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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与网络成瘾的关系ꎬ为网络成瘾有效干预提供指导ꎮ 方法　 采用整群

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重庆、四川、江苏、甘肃和辽宁 ８ 所中学初高中学生共 １ ００６ 名ꎬ使用青少年未来期待量表和网络成瘾

量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依据青少年未来期待的潜在类别分析ꎬ将其分为 ３ 个潜在类别ꎬ分别定义为:积极型ꎬ占 ３０％ꎻ普通

型ꎬ占 ５６％ꎻ滞后型ꎬ占 １４％ꎮ 方差分析发现ꎬ滞后型的网络成瘾得分高于积极型和普通型(Ｆ ＝ ６.１４ꎬη２
ｐ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１)ꎬ积

极型和普通型网络成瘾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青少年未来期待存在 ３ 个潜在类别ꎬ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不同ꎮ 应

关注期待水平低的学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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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期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是指个体对特定未
来事件(或目标)发生可能性的期望或信念[１－２] ꎮ 未来
期待与未来取向中生命历程预期视角一致ꎬ倾向于任
务导向(如家庭、教育和职业等)ꎬ可帮助调节行为和
情绪幸福[３] ꎮ 未来期待的封闭式测量工具众多ꎬ其中
ＭｃＷｈｉｒｔｅｒ 等编制的青少年未来期待量表信、效度良
好[４] ꎬ分为工作与教育、婚姻与家庭、教会与社区、健
康和孩子的未来 ５ 个维度ꎬ并且在巴西青少年被试中
进行了验证[５] ꎮ

可通过以变量为视角和以个体为视角 ２ 种方式对
青少年未来期待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变量为视角的方
法集中于被试维度的得分差异ꎬ是从未来期待的单一
维度(如教育、职业和家庭等)或从未来期待的总体程

度进行分析ꎬ但忽视了未来期待结构本身的多重维
度ꎬ可能遗漏某些重要信息ꎬ如对一项事件的高期待

和对另一项事件的低期待ꎬ加在一起可能导致分数相

同但却是相反的回答ꎬ因此可能导致狭隘的定义或潜
在的无效干预措施ꎻ以个体为视角的分析方法可避免

上述不足ꎬ所框定的是被试者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模

式ꎬ尽管可能在具体水平上存在众多种期待ꎬ但是在
总体水平上却只有少数常见的“典型模式”ꎮ 从实践

上来讲ꎬ个体更有可能同时具备一些期待(如同时具

备职业与教育、家庭与婚姻等)ꎬ只是在具体维度上期

待的程度不同而已ꎮ 因此ꎬ未来期待应反映研究的多
重维度本质ꎮ 本研究在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探究未来

期待的类型基础上ꎬ基于期待价值理论(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进一步检验某一类型是否与网络成瘾关
系最为密切ꎬ为网络成瘾有效干预提供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ꎬ以班级为单位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４ 月从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重庆市西大

附中、四川省双流中学、四川省苍溪中学、四川省自贡

一中、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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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辽宁大连市实验中学等 ８ 所中学共抽取 １ １００ 名初
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０６ 份ꎬ有效
率 ９１.５％ꎮ 其中男生 ４６１ 名ꎬ女生 ５３９ 名(６ 名未填写
性别)ꎻ初中生 ３３７ 名ꎬ高中生 ６６７ 名(２ 名未填写年
级ꎬ高三因为学业繁重未参与调查)ꎻ城市生源 ６０５
名ꎬ城镇生源 ２２７ 名ꎬ农村生源 １６０ 名(１４ 名未填写居
住地)ꎮ 年龄 １１ ~ １８ 岁ꎬ平均年龄(１５.４２ ± １.３２) 岁ꎮ
被试平均每天上网时间(１.８４±２.０７)ｈꎬ平均网龄(５.８４
±２.７２)年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未来期待　 采用 ＭｃＷｈｉｒｔｅｒ 等[４]编制的青少年
未来期待量表ꎮ 使用 Ｂｒｉｓｌｉｎ[６] 推荐的双翻程序ꎬ由 ２
名心理学研究生将 ２４ 个条目的量表翻译成中文ꎬ再请
英语专业研究生将其回译成英文ꎬ再修正翻译成中
文ꎬ将回译的英文量表与原量表进行对比ꎬ在此过程
中加入 １ 位心理学教授参与讨论评估ꎮ 然后微调修改
个别词语的表达ꎬ尽可能使条目的意思表达清楚易
懂ꎬ最终量表条目和计分方法与原量表一致ꎮ 采用 ７
点计分ꎬ从“一点也不相信”到“非常相信”分别计 １ ~ ７
分ꎮ 在本研究中职业与教育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
婚姻与家庭为 ０.８１ꎬ孩子的未来为 ０.８２ꎬ社会团体为
０.８７ꎬ健康为 ０.７７ꎬ总量表为 ０.９２ꎮ 使用探索性结构方
程模型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ＥＳ￣
ＥＭ)检验该量表的因素结构ꎬ因其同时考虑了探索性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ꎬ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χ２ / ｄｆ ＝ ４.６６ꎬ
ＣＦＩ ＝ ０.９３ꎬＴＬＩ ＝ ０.８８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ꎬ９０％ＣＩ ＝ ０.０７ ~
０.０８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３)ꎮ
１.２.２　 网络成瘾　 采用 Ｙｏｕｎｇ[７] 编制、李董平等[８] 修
订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诊断问卷”进行测量ꎬ问卷包含
１０ 个条目ꎮ 采用 ６ 点计分ꎬ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分别计 １ ~ ６ 分ꎮ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ꎬ模型拟合良
好(χ２ / ｄｆ ＝ ３.５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９ꎬＴＬＩ ＝ ０.９７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５ꎬ
９０％ＣＩ ＝ ０.０４ ~ ０.０７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１７)ꎮ
１.３　 调查方法　 研究在取得学校和学生本人的知情
同意后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ꎮ 每班配备受过
操作培训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主试 １ ~ ２ 名ꎮ 测试前由
主试宣读指导语ꎬ强调本次调查匿名、答案亦无对错
之分ꎬ让被试根据自己对条目的实际情况进行独立作
答ꎮ 每名被试完成量表大约需 １５ ｍｉｎꎮ 调查已获得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学术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进行潜在类别
分析ꎮ 相较于传统聚类分析步骤ꎬ在结构方程模型背

景下的潜在类别分析有更多的拟合参数对类别进行
评价ꎬ进而在不同的类别间选择最适配的结果ꎮ 首
先ꎬ可以采用拟合指数 ＡＩＣꎬＢＩＣꎬａＢＩＣ 以及伪决定系
数 Ｅｎｔｒｏｐｙ 衡量个体被适宜、准确分配到各类中的程
度[９] ꎮ 恰当的分类模型需要较低的 ＡＩＣꎬＢＩＣꎬａＢＩＣ 值
和较高的 Ｅｎｔｒｏｐｙ 值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ＡＩＣꎬＢＩＣꎬａＢＩＣ
值并无实际意义ꎬ只有在进行模型比较时才有价值ꎮ
另外ꎬＥｎｔｒｏｐｙ 值介于 ０ ~ １ 之间ꎬ数值越大代表被试被
准确分配到各组的程度越高ꎬ类别划分也越清晰ꎬ各
组被试内同质性更高ꎬ该潜在类别模型划分也更为恰
当[１０] ꎮ 而且ꎬ也常使用 Ｌｏ￣Ｍｅｎｄｅｌｌ￣Ｒｕｂｉｎ Ｔｅｓｔ(ＬＭＲＴ)
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ＢＬＲＴ)检验分类
数[９] ꎮ ＬＭＲＴ 通过检验 ｋ 与 ｋ－１ 个分类模型的 ２ 次对
数似然比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ꎬ ＢＬＲＴ 则是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检验 ｋ 与 ｋ－１ 个分类模型的对数似然比
差异是否显著判断模型拟合是否得到改善ꎬＬＭＲＴ 和
ＢＬＲＴ 如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则表示 ｋ 个分类的模型
在 ｋ－１ 个分类的模型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改善[１１] 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分析　 以被试在未来
期待 ５ 个维度上的得分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类别模
型ꎬ对青少年未来期待的特征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模
型拟合性估计ꎮ 将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纳入协
变量ꎬ分别抽取 １ ~ ５ 个潜在剖面类别ꎬ拟合指数汇总
见表 １ꎮ 在对 ２ ~ ５ 类别模型进行横向比较之后ꎬ选择
３ 类别模型作为最佳模型ꎬ原因如下:(１)２ 类的 Ｅｎｔｒｏ￣
ｐｙ 值偏低ꎬ因此 ２ 类可能存在错误归类ꎻ(２)３ 类在 ２
类的基础上 ＬＭＲＴ 和 ＢＬＲＴ 的值均达到统计学水平ꎬ
各项拟合指数符合标准ꎻ(３) ４ 类、５ 类与 ３ 类相比ꎬ
ＬＭＲＴ 值未达到统计学水平ꎬ因此 ４ 类、５ 类在 ３ 类的
基础上并未有效地改善模型ꎻ(４) ３ 类比 ４ 类更加简
洁ꎬ类别过细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ꎻ(５)３ 类更加符合
经验:３ 类模型更加符合日常生活中青少年涉及的未
来期待特征ꎮ ３ 类模型轮廓相对清晰明了ꎬ同时在数
值上也符合潜在类别分析模型的适宜性标准ꎮ 因此
依据研究的理论构建和拟合指数ꎬ将青少年未来期待
划分为 ３ 类是合理的ꎮ 表 ２ 为 ３ 个潜在类别(Ｃ１ꎬＣ２ꎬ
Ｃ３)的归属概率矩阵ꎬ每个类别的被试(行)归属于每
个潜在类别的概率从 ８７.８％到 ９４.７％ꎬ就总体预测率
而言ꎬ正确预测 ９０７ 名被试ꎬ预测准确率达 ９０.２％ꎬ表
明辨别力良好ꎬ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是可接受的ꎮ

表 １　 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分析的拟合指数(ｎ ＝ １ ００６)

类型数 Ｌｏｇ(Ｌ) ＡＩＣ ＢＩＣ ａＢＩＣ ＬＭＲＴ ＢＬＲＴ Ｅｎｔｒｏｐｙ 类别概率
１ 类 －１３ ２８３.８７ ２６ ６０３.７３ ２６ ６９２.１８ ２６ ６３５.０１
２ 类 －７ ３８４.６２ １４ ８９９.２５ １５ ２１８.６４ １５ ０１２.２０ ８７９.８１∗∗ ８８３.７９∗∗ ０.７４２ ０.４３ / ０.５７
３ 类 －７ ２２３.９６ １４ ６４７.９３ １５ １３９.３０ １４ ８２１.６９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１.３２∗∗ ０.７５８ ０.３０ / ０.５６ / ０.１４
４ 类 －７ １２８.５１ １４ ５２７.０２ １５ １９０.３７ １４ ７６１.６０ １９０.１２ １９０.９１∗∗ ０.７７６ ０.１０ / ０.４４ / ０.３９ / ０.０７
５ 类 －７ ０６１.９６ １４ ４６３.９１ １５ ２９９.２５ １４ ７５９.３２ １３１.３４ １３１.８９ ０.７７６ ０.０９ / ０.４０ / ０.２５ / ０.１９ / ０.０６

　 注:∗∗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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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和辨别分析(ｎ ＝ １ ００６)

未来期待

潜在类别
人数

第 １ 类

(ｎ ＝ ３１３)
第 ２ 类

(ｎ ＝ ５３４)
第 ３ 类

(ｎ ＝ １５９)
第 １ 类 ２９２ ２７１(９２.８) １６(５.５) ５(１.７)
第 ２ 类 ５８２ ４２(７.２) ５１１(８７.８) ２９(５.０)
第 ３ 类 １３２ ０ ７(５.３) １２５(９４.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从图 １ 可知ꎬ类型 １ 与其他 ２ 个类别相比ꎬ在未来
期待的 ５ 个维度上得分都相对较高ꎬ对未来事件发生
可能性期望较高ꎬ可命名为“积极型”ꎬ占全体被试的
３０％ꎻ类型 ２ 在未来期待的 ５ 个维度上得分处于中等
水平ꎬ可命名为“普通型”ꎬ占全体被试的 ５６％ꎻ类型 ３
在未来期待的 ５ 个维度上得分都相对较低ꎬ可命名为
“滞后型”ꎬ占全体被试的 １４％ꎮ
２.２　 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为分析不同未来期待类型青少年网络成瘾项目包(采
用因子法中的平衡法[１２] ꎬ将 １０ 个项目打包成 ３ 个项
目包)以及网络成瘾总分的差异ꎬ将已得的未来期待
类型作为自变量ꎬ网络成瘾项目包得分、网络成瘾总
分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ꎬ结果发现ꎬ３ 种类别在网
络成瘾项目包和网络成瘾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Ｗｉｌｋｓ’λ ＝ ０.９７ꎬＦ ＝ ３.６６ꎬη２

ｐ ＝ ０.０２ꎬＰ<０.０１)ꎮ 事后比
较发现在网络成瘾项目包 １、项目包 ２、项目包 ３ 和网
络成瘾总分上ꎬ类别 ３ 大于类别 ２ 和类别 １ꎬ类别 １ 和
类别 ２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整体来看ꎬ滞后型的
网络成瘾得分比积极型与普通型的得分高ꎮ 见表 ３ꎮ

图 １　 青少年未来期待潜在类别分析

表 ３　 不同类别青少年在网络成瘾上的差异分析(ｘ±ｓ)

类别 积极型 普通型 滞后型 Ｆ 值 η２
ｐ 事后比较

１ ２.７１±１.１８ ２.６５±１.０９ ２.９５±１.２３ ３.４２∗ ０.０１ ３>２ꎬ１
２ ２.８０±１.３０ ２.９４±１.２５ ３.３１±１.２８ ６.９１∗∗ ０.０１ ３>２ꎬ１
３ ２.６２±１.１６ ２.６６±１.０６ ３.００±１.２４ ５.６９∗∗ ０.０１ ３>２ꎬ１
总分 ２.７０±１.１０ ２.７４±１.００１ ３.０８±１.１２ ６.１４∗∗ ０.０１ ３>２ꎬ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以个体为方法的研究视角可从另一侧面来审视

研究对象ꎬ从另一角度揭示问题的本质ꎮ 通过潜在类
别分析研究发现ꎬ积极型占 ３０％ꎬ普通型占 ５６％ꎬ滞后
型占 １４％ꎬ反映了当前青少年对未来存在不同程度的

期待ꎮ 这种期待是青少年现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所处
阶段的反映ꎬ是基于客观外界环境的反映ꎮ 已有研究
指出ꎬ青少年未来期待存在 ４ 种类型ꎬ分别是学生期
待、学生 / 饮酒期待、受害者期待、饮酒 / 逮捕期待[１３] ꎮ
Ｂｅａｌ 等[１４]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青少年预期年龄角
色转变的 ３ 种剖面ꎬ分别是教育关注、职业关注和早期
角色开始ꎮ 本研究与先前研究既有一致也有所区别ꎬ
一致的原因是一些期待(如教育、职业等)是青少年的
共性ꎬ不受文化、研究方法等的影响[１５] ꎮ 有所出入的
原因是研究工具的选择ꎬ使用工具的 ５ 个维度是比较
常见的期待ꎬ因此在最终的潜在类别分析发现在 ５ 个
维度上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ꎬ维度间的交叉并不明
显ꎮ 而一些研究的测量工具选择相对比较广泛ꎬ涉及
面比较宽广ꎬ如 Ｓｉｐｓｍａ 等询问被试 ８ 个问题ꎬ包括下
一年有多大机会至少喝醉 １ 次、多大可能无论正确与
否被逮捕 １ 次[１３] ꎬ因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ꎮ 另外ꎬ
值的注意的是ꎬ积极型和普通型合计占比为 ８６％ꎬ可
能是青少年年龄阶段本身的特征ꎬ由于青少年涉世未
深ꎬ新鲜感与好奇感共存ꎬ对社会大环境的认识并不
成熟ꎬ因此在未来期待时普遍形成较高的期待ꎮ

使用潜在类别分析划分了青少年未来期待的 ３ 种
类别ꎬ进一步的方差分析发现ꎬ不同未来期待类型青
少年在网络成瘾项目包得分与网络成瘾总得分上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具体表现为ꎬ滞后型的网络成瘾得
分高于积极型和普通型ꎬ从另一侧面检验了未来期待
与网络成瘾的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如果在多种维度上均
存在较低期待ꎬ网络成瘾状况更严重ꎮ 滞后型体现在
５ 个维度得分都相对较低ꎬ反映出个体对未来期待整
体信念的降低ꎬ这类个体需要及时给予帮助ꎮ 该种帮
助起到的作用更可能是弥散性的ꎬ不只是网络成瘾ꎬ
对于物质使用、自律、性行为等方面都可能具有作
用[１３] ꎮ 而且这种帮助不只是针对某个方面ꎬ单一地提
升教育职业期待或其他期待并不能起到特别的作用ꎬ
需要加强对整个信念体系的扶持ꎮ 对于网络成瘾严
重的青少年ꎬ应塑造生活信心ꎬ转变思维风格ꎬ认识到
现实世界的乐趣ꎬ提升问题解决的技巧ꎬ以培养他们
对人生乃至对整个社会期待和充足信心ꎮ

虽然本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未来期待
与网络成瘾的关系ꎬ但仍存在以下不足:(１)就潜在类
别分析而言ꎬ利用纵向数据分析的潜在转换分析更能
揭示更多的问题ꎮ (２)对于未来期待的测量ꎬ主要集
中在积极未来期待ꎬ对消极未来期待(或称为未来恐
惧、未来焦虑)涉及较少ꎬ如果能将积极和消极结合起
来ꎬ并结合父母期待、教师期待等方面的调查ꎬ结果将
会更加完备和可靠ꎬ也值得进一步推广ꎮ (３)该测量
工具来自国外ꎬ虽然在某些维度上具有一致性ꎬ但对
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可能具有一定的不适性ꎮ
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孝”ꎬ是关注他人的ꎮ 已有研究
也指出ꎬ 中国青少年对于父母的幸福健康比较重
视[１６] ꎬ这在本研究工具中并未得到体现ꎮ

(下转第 １８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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