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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游戏成瘾指个体不能控制地、过度地和 / 或
强迫性地玩网络游戏而造成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受

损[１] ꎮ 过度使用网络游戏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学
业适应以及其他社会功能产生消极影响[２－３] ꎮ 家庭是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核心的场所[４] ꎬ作为家庭系统的

一个重要方面ꎬ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密切相关[５] ꎬ社会化主体(如父母、老师)的控制可以

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６] ꎬ父母网络监管可有效减少

青少年网络使用[７－９] ꎮ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ꎬ学校、家庭、同伴是青少年直

接接触的最密切的微观生态系统[４] ꎮ 实证研究表明ꎬ
结交越轨同伴、师生关系较差的青少年更有可能网络

游戏成瘾[１０－１２] ꎬ家庭养育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越轨

同伴交往进而影响包括网络游戏成瘾在内的多种青

少年问题行为[１３－１４] ꎮ 此外ꎬ有研究表明ꎬ师生关系在

家庭因素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１５] ꎮ 本

研究拟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考察父母网络监管对网

络游戏成瘾的影响ꎬ并进一步探究结交越轨同伴和师

生关系在两者间的并行中介作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３—６ 月ꎬ方便选取湖北省襄阳市

和荆门市 ２ 所普通初中ꎬ经学校领导和学生本人及家

长知情同意后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７４０ 份ꎬ
收回有效问卷 ６９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３２％ꎮ 其中男

生 ３６０ 名(５１.５８％)ꎬ女生 ３３８ 名(４８.４２％)ꎻ初一学生

３３５ 名ꎬ初二学生 ３６３ 名ꎮ 年龄范围为 １２ ~ １６ 岁ꎬ平均

(１３.５２±０.７０)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父母网络监管问卷　 采用由苏斌原等[５] 修订

的问卷ꎬ共 １０ 个题目ꎬ采用 ３ 点计分(从 １ 表示“从

不”到 ３ 表示“经常”)ꎮ 平均分越高ꎬ表明父母网络监

管越严格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２.２　 越轨同伴交往问卷　 采用由 Ｚｈｕ 等[１０] 修订的

问卷ꎬ包括打架、欺骗、逃学等 １２ 个题目ꎬ采用 ５ 点评

分(从 １ 表示“没有”到 ５ 表示“≥６ 个”)ꎮ 数字越大ꎬ
表示结交越轨同伴越多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２.３　 师生关系问卷　 采用由 Ｊｉａ 等[１６] 编制的问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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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７ 个题目ꎬ采用 ４ 点计分(从 １ 表示“从不”到 ４
表示“总是”)ꎮ 平均分越高ꎬ表明师生关系越好ꎮ 本

研究中ꎬ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２.４　 网络游戏成瘾问卷　 采用由喻承甫等[１７] 改编

自 Ｇｅｎｔｉｌｅ(２０１１)的问卷ꎬ共 １１ 个条目ꎬ采用 ３ 点评分

(从 ０ 表示“从不”到 ２ 表示“经常”)ꎮ 平均分越高ꎬ表
明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性越大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方式ꎬ当场收回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４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ꎮ 统

计方法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中

介效应检验等ꎮ 在中介效应检验时ꎬ采用偏差校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统计学意义ꎮ 本研究在

Ｍｐｌｕｓ ７.４ 中设定抽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２ ０００ 个样本ꎬ如果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ＣＩ 不包含 ０ꎬ则说明参数估计值有统计

学意义ꎻ反之ꎬ则无统计学意义[１８] 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

通过自陈报告法获得ꎬ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ꎮ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模型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

程度ꎬ结果表明ꎬ特征值大于 １ 的因子共有 ９ 个ꎬ第 １
个因子解释率为 １８.８３％ꎬ远小于 ４０％ꎬ说明各变量之

间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ꎮ
２.２　 各变量得分及相关矩阵　 青少年父母网络监管、
越轨同伴交往、师生关系、网络游戏成瘾得分分别为

(１.９８±０.４２) (１.６８±０.７３) (２.８７ ± ０.６６) (０.２２ ± ０.１８)
分ꎬ其中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越轨

同伴交往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７ꎬ－０.０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师生关系与网络游戏成瘾、越轨同伴交往均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０ꎬ－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父
母网络监管与师生关系呈正相关( ｒ ＝ ０.３０ꎬＰ<０.０１)ꎬ
越轨同伴交往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正相关( ｒ ＝ ０.３４ꎬＰ<
０.０１)ꎮ
２.３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结构方程检验父母网络监

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作用ꎬ以及通过越轨

同伴交往和师生关系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间接作用ꎮ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都是单维量表ꎬ为了保持模型

的稳定性和数据拟合的可靠性ꎬ减少数据偏差ꎬ采用

因子法中的平衡法ꎬ将父母网络监管﹑越轨同伴交

往、师生关系﹑网络游戏成瘾的项目分别打包成 ３ 个

项目小组[１９] ꎬ测量模型包含 ４ 个潜变量和 １２ 个观测

变量ꎮ 对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采用协方差结

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ꎬ得到拟合指数如下: χ２ / ｄｆ ＝
１.５６ꎬＣＦＩ ＝ ０. ９９ꎬＴＬＩ ＝ ０. ９９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ꎬ ＳＲＭＲ ＝
０.０２ꎬ该模型拟合良好ꎮ 因此ꎬ所有潜变量均能由这些

指标进行有效估计ꎮ 首先以父母网络监管为预测变

量ꎬ网络游戏成瘾为结果变量检验结果发现ꎬ模型拟

合良好ꎬχ２ / ｄｆ ＝ １.１２ꎬＣＦＩ ＝ １.００ꎬＴＬＩ ＝ １.００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１ꎬＳＲＭＲ＝ ０.０１ꎬ路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ꎬβ ＝ －０.２０ꎬ
Ｐ<０.０１ꎮ 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越轨同伴

交往和师生关系ꎬ得到图 １ 所示的路径模型ꎬ结果表

明ꎬ所有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此外ꎬ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拟合的标准:χ２ / ｄｆ
＝ ３ ０３ꎬＣＦＩ ＝ ０.９７ꎬＴＬＩ ＝ ０.９７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５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８ꎮ

图 １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越轨同伴交往师生

关系与父母网络监管多重路径中介效应

　 　 最后使用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效应进行显著

性检验ꎮ 由表 １ 可知ꎬ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直接效应和 ２ 个中介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

(分别占总间接效应的 ５０ ０％ꎬ５０.０％)ꎮ

表 １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越轨同伴交往师生关系与父母网络监管多重路径效应分解及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的 ９５％ＣＩ

路径 标准化效应 非标准化效应 ９５％ＣＩ
父母网络监管→网络游戏成瘾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１７ ~ －０.０１
父母网络监管→越轨同伴交往→网络游戏成瘾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 －０.０１
父母网络监管→师生关系→网络游戏成瘾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８ ~ －０.０１
总间接效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１３ ~ －０.０３

３　 讨论

相关分析显示ꎬ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

成瘾、越轨同伴交往均呈负相关ꎬ根据社会控制理论ꎬ

社会化主体的控制可以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及网

络使用[６] ꎮ 师生关系与网络游戏成瘾、越轨同伴交往

均呈负相关ꎬ良好的师生关系会促进青少年安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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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ꎬ从而采取积极行为ꎬ降低越轨同伴交往及网络

游戏成瘾倾向ꎻ另外ꎬ父母网络监管与师生关系呈正

相关ꎬ父母严格的网络监管可以限制青少年网络使

用ꎬ刺激学习行为并促进青少年与老师的关系ꎮ 越轨

同伴交往与网络游戏成瘾存在正相关ꎬ越轨同伴群体

往往将网络游戏作为社会交往的核心部分ꎬ还会通过

各种形式的模仿与强化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２０] ꎮ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证实越轨同伴交

往、师生关系在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间起并行中介作用ꎬ说明父母网络监管不仅可以直接

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ꎬ还可以通过越轨同伴交

往、师生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产生间接影响ꎮ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社会联结的重要部分ꎬ社会学习理

论认为ꎬ青少年在同伴交往过程中会学习、模仿同伴

的行为ꎬ从而形成不良行为[１０] ꎮ 有研究发现ꎬ结交不

良同伴越多ꎬ青少年烟酒、毒品使用等问题行为就会

增加[２１－２２] ꎮ 老师是青少年社会支持资源中重要的一

部分ꎬ自我决定理论认为ꎬ在良好师生关系下ꎬ青少年

的关系需要得到满足ꎬ问题行为的倾向会降低[２３] ꎮ 且

有研究表明ꎬ青少年的师生关系越好ꎬ自尊水平就越

高、抑郁情绪就会减少[２４－２５] ꎮ 因此ꎬ在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预防和干预过程中ꎬ从家庭角度倡导父母采

取适当网络监管措施的同时ꎬ还要从学校角度提升师

生关系ꎬ从青少年同伴交往角度减少越轨同伴交往ꎮ
通过对学校、家庭、同伴 ３ 个生态子系统的干预ꎬ预防

和改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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