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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力活动问卷（自填式长卷）中文版
在成都市女性人群中信度与效度的研究
贾玉俭许良智
【摘要】

康德英唐英

目的研究国际体力活动问卷（自填式长卷）中文版（ＩＰＡＱ—Ｃ）在成都市１２～４４岁女性

人群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式，按照被调查人群年龄分布选取成都市１个社
区、１所大学、２所中学（高中和初中）。参加者分别于第１、８、２８天填写３次ＩＰＡＱ－Ｃ，进行信度研究。
参加效度研究者于第一次和第二次问卷填写之间每日填写Ｂｏｕｅｈａｒｄ体力活动日记（ＰＡ），连续７ ｄ，作
为ＩＰＡＱ－Ｃ的效度标准，与第二次ＩＰＡＱ－Ｃ问卷结果进行比较。根据数据分布情况，计算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系数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信度测定计算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结果

（１）参加信度研究者１８６人，

全部完成第一次问卷填写，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问卷填写者分别１４３人（７６．８８％）、１７２人
（９２．５０％）。参加效度研究者１５８人，合格效度问卷１４３人（９０．５９％）。（２）ＩＰＡＱ－Ｃ信度：１周后重测
信度的ＩＣＣ为０．７５７～０．９７２（孟＝０．８７０），１周后的重测信度高于３周和４周后的重测信度［ＩＣＣ分别
为：３周０．４７２～０．９４８（牙＝０．７２１），４周０．４７３－－０．９２５（孟＝０．６９６）］，３周和４周后的重测信度相似，重
体力活动和闲暇时体力活动的组内相关系数最高（１周后分别为０．９６６、０．９７２）。（３）ＩＰＡＱ－Ｃ效度：
ＩＰＡＱ－Ｃ和ＰＡ日记相比，不同强度体力活动能量消耗、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及静坐时间的相关系数
为：ｒ＝０．４４５－－０．６９６，重体力活动的相关系数最高（Ｏ．６９６）。结论

ＩＰＡＱ－Ｃ信度、效度较好，适合在

成都市１２－－４４岁女性人群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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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

日记）１份［３１］，随访３次（分别为第１、８、２８天），为

体力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如糖尿病、高血压及多囊卵

期４周（ｗ）。受试者于人选当天自填ＩＰＡＱ－Ｃ（第一

巢综合征等。但运动对不同疾病的影响不同，预防

次），愿意参加效度研究者同时给予２４

和治疗不同疾病对运动量要求也有差异。因此，需

本，每天睡前回忆填写当天活动情况（具体见日记本

要一种切实有效，方便可行的方法对运动进行评价。

填写说明）共记录７ ｄ，给予ＰＡ日记本后第８天收

目前对于体力活动量的测量评价方法很多，但还没

集日记，同时第二次填写ＩＰＡＱ—Ｃ问卷。从第一次

有一个公认的简单有效、适用范围广的方法。国际

填写ＩＰＡＱ．Ｃ问卷的时间开始，４ Ｗ后进行第三次

体力活动问卷（ＩＰＡＱ）是国际体力活动测量工作组

ＩＰＡＱ．Ｃ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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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ＡＱ—Ｃ问卷于填写当日直接回收，ＰＡ日记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于２００１年针对这一情况设计制定的，

ｈ

发放后的第８天回收。

在国外测量的信度、效度好，适于推广…。但在我国

（２）填写质量控制：ＩＰＡＱ．Ｃ回收时检查有无遗

尚缺乏信度和效度评价，限制了其应用。２００４年由

漏，若有遗漏当场补全。并询问前４个条目（即工作

屈宁宁和李可基晗１将该问卷翻译成中文版，在大学

部分）所表达的意思及活动情况，检测填写理解是否

生人群中研究后显示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为评价

有误，填写是否正确，保证资料填写的准确性和真实

其在一般人群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对该问

性。ＰＡ日记于发放当日先填写当天（０时开始计

卷中文版（ＩＰＡＱ—Ｃ）在成都市女性人群中的信度和

算）的活动情况，检查受试者对问卷内容及填写要求

效度进行评价。

的理解是否有误，正确者可继续填写，有误者予以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依据常规信度和效度评价样

正，并再填写一次检测是否完全理解，以保证问卷内
容的真实和准确。于每日１９：００—２１：００时电话询问
填写情况予以督促。

本含量的估算方法。根据２００４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成

（３）能量消耗计算方法：①ＩＰＡＱ－Ｃ问卷能量消耗

都市各年龄段人口构成比及调查人群不同年龄体力

计算方法：代谢当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ＥＴ）指工

活动差异，将调查人群（１２～４４岁）共分成７个年龄

作时的代谢率与标准的静息代谢率（４．１８４ ＫＪ／ｋｇ．ｈ）

段：初中１２～１５岁、高中１６－－１８岁、大学１９～２３岁、工

的比值。１ ＭＥＴ是指静坐时的静息代谢率。某种活

作或继续教育分为２４～２９岁、３０～３４岁、３５～３９岁、

动能量消耗（ＭＥＴ·ｍｉｎ／ｗ）＝该活动代谢当量值

４０－－４４岁４个年龄段。每组５×２人（每个年龄差至

（ＭＥＴＳ）×平均每天活动时间（ｒｅ＿ｉｎ）×活动天数（ｄ）／ｗ

少应有２～３人），失访按２０％计算，共需８４人。

（表１）；代谢当量与热卡的转换：当体重＝６０ ｋｇ时，

２００７年２—３月采用整群方式，从成都市城区

１

ＭＥＴ·ｍｉｎｕｔｅ＝１ ｋｃａｌ·ｍｉｎｕｔｅ［引。故某种活动能量消

选取１所初中、１所高中、１所大学和１个社区，依据

耗（ｋｃａｌ·ｒａｉｎ／ｗ）＝该活动能量消耗量（Ｍ阻·ｒｎｉｌｌ／ｗ）×

自愿参加的原则，随机选取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共

体重／６０ ｋｇ。②ＰＡ日记能量消耗计算公式：每种类型

１８６人。要求参与者实足年龄１２～４４岁，为成都市

活动能量消耗（ｋｃａｌ／ｗ）＝该类型活动能量消耗标准

户口，能正确理解问卷各条目的含义，且可正确填

（ｋｃａｌ·ｋｇ～·１５ ｍｉｎ。１）×该类型活动总时间段数

写；除外有心、肝、肾等方面重大疾病并使体力活动

（个）×体重；一天总能量消耗＝９种类型活动能量消

明显受限者。该研究经伦理委员会通过，每位参与

耗的合计。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年龄不足１８岁者由父亲或母
亲代签）。

３．统计学分析：问卷经３人互输检错后进行分析。
数据统计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根据数据分布情

２．研究方法：

况，正态分布者计算互±ｓ，非正态分布计算Ｍ和四分

（１）问卷填写与收集：问卷调查采用自填方式，

位间距。样本和总体分布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受试者共需填写４份问卷［ＩＰＡＱ—Ｃ ３份，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体力活动日记（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ａｒｙ，ＰＡ

ｆ检验。

（１）信度评价：比较ＩＰＡＱ－Ｃ ３次问卷测定结果的

１、—虑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不同强度及不同类型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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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６０－－０．９２５（ｚ＝０．６９６），低于间隔１ Ｗ的ＩＣＣ

动能量消耗及静坐时间，计算组内相关系数（１０Ｃ）。
袭１

（０．７５７－０．９７２，牙＝０．８７０）（表５）。

ＩＰＡＱ—Ｃ中各项体力活动强度

表２

各组研究对象年龄分布情况

注：高强度体力活动：ＭＥＴ＞６．０，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３．０～≤
６．０；家务劳动的重体力活动和骑自行车，根据所消耗的ＭＥ＇ＩＳ归为
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步行可归为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４】

（２）效度评价：比较ＩＰＡＱ—Ｃ第二次测定结果和

ＰＡ日记所测得的不同强度体力活动消耗能量、１

ｗ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３

各组研究对象受教育程度分布

总能量消耗及静坐时间符合程度，非正态分布者计
算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系数，正态分布者计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结

果

注：同表２

１．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信度研究共抽样１８６人，

表４

各组研究对象身体基本特征

有１７２人完成第一次和第三次问卷（９２．５０％），１５８
人参加效度研究，完成合格问卷１４３人（９０．５９％）。
其中学生完成信度研究１０５人（６１．０５％），效度研究
９１人（６３．６４％）；除学生外，还包括教师、医生、个体
从业人员、服务员及待业者等。研究对象年龄分布

３．ＩＰＡＱ－Ｃ效度：

（表２）与２００４年第五次普查成都市各年龄段人口

（１）各项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ＩＰＡＱ．Ｃ和ＰＡ日

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信度：Ｐ＝０．０８，效度：

记中不同强度体力活动能量消耗、总体力活动能量

Ｐ＝０．０７３），受教育程度及身体基本特征见表３、４。

消耗效度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或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在

２．ＩＰＡＱ—Ｃ重测信度：不同强度、不同类型及总

０．４４５－－０．６９６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其中重体力

体力活动在不同时间间隔的重测信度中，闲暇时间

活动相关性最好，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９６。根

和重体力活动重测信度最高（间隔１ Ｗ的高达

据ＭＥＴＳ，步行应归为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因此将

０．９７２），而步行的重测信度最低，工作和交通的重测

ＩＰＡＱ－Ｃ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步行与ＰＡ日记中

信度偏低。

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比较，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５，于两

不同时间间隔的重测信度：间隔３ ｗ和４ ｗ的重
测信度接近，分别为０．４７２～０．９４８（ｉ＝０．７２１）、
表５

问卷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相比较的相关性接近
（０．４５５）（表６）。

ＩＰＡＱ－Ｃ不同间隔时间测定各项体力活动能量消耗的ＩＣＣ

注：Ｖ１、ｖ２、ｖ３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次ＩＰＡＱ－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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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ＩＰＡＱ－Ｃ与ＰＡ日记体力活动测量结果比较

（警全％导

体力活动
静坐（ｍｉｎ／ｗ）
中度体力活动（ｋｅａｌ／ｗ）

体力活动

２８７１．０６±１２６９．７６＂坐着的活动（ｍｉ“ｗ）
１００４．２５（１５４６．３０）

中度体力活动＋步行（ｋｅＷｗ）
重度体力活动（ｋｃａｌ／ｗ）

２１２２．５０（２２６５．８０）
０．００（５３０．ｏｏ）
步行＋中度体力活动＋重度体力活动（１ｃＷｗ）２３０８．８０（２５１９．５８）

（Ｐ以Ａ＝ｆ１１４ｉＰ３．）

瓣’１善产

３７０９．３０±１１５０．４２４

０．６３０６（＜０．０１）

４０６．ｏｏ（１０９２．ｏｏ）
０．００（０．ｏｏ）
４９９．２０（１６９２．４８）

０．４４５（＜０．０１）
０．６９６（＜ｏ．０１）
ｏ．５４３（＜ｏ．０１）

中度体力活动（ｋｅａｇｗ）
重度体力活动（ｋｃａｌ／ｗ）
中度体力活动＋重度体力活动（ｋｃａｌ／ｗ）

注：４为ｊ±５，其余为Ｍ（Ｑ＿）；６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２）静坐时间：ＩＰＡＱ－Ｃ和ＰＡ日记静坐时间分别

被测定的一般体力活动状况，需要问卷既具有一定

为２８７１．０６±１２６９．７６、３７０９．３０±１１５０．４２（ｗｉｎ／ｗ），两

的准确性，又可反映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体力活动情
况，为此本研究对该问卷进行了间隔期分别为１、３、

者相关性较高，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３０（表６）。

４

讨

论

Ｗ的信度测定。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强度、不同类型体力活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模式的改变，人类体力

和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及静坐时间的ＩＣＣ在

活动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体力活动在很多疾病的

０．７５７－－０．９７２之间（孟＝０．８７０），与文献［２］的研究

发生发展中也逐渐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为此对一般

结果接近，其ＩＣＣ在０．６８９～０．９３４之间。按强度分

人群体力活动量的评估显得尤其重要。因此，需要

类的体力活动中，重体力活动的ＩＣＣ最高（０．９６６），

一种切实有效、方便可行的方法对运动进行评价。

步行的ＩＣＣ最低（０．７５７），可能与活动强度及活动

近年来，关于体力活动量测量方法的研究很多，但还

种类有一定关系。重体力活动因种类少，频率低，容

没有一个公认的简单有效、适用范围广的方法。

易产生明确记忆；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种类多，频

ＩＰＡＱ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设计的，已在国外１２个国

率高，回忆相对较困难＂１；步行尽管形式单一，但频

家的１４个研究检测中心使用，显示有较好的信度和

率极高，活动持续时间多变，是所有活动形式中最多

效度，适于推广。但是否适合我国人群，尚缺乏相应

的一种，难以确切回忆。按性质分类的体力活动中，

的证据。为进一步研究疾病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本

家务和工作的重测信度最低（ＩＣＣ＝０．３７３），与文献

研究对ＩＰＡＱ－Ｃ做进一步评价。

［２］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调查对象有关，尽管本研

１．研究对象的选择：ＩＰＡＱ自设计以来，在国外针

究对象包含不同职业，但大部分仍是学生

对不同人群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证实有较好的信度和

（６１．０５％），参加的各项活动不容易按交通、休闲和

效度，并得到ＷＨＯ的推荐。为使之成为我国体力活

工作家务分类有关旧’８ Ｊ。

动水平测评工具，２００４年屈宁宁和李可基［２１将其翻译

对于不同时间间隔的重测信度，本研究结果显

成中文版，由５名运动医学和流行病学专家讨论定

示，间隔１ ｗ的ＩＣＣ明显高于间隔３ ｗ和４ Ｗ的ＩＣＥ，而

稿，评价后显示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该研究对象

间隔３ Ｗ和４ ｗ的ＩＣＣ接近，分别为０．４７２－－０．９４８（ｊ－＝

局限于北京市大学生［年龄：男（２２．６±２．８）岁，女

０．７２１）、０．４６０－－０．９２５（ｊ－＝０．６９６）。可能与信度测定

（２１．６±２．３）岁］，受试者９７例，且为志愿者，未采取

的时间特点有关：若测定时间跨过体力活动变化较大

随机方式，缺乏代表性，其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的时间，如节假日、季节交替期，则重测信度降低。本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依据研究对象的分布特点

研究两次问卷测定时间在寒假过渡期，部分学生经历

从成都市选取受试者，保证了受试对象包括不同职

了从在校学习到放假回家的活动变化，可能是导致该

业、不同年龄及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

研究间隔１ ｗ的ＩＣＣ明显高于间隔３ Ｗ和４ Ｗ的信度测

２．ＩＰＡＱ—Ｃ信度：信度测定是反映量表可靠程
度的重要指标，一般间隔期为７ ｄ，最长不超过４

定结果，而后两者则比较接近的重要因素。因此，体

Ｗ，

力活动的客观分类标准和人群的选择以及间隔期的

具体间隔时间因量表的测定内容而定。通过计算

确定可能是影响问卷信度结果的重要原因，也有助于

ＩＣＣ进行一致性分析。其范围是０～１，０．７以上认为

增加不同研究结果的可比性。

可信度高，０．４～０．７之间为信度较好，０．４以下则信

３．ＩＰＡＱ—Ｃ效度：现实效度是指在研究人群中同

度差拍】。由于体力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有一定的

时进行问卷测量和标准测量，比较两者结果所得的

变化，尤其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差异，为了更好地反映

效度陋】。现实效度的系数通常较低，其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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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０－－０．６０之间，很少超过０．７０，一般认为在０．４～

忆比较困难有关。

０．８之间比较理想…。

研究结果还显示，ＩＰＡＱ．Ｃ中体力活动能量消耗
ｗａｔｅｒ）是对人活动时

高于ＰＡ日记，而静坐的能量消耗两者相对较接近，

进行能量消耗测定的“金标准”，该方法通过服用经

可能与ＩＰＡＱ．Ｃ问题设置较多，存在重复计算的可

非放射性同位素２Ｈ、１８０标记的水来计算出单位时

能，而静坐问题单一，不容易重复。另外对于相同的

间的能量消耗。该法测定精确，无毒副作用，适用范

体力活动，虽然两种问卷均是根据受试者的主观感

围广，且不影响受试着的体力活动。但因其价格昂

受填写，但由于ＰＡ日记中具体举例较多，填写过程

贵，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捧。，测定时间长（需要３ ｄ），获

中容易受具体例子的干扰，增加了局限性，这可能也

得的信息是总能量消耗，不能得到每天或不同类型

是ＰＡ日记能量消耗结果较低的原因之一。但这一

及不同强度体力活动的能量消耗［９】，因此不适合在

现象是否存在普遍性，有待进一步证实。

双标水法（ｄｏｕｂｌｙ

ｌａｂｅｌｅｄ

综上所述，ＩＰＡＱ－Ｃ信度和效度较好，间隔１ Ｗ的

大样本人群中进行体力活动调查。
许多文献表明，用加速度传感器

重测信度高于间隔３ Ｗ和４ Ｗ的重测信度，而间隔
ｗ和４ ｗ的重测信度接近，因此适合在１２～４４岁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和ＰＡ日记能比较精确地测量体力

３

活动水平，应用方便，在效度研究中应用较多ｎ０。１２】，

女性人群中使用，用来评价体力活动水平。但该研

且可用来进行推导公式ｕ引。加速度传感器可根据

究人群为女性，学生占的比例偏高，且在成都市进

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个人特征，预测能量消

行，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待进一步扩大调查范

耗ｎ ４｜。但由于其固定在身体的某一部位（通常在腰

围（地区、性别、年龄等），以便更好地验证该问卷的

问），对其他部位如上肢的活动（擦窗户等）的感应相

信度和效度，使其有推广价值。

对较差，对体力活动的测量存在偏差，对不同类型的
体力活动容易高估或低估。同时，加速度传感器价
格昂贵¨别，因此限制了其应用。ＰＡ日记通常是详
细记录每１５ ｍｉｎ或３０ ｍｉｎ的活动情况，连续记录１～
３

ｄ，日记可以获得不同类型、不同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和能量消耗以及总能量消耗。在所有的体力活动
问卷中，被认为是最精确的，尽管其结果不能代表长
期的体力活动情况，且需要花费精力，对于１０岁以
下的儿童难以使用¨引。但作为大样本研究的效度
标准相对方便可行。
本研究选择的人群比较广（１２～４４岁），并选择
ＰＡ日记作为效度标准旧。。因ＰＡ日记记录的是每
１５

ｍｉｎ的活动，比较精确，共记录３ ｄ（２个工作日和

１个休息日），为防止其代表性不足，本研究将其延
伸为７ ｄ，作为此次研究的效度标准，从不同强度体
力活动能量消耗、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及静坐时间
三个方面评价ＩＰＡＱ—Ｃ效度。为了能反映不同体重
的实际能量消耗，将ＭＥＴ换算成热卡（ｋｃａｌ）。
本研究中不同强度的体力活动、总体力活动及
静坐时问，ＩＰＡＱ—Ｃ和ＰＡ日记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
较高（，－＝０．４４５－－０．６９６），与文献［２］的研究结果接
近。其中重体力活动的相关系数最高（ｒ＝０．６９６），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的相关系数偏低（ｒ＝０．４５５）。
可能与重体力活动频率低、种类少且容易回忆，而中
等强度的体力活动种类繁多，无计划，频率高，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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