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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点提示对于促进走楼梯的
效果评价研究
李昱吕筠
【摘要】

李立明
目的评价决策点提示在中国大学宿舍楼促进大学生走楼梯的效果。方法采用

观察法在干预前１周（阶段Ｉ）、干预第１周（阶段Ⅱ）和干预第４周（阶段Ⅲ）３个阶段记录Ａ楼（实
施干预的楼）和Ｂ楼（未实施干预的楼）的楼梯、电梯人次数及其特征，并在Ａ楼发放主观问卷评价
干预效果。结果Ａ楼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的楼梯使用率分别为３７．５％和３５．４％，均比第１阶段
的楼梯使用率（３４．３％）有所增加，并且这种增加具有统计学意义。而Ｂ楼的楼梯使用率变化不显
著。楼梯使用率的变化在不同性别、不同的上下行方向以及不同时间（工作日或周末）而有所不
同。主观调查显示，看到决策点提示的人中有２６．４％报告走楼梯频次增加了，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发
现女性（ＯＲ＝８．７８，９５％ＣＩ：３．２３．２３．８７，ｄｅｆｔ＝１．２４）和低楼层居住者（ＯＲ＝２．７８，９５％ＣＩ：１．２８～

６．０６，ｄｅｆｔ＝１．３８）更有可能增加走楼梯的频次。结论在大学宿舍楼设置鼓励走楼梯的决策点提
示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走楼梯。

【关键词】决策点提示；走楼梯；效果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ｐ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Ｈ“ｒｕ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ｉｒｓ

ＬＩ

Ｙｕ。工ｙ Ｊｕ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ｉ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ＶＪｕｎ。Ｅｍａｉｌ：ｌｖｊｕ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１２Ｌｉ－ｍ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ｌｍｌｅｅ＠ｐｕｍｃ．ｅｄｕ．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ｐｔ（ＰＤＰ）ｃｏｕｌｄ
ｅｒｉ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ｓｔ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ｒｉ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Ｉ），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ｅｅ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１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ＨＩ）．Ｓｅｌｆ－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ｒ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４．３％ｉｎ ｓｔａｇｅ Ｉ ｔｏ ３７．５％（Ｐ＜Ｏ．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ｉｎ ｓｔａｇｅ ＩＩ
ｗｅｅｋ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ｏ ３５．４％（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ｉｎ ｓｔａｇｅⅢ．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１１１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ｍ ｓｅｘ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 ｏｒ ｄｏｗｎ）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ｒ ｗｅｅｋｅｎｄ）．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９７．３％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ＤＰｓ ａｎｄ ２６．４％ｏｆ ｗｈ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ｇｉｒｌｓ

（ｗｅｅｋｄａｙ

（ＯＲ＝８．７８，９５％ＣＩ：３．２３—２３．８７。ｄｅｆｔ＝１．２４）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９５％Ｃ，：１．２８—６．０６．ｄｅｆｔ＝１．３８）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ｌｉ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ｎｌ ｆｌｏｏｒ（ＯＲ＝２．７８，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ＤＰ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ｔａｉｒ－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ｉｎｔ

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ｐｔ；Ｓｔａｉｒ Ｕ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体力活动水平和多种疾病以及健康结局有

说，通过与个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来增加体

关‘¨。然而，我国只有２１．８％的城市居民达到维持

力活动水平，容易接受且持久，例如走楼梯、步行或

健康的体力活动推荐值‰引。据一项在北京大学生

骑自行车等ｂ’６１。决策点提示是通过在人们需要做

中的调查显示，只有２３．Ｏ％经常参加锻炼…。一般来

决策的位置上设立可视的标识，期望对个体的行为
决策产生影响，引导其行为向标识提示、倡导的方向

ＩＸ）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ｍ．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Ｉ．０３．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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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例如，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楼梯和电梯分叉处
设置鼓励走楼梯的标识就是一种决策点提示。此类
措施成本低，受众覆盖广。国外学者已经对这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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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措施的效果做了一些评价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措施

察时间单位，在３个阶段内各随机抽取６个时间单

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多走楼梯，少坐电梯ｎ驯。但是

位，其中工作日４个，周末２个。在抽中的观察时间

也有研究显示决策点提示没有效果【ｌ劓。本研究目的

单位内，由２名观察员在Ａ楼第ｌ层分别对乘坐电梯

是对在兼有楼梯和电梯的学生宿舍楼内设置鼓励走

和走楼梯的人次数及其性别与上下行方向进行记

楼梯的决策点提示的效果进行评价，为此类措施在中

录。所有在观察时间内使用电梯或楼梯的个体均为

国大学校园中推广使用的有效性和适宜性提供依据。

观察对象。但是，记录中剔除宿舍楼的管理员、保安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现场与时间：本次研究于２０１０年５—６月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仅有的２栋兼有电梯和楼梯的学
生宿舍楼中进行（简称Ａ楼和Ｂ楼）。

及保洁员、大型物件携带者及其陪伴者、行动不便者
及其陪伴者。在抽中的相同时间单位内，在Ｂ楼同
时设置观察员进行同样的观察记录。由于Ｂ楼电梯
数量少，且人流小，所以只设置了１名观察员。
（２）问卷调查：在阶段Ⅲ结束后的１周内对同期

２．研究设计：本次研究为自身前后对照的干预

在Ａ楼居住的所有学生进行整群随机抽样调查。以

研究。Ａ楼在研究期间实施干预，张贴鼓励走楼梯

宿舍为抽样单位，调查员向被抽到的宿舍中所有常

的决策点提示。Ｂ楼同期不实施干预。由于Ａ楼和

住同学（即１周有４ ｄ以上在宿舍居住）发放自填式

Ｂ楼在居住学生的年级构成、低楼层（４层及以下）居

问卷并负责回收和记录无应答和拒答情况。样本量

住人员比例和电梯数等方面缺乏可比性（表１），所以

计算如下：伐取０．０５，兀取０．５，６取０．０５，ｍ＝矿们×兀

Ｂ楼无法作为Ａ楼的平行可比的对照，仅用于了解周

（１－－兀）／６２；按照有限总体计算公式计算随机抽样样

期校内是否有特殊事件影响个体走楼梯的行为。

本量ｎ．＝ｎｏ／（１＋ｂ），ｂ＝ｎｄＮ，其中Ⅳ为１７５６；由于采

表１大学生宿舍楼Ａ、Ｂ楼基本情况

取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在前述计算的基础上再乘以
１．５，计算得样本量为４７３人；以每个宿舍３名常住同
学计，应抽１５８间宿舍；预计１／３的宿舍无应答或拒
答，扩大样本量，最终确定调查２１０间宿舍。调查内
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和所住楼层等基本信息，对
于鼓励走楼梯决策点提示的关注情况和干预措施实
施以来走楼梯行为的改变情况。

３．干预措施：在Ａ楼实施的干预措旋主要是在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录入，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现场观察部分的

研究期间持续张贴各类标识和海报，包括三部分：

数据分析以楼梯使用率作为衡量楼梯使用行为指

①在第１层的楼梯与电梯分叉处地面上粘贴１４个

标，计算公式：楼梯使用率＝走楼梯人次数／（走楼梯

向楼梯引导的“大脚丫”图标（４０ ｃｍ×２０ ｃｍ）。②

人次数＋乘坐电梯的人次数）。率的比较采用ｆ检

在每层的４部电梯外门上分别粘贴鼓励走楼梯的海

验。问卷调查部分的数据分析考虑到整群抽样设

ｃｍ），文字内容包括四套（ａ：走楼梯，燃

计，使用Ｓｔａｔａ中专门的调查分析模块（ｓｖｙ）进行。

烧热能，而不是消耗电能；日走楼梯２ ｍｉｎ，控制体重，

对于影响走楼梯行为改变的因素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

保护环境。ｂ：走楼梯好处多，强身心，健体魄。ｃ：一

行筛选。Ｐ＜Ｏ．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报（４０ ｃｒｕｘ４０

日行几层，健康又节能；走楼梯消耗能量大约是乘电

结

梯的５倍。ｄ：等电梯不如走楼梯，为什么要在电梯门

果

前浪费自己的时间ｏ③在每层的楼梯间墙壁上粘贴

１．现场观察：Ａ楼共录得４３ ３００人次（包括电梯

２张小贴士（３０ ｅｒａｘ２０ ｃｍ），分别介绍多种常见的垃

和楼梯），比较阶段Ⅱ与阶段Ｉ、阶段Ⅲ与阶段Ｉ的

圾食品与走相应层数楼梯所消耗能量的换算关系。

楼梯使用率，均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Ｂ楼

４．效果评价：采用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

共录得２６ ９６２人次（包括电梯和楼梯），Ｉ、Ⅱ、Ⅲ阶

（１）现场观察：在整个研究期内确定了３个时间

段楼梯使用率分别为２０．７％、２０．１％和２０．２％，差异无

段：干预前ｌ周（阶段Ｉ）、干预第１周（阶段Ⅱ）和干

统计学意义。

预第４周（阶段Ｉｎ），每个阶段持续ｌ周。以每天的

２．问卷调查：共回收１６１间宿舍的４０８份问卷，

７：３０—１３：３０时段或１３：３０一１９：３０时段作为１个观

宿舍应答率为７６．７％，个体应答率为６４．９％。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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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基本特征及其与本楼居住的所有学生特征比较见

策点提示对于促进大学生走楼梯的效果。本研究中

表３。４０８名被调查者中３９７名（９７．３％）注意到鼓励

客观观察的结果与主观问卷调查的结果一致，同时

走楼梯的提醒标识，其中１０５名（２６．４％）报告在看到

也与国外及香港开展的大部分研究结果类似ｎ删；说

提醒标识后走楼梯频次增加。居住在低楼层（４层

明该措施能够有效增加个体走楼梯的行为。

及以下，下同）和高楼层（５层及以上，下同）同学间、

本研究中，大学生的基线楼梯使用率为３４．３％；

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间报告走楼梯频次增加的比例

与在美国校园中开展类似研究的基线楼梯使用率相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生报告走楼梯频次增加的比

近‘１３１；而比大部分以一般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他

例比男生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走楼梯频次增

国家或地区的基线楼梯使用率（０．４％～２３．０％）要

加与否和特征的关系见表４。

高［＇７－１２，１４】。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而受教育程度与业
余时间的体力活动水平是正相关的¨引；同时，他们年

表２大学生宿舍Ａ楼的楼梯使用率变化

黻次，ｉｉ／，数，Ａ徽甜芋｝音鼍淼
…

至塑堕垦皇堑笙堡塑垡旦兰！丝！

使用

轻，体力好，相对于一般人群更有可能选择走楼梯。
因此，对于本研究结果在外推到其他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特征不同的人群时需慎重。在大学校园以外的
其他环境，如火车站、地铁站、商场或写字楼等场所
设置决策点提示是否有效，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４本阶段与阶段Ｉ做ｆ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本阶段与阶段ｌｌ做ｆ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ＪＰ＜ｏ．０５）

基本特征？笑薹篙兰要霎糕矿值Ｐ值
表３调查的应答样本和总体样本基本特征比较

性别０．０７４
男

１０３

２５．２

４３２

２４．６

女

３０５

７４．８

１３２４

７５．４

年龄
２４０

５８．９

１０８８

６２．０

研究生

１６８

４１．１

６６８

３８．０

表４

０．２４１

走楼＋？；；襄魏加惭’

性别
男Ｏ＝９７）

高层（ｎ＝２６８）

２７．２（２２．６—３２．２）

年级

有三点原因：一是基线楼梯使用率较其他同类研究
以第１层为起始点和终点的行为；三是本研究的楼

体通过走楼梯到达较高楼层可能较为困难。同时，

ｆ值

Ｐ值

主观调查结果也显示，高楼层的个体不太可能增加

１７．１８

＜Ｏ．００１

走楼梯的频次。此结果提示，在干预工作中，针对高
层住户可以尝试在提示点中增加鼓励交替使用楼梯

３１．７（２６．８—３６．９）
女（ｎ＝３００）
楼层０．２６
２４．８（１７．７—３３．６）

２１．Ｏ％～１４０．０％阻１３】。增幅不如其他研究明显，可能

目标楼层的高低与走楼梯意愿呈负相关ｎ引。鼓励个

１０．３（６．１一１７．Ｏ）

低层（，ｌ＝１２９）

和３．２％，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的增幅一般在

层比其他研究中的要高。有研究显示，个体要到达

３９７名大学生看到提醒标识后走楼梯频次的情况
特征

楼梯使用率增量分别占Ｉ阶段楼梯使用率的９．０％

高；二是本研究设置的观察点在第ｌ层，只能捕捉到
１．３７３

本科生

０．７８６

本研究中，相比Ｉ阶段，Ａ楼第Ⅱ和第Ⅲ阶段的

０．６２

和电梯，以及在楼层间行走时使用楼梯的信息，以便
提高干预的可接受度，增强干预效果。
从第Ⅱ到第Ⅲ阶段，Ａ楼的楼梯使用率有所下

Ｏ．１９

０．６５

本科生（ｎ＝２３４）

２５．６（２０．７—３１．１）

降，这种变化趋势与香港类似研究的结果一致ｎ川，但

堡塞生生三！垒ｉ！

！！：！垡！：！二！！：１２

是与国外的部分研究结果矛盾。例如，Ｎｏｍｕｒａ等［１：１

以自报走楼梯频次是否增加为结局变量进行

在地铁站开展一个为期４周的干预研究显示，楼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性别、是否在低楼层居住、是否为本

使用率在干预开始后第３、４周的时候达到了最高

科生３个因素进行筛选。结果显示，性别和是否在低

值。按照健康信念模式¨７。，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楼层居住２个变量进入方程。即女性（ＯＲ＝８．７８，

能是本研究的现场比Ｎｏｍｕｒａ等研究现场的楼层高，

９５％ＣＩ：３．２３～２３．８７，ｄｅｆｒ即设计效应为１．２４）和居住

感知到的采纳健康行为障碍较大，不容易坚持。另

在低楼层（伽：２．７８，９５％ＣＩ：１．２８—６．０６，ｄｅｆｆ即设计

外，本次的研究对象是年轻人，身体相对健康，对于

效应为１．３８）的同学在看到提示后更有可能增加走

疾病易感性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也阻碍了他

楼梯的频次。

们健康行为的坚持。
讨

论

本研究通过自身前后对照的干预研究评价了决

上行和下行走楼梯的能量消耗效率是不同的，
前者的代谢当量（ＭＥＴＳ）强度为８．６～９．６。是后者的
３倍ｎ引。所以从消耗能量、控制体重的角度来说，上

竖远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三壁塑，ｖｏＬ３１ １坠三

行走楼梯更值得提倡。但是从第Ⅱ到第Ⅲ阶段，上

·２５ｌ·

用的评价方法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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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国内外的文献检索中，没有发现验证走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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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梯会增加骨性关节炎的风险，但对于年轻人来
说，这种影响并不大，消耗热量与增强心肺功能的益
处更为显著。

在促进走楼梯方面，除了决策点提示干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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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次的主观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观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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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Ｅｖｅｓ

反映了干预楼的效果。另外，由于人力的限制，只能

中走楼梯的行为，从而低估决策点提示的效果。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
２００５ ０５３０．ｐｄｆ．２０ｌＯ，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奥瑞高市场研究公司．于公屋大厦推广行楼梯试验计划成效评

层楼由于在多种因素上缺乏可比性，无法作为严格

以外的其他楼层之间的走楼梯行为以及在其他建筑

Ｓｔａｉｒ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ｐｄｆ／ｐｄｐｒｅｐｏｒｔ

由于本校校内兼有楼梯和电梯的学生宿舍楼数

安排观察员在第１层进行观察，可能会漏掉在除１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ｖｃｖｃｖＰ．ｃｈｐ．ｇｏｖ．ｈｋ／ｆｉｌｅｅ／

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没有影响学生走楼梯行为的重大事件，一定程度地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ｓｔａｔｅｓ ０３－０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类措施需要取得管理者的支持和居住者的理解才有

究证据的强度。但是对另一幢楼的观察显示，同期

［１５］Ｂｉｃａｌｈｏ ＰＧ，Ｈａｌｌａｌ ＰＣ，Ｇａｚｚｉｎｅｌｌｉ Ａ，ｅｔ ａ１．Ａｄｕｌ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ｎ ｒａｆ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 Ｓｔａｔｅ．Ｂｒａｚｉｌ．ＲｅｖＳａｕ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０１０，４４（５）：８８４—８９３．
１６ Ｂｕｎｇｕｍ Ｔ，Ｍｅａｃｈａｍ Ｍ，Ｔｒｕａｘ 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ｔａｉｒ ｕｓａｇｅ．Ｊ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Ｈｅａｌ也，２００７，４
（３）：２３７—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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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ｖ ＺＺ．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局限性。目前，对于楼梯、电梯使用的客观调查还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４０－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以通过人流量计数仪和监视器进行。利用人流量计

２００２：４０—４２．

数仪记录的优点是节省人力，可以长时间不问断地
对使用楼梯、电梯的人次数以及方向进行记录；缺点
是设备成本高，不能记录个体特征。利用监视器记
录的优点是可以观察使用者的特征和连续不断的记
录，缺点是耗费人力，设备成本高。关于楼梯电梯使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ｃＯｌｌｄａｒ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ＪＯｂｅｓ．２００７，３ｌ（６）：９５０—９５５．

Ｏｒａｃ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本，有利于促进个体选择楼梯代替电梯ｎ判。但是这

可比的平行对照。这种设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

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 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ｓ：
ａ

目的限制，我们只对一幢楼进行了干预，而另一幢高

ｏｆ ｓｔａｉｒｓ？Ｒｅｓｕ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ｃｅｄ

能够同时配合其他措施，效果会更好。比如，减慢电
梯运行和电梯门开关的速度，增加等电梯的时间成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９８．１２９（５）：３６３—３６９．
【９］Ｍａｒｓｈａｎ ＡＬ，Ｂａｕｍａｎ ＡＥ．Ｐａｔｈ Ｃ，ｅｔ ａ１．Ｃａ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Ｉ ｓｉｇｎｓ
ｐｒｏｍｐｔ ｉｎｅ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Ｒｅｓ，２００２，１７（６）：７４３—７４９．
【ｌＯ］Ｉｖｅｒｓｅｎ ＭＫ，Ｈａｃｎｄｅｌ Ｍ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ｓ

吕姿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北京：北京大学医学部出版社，

［１８］Ｔｃｈ

Ｋｃ，Ａｚｉｚ ＡＲ．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ｏｘｙ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 ｅｎｅ唱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Ｍｅ＆Ｓｃｉ．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ｒｌ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２００２．３４（４）：６９５—６９９．

［１９３Ｈｏｕｔｅｎ ＲＶ，ＮａｕＰＡ。ＭｅｒｒｉｇａｎＭ．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ｉｌ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ｕｓｃ：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ＪＡｐｐｉ ＢｅｈａｖＡｉｍｌ．１９８ｌ，１４（４）：３７７—３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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