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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职业院校新生负性生活事件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朱云娇１ꎬ孙业桓１ꎬ郝加虎２ꎬ孙莹２ꎬ苏普玉２ꎬ伍晓艳２ꎬ张志华１

１.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ꎻ２.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摘要】 　 目的　 探讨学生抑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ꎬ为网络成瘾的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

取整群随机抽样法ꎬ选取安徽省 ３ 所职业院校 ３ ５３６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一般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Ｙｏｕｎｇ 网络

成瘾量表、生活事件量表和 Ｚｕｎｇ 氏抑郁自评量表ꎮ 结果　 在调查的学生中ꎬ网络成瘾者 ４２７ 名(１２.０８％)ꎬ其中男生 １８３ 名

(１４.８９％)ꎬ女生 ２４４ 名(１０.５８％)ꎮ 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网络成瘾均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０ꎬ０.２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抑郁在

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介导的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ａ＝ ０.３０ꎬｂ＝ ０.１３ꎬＰ<０.０１)ꎻ抑郁所介导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

中所占的比例为 １４.６７％ꎮ 结论　 抑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早期心

理诊断、心理素质训练等降低抑郁的方法来减少网络成瘾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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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成瘾是近年来学生群体中发生率较高的一

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１－２] ꎮ 网络成瘾对身体健康、心
理和社会等方面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３] ꎮ 研究表明ꎬ
负性生活事件是网络成瘾重要的预测因子[４] ꎬ网络成

瘾是对事先存在的负性生活事件的行为反应ꎬ如家庭

冲突、学业成就不足、同伴排斥等[５] ꎮ 负性生活事件

会给学生带来各种心理上的压力ꎬ而互联网的使用可

能是学生用来应对生活压力和调节负面影响的一个

重要行为转移方式[６] ꎮ 本文通过分析 ２０１６ 年安徽省

三城市学生网络成瘾调研数据ꎬ探索抑郁在负性生活

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ꎬ以期对未来学生的

网络成瘾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安徽省阜

阳市、巢湖市和安庆市的 ３ 所职业技术学院ꎬ以班级为

单位随机抽取部分一年级的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研

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３ ６３８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５３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７.２０％ꎮ 其中男生 １ ２２９ 名ꎬ女生 ２ ３０７
名ꎻ平均年龄(１８.７１±１.１３)岁ꎮ 本项目由安徽医科大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调查前已获得学生及任教老师的

口头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负性生活事件 　 负性生活事件采用刘贤臣

等[７] 在 １９９７ 年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ꎬ ＡＳＬＥＣ)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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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５[８] ꎮ 该量表共 ２７ 个条目ꎬ
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

其他 ６ 个维度ꎮ 对每个事件的回答方式应先确定在限

定时间内是否发生ꎻ未发生的选择未发生ꎬ若发生过ꎬ
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 ５ 级评定ꎬ即无影响、
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ꎮ 从未发生到极重度以 ０ ~ ５
计分ꎬ得分越高者生活事件压力越大ꎮ 本次研究总量

表及 ６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９５ꎬ０.８２ꎬ
０.７９ꎬ０.９１ꎬ０.８５ꎬ０.５９ꎬ０.７７ꎮ
１.２.２　 抑郁情绪 　 抑郁情绪采用 Ｚｕｎｇ 等[９] 在 １９６５
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４ꎬ该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从没有或很少时间、小部分

时间、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ꎬ依次按 １ ~ ４
计分ꎬ其中第 ２ꎬ５ꎬ６ꎬ１１ꎬ１２ꎬ１４ꎬ１６ꎬ１７ꎬ１８ꎬ２０ 项为反向

计分ꎬ得分越高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大ꎮ 本研究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７ꎮ
１.２.３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采用的是在 ２００４ 年编制

的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量表[１０] ꎬ内部一致性 ０.８７ꎬ该量表

共 ２０ 个条目ꎬ从几乎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ꎬ依
次按 １ ~ ５ 计分ꎮ 将每题得分相加即为总分ꎬ≥５０ 分

判为网络成瘾ꎬ<５０ 分为非网络成瘾ꎮ 本次研究中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１.２.４　 现场调查过程　 问卷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填写ꎮ
由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讲明填写调查表的要求ꎬ要求每

个调查对象在 １ 节课内独立完成ꎬ下课时统一收回ꎮ
未能完成者延长时间完成后交给调查员ꎬ对于请假的

学生第 ２ 天补调查ꎬ对于不愿意填写的学生尽量说服

鼓励其完成问卷ꎬ以减少无应答偏倚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ＳＰＳＳ
２３.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对网络成

瘾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ꎬ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统

计学特征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的差异ꎻ采用两独立样

本 ｔ 检验比较是否网络成瘾学生抑郁和负性生活事件

的差异ꎻ采用相关分析探讨负性生活事件、抑郁、网络

成瘾之间的相关性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抑郁在负

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网络成瘾者 ４２７ 名ꎬ占 １２.０８％ꎬ其中

男生 １８３ 名(１４.８９％)ꎬ女生 ２４４ 名(１０.５８％)ꎬ男生网

络成瘾率高于女生(Ｐ<０.０１)ꎮ 居住地为农村、乡镇 /
集镇、县城城区、城市市区的网络成瘾人数分别为 ２５９
(１２.４３％ )、５８(１１.４６％)、５９(１２.２２％)、５１(１１.０２％)
名ꎮ 家庭居住地不同的学生网络成瘾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８２)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数 网络成瘾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２２９ １８３(１４.８９) １４.０５ <０.０１

女 ２ ３０７ ２４４(１０.５８)
居住地 农村 ２ ０８４ ２５９(１２.４３) ０.９２ ０.８２

乡镇 / 集镇 ５０６ ５８(１１.４６)
县城城区 ４８３ ５９(１２.２２)
城市市区 ４６３ ５１(１１.０２)

独生子女 是 ８６８ １１１(１２.７９) ０.５５ ０.４６
否 ２ ６６８ ３１６(１１.８４)

家庭人均年 <１ １ １７８ １２０(１０.１９) １６.５１ <０.０１
　 收入 / 万元 １~ １ ０５６ １２６(１１.９３)

２~ ６７０ ７９(１１.７９)
３~ ２８９ ４０(１３.８４)
>４ ３４３ ６２(１８.０８)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２ ４５７ ２８６(１１.６４) １.４４ ０.２３
直系家庭 １ ０７９ １４１(１３.０７)

母亲文化 母亲已故 ２３ ５(２１.７４) ６.０６ ０.３０
　 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 ５９７ １９１(１１.９６)

初中 １ ３９１ １６０(１１.５０)
高中 / 中专 ３８５ ５０(１２.９９)
大专 ９０ １６(１７.７８)
本科及以上 ５０ ５(１０.００)

父亲文化 父亲已故 ３１ ４(１２.９０) １.５８ ０.９０
　 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７６０ ９２(１２.１１)

初中 １ ７８６ ２０６(１１.５３)
高中 / 中专 ６８１ ９１(１３.３６)
大专 １６３ ２０(１２.２７)
本科及以上 １１５ １４(１２.１７)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

郁得分比较　 网络成瘾学生在负性生活事件各因子

与抑郁方面得分均高于非成瘾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得分比较(ｘ±ｓ)

是否网络成瘾 人数 抑郁
负性生活事件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总分
是 ４２７ ４３.６７±７.２９ ９.２２±５.１７ ８.６２±５.１８ ８.５９±８.２６ ４.５６±４.３７ ５.７８±３.５５ ５.３７±４.０６ ４１.０２±２５.４２
否 ３ １０９ ３８.６５±７.９１ ５.４９±７.６６ ５.７４±４.６０ ３.８６±５.９９ ２.５０±３.５８ ３.３２±２.７９ ２.２４±３.１５ ２２.５６±２０.４１
ｔ 值 １３.２１ １４.１６ １０.９０ １１.４１ ９.３３ １３.７２ １５.３２ １４.３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网络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的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

罚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其他因子及总量表

与抑郁、网络成瘾之间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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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职业院校新生网络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抑郁的相关性( ｒ 值ꎬｎ ＝ ３ ５３６)

变量 网络成瘾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
人际关系 ０.２５
学习压力 ０.２０ ０.７５
受惩罚 ０.２４ ０.６８ ０.７３
丧失 ０.１８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７３
健康适应 ０.２７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９ ０.６４
其他 ０.３０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８３ ０.６５ ０.６９
总分 ０.２８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９１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８６
抑郁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３０

２.４　 负性生活事件、抑郁、网络成瘾的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假设验证分析ꎬ以
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ꎬ网络成瘾为因变量ꎬ抑郁为

中介变量ꎬ最终模型如图 １ꎮ 结果表明ꎬ该模型的拟合

指标分别为:χ２ ＝ １１ ４１５.３０ꎬｄｆ ＝ ８４ꎬχ２ / ｄｆ ＝ １３５.９０ꎬχ２ /
ｄｆ 较大ꎬ由于该值容易受样本量大小的影响ꎬ当样本

量很大时ꎬ该值容易拒绝模型ꎬ应该选择其他指标来

评估模型的拟合度[１１] ꎬ而其他拟合指标均较好ꎬ说明

数据与模型拟合度较好ꎬ模型可以被接受ꎮ 同时ꎬ基
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对抑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了

分析ꎬ抽样数为３ ５３６ꎬ置信区间为 ９５％ꎮ 结果显示ꎬ模
型中路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表明抑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

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其中ꎬ中介效应对总效应

的贡献率为１４.６７％ꎬ中介效应能够解释的因变量的方

差变异为 ０.１２ꎮ

图 １　 职业院校新生负性生活事件抑郁和网络成瘾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发生有

关ꎮ 人际交往、学习、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方面的

压力等都是造成负性生活事件的原因ꎮ 生活方面的

压力容易使学生产生不安全的依赖关系ꎬ会导致学生

难以养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ꎬ从而产生孤独感[１２] ꎮ
而网络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让不同地点的人们在同一

时间能够彼此联系ꎬ让人减少孤独感[１３] ꎮ 为有效预防

网络成瘾ꎬ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是一项重要的措

施[１４] ꎮ 然而负性生活事件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避免

的ꎬ为了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ꎬ本研

究对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

深层次的研究ꎬ结果显示抑郁在两者间起到一定的中

介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男生较女生更容易网络成瘾ꎬ与其

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８]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家庭类型、父
母的文化程度等均与网络成瘾的发生无关ꎬ与梁学明

等[１９]研究结果不同ꎮ 而家庭居住地不同的学生在网

络成瘾的发生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陶磊等[２０] 研

究结果不一致ꎬ可能与其他研究将家庭居住地分为农

村和城市ꎬ而本次研究将家庭居住地分为农村、乡镇 /
集镇、县城城区、城市市区ꎬ划分更加细致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直接导致

网络成瘾ꎬ也可以通过抑郁间接导致网络成瘾ꎮ 负性

生活事件包括学校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受到惩罚、丧
亲之痛、适应变化等ꎬ如果学生无法适应ꎬ则可能会导

致许多不良后果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负性生活事件与学

生抑郁情绪的出现相关[２１] ꎮ 女生在抑郁情绪上的得

分高于男生ꎬ相对于男生ꎬ女生抗压能力较差ꎬ更容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ꎬ对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

感受更加强烈ꎮ 当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负性事件无法

做出正确处理后ꎬ就可能会对学生的心理产生影响ꎬ
容易产生抑郁情绪ꎮ 抑郁是最常见的与学生网络成

瘾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２２] ꎬ大量研究均论证了抑郁与

网络成瘾之间的相关性[２３－２６] ꎮ 有抑郁情绪的学生网

络成瘾率高于没有抑郁情绪的学生ꎬ有抑郁情绪的学

生容易消极对待生活中遇到的事情ꎬ当其面对生活中

的各种压力而无法排泄时ꎬ很有可能会产生负面情

绪ꎬ当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ꎬ互联网络往往是他们

宣泄的重要去处ꎬ成为抑郁学生脱离现实生活的一种

方式ꎮ 因此ꎬ有抑郁情绪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孤立自

己ꎬ并将互联网作为替代选择ꎮ 有抑郁情绪的学生自

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ꎬ如果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ꎬ他
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互联网上ꎬ以减轻和缓解负面情

绪ꎬ可能导致他们更加沉迷于互联网ꎬ长期发展下去

就会对网络越来越依赖ꎬ最终发展成为网络成瘾ꎮ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给预防网络成瘾提供了思

路和研究方向ꎬ负性生活事件可能会通过抑郁间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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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网络成瘾的发生ꎬ学校可以定期监测学生的心理动

态ꎬ及时关注家庭、生活、学习中有重大变故的学生ꎬ
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抑郁的发生ꎬ从而减少网络成瘾的

出现[２５ꎬ２７－２８] ꎮ 但本次研究收集的是横断面调查资料ꎬ
难以说明各因素的时间先后顺序ꎬ下一步可以通过纵

向研究来进一步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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