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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脑电生物反馈训练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效果ꎬ为开展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
法　 将从赣州市大中学生中筛选的 ５０ 例网络成瘾青少年随机分为 ２ 组ꎬ对研究组(２５ 例)开展脑电生物反馈训练ꎬ对照组

(２５ 例)进行心理行为干预ꎮ 采用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ＩＡＴ)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
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ＡＳ)ꎬ于干预前及干预 １２ 周末各评定 １ 次ꎮ 结果 　 干预 １２ 周后ꎬ研究组 ＩＡＴ 评分由 ７２ ７８ 下降至 ５８ ６７( ｔ ＝
４ ２６７ꎬＰ<０ ０１)ꎬＳＡＳ 评分由 ３６ ８４ 下降至 ３０ ３５( ｔ＝ ３ ６８９ꎬＰ＝ ０ ００１)ꎻ对照组 ＩＡＴ 评分由 ７２ ４７ 下降至 ６５ ０５( ｔ＝ ２ １８１ꎬＰ
＝ ０ ０３９)ꎬＳＡＳ 评分由 ３７ ０７ 下降至 ３３ ２３( ｔ＝ ２ ２１６ꎬＰ＝ ０ ０３６)ꎮ 干预后研究组 ＩＡＴ 及 ＳＡＳ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２ ０９２ꎬ２ １０１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研究组干预有效率(３２％)高于对照组(８％) ( χ２ ＝ ４ ５００ꎬＰ ＝ ０ ０３４)ꎮ 结论　 脑电生物反馈

训练疗效较传统心理行为干预更为显著ꎬ但是 １２ 周的训练尚不能完全矫正网络成瘾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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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仪器分析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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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电生物反馈是采用电子仪器准确测定神经－肌
肉和自主神经系统的正常和异常活动状况ꎬ并把这些
信息有选择地放大成视觉和听觉信号ꎬ然后反馈给受
试者ꎬ使个体成为一个调节自我、维护健康的积极参
与者ꎻ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是利用生物反馈的原理训练
和调动自我调节功能ꎬ 使紊乱的大脑功能恢复正
常[１] ꎮ 生物反馈疗法属广义的行为疗法范畴ꎬ是一种
新型的现代高科技的心理治疗技术[１] ꎮ 近十多年来ꎬ
已有不少研究者应用生物反馈治疗儿童多动症、焦虑
症、抑郁症、睡眠障碍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或

心理异常ꎬ并取得了显著疗效ꎮ 本研究尝试采用多通
道生物反馈治疗仪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ꎬ并观察该疗
效与传统心理行为治疗效果的差异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开展赣州市大、
中学生网络成瘾流行病学调查ꎬ研究对象入组标准:
(１)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
ＩＡＴ) [２]得分≥６０ 分ꎻ(２)无器质性精神疾病及物质成
瘾史ꎻ(３) 未接受过系统干预ꎻ(４)本人及监护人知情
同意ꎮ

将 ５０ 例入选的网络成瘾青少年随机分为 ２ 组ꎬ其
中生物反馈干预组(研究组)男生 ２１ 例ꎬ女生 ４ 例ꎬ年
龄 １２ ~ １９ 岁ꎬ平均(１５. ３７ ± ２. ３１) 岁ꎻ对照组男生 ２３
例ꎬ女生 ２ 例ꎬ年龄 １２ ~ １７ 岁ꎬ平均(１６.０３±１.７２)岁ꎮ
两组性别构成及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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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干预方法　 研究组采用思必瑞特公司的 ｓｐｉｒｉｔ ３２
通道生物反馈治疗仪进行干预ꎮ 制订生物反馈训练
计划ꎬ以增强 α 波(８ ~ １２ Ｈｚ)、ＳＭＲ 波(１２ ~ １５ Ｈｚ)ꎬ同
时抑制 θ 波(４ ~ ７ Ｈｚ)为干预方案ꎬ每周训练 ２ 次ꎬ每
次 ３０ ｍｉｎꎮ 每次训练分为 ３ 个阶段:第 １ 阶段为开始
阶段ꎬ以皮温反馈训练作为正式训练前的放松练习ꎻ
第 ２ 阶段为治疗阶段ꎬ待受试者进入安静状态出现 α
波ꎬ且皮温达到 ３４.４ ℃时进行 α 波、θ 波和 ＳＭＲ 波训
练ꎻ第 ３ 阶段为结束阶段ꎬ受试者反馈训练感受ꎬ并总
结评价ꎮ 训练过程保证环境安静、室温适宜ꎮ 对照组
采用以认知疗法为主的团体心理咨询[３] ꎬ２ 次 / 周ꎬ每
次 ４０ ｍｉｎꎮ 两组分别由专人同步干预 １２ 周ꎮ
１.３ 　 测评工具 　 采用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
(ＩＡＴ) 和焦虑自评量表[４]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评定疗效ꎮ ＩＡＴ 包括 ２０ 个条目ꎬ涵盖了耐受、戒
断、渴求和上网的消极影响等内容ꎮ 每个条目有程度
递增的 ５ 个选项供选择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总分≥６０ 分
者为网络成瘾ꎮ ＳＡＳ 量表由 ２０ 个陈述句组成ꎬ每个条
目为 １ 个相关症状ꎬ按 １ ~ ４ 级评分ꎬ得分越高表示焦
虑程度越重ꎮ 量表具有较理想的信度与效度ꎮ 于干
预前及干预满 １２ 周时各评定 １ 次ꎮ 疗效评定以干预
后 ＩＡＴ 得分<６０ 分为有效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 ＳＡＳ 与 ＩＡＴ 评分变化　 干预
前ꎬ两组学生的 ＳＡＳ 与 ＩＡＴ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后的 ＳＡＳ
与 ＩＡＴ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 ｔＳＡＳ值分别为 ３.６８９ꎬ２.２１６ꎬ
ｔＩＡＴ值分别为 ４.２６７ꎬ２.１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研
究组的 ＳＡＳ 与 ＩＡＴ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研究组与对照组 ＩＡＴ 与 ＳＡＳ 评分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ＩＡＴ ＳＡＳ
干预前 研究组 ２５ ７２.７８±１３.６９ ３６.８４±７.８７

对照组 ２５ ７２.４７±１３.４５ ３７.０７±７.４８
ｔ 值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６
Ｐ 值 ０.９３６ ０.９１６

干预后 研究组 ２５ ５８.６７±１０.２１ ３０.３５±４.５０
对照组 ２５ ６５.０５±１１.３３ ３３.２３±５.１７

ｔ 值 ２.０９２ ２.１０１
Ｐ 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２.２　 两组干预有效率比较　 χ２ 检验结果显示ꎬ生物反
馈干预组有效率(３２％ꎬ８ / ２５)高于对照组(８％ꎬ２ / ２５)
(χ２ ＝ ４.５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青少年沉迷网络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ꎬ网

络成瘾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和学习能力都
产生严重影响ꎬ 同时也威胁着家庭和谐与社会稳

定[５－６] ꎮ 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网络成瘾的心理
干预和药物治疗措施并观察到一定疗效[７－８] ꎬ但目前
尚无可推广的疗效显著且安全可靠的干预手段ꎮ

人的行为和情绪与脑波活动节律及振幅有着密
切的联系ꎮ 脑波包含不同的频率成分ꎬ不同脑波的频
率成分对应不同的认知或情绪加工ꎮ 对特定脑电活
动进行反馈训练ꎬ可使受训者了解自身的心理生理状
态并学会主动控制脑电活动ꎬ提高情绪调节能力ꎮ 如
强化 α 波和 ＳＭＲ 波可缓解紧张和焦虑ꎬ使大脑清醒ꎬ
提高大脑工作效率ꎻ抑制 θ 波ꎬ可加强注意力和集中
力ꎬ提高思考和学习能力ꎮ 成瘾者由于沉迷网络ꎬ使
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ꎬ脱离网络后则出现情
绪抑郁、焦虑、睡眠障碍和明显的躯体不适等“戒断”
症状ꎮ 应用脑电生物反馈技术对成瘾者 α 波、θ 波、
ＳＭＲ 波进行反复系统的训练ꎬ可使成瘾者在身心放松
状态下接受引导ꎬ从而有效控制紧张、焦虑等情绪问
题ꎬ缓解精神压力ꎬ减轻对网络的依赖[９] ꎮ

近年脑电生物反馈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儿童多动
症、焦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
疾病的治疗[１０－１３] ꎮ 脑电生物反馈技术在成瘾性疾病
的应用报道甚少ꎮ 宫璞等[１４] 发现生物反馈对冰毒成
瘾者情绪问题具有明显的疗效ꎬ而应用于网络成瘾尚
处于尝试阶段ꎮ

在上述理论及相关研究基础上ꎬ本研究尝试应用
脑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网络成瘾青少年进行干预ꎬ
结果发现 １２ 周的系统训练改善了网络成瘾者对网络
的依赖ꎬ减轻了其焦虑程度ꎬ与潘淑均等[１５] 研究结果
相近ꎬ但因调查工具及评价指标不同尚不能直接比
较ꎮ 另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脑电生物反馈较心理行为干
预效果显著ꎬ但是仅少数被试完全恢复至正常网络使
用状态ꎬ表明生物反馈技术为网络成瘾提供了安全、
有效的干预方法ꎬ但尚不能完全矫正其网络依赖行
为ꎮ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干预时间不够ꎬ也可能与网络
成瘾发生因素的复杂性有关ꎮ 对网络成瘾的干预还
须考虑网络成瘾的多方面成因ꎬ结合成瘾者的认知改
善、家庭和学校管理等多种干预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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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青少年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抑郁的关系

王丽卿ꎬ李巧ꎬ顾晨ꎬ朱慧全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海口　 ５７１１９９

　 　 【摘要】 　 目的　 了解海口市青少年抑郁症状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关系ꎬ为制定青少年抑郁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海口市城乡地区 ４ ９９５ 名学生ꎬ采用儿童抑郁量表(ＣＤＩ)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量表(ＦＡＣＥＳⅡ)进行调查ꎮ 结果　 有抑郁症状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得分(６０.６４±１０.３０ꎬ３９.６９±８.７０)均低于无抑

郁症状的学生(６９.４０±１０.８４ꎬ４５.７０±８.９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７.４４９ꎬ２２.２７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有抑郁症状的

学生家庭类型为极端型的比例(３５.７％)高于无抑郁症状的学生(２７.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４.４７５ꎬ Ｐ<０.０５)ꎮ 家庭

亲密度与适应性分别与学生负面情绪( ｒ＝ －０.４９ꎬ－０.４２)、自我效能低下( ｒ＝ －０.５３ꎬ －０.４９)、人际问题( ｒ ＝ －０.４２ꎬ－０.３８)、缺
乏快感与兴趣( ｒ＝ －０.６０ꎬ－０.５９)及抑郁总分( ｒ＝ －０.４６ꎬ－０.４１)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

青少年抑郁问题密切相关ꎬ特别是极端型家庭的青少年更易产生抑郁ꎮ 保持家庭环境良好和谐可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发展ꎮ
【关键词】 　 家庭ꎻ抑郁ꎻ精神卫生ꎻ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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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４ 年海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０１０５０２２１８３)ꎮ
【作者简介】 　 王丽卿(１９８４－　 )ꎬ女ꎬ山西孝义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及心理行为发育ꎮ
【通讯作者】 　 朱慧全ꎬＥ￣ｍａｉｌ:７７８１９８７０９＠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５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ꎬ心理较为脆弱和

敏感[１] ꎬ是各种心理疾病的高发期ꎮ 这个时期若有抑

郁体验ꎬ会引发和加重成年后的抑郁情绪[２] ꎮ 抑郁一

般表现为情绪低落、精力下降、兴趣丧失等症状ꎬ轻微

抑郁不会有长期的影响ꎬ但严重时会产生生理、心理

上的各种问题ꎬ甚至伴有自杀和幻想等症状[３] ꎮ 家庭

是儿童出生后面临的第一个场所ꎮ 有研究发现ꎬ孩子

在幼年期缺乏情感体验ꎬ会为成年后的情感发展埋下

巨大的隐患ꎬ尤其是家庭环境的影响[１ꎬ４] ꎮ 笔者于

０５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