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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度研究结果。国外对建成环境主观问卷进行的信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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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抽样，只有Ｓａｎ Ｌｏｕｉｓ采用的是随机数字抽样。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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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信度评价：表ｌ中列举了国外常见建成环境主观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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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的问卷中，涉及主观判断问题的重
测信度都低于客观判断的结果”１’”１。例如：“您社区中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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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时间一般为一周。大部分研究的重测信度在０．５～０．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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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等相对客观问题的重测信度一般高于“您社区的环境
是否宜人”等主观问题”“。评价街道安全性和美观度的主观
问题的重测信度一般在０．５～０．７左右，而涉及居住密度和街

体力活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水平是影响个体健康重要

道连接胜等客观问题的重测信度一般在０．６～０．８左右。

的、可干预的因素之一…。个体保持适当的体力活动水平能

（２）效度评价：大部分国外阎卷做了内容效度的评价，请

够有效降低诸多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的

相关专家确定问卷的维度和需要测量的内容，其内容效度

发病风险心’“。建成环境（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指人为建设改造

结果一般较好”４１”】。一些问卷也做了结构效度的评价，

的各种建筑物、场所，尤其指那些可以通过政策、人为行为改

Ｃｅｒｉｎ等“４ ３在控制了社会学因素后对ＮＥＷＳ．Ａ中的居住密度

变的环境Ｈ’。建成环境不仅包括公园、公共绿地，还包括人

和与交通、娱乐相关的土地使用进行了结构效度的分析，结

行道、交通流量、公共场所的清洁和维护、社区及社会安全

果显示其结构效度较好。但对此类问卷的其他效度评价相

感、区域划分及土地综合利用、人口密度等各个方面Ｂ１。近

对较少，尤其是标准关联效度的评价。评价标准关联效度需

年来，人们的关注点逐渐集中于建成环境与个体体力活动关

要选择一个“金标准”或效标与个体的主观感受进行比对，但

系的探讨［６，…。国外研究显示［８’９１，良好的运动环境会促进人

在此类研究中选择一个合适的“金标准”往往十分困难。虽

们更多地进行体力活动。围绕建成环境与个体及人群健康

然客观测量法的结果或其他公共数据的分析结果（如ＧＩＳ分

间关系的研究证据必将成为日后健康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的

析）可以作为效标，但是最后的比较分析较复杂。而且个体

重要决策依据。而在此类研究中，建成环境和体力活动的评

的主观感受与建成环境的客观存在虽然相关，但是并不一定

价方法及其测量工具是影响研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环节。

完全一致，它们反映的是事物的不同侧面。这可能也是国外

本文将对近１０年来有关城市建成环境评价问卷与量表的信

学者很少进行标准关联效度评价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建

度和效度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进行综述。

成环境主观评价问卷的标准关联效度受社区大小影响，不同

评价建成环境的方法主要包括３种：①主观评价或自报

的被调查者对距离估计的准确性会影响到问卷的效度，而通

法；②客观扫描法；③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对现有客观地

过减小缓冲区（即需要被调查者评价的区域）的面积可以增

理数据进行分析“…。在前两种方法中，问卷或量表的测量能

加调查结果的效度”…。另外，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生活经

力（即信度和效度）是影响研究结果真实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行为习惯、健康状态等都会对问卷的效度产生影响，例如

１．建成环境主观评价法的信度和效度：主观评价建成环

境主要是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询问被调查者主观感受
到的各类运动设施、环境等的可达性以及可能影响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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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较差的人倾向于报告较差的社区支持环境，而实际
上社区支持环境并不差“７’”］。
２．建成环境客观评价法的信度和效度：建成环境的客观
评价法指由观察员实地勘察，借助评价问卷对环境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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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评价内容包括总体评价、住宅地的使用、非住宅地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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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观因素、安全因素、目的地因素、娱乐设施和步行、骑自

计学系

行车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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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信度评价：对建成环境客观评价量表的信度评价以

进行主观判断时，如“对于这个步行区的美观程度你如何打

评分者信度和重测信度为主，其中评分者信度应用最为广

分”、“对于这个步行区的体力活动困难程度你如何打分”等

泛。而重测信度则主要反映观察员自身评价的稳定性。抽

问题的时候，容易出现信度较低的情况［２…。同时在评分员的

样方法为判断抽样，样本量多为５～３０个社区。重测信度的

培训中更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培训，并进行预调查以提高这

时间间隔一般２～７ ｄ。表２中列举了国外常见建成环境客观

方面评分者信度的一致性。

测量问卷的信度评价研究。大部分研究中问卷的评分者信

（２）效度评价：建成环境的客观评价工具的效度评价以

度一般在０．６．０．９之间。研究显示，与安全特征相关的题目

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较多。但关于建成环境客观评价问卷

比土地使用情况或街道特征相关的题目信度更低［２…。可能

的标准关联效度研究开展得较少。客观环境评价问卷可以

的原因为土地使用情况与街道特征有相对客观的指征供参

和ＧＩＳ系统共同使用，如将客观扫描适当的配以ＧＩＳ客观数

考，而安全相关的特征受更多主观因素影响，且随时间发生

据分析，可一定程度上减少工作量“…。但对于ＧＩＳ是否可以

改变的可能性较大。提示我们在问卷设计中应该注意尽量

作为校标，目前的研究尚无定论，推测其中ｉｌＬ，ｂ的一部分内

避免出现主观判断性较强的题目。当题目涉及到让调查员

容（如居住密度、联通性）可能可以作为客观评价法标准。

表１建成环境主观问卷的信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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