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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sk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people exchange
risk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opinion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effectively improve risk management. As a
platform for risk communicati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should have the function of
comprehensively sharing risk information and fully expressing
opin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proces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design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questionnaire design. That is, (1) determine
required information and survey object; (2) prepare the first
draft of questionnaire; (3) determine the order of questions
and the layout of questionnaires; (4) conduct a trial study and
evaluat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that questionnaire design
should satisfy. That is, (a) word use principle; (b) question
design principle, including question selectivity, question
objectivity, easily answering of questions and options
exhaustion; (c) verification principle; (d) normative principle.
Keywords—risk communication;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 questionnaire design; design principles

摘要—风险沟通，是人们交换风险信息和管理意见，有效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风险沟通的一个平
台，智联网中的问卷调查，应该具有全面分享风险信息、充
分表达意见的功能。本文将通过研究问卷设计的发展，对用
于风险沟通的问卷设计提出设计流程，即（1）确定所需信息
及目标调查对象；（2）准备问卷初稿；（3）确定问句顺序
以及问卷布局；（4）开展试调研并评价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提出了问卷设计应满足的原则，即（a）用词原则；（b）题
目设计原则，包括题目专一性、题目客观性、题目易答性和
选项穷尽性；（c）验证性原则；（d）规范性原则。
关键词—风险沟通，智联网，问卷调查，问卷设计，设计
原则

I.

的风险知识，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尊重，最终建立信任关
系，以此解决风险相关的各类冲突。在自然灾害研究领
域中，风险沟通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自然灾害风险在不同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失真 [1]。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
风险沟通应该寻求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特别是调动利益
相关者个人与机构利用多种渠道参与进来 [2]。风险沟通
者的关键任务在于，培育一个使得信息和观点能以有意
义的方式进行交换的环境，便于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可以
做出自己的判断[3]。
风险沟通可以看作是关于风险问题本身的信息交
换，而又由于风险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替代方案与目
标的多样性，所以风险沟通也是极具复杂性和必要性
的。黄崇福教授 [4]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与某种不利事
件有关的一种未来情景”，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风险问题还有一大特点便是不确定性，包括风险源、影
响范围和风险承受体。风险沟通可以更好地让公众了解
风险、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析；更好地向公众介绍具体的
风险和为减轻风险而采取的行动；鼓励个人采取降低风
险的对策；增进利益相关者间的互信和信誉；解决冲突
和争议[5]。
II.

网络时代下的风险沟通

人们当前正处于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黄崇福教授于 2011 年提出智联网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的概念，是由各种智能体，通
过互联网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目的是集小智慧为大智
慧，群策群力，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获得很好的
生活质量[6]，最简单的智联网如图 1 所示。

风险沟通的必要性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及机构组织间交换风险信息
和风险管理观点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风险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风险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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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图 1 最简单的智联网。图中的三台计算机形成网络，三个工作人员是
三个智能体

近些年，智联网研发发展迅速，现已有了包括高考
志愿填报智联网服务平台、城市内涝风险分析智联网服
务平台、风险时效性评价的智联网服务平台与洪水灾害
风险沟通智联网服务平台等在内的 10 个智联网平台。智
联网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风险分析、生活、科研等各
个领域 [7]。智联网也为风险沟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更加
便捷的道路，而问卷调查又是风险沟通的一个重要的、
基本的途径。问卷调查的结论来自于对真实反映社会现
象的风险沟通结果的科学分析，而问卷设计则是在保障
风险沟通结果真实有效性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它也
是整个问卷调查过程的难点之一。
III.

问卷设计流程

问卷设计成功与否，在于能否获得可信、有效的回
答，这就需要写出合适的题目，给予合理的问题编排。
问题编排决定着受访者能否很容易地阅读和理解问卷中
所列出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形式。正因如此，数据的
质量将会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8]。
图 2 介绍了问卷设计的具体流程，包括（1）确定所
需信息及目标调查对象；（2）准备问卷初稿；（3）确
定问句顺序及问卷布局；（4）实施试调研并评价问卷
信度与效度。
A. 第一阶段
如图 2 所示，第一阶段需要确认所需数据类型以及
目标调查对象，在此阶段，所做的决策应该基于自己所
研究的问题及理论框架，并且要选择最合适的问卷发放
方式（面对面或网络问卷）。其中，最基础的任务便是
确定要从调查对象处获取什么数据信息。在确认所需数
据时，如果判断失误、思考不足都可能导致调研问卷和
使用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与研究主题没有关联，必须要
回顾所研究的目的与理论框架，根据所研究的目的，进
一步对研究内容进行修正，确认更为具体的调查问卷。
在选取不同的问卷发放方式时，就要注意问卷问题的设

图 2 问卷设计流程
计了，在网络问卷时，由于受访者是自己完成，因此问
题的内容应该尽量简单；而面对面式的可以包含更为复
杂的问句，调查者与受访者之间可以进行较多的互动。
B.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需要编制问卷初稿，并且确定每个问句的
目的、类别与形式、语言与措辞、测量尺度的类别以及
数据分析方法。每个问句都应根据所研究的内容、理论
框架以及所需信息来确定其目的，如此方能收集到所需
信息并排除不必要的问句。例如，抽象的变量（受访者
对灾害的风险感知）会涉及调查对象的理解或信念，此
时，采用态度及知识相关的问句是最为契合的。而问句
的类型一般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的问句，有时也会涉及
到二者的结合半开放半封闭式的问句。开放式问题即只
提出问题，但不为受访者提供具体答案，由受访者根据
自己的情况自由填答的问题。其优点是允许回答者充分
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获取更丰富的资料。缺点
是资料难以编码和统计分析，对回答者的知识水平和文
字表达能力有一定要求，填答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
多，还可能产生一些无用的资料。而封闭式问题则是在
提出问题的同时，还给出若干个答案，要求回答者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其优点是填答方便，省时省力，资
料易于统计分析；缺点是资料失去了自发性和表现力，
回答中的一些偏误也不易发现 [9] 。封闭式问句最适用于
描述性研究以及假设检验研究。这些问句有助于受访者
从仔细建构的问句选项列表中做出选择。而相反，由于
缺乏预先设定的回答类别，开放式问题提供自由式答
案，因此，开放式问题最适合于探索性研究。虽然封闭
式问题可以在问卷调查后轻易编码，方便数据分析，但
当受访者想对问卷做出其他评论时，尤其是在网络问卷
中，它们却常常限制了调查对象充分表达观点的能力，
开放式问题与封闭式问题的特定如表 1 所示。因此，高
度结构化的问卷也可以设置一些开放式问句，让受访者
可以写出他们对封闭式问题未涉及的内容的意见。一般
来讲，一份问卷中，开放式问题最好不要超过 3 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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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放式问题与封闭式问题
适用情况

优点

缺点

开放式
问题

探索性研究

受访者自由回
答；获取的资
料丰富

分析困难；对受访
者知识水平要求
高；所需时间长

封闭式
问题

描述性研究以及
假设检验研究

填写方便，结
果易分析

获取信息有限

C.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需要考虑问句的顺序及问卷布局，并确定
问卷的长度、指导语。一般的问卷包括了三个部分：问
卷介绍、主体内容和问卷结束部分。问卷介绍用于解释
问卷的目的。主体内容包括调查主体的核心问句、量表
以及指标说明，这些内容要有逻辑顺序。结语一般用来
记录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
1) 问卷介绍
导语详略有当，开头简明扼要介绍调查目的，研究
者的身份以及完成问卷估计所需要的时间，讲明问卷是
否替答题者保密（匿名作答有助于减少调查对象的回答
偏差），作答方式等，有的问卷先是询问受访者年龄、
性别、婚否、家庭背景等，像公安局调查户口一般的语
气与问题设置，开篇就不讨喜，达不到很好的调查效
果。问卷介绍应该以礼貌语结束，对调查对象花费时间
来回答表示感谢[11]。如果问卷介绍设计得当，它可能会
提高回答率，提高数据的信度和效度[12]。
2) 问卷主体
编制问卷主体时，问句的顺序是很重要的。通常将
调查问卷的主体划分为多个较小的部分，完成一系列不
同的任务。为了让这些任务简单而有效，问句应该根据
同一主题和度量方法进行分组[12]。sudman 和 bradburn[13]
认为，分在同一主题下的问句顺序应该遵循逻辑顺序。
如果调查对象具有与主题有关的知识，此时可以采用漏
斗顺序或时间顺序，漏斗顺序举例如表 2 所示。简而言
之，漏斗顺序问句的内容是逐步缩小（像一个漏斗），
获得关于这个主题更精确的信息，是主题从一般到具体
的过程，首先向调查对象询问一个笼统的问题，随后问
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漏斗顺序可以让受访者在整个问
卷中感到顺畅和自然。并且漏斗顺序还有一个重要作
用，是防止问句顺序偏差，即之前的问句会为之后的问
句提供一个参考系。

降低受访者填写问卷时暴露隐私等危险。当受访者填写
到人口统计信息时，他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所以不
太可能终止填写问卷。人口统计信息在数据分析时还是
很有必要的，它们可以帮助描述样本的人口信息，根据
特征将被受访者分为多个子群体，并且也可以将人口统
计信息作为自变量来进行研究。
D. 第四阶段
问卷设计好后，需要对少数调查对象进行预测试，
以检查问卷中的错误、理解度与回答能力等内容。来自
于目标调研对象的数据可用来评价所设计问卷的信度与
效度。预测试可以确定完成一份问卷需要花费多长时
间。作为预测试的结果，研究者会知道完成一份问卷所
需要的时间和哪些问句是重要的[14]，实施测试还有助于
帮助问句的正确顺序，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进数据
的信度和效度。
E. 效度
问卷效度是指它测量出的特性的有效程度，高效度
表示测验结果越接近检测真实目的。高效度的问卷代表
着问卷的正确性和有效性[15]，并能够正确反映答卷者的
此项特质。效度一般通过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
聚合效度认为相似主题的量表题目之间应当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区分效度认为不同主题的量表题目之间应该具
有较弱的相关性，可通过因子适用性检查来检验。具体
操作如下：使用 SPSS20.0 中的 KMO 进行检测，KMO
值越大，则偏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小于全部变量之间的
简 单 相 关 系 数 平 方 和 。 选 择 Analyze 下 拉 菜 单 中 的
Dimension Reduction，随后点击 Factor，跳出对话框后
选择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进行因子适用性检查； 进
入 Extraction 图框点击 Method，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成分
分 析 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 Extract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Eigenvalues over 1。依据 1974 年 Kaiser 的研究结论，
KMO 值与因子分析适用性对应如表 3 所示。
表 3 KMO 值与因子分析适用性表

表 2 漏斗顺序举例
您经历过灾害？

值的范围

因子分析适用性

>0.9

非常适合

0.8-0.9

很适合

0.7-0.8

适合

0.5-0.7

勉强适合

0.5 以下

不适合

您经历过哪些灾害？
影响灾害损失的因素您觉得有哪些？
我将向您展示一些影响灾害损失的因素，请根据您的经验，对它
们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当询问受访者的行为等事实时，最好是按照时间顺
序呈现，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问题可以帮助调查对象记住
必要的信息。
3) 问卷结束
问卷结束部分通常是要填写人口统计信息与答谢。
最常见的信息可能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
年收入、家庭情况等，这些人口统计问句通常一起放置
于调查问卷的末尾。这种方式相比将放在问卷开头更能

F. 信度
信度反映了检测工具的可靠性、稳定性， 对相同事
物进行反复测量且结果越是一致，说明检测工具的信度
值越高，检验结果越真实。SPSS 采用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α alpha），计算出来的信度数值范围在 0-1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信度越高，通常认为 0.7 以上的问
卷才有调查价值，0.9 以上的信度被视为最佳调查问
卷。
具体操作如下：SPSS20.0 菜单栏里选择 Analyze，
点击 Scale， 子菜单里选中 Reliability Analysis；在跳出
的对话框里选中需要分析的变量，随后单击 Model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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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选用 Cronbach’α alpha 来检测该问卷信度，选中相
应按键，得到最终信度结果。
IV.

问卷设计原则

A. 用词原则
在设计问卷时所用到的语言应被受访者理解，避免
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当问卷中出现了“专业词汇”或
者“没有明确定义的词汇”，需要在问卷中进行简要注
释，或者可以与受访者当面解释。问题不可带有歧义，
如“您过去一年因为洪水灾害损失多少元？”，“过去
一年”一次就可能会有歧义，是指代去年还是指代从昨
天算起的一年，受访者会有不同认知。除以之外，要注
意尽量用精炼的语言设计问题，不要过分赘述，避免句
子冗长，少用否定词语，更不宜使用双重否定。
B. 题目设计原则
1) 题目专一性
一个题目中不要出现复合问题，否则将失去焦点，
导致统计结果不准确。一个题目中亦不能出现两个主
体，例如，“您认为震源深度和应急能力对灾情的影响
大吗？”，“震源深度”和“应急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指标，若将两个主体拼在一道题里调查将有失信
度。所以不同主体要分开讨论，应改成“您认为震源深
度对灾情的影响大吗？”和“您认为应急能力对灾情的
影响大吗？”两个问题。
2) 题目客观性
所设计的问卷应当是客观的，题目不应有指向性，
否则会影响受访者的答题倾向。如“县应急管理局认为
影响地震灾情最大因素是震级，您是否同意这一观
点？”。受访者与县领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可能
由于畏惧县领导，又或者是对县领导作为不满，故意唱
反调，而影响了作答。因此，应当拿掉引导词语，改为
客观描述“您是否认为影响地震灾情最大因素是震
级？”，这样才能较为顺利获得受访者的真实想法。
3) 题目易答性
所设计的题目应简单易答，尽量避免计算。例如:
“境内距河岸 50M 内房屋结构类型的百分比为： 木结构
为多少，砖木结构为多少，砖混结构为多少，钢混结构
为多少？”要想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被调查者得先回忆
起境内距河岸 50M 内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和钢
混结构分别有几间，最后再计算占比是多少。这样的问
题对于受访者来说，太麻烦，太复杂。那么在填写问卷
时，可能会随意挑选想个百分比来附言，而这样随意的
答案，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下降，必将影响最后的调查
结果，所得信息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可以改为询问
“境内距河岸 50M 内房屋各个结构各有多少间”，计算
的任务待调研结束后再进行。
4) 选项穷尽性
选项的设计一定要穷尽。不穷尽的问卷选项会造成
数据的不准确，信息的不真实。例如上个问题“境内距
河岸 50M 内房屋结构类型的百分比为： 木结构为多少，
砖木结构为多少，砖混结构为多少，钢混结构为多
少？”，如果有其他结构的建筑存在的话，所获得的百
分比之和就会出现不为 1 的情况，所以应该加一个其他

结构，或者在问卷设计前就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
C. 验证性原则：
有时候为了鉴别被调查对象是否存在随意作答的现
象，问卷设计者还应该在问卷中设置必要的重复性问题
以求验证。例如，在问卷靠前部分提出问题“2018 年，
您家因为灾害造成年收入损失多少元？”，在问卷靠后
部分提出问题“您家年收入多少元？”。因为两个问题
所涉及主体相近，有不统一的表述方式，通常，问卷设
计者将一至两个可以相互印证的问题排布在问卷不同位
置，可以作为判断问卷有效性的方式之一[16]。
D. 规范性原则：
一般的问卷包括了三个部分：问卷介绍、主体内容
和问卷结束部分。整体的问卷结构应该为先是导语（包
含调查目的、研究者身份、回答问卷所需时间、是否匿
名与作答方式等信息），接下来是问卷主体（应按照问
题之间的逻辑性排列，将引起注意的，受访者可能熟悉
的放在前面，先易后难，由浅至深），最后是人口统计
信息与答谢语。除此之外，问卷的长度也不宜过长，一
般来讲，不超过 30 个问题为宜。

rkk =

krxx
1 + (k − 1)rxx

(1)

其中，k 为加长后的问卷长度与原问卷长度之比；
rxx 为原问卷的信度值；

rkk 为问卷长度是原来的 k 倍时的信度估计值。
由公式 1 得，因为信度值 r 是属于(0,1)，实验证明
，当测题数加大时，信度也会升高。但信度与测题数
之比并不是线性关系，开始时信度随题目增加而增高较
快，题目多了后，信度增速下降。所以问卷的长度不宜
过长。

[17]

V.

结论与讨论

风险沟通是公众了解风险、减少风险的必要条件，
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沟通越来越受到研究
者们的重视，研究者也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对于灾害的
想法。问卷调查是在网络时代风险沟通中不可或缺的一
种方式。通过阅读文献、实地参与问卷调查，本文总结
了一套设计问卷的流程，即（1）确定所需信息及目标
调查对象；（2）准备问卷初稿；（3）确定问句顺序以
及问卷布局；（4）开展试调研并评价问卷的信度与效
度。提出了问卷设计应满足的原则，即（1）用词原
则；（2）题目设计原则，包括题目专一性、题目客观
性、题目易答性和选项穷尽性；（3）验证性原则；
（4）规范性原则。设计问卷时，一方面要遵循这些基
本的流程和原则， 另一方面，还需要提前了解受测试群
体的文化程度、接受能力等背景，以便对问卷题目进行
改进，从而提高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获得更加真实的调
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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