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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ꎬ为制定学生网络成瘾防制策略提供理论依

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ꎬ以深圳市 １８ 所大中学校的 ４ ８２２ 名学生为对象ꎬ调查网络成瘾情况ꎮ 结果　
过去 ７ ｄ 内每天都上网的学生占 ９２.１０％ꎬ其中 ４３.２４％的学生每天上网超过 ４ ｈꎬ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占 ９.５６％ꎮ 网络成

瘾率在不同性别及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青少年学生打架(ＯＲ＝ １.５７８ꎬ９５％ＣＩ＝ １.２２１~ ２.０３９)、自我伤害(ＯＲ＝ １.５２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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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ＣＩ＝ １.６９３~ ２.８１２)等负性心理活动均会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ꎮ 结论　 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受到多种行为及心理因素

影响ꎬ相关预防措施及教育宣传工作需及早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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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成瘾亦称网瘾ꎬ是指由于长时间习惯性地沉

浸在网络中ꎬ对互联网产生强烈的依赖ꎬ以至于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自我解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

一种现象[１] ꎮ 网络成瘾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ꎬ是
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ꎮ 研究表明ꎬ沉
迷于网络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差ꎬ有更多的轻生念头、
烦躁不安、闷闷不乐等情绪变化ꎬ甚至出现自杀事

件[２－３] ꎮ 为了解深圳市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情况ꎬ笔
者于 ２０１３ 年在深圳市开展为期 ０.５ 年的调查研究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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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恰当防控措施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先随机抽

取深圳市 １８ 所大中学校(大学 ２ 所ꎬ中学 １６ 所)ꎬ再
从每所学校不同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级ꎬ对班级全部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５ ２２０ 份ꎬ剔除无效

问卷 ３９８ 份ꎬ获有效问卷 ４ ８２２ 份ꎬ有效率达 ９２.４％ꎮ
调查学生年龄在 １０ ~ ２７ 岁之间ꎬ平均(１５.２４ ± ２.３６)
岁ꎮ 其中男生 ２ ３４２ 名 ( ４８. ５７％)ꎬ 女生 ２ ４８０ 名

(５１.４３％)ꎻ 大 学、 高 中、 初 中 学 生 分 别 为 ５６２
(１１.６６％)、２ １０４(４３.６３％)及 ２ １５６ 名(４４.７１％)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来源于“广东青少年健康相关行

为调查问卷” [４] ꎬ问卷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行为及心

理因素以及网络成瘾量表ꎬ其中行为因素包括尝试吸

烟、尝试饮酒以及受欺凌行为ꎮ 受欺凌行为包括 ７ 个

问题ꎬ分别为被恶意取笑ꎬ被索要财物ꎬ被有意排斥在

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ꎬ被威胁、恐吓ꎬ被打、踢、推、
挤或关在屋里ꎬ被开色情玩笑或做色情动作ꎬ因为身

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ꎮ 对量表信度进行分析ꎬ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７ꎮ 问题采用 ３ 级计分法ꎬ０ ~ ２ 分

别表示“从未”“偶尔”“经常” [５] ꎮ 研究对象有 １ 个或

以上问题选择“经常”则定义为欺凌受害者ꎮ 网络成

瘾量表来源于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ꎬ对其进行信

度检验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５ꎮ 网络成瘾定义标准

与“广州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概述” [４] 一致ꎬ即
１０ 项条目中至少出现 ５ 项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对数据进行双录

入ꎬ并通过一致性检验ꎮ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建立数据库ꎬ
并用 ＳＡＳ ９.２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及分析ꎮ 定量资料

采用描述性分析ꎬ定性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最终模型纳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排除标准为０.１０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信息　 ４ ８２２ 名学生中ꎬ住宿生有 ２ ２１７ 名ꎬ
占 ４５.９８％ꎮ 过去 １２ 个月内ꎬ曾经跟人打架有 ７２８ 名ꎬ
占 １５.１％ꎮ 大部分学生在过去 １２ 个月曾经感到孤独

(７３.３７％)、因学习问题而心情不愉快(８６.０２％)或曾

因担心某事而失眠(６９.８１％)ꎮ 少数学生在过去 １２ 个

月内曾因伤心绝望而停止日常活动(１２.１１％)、自我伤

害(９.４６％)、电子游戏成瘾(１４.５２％)ꎮ 过去 ３０ ｄ 内ꎬ
欺凌受害者比例为 ２６.５０％ꎮ 过去 ７ ｄ 里ꎬ共有 ４ ４４１
(９２.１０％)名学生每天都上网ꎬ其中每天上网超过 ４ ｈ
的有 ２ ０８５ 名ꎬ占 ４３.２４％ꎮ
２.２　 网络成瘾单因素分析　 如表 １ 所示ꎬ有网瘾的学

生共 ４６１ 名ꎬ 其中男生 ２３８ ( ５１. ６３％) 名ꎬ 女生 ２２３
(４８.３７％)名ꎬ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分别占 ３４.０６％ꎬ

５５.３１％及 １０.６３％ꎮ 除性别之外ꎬ其余所有变量间网

络成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３　 网络成瘾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单因素分

析性别变量在网络成瘾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考

虑到可能存在的混杂ꎬ仍引入方程ꎮ 最终ꎬ以网络成

瘾为因变量(１ ＝是ꎬ０ ＝否)ꎬ性别(１ ＝ 男ꎬ０ ＝ 女)、学段

(初中＝ ０ꎬ高中＝ １ꎬ大学 ＝ ２)、住宿生、打架、孤独、因
学习问题而感到不愉快、失眠、因伤心绝望而停止日

常活动、自我伤害、尝试吸烟、尝试饮酒、电子游戏成

瘾、赌博、受欺凌(均 １ ＝ 是ꎬ０ ＝ 否)为自变量ꎬ采用逐

步向前法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见表 ２ꎮ
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有打架、孤独、因学习问题而感

到不愉快、因伤心欲绝而停止日常活动、自我伤害、电
子游戏成瘾、赌博以及欺凌受害者ꎮ

表 １　 深圳市不同组别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网络成瘾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３４２ ２３８(１０.１６) １.９１ ０.１７

女 ２ ４８０ ２２３(８.９９)
学段 初中 ２ １５６ １５７(７.２８) ２９.３４ <０.０１

高中 ２ １０４ ２５５(１２.１２)
大学 ５６２ ４９(８.７２)

住宿生 是 ２ ２１７ ２４４(１１.０１) ９.９２ <０.０１
否 ２ ６０５ ２１７(８.３３)

打架 是 ７２８ １２６(１７.３１) ５９.５２ <０.０１
否 ４ ０９４ ３３５(８.１８)

孤独 是 ３ ５３８ ４０４(１１.４２) ５３.０８ <０.０１
否 １ ２８４ ５７(４.４４)

因学习问题而感到不愉快 是 ４ １４８ ４２６(１０.２７) １７.２９ <０.０１
否 ６７４ ３５(５.１９)

失眠 是 ３ ３６６ ３８２(１１.３５) ４１.２４ <０.０１
否 １ ４５６ ７９(５.４３)

因伤心绝望而停止日常活动 是 ５８４ １２９(２２.０９) １２０.６３ <０.０１
否 ４ ２３８ ３３２(７.８３)

自我伤害 是 ４５６ ９３(２０.３９) ６８.３７ <０.０１
否 ４ ３６６ ３６８(８.４３)

尝试吸烟 是 ８５５ １５４(１８.０１) ８５.８５ <０.０１
否 ３ ９６７ ３０７(７.７４)

尝试饮酒 是 ２ ９６２ ３４７(１１.７２) ４１.２３ <０.０１
否 １ ８６０ １１４(６.１３)

电子游戏成瘾 是 ７００ １７３(２４.７１) ２１７.４９ <０.０１
否 ４ １２２ ２８８(６.９９)

赌博 是 ９５３ １７０(１７.８４) ９４.１３ <０.０１
否 ３ ８６９ ２９１(７.５２)

欺凌受害者 是 ５００ １０５(２１.００) ８４.４３ <０.０１
否 ４ ３２２ ３５６(８.２４)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深圳市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的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４ ８２２)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段　 初中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６ ０.９９７(０.６９０~ １.４３９)
　 　 　 高中 ０.３３１ ０.１７５ ３.５８７ ０.０５８ １.３９２(０.９８９~ １.９６１)
打架 ０.４５６ ０.１３１ １２.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５７８(１.２２１~ ２.０３９)
孤独 ０.６１９ ０.１６０ １５.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５６(１.３５８~ ２.５３８)
因学习问题而感 ０.５３５ ０.１９９ ７.２０６ ０.００７ １.７０７(１.１５５~ ２.５２２)
　 到不愉快
因伤心绝望而停 ０.７８０ ０.１２９ ３.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２(１.６９３~ ２.８１２)
　 止日常活动
自我伤害 ０.４２４ ０.１４８ ８.２３９ ０.００４ １.５２９(１.１４４~ ２.０４２)
尝试吸烟 ０.３２５ ０.１２３ ６.９７９ ０.００８ １.３８４(１.０８７~ １.７６０)
电子游戏成瘾 １.３１７ ０.１１４ １３３.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３.７３２(２.９８４~ ４.６６８)
赌博 ０.４６７ ０.１１９ １５.４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９５(１.２６４~ ２.０１２)
欺凌受害者 ０.４９３ ０.１３８ １２.６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６３８(１.２４８~ ２.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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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次研究显示ꎬ深圳市过去 ７ ｄ 内 ９２.１０％的大中

学生每天都上网ꎬ其中 ４３.２４％的学生每天上网超过 ４
ｈꎬ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占 ９.５６％ꎮ 与既往对深圳市

青少年网络成瘾情况调查的结果相似(９.４０％) [６－７] ꎬ
而高于吴浩生等[８] 对深圳市罗湖区中学生网络使用

情况的调查结果(５.６０％)ꎬ低于蒋立新等[９－１０] 对深圳

市福田区中学生的调查结果 ( 分别为 １０. ４７％ 和

１２.６０％)ꎮ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深圳市不同区青少年

网络成瘾发生率的不同ꎮ 其次ꎬ调查对象范围不一

致ꎬ罗湖区及福田区调查对象仅涉及中学生ꎬ而本文

研究对象包括大学生及中学生ꎮ 同时ꎬ也表明深圳市

青少年网络成瘾情况并未得到很好的控制ꎬ进一步的

干预措施需要政府部门及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ꎮ 与

多数研究不同[１１－１２] ꎬ男、女生之间网络成瘾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与蒙衡等[１３]对初中生网络成瘾倾向调查

结果一致ꎬ可能与上网目的或接触网络机会有关ꎮ 一

般而言ꎬ由于缺乏家庭管制以及排解学习压力等原

因ꎬ大学生网络成瘾率要高于中学生[１４] ꎮ 但本次研究

显示ꎬ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ꎬ青少年学生网络成

瘾在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调查对象样本

量不同有关ꎬ此次研究大学生只调查了 ５６２ 名ꎬ而中学

生有４ ２６０ 名ꎬ很可能因为选择偏倚而低估了大学生

的网络成瘾率ꎮ
在心理活动方面ꎬ“孤独” “因学习问题而感到不

愉快”“因伤心欲绝而停止日常活动”均提高了青少年

学生网络成瘾的风险ꎮ 提示青少年学生在心理发展

遇到障碍时ꎬ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ꎬ则很可能在

网络上寻找其他途径释放压力ꎮ 因此ꎬ学校应重视青

少年学生心理卫生ꎬ建议开设心理咨询室ꎬ鼓励学生

多途径排除心理障碍ꎮ 家长应多与孩子沟通ꎬ及时了

解其心理变化ꎬ为其出谋划策、排忧解难ꎮ 相关研究

也显示ꎬ与网络成瘾组学生相比ꎬ无网络成瘾的青少

年与家长的亲密度、情感表达更高[１５] ꎮ
与相关文献相似ꎬ打架[１６] 、自我伤害[１７] 、尝试吸

烟[１８] 、遭受欺凌[１４] 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ꎮ
青少年电子游戏成瘾、赌博也会增加其网络成瘾的风

险ꎬ成瘾行为除了吸烟、饮酒、物质滥用外ꎬ还包括网

络成瘾、电子游戏成瘾以及赌博等ꎬ提示有一种类型

成瘾行为青少年更可能接触另一种或多种成瘾行为ꎮ
如果不对青少年的负性成瘾行为加以限制ꎬ则其很可

能陷入多种负性行为ꎬ甚至发生犯罪行为ꎮ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各种负性行为及负性心理活

动相关ꎬ本次研究显示ꎬ深圳市青少年学生打架、自

伤、尝试吸烟、遭受欺凌、电子游戏成瘾、赌博等负性

行为以及孤独、因学习问题而感到不愉快、因伤心欲

绝而停止日常活动等负性心理活动均增加了网络成

瘾的风险ꎮ 因此ꎬ教育工作者不能只片面追求青少年

学生的学习成绩ꎬ更要注意他们的行为变化以及心理

需求ꎬ及时制止其不良行为ꎬ指导其合理排解心理困

扰ꎮ 家长也需要多陪伴孩子ꎬ多与孩子沟通ꎬ注意限

制孩子上网时间ꎬ引导其健康和谐的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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