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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ꎬ为青少年健康上网提供新的干预视角ꎮ 方

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ꎬ随机抽取福州市某中学初二和高二年级 １７０ 名学生ꎬ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对实验组 ９０
名青少年的上网行为进行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对照组 ８０ 名青少年的上网行为无反馈研究ꎮ 结果　 在 １ 个月后的追踪测

查发现ꎬ相比于对照组ꎬ接受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的实验组自身上网时间减少( ｔ＝ ２.７９ꎬＰ<０.０１)ꎬ网络成瘾倾向得分降低( ｔ
＝ ３.０９ꎬＰ<０.０１)ꎻ同时ꎬ实验组对常模群体上网时间的估计显著减少( ｔ 值分别为 ３.７５ꎬ３.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对同年级常模群

体的上网学习用途比例估计增加( ｔ＝ －２.５６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能促使青少年对常模群体的上网行为

形成更加准确的认知ꎬ同时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和网络成瘾倾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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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生活方式的变化ꎬ我国青少年

网络成瘾现象也越来越突出ꎮ 有研究显示ꎬ依据不同

的网络成瘾判断标准ꎬ我国中学生网络成瘾率分别为

１０.７８％(９.１９％ ~ １２.４８％)ꎬ６.９２％(４.７２％ ~ ９.５１％)
和 １０.３７％(７.６２％ ~ １３.４９％) [１] ꎮ 过度的网络使用对

青少年生理与心理健康、学业表现、人际交往及其他

社会功能产生严重影响[２] ꎮ 鉴于此ꎬ研究者借助各种

心理咨询和治疗流派的理论指导ꎬ从不同角度对网络

成瘾进行心理干预和预防的调查研究ꎬ如认知疗法干

预[３] 、家庭治疗干预[４] 、团体心理辅导[５] 和预防性干

预[６]等ꎮ 国外研究显示ꎬ青少年对同伴常模群体的各

种行为(如酒精使用、吸烟和欺凌)存在错误感知ꎬ往
往会过高估算同伴常模群体的这些行为ꎬ从而使个体

自身的行为增加[７－８] ꎮ 基于此发现ꎬ研究者们对个体

的不健康行为进行了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研究[９－１１] ꎬ
这种反馈干预方法相对具有高效、便捷、低成本、自主

性较强等特点ꎮ
本研究在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同伴常模认知特点

研究的基础上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进行个体

化的常模反馈干预研究ꎬ通过比较自身与同伴常模群

体的行为来改变被试对同伴常模群体上网行为的认

知ꎬ从而改变自身的上网行为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基线调查时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ꎬ在征得

学校老师和学生知情同意的情况下ꎬ在福州市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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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至高三年中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ꎬ在每

个年级中随机抽取 ２ 个班级ꎬ共抽取 １２ 个班级ꎬ每个

班级的学生集体参加测试ꎬ共收集到有效数据 ４７５ 份ꎮ
从该校中未参与基线调查的其他班级随机抽取初二

和高二各 ２ 个班级ꎬ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以减

少重复测试带来的练习和疲劳效应)ꎮ 实验组 ９０ 人ꎬ
对照组 ８０ 人ꎮ 对实验组被试提供个体化常模反馈信

息ꎬ并表达感谢ꎻ对照组不提供反馈ꎬ只表达感谢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中学生网络使用状况ꎮ 主要根

据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的理论自编题目ꎬ测查被试并

估计不同常模群体 １ 周的上网时间及上网学习用途比

例ꎬ其中常模群体包含同班同学和同年级同学两类ꎮ
每周的上网时间和学习用途比例由被试根据自身近 １
个月来实际上网情况估计所得ꎮ (２)中文网络成瘾问

卷(ＣＩＡＳ－Ｒ) [１２] ꎮ 包含 ２ 个分量表ꎬ分别是网络成瘾

核心症状分量表(维度:强迫性上网、网络成瘾戒断反

应、网络成瘾耐受性)和网络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维

度:时间管理问题、人际及健康问题)ꎬ共 １９ 个项目ꎮ
采用 ４ 级评分ꎬ总分代表个人网络成瘾倾向程度ꎬ分数

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越高ꎬ其中 ４６ ~ ５３ 分为网络依

赖ꎬ>５３ 分为网络成瘾ꎬ<４６ 分为正常ꎮ 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０.９０ꎬ具有良好的信度ꎮ 在该研究中ꎬ为
降低被试的社会赞许性效应ꎬ提高研究的信度ꎬ在使

用 ＣＩＡＳ－Ｒ 量表时不直接使用其原名ꎬ而用“网络使用

卷入程度”ꎮ
１.２.２　 研究过程　 (１)基线调查ꎮ 基线调查使用的工

具是自编中学生网络使用状况和中文网络成瘾问卷ꎮ
通过基线调查获得常模数据ꎮ (２)个体化常模反馈干

预ꎮ 首先ꎬ实验组和对照组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参加测

试ꎬ测试内容与基线调查内容一致ꎮ １ 周后ꎬ对于实验

组ꎬ将每个被试的纸版个体化常模反馈报告单(具体

内容见表 １)、致信小卡片和小礼物装入信封发放给被

试(在主试的指导下ꎬ被试现场阅读报告单)ꎬ同时主

试会告知被试ꎬ１ 个月后还需进行测试ꎮ 对照组ꎬ将装

有致谢小卡片和小礼物的信封发放给被试ꎬ并表达感

谢ꎮ 同时主试会告知被试ꎬ１ 个月后还需进行测试ꎮ
(３)追踪测试ꎮ １ 个月后ꎬ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再以团

体施测的方式参加追踪测试ꎬ测试内容同基线测试ꎮ
实验组被试为 ８８ 名ꎬ流失 ２ 名ꎻ对照组被试为 ７９ 名ꎬ
流失 １ 名ꎮ

表 １　 个体化常模反馈报告单结构和说明

结构 说明

上网时间状况 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被试的上网时间ꎬ所估计的常模群体的上网时间及其实际上网时间ꎬ附以文字说明ꎬ并向被试强调估计
的误差情况ꎮ 同时也呈现被试上网时间在群体里所处的百分位ꎮ 以数字的直观形式向被试提供基于其 １ 周平均上网时间
的值所估算出半年平均的上网时间ꎬ并折算成天数(８ ｈ 工作制)ꎮ

上网利用情况 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被试的学习用途比例ꎬ所估计的常模群体的学习用途比例及其实际的学习用途比例ꎬ附以文字说明ꎬ向
被试强调其估计的误差情况ꎮ 也呈现被试学习用途比例在常模群体中的百分比位置ꎮ 同时ꎬ以数字的直观形式向被试提供
基于其平均学习用途比例的值所估算出半年里上网非学习用途使用的时间ꎬ并算成天数(８ ｈ 工作制)ꎮ

上网依赖情况 根据被试网络成瘾量表的结果ꎬ以金字塔状图形显示ꎬ用于告诉被试其网络依赖倾向情况ꎮ
综合分析 综合前三部分情况ꎬ给予综合的健康上网指数(满分为 ５ 颗星)ꎮ 同时指出其每周上网时间和学习用途比例与周围同学相比

较所处的位置ꎮ
健康上网小贴士 给被试健康上网的一些建议ꎮ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考察实验组和

对照组被试在前测中是否有差异ꎻ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
验分别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是否存在差异ꎮ
同时ꎬ增加效应量的方法说明实际干预效果ꎮ 当对 ２
个独立组平均数之差进行显著性检验时ꎬ可以使用

Ｃｏｈｅｎ 提出的 ｄ 值作为效应量ꎻｄ 是样本平均数差异

和样本标准差的比率ꎻ其中ꎬｄ ＝ ０.２ꎬ效果小ꎻｄ ＝ ０.５ꎬ效
果中ꎻｄ ＝ ０.８ꎬ效果大[１３] 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上网行为的同质性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基线测试里ꎬ学习用途比例、ＣＩＡＳ－
Ｒ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５ꎬ０.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但在上网时间上实验组多于对照组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３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估

计的同质性比较　 基线测试时ꎬ对班级和年级两常模

群体在学习用途比例的估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但在上网时间上ꎬ实验组多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３.０７ꎬ
２.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估计的干预效果　 在对同

班学生这一常模群体的估计ꎬ实验组对上网时间估计

降低ꎬ而对照组无变化ꎻ实验组对学习用途比例估计

增加ꎬ而对照组被试对学习用途比例的估计降低ꎮ 在

对同年级学生这一常模群体的估计ꎬ实验组对上网时

间估计降低ꎬ对学习用途比例估计增加ꎬ而对照组无

变化ꎮ 在效应量上ꎬ对两常模群体上网时间估计值的

效应量为中等ꎬ其余较小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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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个体化常模反馈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估计的干预效果(ｘ±ｓ)

组别 前后测 人数 统计值
班级

上网时间 / ｈ 学习用途比例 / ％
年级

上网时间 / ｈ 学习用途比例 / ％
实验组 前测 ９０ ２６.３±２０.２ ２９.６±２１.９ ３１.２±２２.６ ３０.７±２２.１

追踪 ８８ １８.８±１５.０ ３３.９±２１.０ ２１.６±１７.２ ３６.５±２０.０
ｔ 值 ３.７５∗∗ －１.７４ ３.７４∗∗ －２.５６∗

ｄ 值 ０.５ ０.２ ０.６ ０.３
对照组 前测 ８０ １７.０±１５.７ ２８.３±２１.９ ２２.９±２１.１ ２６.８±２２.３

追踪 ７９ １８.２±１７.７ ２３.３±１６.９ ２２.８±２０.７ ２６.１±１９.５
ｔ 值 －０.４８ ２.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８
ｄ 值 ０.５ ０.３ ０.２ ０.５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青少年上网行为的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效果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各自的前测和 １ 个月后的追踪测查

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由表 ３ 可见ꎬ１ 个月后ꎬ 实验组

被试的上网时间减少ꎬ网络成瘾倾向得分下降ꎻ但从 ｄ
值来看ꎬ属于较小程度的效果ꎮ 同时ꎬ实验组在学习

用途比例上无变化ꎮ 而对照组被试在各个指标上变

化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３　 １ 个月后个体化反馈对个体上网行为的干预效果(ｘ±ｓ)

组别　 前后测 人数 统计值
每周上

网时间 / ｈ
学习用

途比例 / ％
ＣＩＡＳ－Ｒ
总分

实验组 前测 ９０ ２０.７±１９.９ ２９.１±２６.５ ３５.２±８.４
追踪 ８８ １６.０±１７.６ ３０.８±２５.１ ３３.１±９.５

ｔ 值 ２.７９∗∗ －０.３６ ３.０９∗∗

ｄ 值 ０.３ ０.１ ０.２
对照组 前测 ８０ １１.５±１１.８ ２４.２±２５.７ ３４.０±９.１

追踪 ７９ ９.２±８.３ ２７.０±２２.７ ３３.８±９.５
ｔ 值 １.５７ －０.９７ ０.２１
ｄ 值 ０.３ ０.１ ０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说明个体化常模反馈对青少年的

上网行为具有积极影响ꎬ这种干预方式强调青少年对

自身上网行为的自我监控ꎬ提供了预防与干预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一种新的干预方式ꎬ具有简洁、便捷、低成

本、易操作等特点ꎬ同时容易向更广泛的群体推广ꎮ
研究发现ꎬ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后ꎬ实验组的上

网时间减少ꎬ网络成瘾倾向水平下降ꎮ 而对照组在各

指标前后无变化ꎮ 与 Ｄｏｕｍａｓ 等[１４]对九年级饮酒学生

提供简明网络版的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的发现ꎬ个体

对常模群体估计及自己的饮酒量有显著的改变类似ꎮ
虽然在统计水平上实验组显示出差异性的改变ꎬ但是

效应量都比较低ꎮ 一方面ꎬ由于本研究干预的被试包

含网络成瘾倾向者和非成瘾倾向者ꎮ 其中ꎬ成瘾倾向

者的数量又远少于非成瘾倾向者ꎮ 而非成瘾倾向者

本身各种上网行为相对较健康ꎬ易出现地板效应ꎬ可
能降低本干预系统的实际效用ꎮ 同时ꎬ干预后ꎬ在个

体自身的上网学习用途比例上ꎬ实验组被试无显著变

化ꎬ可能与中学生被试的学习特点有关ꎮ 中学生学习

任务的完成更多是通过传统方式———纸版作业、参考

书ꎮ 同时ꎬ他们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收集和服务学习的

技巧也不成熟ꎬ使得将网络用于学习的意识较弱ꎮ 提

示中学生的计算机课堂教育或家庭教育中应注重网

络服务于学习的教育和指导ꎮ
在青少年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估计的干预效果

上ꎬ研究结果发现ꎬ实验组对常模群体的上网时间估

计减少ꎬ所估计的学习用途比例增加ꎮ 在青少年上网

行为的同伴常模群体认知特点的研究中发现ꎬ个体自

身的上网行为与对常模群体的估计误差是密切相关

的ꎬ青少年个体倾向于高估常模群体的上网时间ꎬ而
低估其学习用途比例ꎬ这种估计的误差使得青少年自

身上网时间增加等[１５] ꎮ 因此ꎬ在本研究中ꎬ通过给实

验组提供关于常模群体上网行为的正确信息ꎬ使得青

少年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有一个较为正确的估计ꎮ
依据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理论ꎬ从干预后实验组自身

上网行为变化可以看出ꎬ由于对常模群体上网行为的

正确估计ꎬ使得青少年个体调整自身的上网行为ꎮ
Ｄｏｕｍａｓ 等[１６]的研究也发现ꎬ高饮酒的体育运动员对

常模群体饮酒行为估计的变化对自身饮酒行为变化

起到中介作用ꎮ
总之ꎬ本研究基于同伴常模群体对青少年的行为

具有参照系作用的思考ꎬ在青少年上网行为常模群体

认知特点的理论支持下使用个体化常模反馈干预ꎬ以
期通过纠正个体对自身与常模群体上网行为的错误

比较改变自身的上网行为ꎬ促进青少年形成更为健康

的上网行为ꎮ 但是在本研究中ꎬ仅简单地将反馈报告

单给被试ꎬ很多被试只在反馈当天认真阅读了报告ꎬ
导致反馈报告单利用率低ꎬ对其认知的影响程度有待

考量ꎮ 若条件允许ꎬ能结合行为主义的治疗原理ꎬ将
反馈报告单作为被试上网的有效提醒物ꎬ将可能大大

增加该干预的效果ꎮ 同时ꎬ根据社会常模理论[１７] ꎬ常
模可分为描述性常模(关于他人行为的感知或估计)
和规范性常模(关于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可接受程度的

感知或估计)ꎬ本研究仅使用描述性常模作为参考ꎬ忽
略规范性常模可能发挥的影响ꎬ在未来的研究中ꎬ可
将规范性常模作为变量加以参考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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