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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创建 

1.1 开始“创建新调查” 

如果您想要创建新的调查项目，只要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创建新调查”，您可以通过以

下两种方式创建新问卷： 

 直接创建新问卷 

 从模板创建新问卷 

确定好创建方式后，对应点击“下一步”或“使用此模板”。 

1.2 添加问题和问卷页面 

1.2.1问卷设计器 

开始创建新调查后，页面弹窗跳出“问卷设计器”，您可以在问卷设计器中选择添加“问

题”、“问卷页”、“问卷逻辑”。点击“完成编辑”保存并退出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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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分页和分段 

添加分页和分段 

将鼠标放在“+ 分页/段”上方，从下拉框选择希望添加的栏：                                 

分页栏：以页的方式将两个问题隔开 

信息栏：对下述的问卷进行信息说明 

分隔栏：将问题直接以段落的方式分开 

甄别页：可以在该页面设置甄别题，被甄别掉的受访者答题完改            

页面后会跳出此次调查活动 

编辑分页和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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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单选题 

添加单选题 

列表单选：常用的单选题 

组合单选：带有开发选项，允许受访者填空 

下拉框：以下拉框形式显示单选 

投票单选：受访者选择完后，会看到选票结果柱状图 

编辑单选题： 

1、输入问卷标题 

2、输入选项 

3、设置必答、提示、逻辑、等 

1.2.3多选题 

问卷题目和选项内容确定后，可以进行选项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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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评分题 

添加评分题 

量表题：仅显示最高分选项和最低分选项，如最满意和最不满意 

评分单选题：对每个选项赋予分值，选择不同选项得到不同的分值 

评分多选题：多选，多个选项，得到多分 

测试单选题：对正确的选项赋予分值，只有选中此项才得分，否则不得分 

测试多选题：多选，选中多个正确答案，才会得分 

编辑评分题 

 

1.2.5矩阵题 

添加矩阵题 

矩阵单选题：每行只能选择一个选项 

矩阵多选题：每行可以选择多个选项 

矩阵量表题：每行只能选项一个选项，结果为分数量表 

矩阵文本题：以列表方式展示文本题 

矩阵滑动条：以滑动条的格式展示选项分数情况 

编辑矩阵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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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表格题 

添加表格题 

表格评分题：输入分数，结果为所有分数的平均分 

表格文本题：输入文本评价 

表格下拉框：以下拉框的形式表示 

编辑表格题 

 

1.2.7其他题型 

填空题 

1、输入问卷标题 

2、设置填空输入框的行数 

3、设置输入内容的验证格式：汉字、数字、网址、邮件、手机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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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题 

1、输入排序选项 

2、限制排序选项的数量 

 

海报题 

1、选择要上传的图片 

2、对上传的图片进行区域划定（生成视觉选项） 

3、对生成的视觉选项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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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条 

1、输入最大值和最小值 

2、输入滑动条两端的文本 

 

1.3 添加逻辑 

1.3.1引用逻辑  

引用逻辑功能：某矩阵题、表格题、单选题的选项来源与指定多选题的选中项。您在设

计多选题的前提下，再设计矩阵题或者单选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该功能。目的是为了让矩

阵题（单选题）的选项根据前面多选题的实际选项情况做动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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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用户在题 2 中设置了针对题 1 的引用逻辑功能 

1、您喜欢去以下哪些名山旅游？（多选题：限选 3 项以下） 

（1）泰山 

（2）华山 

（3）武夷山 

（4）黄山 

（5）庐山 

——受访者在此题选择“泰山””黄山” 

2、请您能给您去过的这些名山做一下满意度评价（表格题） 

风景    价格     服务     

泰山   满意   不满意  非常满意 

黄山   满意   不满意  非常满意 

——本题出现了“泰山””黄山”的列选项，那是由于受访者在题 1 选择了“泰山””黄

山”，所以本题就引用了“泰山””黄山”。  

1.3.2跳题逻辑 

跳题逻辑是指通过对问题中某一选项跳题设置，当受访者选择该选项时候，就会跳到所

设置的题目的功能。 

举例：用户对题 1 的选项“（1）满意”设置了跳转到题 3 

1、您对我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单选题） 

（1）满意   （2）不满意 

2、请说明不满意的原因 

__________ 

3、您会推荐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吗？ 

（1）会    （2）不会 

——当受访者选择“满意”的时候，则自动跳转到题 3，选择“不满意”则按顺序作答 

 

1.3.3无条件跳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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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跳题逻辑是指设计者希望受访者回答完某道题目之后，不论受访者选择什么选

项，都会跳转到某一指定的题目。通常会和其他逻辑一起应用。 

举例：用户对题 5 设置无条件跳转到题 7 

5、您为何不喜欢的购买美的电器？（单选题） 

（1）费电   （2）质量不好    （3）不知道 

6、您会推荐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吗？ 

（1）会    （2）不会 

7、您觉得下列哪个品牌比美的还差？ 

（1）松下   （2）海尔    （3）海信    （4）小天鹅 

——当受访者在题 5 不论选择哪项，都自动跳转到题 7  

1.3.4关联逻辑 

关联逻辑是指在设计新问题后，此新问题在问卷中是否出现取决于前面与之关联的某问

题的某选项是否被选中。 

 

举例：用户设计了如下三个问题，将题 2 与题 1 的选项“（1）男生”关联，将题 3 与题

1 的选项“（2）女生”关联。 

设计的问卷如下： 

1、您的性别（单选） 

（1）男生     （2）女生 

2、请问您觉得我们学校的男同学够绅士吗？（单选） 

  （1）很绅士     （2）有点绅士   （3）不绅士   （4）很不绅士   

3、请问您觉得我们学校的女同学够淑女吗？（单选） 

  （1）很淑女     （2）有点淑女   （3）不淑女   （4）很不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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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在题 1 选择（1）男生时，题 2 出现，题 3 被隐藏，问卷如下 

1、您的性别（单选） 

（1）男生     （2）女生 

2、请问您觉得我们学校的男同学够绅士吗？ 

  （1）很绅士     （2）有点绅士   （3）不绅士   （4）很不绅士   

——当用户在题 1 选择（2）女生时，题 3 出现，题 2 被隐藏，问卷如下 

1、您的性别（单选） 

（1）男生     （2）女生 

3、请问您觉得我们学校的女同学够淑女吗？ 

  （1）很淑女     （2）有点淑女   （3）不淑女   （4）很不淑女   

1.4 完成页面设置 

完成页面的设置是指为了引导受访者在答完问卷后的去向。用户可以设置以下几种方

式： 

感谢信息提示信息：受访者在提交问卷后，跳转至感谢信息页面。 

跳转至指定网址：受访者在提交问卷后，跳转至指定的网址。 

显示提示信息：受访者在点击“提交问卷”时，弹出的信息。 

显示填写完成凭证：受访者在答完问卷后，会获得一个序列码，以证明其完成问卷。 

显示测评结果：受访者在提交答卷后，弹出测评报告。（测评模型的设置见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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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问卷外观 

背景设置：根据问卷的实际调查目的，以及用户的偏好，用户可以自由为问卷选择背景。 

显示设置：根据问卷的实际调查目的，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显示页码、发布者等信息。 

个性化设置：包括加入特定的 LOGO、加入自定义的页眉页脚等 

1.5 调查模型搭建 

1.5.1 模型概述 

模型设置功能，是指用户可以对含有评分题的问卷进行个性化的统计结果展示。目前此

功能主要用于各种心理测评模型的建立。比如用户可以设计一份心理测评问卷（含评分题），

问卷设计结束后，通过设计测评模型，可以让答卷者提交答卷后，马上得到心理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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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模型搭建功能主要包括三项：测评结果展示设置、测评结论设计、测评维度设置 

1.5.2测评结果展示设置 

测评结果展示设置是指通过勾选的方式去确定测评结果展示的内容，目前可勾选的范围

包括：是否显示说明、是否显示得分、是否显示平均分、是否显示排名。 

1.5.3 测评结论设置 

 

根据针对一份问卷的得分设立不同的分数段，并对不同的分数段设置不同的结果 

1.5.4维度设置 

用户可以根据针对问卷中题目不同的属性进行维度分类，通过将维度和题目绑定，将基

于维度的不同的分数段的设置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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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设置 

2.1 基本设置 

结束条件：根据问卷的回收数量或者问卷的执行时间段来设置问卷的结束依据。 

公开级别：对问卷的结果、问卷内容是否公开进行设置 

2.2 防重复填写 

根据不同调查目的以 IP 或者电脑 cookie 为对象进行防重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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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密码保护 

为了防止有其他人答卷，可以要求答卷者必须输入密码才能作答，包括“单个密码”，

密码列表形式（随机生成或者导入） 

 

2.4 配额控制 

抽样调查过程中，为了保证回收的问卷具有数量代表性，避免做无用功，调查者通常会

对受访对象进行有效的人口分布控制。比如说某次调查活动，计划调查的对象为 100 个男性，

200 个女性。这里的“100”和“200”就是配额。 

配额规则有如下 2 类 

 基于 IP：用户可以通过界定答卷者的省份、城市、来设定配额规则。 

 基于选择题：用户可以对根据问卷中某些答题的答案的数量界定问卷的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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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甄别控制 

筛选规则是指为了能够快速的把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排除为无效问卷而设立的一组规则。

用户设定好规则后，可以选择过程中使用，或者调查结束后使用。筛选规则有如下 2 类： 

 附加规则：用户可以通过界定答卷者的省份、城市、来源渠道、填卷时长、ip 地址、

来源渠道来设定规则认定问卷的有效或无效。 

 单题规则：用户可以对根据问卷中某些答题的答案界定问卷的有效无效 

三、发送问卷 

3.1 问卷链接 

问卷链接是受访者开始答卷的入口，每份问卷生成后，都会自动生成唯一的问卷链接。

用户可以将问卷生成的链接（或自定义来源）复制到 QQ、 MSN、 MAIL 等通信工具发送

给受访者，受访者打开链接即可作答。您也可以快捷的将问卷链接分享到您的 QQ 空间、开

心网、校内网、微博、QQ、等 SNS 区域。 

自定义来源—是问卷链接中的功能。此功能是指用户为了区分不同的答卷者，而通过

source 技术对问卷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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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邀请邮件 

用户发送问卷的时候，可以选择邀请邮件发送问卷，所谓的邀请邮件是指利用平台的邮

件服务器批量发送问卷。用户可以将样本库中的样本人群批量导入成发送对象，直接点击发

送即可。系统会自动对答卷过程进行跟踪。 您也可以输入受访者邮件地址或者从 outlook 中

导入通讯簿并给他们发送邀请填写问卷的邮件。平台支持可以针对每个邮件地址生成唯一的

填写问卷链接地址，以便您查看收件人是否有填写问卷和提交的答卷。 

 

对于从样本库导入的受访者，用户可以查看此类受访者的答卷进度“已答、未答、正在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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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短信邀请 

用户发送问卷的时候，可以选择通过手机短信发送问卷，所谓的邀请短信是指利用平台

的短信服务器批量将短信发送受访者。用户可以将样本库中的样本人群批量导入成发送对

象，直接点击发送即可。 您也可以输入受访者手机号码或者从外部文档批量导入。 

如果受访者的手机为智能手机，在收到带有问卷链接的短信后，受访者直接打开短信链

接即可在手机上完成问卷调查。 

 

3.4 嵌入到网站 

 

Iframe：用户可以将问卷以 Iframe 的方式嵌入到目标网站，为了提高显示效果，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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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 的宽度进行设置，系统自动生成对应代码。 

弹窗窗口：用户可以将问卷以弹窗的方式嵌入到目标网站，为了提高显示效果，需要对

弹窗的宽度进行设置，系统自动生成对应代码。 

API 接入：用户可以将问卷以 API 的方式接入到网站中，详细见附件一。 

四、统计查看 

4.1 答卷详情 

用户可以通常主观判断（或设定筛选规则）手动将问卷设置为无效或者有效。具体操作

为点击问卷编号，就会在页面下方出现此问卷的内容，用户可以通过对内容的检查判断此问

卷是有效还是无效。 

 有效问卷定义：有效问卷是指符合调查要求的质量的问卷，通常答题时间合理，答卷的

内容无矛盾，没有胡乱作答或作弊的迹象。只有有效问卷才计入统计范围。 

 无效问卷定义：无效问卷是指不符合调查要求的质量的问卷，通常答题时间很快，答卷

的内容矛盾明显，有胡乱作答或作弊的迹象，甚至答卷不完整。无效问卷不计入统计范

围。 

4.2 数据统计 

4.2.1单题统计 

在此功能下，用户可以根据所有回收的问卷对进行每道题的统计。比如对封闭式题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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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进行统计。对评分题按分数进行统计。 

备注：目前暂时不支持开放式题目的统计。如文本题 

 

4.2.2分类统计 

分类统计是指根据选择题的选项或者答卷的来源进行分类统计。比如单独统计选项为

“男”的答题情况，单独统计来源于某一地区的答题情况，也可以根据“自定义来源”进行

统计。 

 

4.2.3交叉统计 

交叉统计功能下用户可以通过确定选择题 x 和选择题 Y，得出交叉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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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来源分析 

 

（上图：时间段来源） 



调查宝—问答更轻松   www.surveyportal.cn 

简单易用的在线调查工具——满足市场调查，员工调查，公众调查，测评测试等多种应用要求 

21 

此功能下，用户可以根据“地理来源”、“渠道（链接）来源”、“时间段来源”三种方式

确定问卷的来源情况。 

 地理来源：根据答卷的 IP 确定有效问卷来源于那个省份/国家。 

 渠道（链接）来源：根据答卷的链接（source），来确定不同链接（source）的有效

答卷数量 

 时间段来源：以天为单位，统计特定日期的有效答卷数量 

4.4 完成率分析 

此功能下，用户可以根据“地理来源”、“渠道（链接）来源”、“时间段来源”三种方式

确定问卷点击数和有效答卷数量的比例情况。 

 地理完成率：根据问卷的点击 IP 确定某个省份的有效问卷和点击数的比例 

 渠道（链接）来源：根据答卷的链接（source），来确定不同链接（source）的点击

数和有效答卷的比例 

 时间段来源：以天为单位，统计特定日期的有效答卷和点击数的比例 

 

4.5 数据下载 

为了便于用户对调查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此平台允许用户将数据导出成 office 文档

格式或者支持 SPSS 的 CSV 格式， 

答卷导出到 EXCEL 样式如下：（一个答卷一行数据，便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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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导出到 word/EXCEL 格式如下：（一份答卷一个框格，便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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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值服务 

5.1 项目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报价 

项目 收费标准 基础费用 基础收费说明 

统计模型定制 2000 元/天/人 10000 元 包含 5 天/人 

调查入口定制 2000 元/天/人 4000 元 包含 2 天/人 

项目管理费 1000 元/月 2000 元 包含 2 个月 

组织机构调查/测评 20 元/人 2000 元 包含 100 人次 

问卷录入 200 元/5 道题 1000 元 包含 30 道题 

5.2 问卷样本服务（估计报价） 

样本服务（以 1000 份为例，具体价格根据实际样本需要确定） 

样本量=1000 

样本特征分布率(%) 

90 70 50 40 30 20 10 

问卷时长 

(分钟) 

5 18  21  23  27  31  35  44  

10 27  30  33  36  40  44  53  

20 30  33  36  40  44  48  63  

25 33  36  40  44  48  53  69  

30 36  40  44  48  53  59  77  

5.3 问卷邮件群发服务 

邮件发送报价（包含样本管理费用） 

类别 收费标准 最低收费 备注说明 

5w 封以下 0.2 元/封 2000 元 包含批量样本导入与筛选 

5w—10w 封 0.15 元/封 7500 元 包含批量样本导入与筛选 

  10w 封以上 0.1 元/封 10000 元 包含批量样本导入与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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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附件 1 《平台 API开放接口文档》 

1 接口目的 

为了帮助各站长在网站上实现强大灵活的“在线调查”功能，并让网民在不跳出贵网站

的情况下完成在线调查，实现“在线调查”功能的无缝接合。平台推出了此 API 接口服务。 

优势 1：获得后台强大的在线调查功能，轻松实现复杂调查。 

优势 2：无缝接入，网民调查过程中不用跳离网站，良好体验 

优势 3：数据安全，站长注册的独享账号控制整个调查和统计，安全协议保证。 

2 API业务流程 

 

3 API接口描述 

此接口供网站开放者使用，网站开发者可以通过此接口获得在平台平台发布的问卷信

息！结合问卷的 iframe 嵌入代码，网站就可以实现“在线调查”功能的无缝接合。 

A、通过该接口可以获取用户发布的问卷信息！  

B、请将用户名和密码放在 SoapHeader 中传递 

登陆平台 

登陆贵网站 

用 API 接口将 

问卷信息同步到贵

网站 

设计问卷 

发布问卷 

统计分析 

信息返回到注册的专

有账户，并实时统计 

打开问卷 

回答并提交 

停留在网站 下载答卷 

站

长 

平台 API 业务流

程图 

备注：整个流程 

由注册账户

控制 

备注：整个流程 

不离开贵网

站 

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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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求信息单元 

请求 URL 为： 

http://Webservice.surveyportal.cn/surveyportal.asmx 

请求参数说明： 

UserName 用 户

名 

平台用户帐号 必须 

Password 密码 平台用户密码 必须 

5 返回值说明 

返回值 注释 

-1 用户名密码错误 

XML 字串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survey> 

  <project> 

   <id>359</id> 

   <title>服务满意度调查</title> 

   <BeginDate>2011-04-11 17:10:36</BeginDate> 

   <EndDate>1900-01-01 00:00:00</EndDat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number>3</number> 

  </project> 

  <project> 

   <id>60</id> 

   <title>4S 店调查问卷</title> 

   <BeginDate>2011-03-12 21:15:23</BeginDate> 

   <EndDate>1900-01-01 00:00:00</EndDat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number>46</number> 

   </project> 

问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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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ey> 

6 XML说明 

节点 说明 备注 

Id 问卷 ID  

Title 问卷名称  

BeginDate 开始日期  

EndDate 结束日期 1900-01-01 00:00:00 为没有结束日

期 

Description 问卷说明  

Number 参与人数  

7 例程 

MySoapHead myHeader = new MySoapHead(); 

     myHeader.UserName = "XXXX"; 

     myHeader.PassWord = "XXXX"; 

     WebService webservice = new WebService(); 

     webservice.MySoapHeadValue = myHeader; 

 string str = webservice.GetSurveyInfo(); 

8 iframe 嵌入代码示例 

<iframe 

src='http://www.surveyportal.cn/surveydesign/embedview.aspx?id=609&source=iframe' 

width=700 height=500 frameborder='0' style='overflow:auto'></iframe> 

备注：“609”为问卷的 ID 号码，根据问卷生成，为必须 

      “700”为 iframe 宽度，可以自定义，为必须 

      “500”为 iframe 高度，可以自定义，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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