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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危险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却

并不存在着“真实的”或者“客观的”风

险感受。

---Slovic，1999

3



1、什么是风险？

学术上的界定

 R：风险程度、P：事件发生的概率、C：事件发生的后果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这种对于风险的界定虽然非常适合进行工程学类型

的风险计算，但是对于社会风险管理问题，这种界定则往往会产生误导（
Rayner和Cantor，1987）。因为，按照这一界定，进行风险管理的 好方

法就是对于那些经常发生的风险事件，我们要降低其后果的严重程度，而

对于那些后果相当严重的风险事件，我们则应该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
Ballard，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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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FR 

Rosa（2003）进一步将风险定义为“一
种危及个体所拥有的有价值的事物，且

结果不确定不确定的情境或事件”



1、什么是风险？

老百姓的观点

专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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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的理性

 一般来说，人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

判断与采取决策行为应该是基于理性

的。但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Simon则对此提出疑义，他提出

了有限理性观点。

 心理学家Kahnemen于2002年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则是他发现期望

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在认知选择中

出现的系统性偏差，并发现个体的认

知策略会极大地影响人的认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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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的理性

害怕突发事件而不怕普通事

件。恐惧很有效的扭曲了风

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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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很多美国人不乘

飞机了，改为驾车。搜集一下数
据会发现，恐怖袭击之后，驾车
的里程上涨了5%，高速公路交
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00
人。 ——Gerd Gigerenzer



2、公众的理性

害怕癌症而不怕心脏病------我们低估那些慢慢向

我们靠近的威胁。

 “我们很难看到那些慢慢积累起来的事情，即使我们知
道长期风险也会关注短期利益的。” ------哈佛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的风险分析教授 Kimberly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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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的理性

 除非是自己放的，否则我的后院里不能有农药-----我们比

较喜欢认为控制权在自己手中（只是我们认为在）。

 风险顾问David Ropeik说，如果我们感觉自己能够控制

结果，或者我们主动选择冒险，那么事情看起来就会不

那么危险。

 系上安全带就可以加速行驶-----我们用一种风险代替另一

种风险。

 那些为了增加安全型而设计的装置—四轮驱动、气囊、

保险带等—会促使人们把车开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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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的理性

 我们热爱阳光但害怕核能--------为什么“自然”的风险更容

易被接受

 “天然产品有良好的声誉，我们认为天然的就是有益、

安全的。但是疟疾和毒蘑菇也是天然的产品。” Slovic

 我们应该害怕恐惧本身---为什么害怕风险本身就是风险。

 虽然在911这样的恐怖事件或者Ebola病毒肆虐中死亡几

率很小，但是持续恐惧引起的慢性应激反应导致的死亡

几率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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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11事件后，台湾

媒体的不断重复报道，
导致与美国远隔大洋的
台湾出现了多例需要救
治的心理疾患者。

恐惧的负面影响



3、风险认知

风险认知是对风险事件的主观评价。研究者认为，风险

认知是反映民众对政府“决策”态度的晴雨表，是政府决策人

员 不能忽视的关键指标，而这也正是“风险认知”研究的意

义所在（谢晓非，徐联仓，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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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

开始注重从认知层面探讨风险情境中人

类行为的危险感受性问题，逐渐开拓了风险

知觉的研究方向，并使之一跃成为影响政策

制定的关键要素之一

1955，Cohen, Dearnaley,  
Hansel
1965 ，Sowby
1967，长山泰久，鹤田正

一，太城藤吉

1969 ，Starr……

研究风险本质特征

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

研究视点从风险现象转移到风险的本质

特征上，重视风险情境分析、风险认知方式

的研究。

1973，Bettman
1973，Zwahlen
1978， Wide
1978，Lichtenstein……

测量风险和建构风

险认知结构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突发的各类社会现象为风险的研究提供

了重大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学术性风险

领域的研究与社会应用的关系极为密切。

1978，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et al.

2000, Slovic
1998，Savadori, Rumiati, 
&Bonini
2005，Siegrist，Keller，＆
Kiers……

3、风险认知的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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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学范式的诞生

 Slovic（1987，2000）运用心理物理量表和多变量分析的

方法，利用心理测量的参数，定量表示风险或建立风险的

“认知地图”。同时，受到人格理论的影响，他赋予风险事

件以“人格特征”——即风险特征，这一思路，后来也被很

多相关学者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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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观察的风险
未觉察的风险
影响延迟的风险
新的风险
科学未知的风险

不可控制的风险
令人优虑的风险
全球性灾难风险
致命性结果风险
不公正的风险
引起群体性损失的风险
对后代影响大的风险
不易降低的风险
渐增的风险
强迫接受的风险

可控制的风险
不必优虑的风险
局部性灾难风险
非致命性结果风险
公正的风险
引起个别性损失的风险
对后代影响小的风险
容易降低的风险
渐低的风险
自愿接受的风险

可观察的风险
已觉察的风险
影响迅速的风险
老的风险
科学已知的风险



风险认知模型

对于风险事件的知觉能够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情绪

状态（如生气、焦虑、害怕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

体的态度与行为，因而风险认知在风险沟通的过程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Covello，Peters，Joseph 等人对前

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至少有15 种风险认知因素对

人们的风险沟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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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风险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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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研究者 研究内容

环境风险 Keown（1989） 测量了香港人对于30个环境风险事件的认知水平

张建光（1994） 对238名中国大陆的民众进行了基于20个环境风险事件的本土研究

Lai & Tao
（2003）

选取了30种风险事件对香港人的环境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并获得了

未知与忧虑性－可控性的两维结构

于清源、谢晓非
（2006）

民众的环境风险认知按照事件类型可被划分为生态环境、疾病与灾害
和生活环境三大类，按照特征维度则可划分为客观认识和主动作用

社会风险 谢晓非、徐联仓
（94, 98, 00, 02）

借鉴Slovic的测量学框架，采用风险程度；后果发生的严重性；后果发

生的可能性；可控性；未知性；忧虑性；持续性；人为性；社会性等
风险特征维度率先对我国民众的社会风险认知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刘金平、黄宏
强、周广亚
（2006）

对城市居民社会风险认知的结构进行了探索

具体领域 工作场所 谢晓非，徐联仓，2000；

医疗问题 李琳，王小万，2002；时勘、陆佳芳、范红霞等人（2004）；谢晓
非、郑蕊等（2004，2005)

电子商务 张硕阳，陈毅文，王二平，2004；



4、环境研究中的风险认知问题

老百姓—专家为什么认识不一样？

 危险的人为什么 不担心？

认识到了风险为什么不行动？

为什么有了预案，出了事依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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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普通人的认知不一致

 大量研究证实专家与公众对特定风险问题的看法往往存在

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公

众真实的心理状况，为风险沟通提供依据。

 Frewer(1999)认为：“风险沟通如果能针对民众真正关切的

地方，而不是以专家认定的重点去着手，效果一定会大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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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普通人的认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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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普通人的认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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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普通人的认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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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et a1．(2005)以质性研究深入剖析专家民众认知

差异背后隐藏的道德观与价值判断，他们以狂牛症与沙门氏

杆菌两种风险为例，发现专家对两种风险的比较适用流行病

学分析与风险评估等科学方式，而民众却聚焦于食物安全的

议题上；专家认为狂牛症虽然致死率远高于沙门式杆菌，但

是感染率极低，因此应该把风险管控成本转移到沙门式杆菌

的防治工作，此观点着重在社会层面。而民众在意的却是个

人风险，两者之间因此产生价值观的冲突。



专家与普通人的认知不一致

 至于应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
Powell and Leiss认为在专家方面应做到：

1．将研究数据解释成民众可以了解的语言；

2．说明风险不确定性的范围；

3．建立民众信任感与信心。

在民众端应做到：

1．了解民众的风险框架；

2．承认民众与专家有不同的关切问题；

3．了解民众有哪些情况需要风险信息与防治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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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沟通直接有效——了解你的受众

 我们更担心别人，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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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有益你的健康

洗手有益你病人的健康



如何让沟通直接有效——了解你的受众

 用频次而不是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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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报告了新型口服避孕药将
使血栓的风险增加一倍即100%，这在女性人群中造

成了大规模恐慌。结果，她们选择停止采用这种方
式避孕。在此后的一年里，由于对口服避孕药的恐
慌，英格兰和威尔士估计有13000多名妇女堕胎。

事实上，大众新药导致血栓的绝对风险仅仅从七千
分之一提高到七千分之二



如何让沟通直接有效——了解你的受众

 越难以发音，越危险

 让动物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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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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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t (2004) 
found that 
although 
industrial 
workers labored 
on a daily bases 
under highly 
polluted 
conditions, they 
provided risk 
ratings that were 
well below those 
of farmers and 
commercial/servi
ce sector works. 29

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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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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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研究发现，尽管居民们通常

会反对在其居住的地区建立

垃圾处理场，但是处理厂一

旦建成，人们似乎就变得不

再关注。

 Okeke C U, Armour A. Post-landfill sitting 

perceptions of nearby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Halton landfill [J]. Applied 

Geography, 1999,. 20(2): 137-154.



“心理台风眼”理论

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为10 km的圆面积通常称为“台

风眼”。由于台风眼外围的空气旋转剧烈，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外面的空气不易进入到台风的中心区内,因此台风眼区就

像由云墙包围的孤立的管子,它里面的空气几乎是不旋转的，

风很微弱。这里，我们假“台风

眼”现象来说明公众对风险事件

的真实恐慌程度究竟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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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人最不担心风险

 认知失调：Festinger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

可以解释和预测这些“反常”现象。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

民和SARS高峰期的市民体验到认知失调:认知元素1 (居住

在核电站附近)与认知元素2 (核电站不安全)发生冲突。认

知元素1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改变认知元素2 (核电站不安

全)为“核电站安全”。而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居民和的市民则

没有体验到认知失调,故无须改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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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测量风险认知

他们真的不害怕吗？

他们需要被关注吗？

我们的测量真的准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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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了几步就喘

可以连续走上一个小时

可以跑马拉松



认识为什么与行动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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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Behavior 



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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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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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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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需要经过长时间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建

立，却可以十分轻易地遭到破坏。



信任决定模型

 "谣言有一个公式，即谣言等于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在这一公式里，谣言的产生和效

应，跟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

正比，在两个变量中，只要任何

一方趋近于零，谣言也就不会存

在。“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不公开

，新媒体公开；境内不公开，境

外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

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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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决定模型

过度反应帮助建立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

 疯牛病案例：

 日本：为了不影响牛肉行业的出口，否认问题，导致影

响了2001年全年的GDP

 德国：在一个月内隔离农场，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养牛政

策，从而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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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预案，遇事仍然慌乱

 情绪的干扰——心理噪音

43



为什么有预案，遇事仍然慌乱

可替换性

Redelmeier ，Tversky（1990）的研究发现医生

在面对单个病人和群体病人时所采用的疗法有

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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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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