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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力活动相关建成环境的评价工具进展
苏萌杜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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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的关键技术环节。本文对近１０年来国外评价城市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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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工具，亲自步行或驾车穿过某一街道、公园、运动设施等，

并按照既定的标准对该场所或设施进行评价；③利用地理信
息系统（ＧＩＳ）对现有客观地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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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数据（可能来源包括城市规划局、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或

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自行测量等得到的地理数据）进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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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图层的叠加综合后，分析空间数据的特征并挖掘其属性之
体力活动水平是影响个体健康重要的、可干预的因素之

一ｍ。经常进行体力活动能够有效减少诸多慢性病，如心血

间的关联。由于利用ＧＩＳ进行评价建成环境时较少涉及问
卷或量表，故在本文中不作详述。

管疾病等发病风险”“。建成环境（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指人为

１主观评价工具：在对国外研究者使用过的建成环境评

建设改造的各种建筑物、场所，尤其指那些可以通过政策、人

价问卷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我们将评价与体

为行为改变的环境“】。近年来，国外研究者越来越多关注建

力活动相关的建成环境时通常涉及的调查维度归纳为ｌｏ个

成（物理）环境对个体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１，以健康生态学

方面：人口密度、土地综合利用情况、街道连通性、体力活动

模型为理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建成环境与个体体力活动之

相关设施、设施的可及性、美观程度、安全度、障碍、服务和其

间的关联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学上做了有益的探讨和拓

他。表１中总结了１１个成年人问卷的基本信息和涉及的调

展。国外的多项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查维度。

在探讨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中，用于评价建

Ｓａｅｌｅｎｓ等”于２００２年共同开发的ＮＥＷＳ量表，由于其

成环境和体力活动水平的测量工具是决定研究真实性与可

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成为此类问卷中应用最多的一个，主要用

表ｌ主观评价建成环境相关问卷基本信息和涉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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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评价居民对社区周边利于步行或骑自行车相关建成环境

低活动水平计算范围，如按每天至少３０ｍｉｎ中等强度体力活

的主观感受。ＩＰＡＱ—Ｅ（ＰＡＮＥＳ）的发展借鉴了ＮＥＷＳ和

动这个建议计算，可将个体的周边环境定义为半径是１５ ｍｉｎ

ＮＥＷＳ—Ａ量表的维度与条目，同样对步行或骑车相关的周边

步行的范围，保证往返可达到指南的推荐活动量”…。按照平

环境进行了评估。但是，ＮＥＷＳ和ＮＥＷＳ—Ａ中只涉及最普遍

均６０～１００ｍ／ｍｉｎ的成年人平均步行速度计算，即将半径定

的体力活动方式——步行或骑自行车，忽略了其他的体力活

义为９００～１５００ ｍ比较合适。周边环境范围应避免定义过

动形式，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休闲性体力活动。而ＰＡＮＥＳ根

大。有研究显示““，定义的范围减小，可以增加主观判断与

据Ｓａｌｌｉｓ”ｏ于２００８年进行的ＡｃｔｉｖｅＷｈｅｒｅ研究，将问卷中的

客观现实的一致性。

娱乐设施种类增加到１４种，包括篮球、足球或网球等运动场

２客观扫描工具：在众多的扫描工具中，有对社区整体

地、游泳池（馆）、步行（跑）道、对公众开放的有娱乐体育设施

环境进行评价的综合性问卷（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ｕｄｉｔｔｏｏｌ等）；有对

的学校、小型公园、有健身器材的公共游乐场所等；在讨论建

具体体力活动行为相关环境进行评价的问卷，尤以步行和骑

成环境与休闲性体力活动关系中显得更为全面。Ｓｏｕｔｈ

自行车为多（如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Ｉｌ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问卷还涉及了可能会阻碍体力活动的相关内容。总

ｓｃａｎ，ＳＰＡＣＥＳ）；也有针对特定场所进行扫描的问卷

体而言，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Ａ涉及的维度更为全面，ＩＰＡＱ—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ＰＡＮＥＳ）其次，但ＩＰＡＱ－Ｅ（ＰＡＮＥＳ）设计条目数少，更适用于

ＢＲＡＲ—ＤＯ）；还有针对特殊人群体力活动环境的问卷（ｓｅｎｉｏｒ

公共卫生监测而非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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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主观评价工具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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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观评价法的问卷中部分条目可能会存在回忆偏

力活动相关的扫描量表进行了总结。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等。本文就综合性及体

倚，即受访个体对于其周边建成环境的感知是基于其以往经

表２中归纳了常用的综合性及体力活动相关的扫描问

验形成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标准会凶受访者的年龄、性别、体

卷的基本信息和主要维度。综合性问卷中，出于对效度检验

力活动水平或其他个体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导致某

结果和工作量的双重考虑““，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ｕｄｉｔｔｏｏｌ成为了其中

一部分的凋查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如被访者对其周边

较好的基础性量表，而且其覆盖的维度更全面。而针对步行

体力活动相关设施的距离感知可能与真实情况有差别，或被

与骑自行车环境扫描量表中，ＳＰＡＣＥＳ覆盖维度更为全面，且

访者对周边环境对体力活动支持度的感知可能与真实情况

以其容易操作和较高信度的特点被多数研究所采用”１”１。

有区别。但是在应用于大规模人群调查时，主观评价法仍然

ＰＡＲＡ量表则主要适用于对娱乐性体力活动场所及设施进行

是可行性最高的方法。

评价。

第二，进行主观评价要注意周边环境的范围定义，现多

应用客观扫描法评价建成环境时，由于不依赖受访者的

采取２种方法：①根据市政资料和／或ＧＩＳ数据直接确定目标

回忆，所以结果相对准确可靠，通过现场扫描等方式也容易

区域或社区”１。②以受访者居住地为中心，确定一定的半径

将研究做到全面细致。但是这种方法可能的局限性是现场

范围。有的研究定义半径为距离受访者１０—１５ ｍｉｎ步行的

扫描工作量大。因此，如果将客观扫描适当的配以ＧＩＳ客观

范围“。”１；也有的直接以０．５英里为范围进行定义。“。还有

数据分析，可～定程度上减少工作量，但是要注意现成的

研究者建议半径的定义可以根据体力活动指南中推荐的最

ＧＩＳ数据通常是由其他单位而非研究者自身收集的，因此需

表２客观评价建成环境相关问卷基本信息和涉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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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ＧＩＳ数据的收集过程大致与研究的时间和地理层面相

近“。同时，在设计扫描量表时应该注意尽量避免出现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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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力活动的吸引程度？”，“你如何评价本区域对步行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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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阻碍程度？”，这类问题的信度通常较低ｏ”。评价设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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