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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延边地区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朝鲜族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和促进身心

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在延边大学以班级为单位ꎬ随机抽取 ４ ２４６ 名朝鲜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对其网络成瘾情

况及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有 １３.５９％的朝鲜族大学生存在网络成瘾问题ꎮ 其中男生的网络成瘾检出率

(１８.０８％)高于女生(７.５９％)(χ２ ＝ ９７.４２１ꎬＰ<０.０１)ꎻ城市生源(１６.６９％)高于乡村(９.００％)(χ２ ＝ ５１.５６ꎬＰ<０.０１)ꎻ不同学习成

绩、每月生活支出、家庭情况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 １４７.５７４ꎬ１ ２３４.５３１ꎬ３８５.９６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网络成瘾大学生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健康适应等因子得分均高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９４.２７９ꎬ３８.４１１ꎬ３６.３８３ꎬ３.４１５ꎬ２１.２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网络成瘾朝鲜族大学生 ＳＣＬ－９０ 各

因子得分均高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别、生源地等 ９ 个因

素进入回归模型(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与东部沿海城市大学生一致ꎬ网瘾者生活事件和心理

问题较为严重ꎮ 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及时干预和引导ꎮ
【关键词】 　 因特网ꎻ行为ꎬ成瘾ꎻ精神卫生ꎻ因素分析ꎬ统计学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ＴＮ ７１１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８６￣０４

　 　 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ꎬ网络已经成为公众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对公众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有益影

响ꎬ但如果网络使用不当ꎬ如长时间使用ꎬ势必导致网

络成瘾现象的出现ꎬ带来不利影响[１－２] ꎮ 研究显示ꎬ近
年来ꎬ网络成瘾问题已经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重要因素[３－４] ꎮ 网络成瘾的形成还会导致青少年出现

犯罪现象ꎬ对当前的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５－６] ꎮ 少

数民族学生的网络成瘾问题也日渐凸显[７] ꎮ 本研究

以延边地区 ４ ２４６ 名朝鲜族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
了解该地区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指

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延边大学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４０ 个教学

班级ꎬ班级内全体朝鲜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１６０ 个班级 ４ ３２７ 名朝鲜族大学生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

卷 ４ ２４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１３％ꎮ 其中男生 ２ ４２８
名ꎬ女生 １ ８１８ 名ꎻ大一学生 １ １６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１ ０２１
名ꎬ大三学生 １ ０４２ 名ꎬ大四学生 １ ０１９ 名ꎮ 平均年龄

为(２１.９４±１.４２)岁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ꎮ
１.２　 方法　 (１)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ＣＩＡＳ)ꎮ 由陈淑

惠等[８]于 １９９９ 年编制ꎬ以大学生为调查群体ꎬ该量表

共由 ２６ 个条目 ５ 个因子组成ꎮ 每个条目分为 １ ~ ４ 级

评分ꎬ总得分在 ５８ 分以上即判定为网络成瘾者ꎬ得分

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越高[９] 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 ９４ꎮ ( ２ ) 青 少 年 自 评 生 活 事 件 量 表

(ＡＳＬＥＣ)ꎮ 由刘贤臣等于 １９８７ 年研究制定[１０] ꎮ 该量

表由 ２７ 个条目组成ꎬ分为 ６ 个因子ꎮ 对每个事件的回

答方式为先确定该事件在最近 ３ 个月内发生与否ꎬ未
发生过则选择未发生ꎬ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

心理感受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ꎬ得分高表明事件对心理的

影响较为严重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８ꎮ
(３) 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 － ９０)ꎮ 由德若伽提斯等于

１９７５ 年编制ꎬ量表共由 ９０ 个条目 ９ 个因子组成ꎬ每个

条目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ꎮ 得分越高ꎬ表明心理健康状况

越差[１１] ꎮ 量表总症状指数的分数在 １ ~ １.５ 之间ꎬ表示

被试自我感觉没有量表中所列的症状ꎬ>１.５ 分表明被

试感觉有该项症状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４)自编人口学调查问卷ꎬ内容涉及年级、性别、
生源地、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生活费支出情况等ꎮ 调

查由经过培训的朝鲜族教师指导学生匿名填写ꎬ问卷

当场填写当场收回ꎬ填写不受时间和他人的限制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统计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 软件进

行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ꎬ统计方

法包括 ｔ 检验、χ２ 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比较　

６８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有 １３.５９％(５７７ 名)的学生存在网络成瘾问题ꎮ 其中

男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女生ꎻ城市生源朝鲜族大学

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乡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年级方面ꎬ网络成瘾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大三年级>大二年级>大一年级>大四年级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不同学习成绩、每月生活支出、
家庭情况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特征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网络成瘾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４２８ ４３９(１８.０８) ９７.４２１ ０.０００

女 １ ８１８ １３８(７.５９)
生源 城市 ２ ５３４ ４２３(１６.６９) ５１.５６２ ０.０００

乡村 １ ７１２ １５４(９.００)
年级 一 １ １６４ １３２(１１.３４) ２９.９４３ ０.０００

二 １ ０２１ １６１(１５.７７)
三 １ ０４２ １７９(１７.１８)
四 １ ０１９ １０５(１０.３０)

学习成绩 优秀 ７４１ １３(１.７５) １ １４７.５７４ ０.０００
良好 １ ８３２ １２５(６.８２)
一般 １ ３６４ ２０８(１５.２５)
较差 ３０９ ２３１(７４.７６)

每月生活支出 / 元 <３００ ４９５ ７(１.４１) １ ２３４.５３１ 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９９ １ ３８５ ７９(５.７０)
５００~ ９９９ １ ８１１ １５３(８.４５)
≥１ ０００ ５５５ ３３８(６０.９０)

家庭情况 双亲家庭 ３ ７２５ ３６８(９.８８) ３８５.９６５ ０.０００
单亲家庭 ２７７ １３１(４７.２９)
组合家庭 ２２５ ６９(３０.６７)
他人照顾 １９ ９(４７.３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朝鲜族是否网络成瘾大学生生活事件各因子得

分比较　 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生活事件中人际关

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健康适应等因子得分均

高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１)ꎻ在其他因子上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大学

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朝鲜族是否网络成瘾大学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

分比较　 网络成瘾朝鲜族大学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

均高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以朝鲜族大学生是否网络成瘾(否 ＝ ０ꎬ是 ＝ １)作

为因变量ꎬ以可能导致网络成瘾的因素(性别:男生 ＝
１ꎬ女生＝ ２ꎻ生源:城市 ＝ １ꎬ乡村 ＝ ２ꎻ年级:大一 ＝ １ꎬ大
二＝ ２ꎬ大三＝ ３ꎬ大四＝ ４ꎻ学习成绩:优秀＝ １ꎬ良好 ＝ ２ꎬ
一般＝ ３ꎬ较差 ＝ ４ꎻ每月生活支出:≤３００ 元 ＝ １ꎬ ３００ ~
４９９ 元＝ ２ꎬ ５００ ~ ９９９ 元＝ ３ꎬ≥１ ０００ 元 ＝ ４ꎻ家庭情况:
双亲家庭＝ １ꎬ 单亲家庭 ＝ ２ꎬ 组合家庭 ＝ ３ꎬ 他人照顾

＝ ４ꎻ生活事件各因子:正常＝ ０ꎬ不正常 ＝ １ꎻＳＣＬ－９０ 各

因子:否＝ ０ꎬ是 ＝ １)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生源地等 ９ 个因素进入回归

模型ꎮ 见表 ４ꎮ

表 ２　 朝鲜族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网络成瘾 ５７７ １７.６２±２.５５ １３.１８±３.６３ １２.５２±３.３２ １.７１±１.１３ ５.１５±２.６２ ０.９４±０.６５
非网络成瘾 ３ ６６９ ６.１８±３.５６ ６.８３±４.０６ ７.２４±２.６８ １.５３±１.４４ ２.７５±１.８３ ０.８９±０.７３
ｔ 值 ９４.２７９ ３８.４１１ ３６.３８３ ３.４１５ ２１.２０５ １.６８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

表 ３　 朝鲜族网瘾与非网瘾大学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躯体化 抑郁 焦虑 强迫 恐怖 敌对 精神病性 偏执 人际关系敏感
网络成瘾 ５７７ ２.９１±０.５３ ２.４５±０.５９ ２.７９±０.６４ ２.４８±０.５２ ２.０６±０.４５ ２.５３±０.５３ １.８５±０.４９ ２.２３±０.４７ ３.０５±０.５９
非网络成瘾 ３ ６６９ １.４９±０.４４ １.５８±０.４９ １.７２±０.５２ １.５６±０.４９ １.５４±０.４５ １.５３±０.４２ １.５１±０.４３ １.４８±０.４８ １.８０±０.４５
ｔ 值 ６１.１３１ ３３.６４３ ３８.２２５ ３９.８１１ ２５.８０３ ４３.２３８ １５.７４２ ３５.５２８ ４８.７１２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 ４　 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４ ２４６)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１.８２５ ０.４３８ １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６(０.０８１ ~ ０.５２８)
生源地 ０.８６５ ０.１９３ １８.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２(０.２５８ ~ ０.６１６)
家庭情况 ０.６１２ ０.１４８ １７.５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５(１.６２８ ~ ２.３０７)
每月生活费 ５.３６２ １.０４３ ２５.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９６３(２５.７７６ ~ ９９９.９９９)
人际关系 ０.７６３ ０.０９８ ５３.７２３ ０.０００ ２.１４７(１.４６７ ~ ２.６３８)
学习压力 ０.４１３ ０.０８１ ２６.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５(１.２０８ ~ １.６５２)
受惩罚 ０.２０５ ０.０４４ １７.９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７(１.１１７ ~ １.２３４)
人际关系敏感 ０.７２９ ０.２０７ ２３.５１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５８(１.５２９ ~ ３.４６２)
抑郁 ０.９６５ ０.１７４ ２７.１９４ ０.０００ ２.５０７(１.７６３ ~ ３.６５８)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率为

１３.５９％ꎬ与陈玉娟等[１２] 对石家庄市大学生的调查结

果(１２.８４％)相比较高ꎬ与张莉娜等[１３] 对宁波某大学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表明延边地区朝鲜族大学生

的网络成瘾率已经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大学生一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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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防控形势ꎮ 朝鲜族男生网络成瘾

检出率高于女生ꎬ与国内多项研究结果一致[１４－１６] ꎮ 原

因可能是男生的好奇心及对网络游戏的迷恋程度远

高于女生ꎬ同时男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ꎮ 朝鲜族大

学生的网络成瘾检出率随着年级增高呈现逐步上升

趋势ꎬ到了大四年级则出现下降趋势ꎬ与鲍丙刚等[１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是因为朝鲜族大学生刚到大

学阶段后ꎬ对大学中的新鲜事物和各类社团较为敏

感ꎬ在进入校园后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ꎬ加之大一

年级基础课程较多ꎬ导致上网的时间较少ꎮ 但是到了

大二、大三年级ꎬ学生对学校文体活动参加的积极性

降低ꎬ同时文化课程减少ꎬ加之在学校没有家长的有

效约束ꎮ 另外ꎬ长时间离开家乡ꎬ存在一定的失落与

孤独感ꎬ甚至自卑心理ꎬ因此在这一阶段极易导致上

网时间增加ꎬ集体宿舍住宿ꎬ同学间的影响也是导致

网络成瘾出现的重要因素[１８] ꎮ 到了大四阶段ꎬ学生面

临着就业和毕业的压力ꎬ迫使上网时间减少ꎮ
城市生源的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

乡村ꎬ每月生活支出高的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生

活支出低的学生ꎮ 可能是因为城市生源学生家庭条

件较好ꎬ同时接触网络的机会和时间较多ꎬ另外上网

有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出ꎬ因此一定的生活经济条件

也是网络成瘾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ꎮ 学习成绩好的

学生一般自我控制能力较强ꎬ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文

化知识ꎬ因此成绩越好的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越低ꎮ
在家庭情况方面ꎬ双亲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较为重视ꎬ
其他家庭类型可能存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够关心

等现象ꎬ因此双亲家庭朝鲜族大学生的网络成瘾检出

率低于其他家庭学生ꎮ 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管

理方面ꎬ对于网络成瘾学生的管教往往是严格管理、
严厉批评等ꎬ但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班级学习氛围和

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ꎬ往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班级

学习环境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及网络成瘾控制带来

积极影响ꎬ应引起重视ꎮ
网络成瘾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

丧失和健康适应等因子得分均高于非网瘾大学生ꎮ
回归分析还显示ꎬ人际关系、受惩罚和学习压力是导

致网络成瘾率较高的重要原因ꎬ与李敏等[１９] 的研究结

果一致ꎮ 可能是因为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在人际

交往方面较弱ꎬ在生活中不愿与他人沟通ꎬ同时网络

成瘾学生在学习遇到困难时不愿寻求帮助ꎬ加之老师

的批评导致内心出现自卑的心理ꎬ缺乏自信心ꎬ这些

生活和学习中的不愉快很容易在虚拟的网络中得到

释放ꎬ因此导致上网时间较长ꎮ 长时间的上网将会进

一步加深网络成瘾学生的自卑心理ꎬ同时人际沟通能

力也将继续下降ꎬ形成恶性循环ꎮ

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网

络成瘾大学生相比明显较低ꎬ与何敏媚等[２０] 的研究结

果一致ꎮ 表明对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有效干预已势在必行ꎬ应引起学校和家长的足够重

视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对朝

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的贡献较大ꎬ与陈玉娟等[２１]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提示在今后的干预中应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和引导ꎮ
对朝鲜族大学生来说ꎬ网络成瘾情况的发生不是

短期内形成的ꎬ而是一定时期内不良心理和生活习惯

导致的ꎮ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在以下方面开展:首先ꎬ
在大一阶段进行大学入学教育ꎬ帮助学生制定大学四

年的学习和实践计划ꎬ避免在后期的学习生活中迷失

方向ꎮ 其次ꎬ针对网络成瘾比例较高的在校大二、大
三年级学生开展各类文体活动ꎬ让学生在活动中相互

沟通和交流ꎬ增进友谊ꎬ增加学习和生活的自信心ꎮ
再次ꎬ学校应定期对在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监测ꎬ对
发现问题的学生找出导致问题的原因ꎬ并进行及时有

效的引导和干预ꎬ保障朝鲜族大学生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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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教学与饮食干预对
网瘾肥胖维吾尔族女大学生干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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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羽毛球公选课教学与饮食干预对肥胖维吾尔族网络成瘾女大学生戒除网瘾与减肥的效果ꎬ为有

效开展维吾尔族女大学生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对从新疆农业大学大一、大二年级学生中筛检出的 ３２ 名网瘾肥

胖维吾尔族女大学生进行 １２ 周的羽毛球公选课教学和饮食控制干预ꎬ并在干预前后采用韩国产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Ｉｎｂｏｄｙ ３ ０ 人体

成分分析仪进行体成分测试和网络成瘾的测评ꎬ对干预前后结果进行比较ꎮ 结果　 羽毛球教学与饮食干预后肥胖维吾尔

族网络成瘾女大学生的体重比干预前减少 ６ ４７ ｋ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 ２３ꎬＰ<０ ０１)ꎻ干预后干预者的体重、身体水分

量、脂肪率、内脏脂肪指数等均呈现下降趋势ꎬ除水分量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１ ０２ꎬＰ>０ ０５)外ꎬ其他指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１)ꎻ干预后调查者的强迫性上网行为、退隐反应、网络成瘾耐受性、人际及健康问题、时间

管理和网络成瘾总分均呈现下降趋势( ｔ 值分别为 ４ ７２ꎬ５ ９６ꎬ２ ８７ꎬ４ ９９ꎬ１１ ７７ꎬ９ ６９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羽毛球公选

课教学与饮食控制干预对网络成瘾维吾尔族女大学生戒除网瘾和减肥尤其对干预者内脏脂肪的降低起到较好效果ꎮ
【关键词】 　 饮食习惯ꎻ行为ꎬ成瘾ꎻ肥胖症ꎻ干预性研究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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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对西部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ꎬ西部地区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ꎬ物质生活不断

丰富ꎬ特别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

发展[１] ꎮ 但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ꎬ对青少年的健康也

带来一定的影响[２－５] ꎮ 研究显示ꎬ近年来新疆网络成

瘾和肥胖大学生的比例不断上升ꎬ对该群体的健康带

来较大威胁[６－７] ꎮ 本研究以 ３２ 名网络成瘾肥胖女维

吾尔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 １２ 周的羽毛球公选课

教学和饮食控制干预ꎬ以了解减肥和戒除网瘾的效

果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对新疆农业大学的大一、大二年级 ３ １４６
名维吾尔族女生进行体成分测试和问卷调查ꎬ测试后

将同时符合纳入条件 (存在网瘾倾向、脂肪率大于

３０％、单纯性肥胖、内脏脂肪指数>４０、无慢性疾病、无
家族遗传病史、无运动障碍)的 ９４ 名学生进行研究方

法的说明和讲解ꎮ 根据自愿的原则最终同意参与本

次实验研究的 ３２ 名学生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其中大

一学生 １９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３ 名ꎻ平均年龄为(２０ ３４ ±
１ ２６)岁ꎮ
１.２　 方法　 体成分采用韩国产的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Ｉｎｂｏｄｙ ３ ０
人体成分分析仪进行测试ꎬ采用的测试指标包括体

重、脂肪率、肌肉率、内脏脂肪指数[８] 、身体水分量、骨
量等ꎬ脂肪率>３０％即判定为肥胖[９] ꎮ 采用手动身高

测试仪测试身高[１０] ꎮ
采用陈淑惠编制的针对大学生的中文网络成瘾

量表进行网络成瘾的测评ꎬ该量表共由 ２６ 个条目组

成ꎬ采用 １ ~ ４ 级评分ꎬ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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