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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类工程的风险接受度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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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垃圾焚烧类作为一种争议性的技术，具有利益和风险并存的特点。因此，垃圾焚烧类工程的

顺利建设需要以公众的风险接受度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垃圾焚烧站公众接受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调

研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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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controversial technology, waste incineration is both beneficial and risky. Therefore, its 
smooth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public acceptance. In this paper,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ublic 
acceptance of waste incineration st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est ar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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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江苏吴江的“垃圾发电厂”

项目冲突事件、广东番禹事件、湖南湘潭九华垃圾

焚烧发电站游行事件等针对垃圾焚烧类工程的群体

性冲突事件，集中地显现出人们对风险的高度关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实现国家治理

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总

目标，而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能

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

本研究以公众对垃圾焚烧类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接

受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期为未来政府推动

垃圾焚烧项目开发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 垃圾焚烧类工程的风险接受度评估模型构建 
2.1 研究模型 
垃圾焚烧类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模型主要用利益

感知和风险感知两个核心变量来分析公众对垃圾焚

烧类工程的接受程度。模型中包含 4 个内生变量，

它们分别是公众利益感知、风险感知、态度、接受

度。2 个外生变量，分别是知识和信任。模型中的箭

头表明了结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见图 1）。 

 
图 1 垃圾焚烧类工程的风险接受度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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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描述 
1）接受度。主要目的在于衡量公众对垃圾焚烧

项目的接受程度。2）态度。态度是指一种评价事物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心理倾向。3）利益感知。利益

感知是指人们所感知到的某种产品能为他们提供的

好处。4）风险感知。人们对风险的感知是一种极其

复杂的生理、心理反应过程。5）知识。主要是指公

众主、客观上对于垃圾焚烧政策的熟悉程度、信息

公开的程度以及公众信任的信息来源。6）信任。共

分为信息信任与政府能力信任两大部分，主要是希

望了解公众对于政府所提供垃圾焚烧工程相关信息

的信任以及公众对于政府垃圾焚烧管理能力的信任。 
2.3 研究假设 
HI：公众的态度正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的接

受度。 
H2：公众的风险感知负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

项目的态度。 
H3：公众的利益感知正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

的态度。 
H4：公众的风险感知负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

的接受度。 
H5：公众的利益感知正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

的接受度。 
H6：公众的知识正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的利

益感知。 
H7：公众的知识反向影响其对敏感性工程的风

险感知。 
2.4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于 2018 年 8 月初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

在湖南省湘潭市随机抽取了 30 名普通市民，他们被

邀请填写问卷。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适当修改了

我们的表述，使用语更加通俗易懂。最后，我们对

收集到的问卷做信度、效度分析，删除了少量影响

变量信度、效度的题项。在正式调研中，本研究尝

试从较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入手，针对行政部门、周

边民众、专家学者、环保团体等分别进行调查。问

卷于 2018 年 10 月以当面发放，当面收回的形式进

行收集，一共发放问卷 524 份，于 2018 年 11 月收

回并进行统计，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后，调查结果如

下表所示： 

表 1 问卷回收情况 

利益相关者 成功样本数 成功回收率 

周边民众 147 98.0% 

行政部门 117 95.1% 

专家学者 135 99.2% 

环保团体 112 98.1% 

总体 511 97.5% 

3 垃圾焚烧类工程的风险接受度评估模型分析 
3.1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首先针对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 SEM 建

模，本研究共有 6 个潜在变量、18 个测量变量。其

中利益感知、风险感知这两个变量会分别对态度和

接受度产生影响；而态度会对接受度产生影响；知

识和信任这两个变量分别会对利益感知和感知分享

产生影响。最终建立 SEM 模型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垃圾焚烧类工程的风险接受度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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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构方程模型整体契合度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可使用不同指标检验模型整体效

果和拟合度，在模型构建完成之后，首先对模型的

各项拟合度指标进行汇总归纳，各拟合指标汇总结

果如下表所示： 
3.3 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数据如表所示，可见各项

指标均符合以上标准，因此，各个潜变量的测量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3.4 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分析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值和显著性结果如

表 4 和图 3 所示。 

表 2 拟合指标汇总表 

拟合指标 可建议接受值 模型拟合值 

χ2/df 0-4 3.460 

RMR <0.1 0.058 

RMSEA <0.1 0.056 

NFI 〉0.90 0.94 

TFI 〉0.90 0.93 

IFI 〉0.90 0.91 

CFI 〉0.90 0.91 

PNFI 〉0.05 0.64 

PCFI 〉0.05 0.66  
表 3 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 

潜变量 观察变量 因素载荷 因素载荷的 t 值 测量误差 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接受度 
（AD） 

AD1 0.88 17.72 0.03 0.82 
0.835 AD2 0.86 19.26 0.08 0.79 

AD3 0.91 15.65 0.06 0.86 

态度 
（A） 

A1 0.88 10.48 0.02 0.80 
0.840 A2 0.96 21.23 0.12 0.70 

A3 0.88 16.60 0.04 0.82 

利益感知 
（PB） 

PB1 0.80 20.11 0.04 0.74 
0.869 PB2 0.79 18.92 0.06 0.82 

PB3 0.83 18.32 0.10 0.79 

风险感知 
（PR） 

PR1 0.94 25.32 0.08 0.73 
0.881 PR2 0.91 14.84 0.12 0.84 

PR3 0.86 11.24 0.09 0.76 

知识 
（K） 

K1 0.82 16.65 0.05 0.77 
0.875 K2 0.83 15.84 0.07 0.72 

K3 0.81 16.55 0.11 0.81 

信任 
（T） 

T1 0.88 15.32 0.05 0.77 
0.883 T2 0.91 18.66 0.09 0.86 

T3 0.86 16.89 0.12 0.79 

表 4 路径系数表 

假设内容 显著性 结果 

H1：态度+〉接受度路径系数：0.79） 显著** 支持假设 
H2：风险感知-〉态度（路径系数：-0.34） 显著** 支持假设 
H3：利益感知+〉态度（路径系数：0.13） 显著** 支持假设 

H4：风险感知—〉接受度（路径系数：-0.57） 显著** 支持假设 
H5：利益感知+〉接受度（路径系数：0.19） 显著** 支持假设 
H6：知识+〉利益感知（路径系数：0.22） 显著** 支持假设 

H7：知识—〉风险感知（路径系数：-0.14） 不显著 不支持假设 
H8：信任+>利益感知（路径系数：0.28） 显著** 支持假设 
H9：信任->风险感知（路径系数：-0.30） 显著** 支持假设 

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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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路径系数图 

 
4 结论 
本文以垃圾焚烧工程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垃圾

焚烧站公众风险接受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调

研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及检验。本文

研究结果如下： 
（1）构建了垃圾焚烧类工程公众风险接受度的

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将垃圾焚烧类敏感性工程公众接受度的影

响因素作为本论文的核心，经过修正最终确定了垃

圾焚烧类敏感性工程公众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

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检验，证明这一结构方程

模型可以应用于垃圾焚烧类工程公众接受度影响因

素的确定。 
（2）态度对公众风险接受度有正向影响 
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利益感知对公众接受度

的路径相关系数是 0.79，支持研究假设提出的态度

对公众接受度有正向影响。因而，在关注敏感性工

程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社会文化和科普方面的建设，

重视价值观对敏感性工程的影响，将敏感性工程的

建设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规划和发展。 
（3）利益感知对态度和公众风险接受度有正向

影响 
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利益感知对态度和公众

接受度的路径相关系数分别是 0.13 和 0.19。研究结

果支持研究假设提出的利益感知对态度和公众接受

度有正向影响。如果希望提高公众对敏感性工程的

接受度，那么必须关注项目本身给公众带来的利益，

同时想办法让公众能够切实感受到敏感性工程给他

们带来的好处。 
（4）风险感知对态度和公众接受度有明显的负

向影响 

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风险感知对态度和公众

接受度的路径相关系数分别是-0.34 和-0.57。研究结

果支持研究假设提出的风险感知对态度和公众接受

度有负向影响。这表明政府应该在风险的监管和控

制方面多下功夫。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关注

敏感性工程所带来的利益。 
（5）知识和信任对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 
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知识和信任变量对利益

感知的路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2 和 0.128。支持研究

假设提出的态度和距离对公众接受度有正向影响。

说明人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越是了解，就容易了

解到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相对于传统垃圾处理技术的

优点，也就越容易感知到垃圾焚烧类敏感性工程所

带来的利益。 
（6）信任对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 
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知识和信任变量对利益

感知的路径相关系数为-0.30，P 值均呈现出 0.001 水

平上的显著性，说明其特定关系具有显著相关性，

支持研究假设提出的信任对公众接受度有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知识”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则不显

著，路径系数为-0.14，P>0.05。这说明即便那些对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较为了解的那些公众，其对垃圾

焚烧类敏感性工程的风险感知既有可能感到风险大，

也有可能感知不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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