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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学生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关系ꎬ为中学生自杀行为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应用

二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采用自编青少年健康知识问卷、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Ｓ－Ｄ)、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

欺负问卷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２ 月对广州市 ３ ２２９ 名初、高中学生进行匿名调查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网络成瘾与自杀

行为的关系ꎮ 结果 　 中学生网络成瘾报告率为 １４.６８％ꎬ过去 １２ 个月自杀意念、自杀尝试的报告率分别为 １２. ５１％和

２ ０４％ꎮ 调整一般人口学因素后ꎬ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关联 ＯＲ 值分别为 ３.８８(９５％ＣＩ ＝ ３.０４ ~ ４.９６)和 ２.４２
(９５％ＣＩ＝ １.４１~ ４.１３)ꎬ均有统计学意义ꎻ引入抑郁和欺负行为后ꎬ网络成瘾和自杀意念 ＯＲ 值下降至 ２.５８(９５％ＣＩ ＝ １.９９ ~
３ ３４)(Ｐ<０.０５)ꎬ而与自杀尝试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中学生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均存在关联ꎬ可能由

抑郁和欺负行为介导ꎮ 中学生的网络成瘾和自杀问题应引起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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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青少年自杀行为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项

公共卫生问题ꎮ 我国 ２０１４ 年的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
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高达 １７.７％ꎬ自杀尝试报告率

为 ２.７％[１] 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ꎬ青少年网络

成瘾率居高不下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网络成瘾与自

杀相关行为存在密切关联[２－３] ꎮ 抑郁和欺负行为等因

素既是自杀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４] ꎬ又常与网络成瘾

行为高度相关[５] ꎬ但其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ꎮ 本研

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２ 月对广州市在校中学生进行青少

年健康知识问卷调查ꎬ了解中学生网络成瘾和自杀相

关行为流行现状及二者的关联ꎬ并探索抑郁与欺负行

为在其中的作用ꎬ为中学生自杀行为干预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二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广州

市 ６ 所初中、４ 所高中及 ２ 所职业中学共 １２ 所学校

(市区、郊区各 ６ 所)ꎬ再从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

取 ２ 个班级所有学生参与本次调查ꎮ 共调查 ３ ２７１ 名

中学生ꎬ 收回有效问卷 ３ ２２９ 份ꎬ 问卷有效率为

９８ ７２％ꎮ 年龄 １１ ~ ２０ 岁ꎬ平均(１５.１２±２.００)岁ꎮ 其中

男生 １ ７５１ 名(５４.２３％)ꎬ女生 １ ４７８ 名(４５.７７％)ꎻ初

９２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２



中生 １ ５４７ 名(４７.９１％)ꎬ高中生 １ １６０ 名(３５.９２％) ꎬ
职业 中 学 学 生 ５２２ 名 ( １６ １７％)ꎻ 市 区 １ ６１８ 名

(５０ １１％)ꎬ郊区 １ ６１１ 名(４９ ８９％)ꎮ
１.２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青少年健康知识问卷ꎬ以班

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匿名自填方式填写ꎬ问卷内容包括

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年级、学校类型、学习压力等)、
家庭因素(父母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心理因

素(抑郁)和生活经历(欺负行为)、网络成瘾和自杀相

关行为ꎮ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ꎬ调查时使用

统一指导语ꎬ学生经过 ２０ ~ ３０ ｍｉｎ 填写后收回问卷ꎬ
及时进行核对、整理和编号ꎬ保证调查内容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ꎮ
１.３　 工具　 (１)网络成瘾量表:采用 Ｙｏｕｎｇ 编制的网

络成瘾量表ꎮ 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为 ５ 级评分法ꎬ总分

２０ ~ １００ 分ꎬ得分超过 ５０ 分被判定为存在网络成瘾倾

向[６] ꎮ 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２)自杀

相关行为: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 ２ 个部分ꎬ询问调

查对象“在调查前 １２ 个月里ꎬ是否产生过自杀的想

法”和“在调查前 １２ 个月里ꎬ是否尝试过自杀”ꎬ回答

为“是”者分别判定为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ꎮ (３)抑郁

情况: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ＣＥＳ －Ｄ)ꎮ 量表共 ２０
题ꎬ要求受试者用 ０ ~ ３ 分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ꎬ以 １６
分作为抑郁问题分界点ꎬ以往研究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０[７] ꎮ 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１０ꎮ (４)欺负行为:采用 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

版[８] ꎬ以任一种欺负或被欺负情况回答了“１ 个月 ２ 次

及以上”ꎬ定义为存在欺负或被欺负行为ꎬ将学生划分

为欺负者、被欺负者、欺负 / 被欺负者和未卷入欺负者

４ 类ꎮ 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３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学生用 ２Ｂ 铅笔填涂问卷ꎬ问卷回收、
整理核查并编号后ꎬ采用虹光公司 ＡＩ１９１ 扫描仪扫描

图像ꎬ使用 ＯＣＲ(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软件进行识别录

入ꎬ并抽取 ５％进行人工双录入核查ꎬ以保证问卷扫描

录入的质量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ꎬ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网络成瘾、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 　 ３ ２２９
名中学生中ꎬ检出网络成瘾者 ４７４ 名(１４.６８％)ꎬ自杀

意念者 ４０４ 名(１２.５１％)ꎬ自杀尝试者 ６６ 名(２.０４％)ꎮ
２.２　 自杀相关行为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ꎬ网络成瘾者的自杀意念发生率(３１.４３％)和自杀尝

试发生率(４.６４％)高于未成瘾者ꎮ 自杀意念和自杀尝

试检出率在不同父母婚姻状况、学习压力间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中父母分居或离婚、
学习压力较大的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报告率

较高ꎮ 此外ꎬ自杀意念检出率在不同性别、学校类型、
家庭经济状况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女生、初中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较差者自杀意念报告率较高ꎬ分
别为 １５.１６％ꎬ１３.８３％和 １６.１４％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自杀意念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自杀尝试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７５１ １８０(１０.２８) １７.４０７ <０.０１ ３４(１.９４) ０.２００ ０.６５５

女 １ ４７８ ２２４(１５.１６) ３２(２.１７)
学校类型 初中 １ ５４７ ２１４(１３.８３) ９.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３７(２.３９) １.９３２ ０.３８１

高中 １ １６０ １４４(１２.４１) １９(１.６４)
职业中学 ５２２ ４６(８.８１) １０(１.９２)

父母婚姻状况 关系融洽 １ ８１１ １５０(８.２８) ６８.００８ <０.０１ ２３(１.２７) １２.９６８ <０.０１
吵架 １ １７１ ２０６(１７.５９) ３４(２.９０)
分居或离婚 １８５ ３６(１９.４６) ７(３.７８)
其他 ６２ １２(１９.３５) ２(３.２３)

家庭经济情况 较好 １ ０７２ １１１(１０.３５) ９.２８７ ０.０１０ ２３(２.１５) ０.２８４ ０.８６８
中等 １ ８１０ ２３７(１３.０９) ３５(１.９３)
较差 ３４７ ５６(１６.１４) ８(２.３１)

学习压力 较小 ７６０ ６２(８.１６) ６７.４２６ <０.０１ １４(１.８４) １０.１６３ <０.０１
中等 １ ４６７ １４６(９.９５) ２０(１.３６)
较大 １ ００２ １９６(１９.５６) ３２(３.１９)

抑郁 是 ８６２ ２４６(２８.５４) ２７５.９３１ <０.０１ ４１(４.７６) ４３.２０９ <０.０１
否 ２ ３６７ １５８(６.６８) ２５(１.０６)

欺负行为 欺负者 ５８ １０(１７.２４) ６７.０２１ <０.０１ ３(５.１７) ３５.８０７ <０.０１
被欺负者 ４７５ １０２(２１.４７) ２０(４.２１)
欺负 / 被欺负者 １８３ ４１(２２.４０) １１(６.０１)
未卷入欺负者 ２ ５１３ ２５１(９.９０) ３２(１.２７)

网络成瘾 是 ４７４ １４９(３１.４３) １８１.７３６ <０.０１ ２２(４.６４) １８.７１９ <０.０１
否 ２ ７５５ ２５５(９.２６) ４４(１.６０)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网络成瘾与自杀相关行为的关系　 分别以自杀 意念和自杀尝试为因变量ꎬ网络成瘾为初始自变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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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ꎮ 未调整一般人口学等因素的单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网络成瘾与自杀意

念的关联 ＯＲ 值为 ４.５０(９５％ＣＩ ＝ ３.５６ ~ ５.６７)ꎬ与自杀

尝试的关联 ＯＲ 值为 ３.００(９５％ＣＩ ＝ １.７８ ~ ５.０５)ꎬ均有

统计学意义ꎮ 引入一般人口学因素进行校正后ꎬ网络

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关联 ＯＲ 值分别下降至

３.８８( ９５％ ＣＩ ＝ ３. ０４ ~ ４. ９６) 和 ２. ４２ ( ９５％ ＣＩ ＝ １ ４１ ~
４ １３)ꎬ但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在继续引入抑郁和

欺负行为作为调整因素后ꎬ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的关

联 ＯＲ 值继续下降至 ２. ５８ ( ９５％ ＣＩ ＝ １ ９９ ~ ３ ３４ꎬＰ <
０ ０１)ꎬ而网络成瘾与自杀尝试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

意义(ＯＲ ＝ １ ４９ꎬ９５％ＣＩ ＝ ０ ８５ ~ ２ ６２)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广州市中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

为 １４.６８％ꎬ高于阿力米拉等[９] 报道的 ９. ０％ 和张敏

等[１０]报道的 １０.８０％ꎬ低于姚冉等[１１]报道的 ２０.８％ꎬ表
明广州市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一直较为突出ꎬ应引起

重视ꎮ 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 １２.５１％ꎬ自杀尝试报

告率 ２.０４％ꎬ与李陈等[１２] 及 Ｇｕｏ 等[１３] 报道结果相近ꎮ
女生的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男生ꎬ与既往的研究结果

一致[１] ꎬ可能与女性感情更加脆弱ꎬ对于压力感知更

加敏感有关ꎻ而初中学生、父母分居或离婚、家庭经济

情况较差、学习压力较大的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更

高ꎬ特别是父母分居或离婚及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更容

易尝试自杀ꎮ 提示家庭、学校在预防青少年自杀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ꎬ应多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ꎬ加强和促

进交流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以及自杀尝

试之间均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ꎬ与既往研究一致[３ꎬ１４] ꎮ
Ｌｉｕ 等[１５] 、Ｋｉｍ[１６]认为ꎬ一是可能由于沉迷网络的青少

年更容易通过相关网页和论坛获得自杀相关资讯ꎻ二
是沉迷网络导致的去个性化影响了青少年正常的社

交功能ꎬ降低了警觉和恐惧等情绪ꎬ容易产生冲动抑

制的障碍ꎬ从而使得自杀等冲动行为发生ꎮ
为探索抑郁与欺负行为的作用ꎬ本研究在引入抑

郁与欺负行为后ꎬ发现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的关联强

度被削弱ꎬＯＲ 值从 ３.８８ 下降到 ２.５８ꎻ而网络成瘾与自

杀尝试的关联在引入抑郁和欺负行为后均无统计学

意义ꎬ与 Ｋｉｍ 等[１６] 、张栋栋等[１７] 研究结果类似ꎬ说明

抑郁和欺负行为等只能部分解释网络成瘾对于产生

自杀意念的作用ꎬ即使没有抑郁与欺负行为ꎬ网络成

瘾依然可以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ꎻ而对于产生自杀尝

试的冲动ꎬ则可以被抑郁和欺负行为所完全解释ꎬ说
明抑郁和欺负行为更倾向是网络成瘾与自杀尝试之

间的中介变量ꎮ 具体的有关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一是采用横断面调

查ꎬ难以进行因果关系的推断ꎻ二是调查人群为在校

中学生ꎬ无社会青年ꎬ无法全面了解青少年群体情况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预防青少年产生自杀行为的过程

中ꎬ家长和教师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ꎬ关注青少年网

络成瘾的行为ꎬ给予一定的心理辅导ꎬ促进中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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