量差距提供了一个新视

角：顾客差距是顾客期望与顾客感知的差

值。为了减少二者的差距，一方面要提高

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需要管

理观众的期望，使观众期望保持在合理的

水平。希望文章可以促使这个观点进入业

内人士思考与实践的领域，引起大家对这

个问题的重视。 

（三）文章的局限性 

由于研究时间和经费的限制，文章正

式调研时采用的样本仅限北京博物馆观众。

这有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未来

研究可以进一步针对全国各省市博物馆观

众进行更大规模的网络问卷调研。此外，

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对于相同博物馆的服



务期望与感知亦可能不同。期待将来会有

更多精彩的研究不断涌现。 

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文章量表构建

的过程与分析着墨较多，弥合差距策略部

分展开不够，期待后继研究会有更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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