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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学习和娱乐的重要工具ꎬ为
青少年探索世界和与他人进行交流提供了一种简单

直接的方式[１] ꎮ 然而ꎬ网络在给青少年提供方便快捷

的同时ꎬ过度使用所致网络成瘾现象已成为一个全球.
性的突出精神卫生问题[２－３] ꎮ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良好

生活和学习习惯的重要时期ꎬ也是各种心理行为问题

频发、高发时期ꎬ这个时期的健康危险行为可能持续

终身ꎬ对成人期健康构成重大威胁[４－５] ꎮ 因此ꎬ全面了

解和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流行特征与研究现状ꎬ解
读发生的生物学机制ꎬ对于制定相关健康干预和健康

促进策略ꎬ促进青少年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网络成瘾

１.１　 网络成瘾概念　 尽管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越来

越多ꎬ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网络成瘾概念和诊断标

准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６] 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最早将过度使用

网络成瘾命名为“网络成瘾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ꎬＩＡＤ)ꎬ定义 ＩＡＤ 为病理性、 强制性的网络使

用[７] ꎮ Ｙｏｕｎｇ[８]认为ꎬ网络过度使用是一种冲动控制

障碍ꎬ提出了“病理性网络使用(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ꎬＰＩＵ)的概念ꎬ并将 ＰＩＵ 分为网络性成瘾、网络关

系成瘾、网络冲动、计算机成瘾和信息超载 ５ 种类型ꎮ
Ｓｈａｐｉｒａ 等[９]则认为网络过度使用是有问题的网络使

用ꎮ Ｔａｎｇ 等[１０]研究提出ꎬ网络成瘾可以被定义为无

法控制个人对互联网的使用ꎬ并导致日常生活中的消

极后果ꎮ 最近ꎬ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ＡＰＡ)发表了«精

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五)» (ＤＳＭ－５)ꎬ将互联网游

戏障碍列入了附录[１１] ꎬ 许多研究支持 ＤＳＭ － ５ 的

结论[１２] ꎮ
１.２　 网络成瘾的测量方法　 国内外目前至少有 ２１ 种

量表或测量工具来获得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流行特

征[１３] ꎮ Ｙｏｕｎｇ 已经开发了互联网成瘾测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ＩＡＴ) 和网络成瘾诊断问卷( Ｙｏｕｎｇ’ 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ＹＤＱ)ꎬ是 ２ 种相关但又略有

不同的网络成瘾评估工具ꎮ ＹＤＱ 是基于病态赌博诊

断症状的一种简单的 ８ 项自我报告问卷[８] ꎮ 用于

ＹＤＱ 的问题包括:是否对网络过于关注ꎬ是否感觉需

要不断增加上网时间才能感到满足ꎬ是否难以控制对

网络的使用ꎬ是否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会导致无聊、
抑郁或气愤ꎬ是否在线时间超过预期ꎬ是否重要人际

关系、工作职业机会遭到破坏ꎬ是否向别人隐瞒网络

卷入程度和是否使用网络逃避现实问题ꎮ 病态赌博

最初 １０ 个问题中的 ２ 个(违法行为是为了资助他人

的行为和对他人的依赖)被删去ꎬ以产生“更严格的临

界分数”ꎮ 对 ８ 个问题中 ５ 个进行肯定答复即表明可

能网络成瘾ꎮ
ＩＡＴ 是一个 ２０ 项的自我评估量表ꎬ在 ＹＤＱ 的基

础上ꎬ根据物质依赖和病态赌博的标准ꎬ要求参与者

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评估症状是否存在ꎬ从而评估网络

成瘾[１４] ꎮ ＩＡＴ 采用李克特量表中 １ 分(完全不)到 ５
分(总是)进行定量评分ꎮ 如果互联网用户的得分为

７０ ~ １００ 分ꎬ并且经常遇到得分为 ４０ ~ ６９ 分的情况ꎬ那
么就可能会因为使用互联网而出现严重问题ꎮ 但 ＩＡＴ
的临界值选取不是基于临床的ꎬ因此相当武断[１３] ꎮ

诸多研究者还采用陈氏网络成瘾量表( Ｃｈ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ＩＡＳ)评估网络成瘾的发生情

况[１５] ꎮ ＣＩＡＳ 是一个 ２６ 项自我评估量表ꎬ采用李克特

４ 分量表法ꎮ 除此之外ꎬ还调查每周网络在线时间和

网络使用体验ꎮ 据报道ꎬ５７ ~ ５８ 分的筛查临界点具有

高度的敏感性ꎬ精神科医生进行的 ６３ ~ ６４ 分的诊断临

界点显示了最高的诊断准确率[１６] ꎮ
１.３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流行特征　 采用 ＹＤＱ 作为评

估工具ꎬＢａｋｋｅｎ 等[１７] 发现ꎬ挪威 １６ ~ ２９ 岁青少年中

４.１％的女性和 １９.０％的男性网络成瘾或有网络成瘾

的危险ꎮ Ｃｈｅｎｇ 等[３] 调查了 ３１ 个国家的资料发现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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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家青少年网络成瘾率最高(１０.９％)ꎬ西欧国家最

低( ２. ６％)ꎬ全球平均水平约 ６. ０％ꎮ 我国学者采用

ＹＤＱ 发现ꎬ １１ ~ １９ 岁的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生率为

７.６％[１８] ꎮ
越南学者运用越南版本 ＩＡＴ 发现ꎬ越南青少年的

网络成瘾发生率为 ２１. ２％[１９] ꎮ Ｔａｎｇ 等[２０] 调查了中

国、美国、新加坡 ３ 个国家的资料发现ꎬ中国青少年网

络成瘾率最高(７.０％)ꎬ美国、新加坡青少年网络成瘾

率分别为 ４.５％和 ４.９％ꎬ３ 国平均水平约 ５.４％ꎮ 美国

另一项 ＩＡＴ 测试发现ꎬ美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生率为

１６.８％ꎬ而且存在性别差异[２１] ꎮ 我国一项研究显示ꎬ
１５.２％的青少年可被归类为网络成瘾[２２] ꎮ 而另一项

研究发现ꎬ在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者中ꎬ６.０％为网络

成瘾[１０] ꎮ 报告率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可能是以上研究

根据 ＩＡＴ 不同的临界值分类所造成的[３] ꎮ 此外ꎬ也与

调查样本的数量、年龄性别构成等不同有关ꎮ
Ｋｕｓｓ 等[１２]运用强迫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Ｃｏｍｐｕｌ￣

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 和快速大五人格量表( Ｑｕｉｃｋ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发现ꎬ荷兰 ３.７％的青少年可能沉迷于

互联网ꎬ而网络游戏和社交应用程序的使用增加了网

络成瘾的风险ꎮ 香港学者发现ꎬ有自杀意念、焦虑、抑
郁、绝望和非理性意念症状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率为

６.７％[２３] ꎮ
以上研究显示ꎬ网络成瘾在东方和西方社会普遍

存在ꎬ表明网络成瘾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化疾

病ꎮ 然而ꎬ大多数报告集中在互联网发达的环境中长

大的青少年和年轻人群体ꎮ 此外ꎬ近年来在互联网迅

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也进行了很多调查ꎬ表明早期接触

互联网和环境因素可能是网络成瘾的重要相关因素ꎮ
１.４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１.４.１　 个人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ꎬ青少年网络成瘾存

在性别差异[２０] ꎮ 国外一项研究发现ꎬ男生的 ＰＩＵ 水平

显著高于女生[２４] ꎮ 可能是因为男性在网上玩关于权

力和控制游戏或探索性幻想中倾向于更多的上瘾行

为ꎬ而女性更倾向于在网上与亲密或匿名的朋友进行

交流[２０] ꎮ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ꎮ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采用回避策略和情绪分散应对问

题或压力ꎬ因此可能更倾向于网络游戏等在线相关

活动[２５] 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品行问题、抑

郁症状相关ꎬ且与非网络成瘾青少年相比ꎬ网络成瘾

青少年酗酒率更高[２６] ꎮ 其他研究也发现ꎬ抑郁症、注
意力缺陷 / 多动障碍、焦虑、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

是青少年网络成瘾重要且独立的预测因子[２７] ꎮ 最近

一项研究表明ꎬ中国一代缺乏兄弟姐妹支持的儿童可

能表现出更大忍受负面生活事件的能力不足ꎮ 与同

龄人相比ꎬ中国学生的学业成功压力更大、更加抑郁ꎬ
因此更容易网络成瘾[２０] ꎮ
１.４.２　 家庭因素 　 家庭教养方式在青少年网络成瘾

中起重要作用ꎮ 国内有研究发现ꎬ对于男生而言ꎬ父
亲的过分干涉与关心理解是影响男生上网行为的主

要因素ꎮ 父母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会影响男生的网

络戒断行为和人际健康问题ꎬ而过度保护影响男生的

时间管理问题ꎻ对于女生而言ꎬ父亲的过度保护会影

响时间管理问题[２８－２９] ꎮ 而国外研究表明ꎬ越严格的养

育方式ꎬ青少年沉迷于互联网的可能性就越小[３０] ꎮ
在家庭环境方面ꎬ国内研究发现ꎬ青少年网络成

瘾与父母婚姻满意度、亲子依恋负相关ꎬ同时与父母

冲突的频率、强度和解决程度正相关ꎮ 可能是因为父

母间良好的情感会带来和睦的亲子关系ꎬ从而降低青

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ꎻ反之ꎬ父母冲突可能破坏亲

子依恋关系ꎬ从而升高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３１] ꎮ
１.４.３　 社会因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社会因素ꎮ Ｋａｅｓｓ 等[２７] 发现ꎬ国家可能是

网络成瘾、精神障碍和自毁行为间的调节因子ꎮ 国家

的调节作用受社会文化的显著影响ꎮ 另一项关于中

国、美国与新加坡三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也显

示ꎬ３ 个国家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率存在差别ꎬ美国青少

年报告的网络游戏成瘾率最高ꎬ其次是中国和新加坡

的学生ꎻ中国父母更可能不会让孩子玩任何电子游

戏[２０] ꎮ 均表明社会文化因素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

响因素之一ꎮ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项重要保护因

素ꎮ Ｌｉｕ 等[３２]发现ꎬ青少年对同伴交往的不满和焦虑

越多ꎬ越容易网络成瘾ꎮ Ｂａｅ[３３]发现ꎬ友谊满意度对手

机网络成瘾使用产生了负面影响ꎻ青少年友谊满意度

越高ꎬ手机网络成瘾率越低ꎮ

２　 青少年网络成瘾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关联研究

精神障碍是大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ꎬ导致认知、
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ꎮ
常见的有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ＤＳＭ － ５ 把互联网游戏障碍列入精神障碍

附录[１２] ꎮ
２.１　 关联研究现状　 许多研究已经发现ꎬ青少年网络

成瘾和精神障碍有关[３４－３５] ꎮ 台湾学者发现ꎬ抑郁症、
社交恐惧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ＡＤＨＤ)可以预测

２ 年随访期间网络成瘾的发生率ꎬ且 ＡＤＨＤ 是男性网

络成瘾最显著的预测因子[３６] ꎮ Ｙｅｎ 等[３７] 发现ꎬ过度

使用互联网与精神疾病ꎬ如抑郁ꎬ失眠ꎬＡＤＨＤ 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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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症有关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实证表明ꎬＡＤＨＤ 和有

问题的视频游戏以及互联网的成瘾性使用常同时发

生[３８－３９] ꎮ
另一项研究发现ꎬ敌意和抑郁症是与网络成瘾最

相关的症状ꎬ表明互联网成瘾和精神症状之间可能的

双向互动[４０] ꎮ 一方面ꎬ青少年可能会利用互联网来缓

解精神症状ꎻ另一方面ꎬ网络成瘾也可能导致或进一

步放大精神症状ꎮ 但该研究只是横断面研究ꎬ并不能

证明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之间的机制ꎮ
有研究发现ꎬ互联网过度使用会导致自尊水平低

下ꎬ可能和互联网上瘾者在感觉到互联网使用失控后

会自我评估ꎬ从而产生负面后果有关[４１－４３] ꎮ
２.２　 关联研究局限性　 首先ꎬ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研

究ꎬ尚缺乏长期的大样本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循
证研究和实验性研究ꎬ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的时间关

系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ꎮ 精神障碍预测网络成瘾

还是网络成瘾预测精神障碍需要更深入的评估ꎮ 其

次ꎬ精神疾病合并症对网络成瘾和精神障碍的愈后做

出贡献应通过后续研究来检查ꎬ目前研究较片面ꎮ 第

三ꎬ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合并症的发病机制尚未得到

很好的研究ꎮ 应该进一步研究可以解释合并症的生

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机制ꎮ 最后ꎬ合并症的治疗是

否有利于网络成瘾的情况尚未得到系统的评估ꎮ

３　 青少年网络成瘾致其他精神障碍的可能机制

网络成瘾与其他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可能揭示

了网络成瘾的机制ꎮ 网络成瘾和其他精神疾病之间

的合并症已被反复报告[４４－４６] ꎮ ２ 种疾病的合并症表

明 ２ 种疾病之间的关联性高于偶然发生的预期ꎮ 了解

此种机制ꎬ对有效治疗 ２ 种疾病显得至关重要ꎮ 以往

研究揭示了 ４ 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网络与精神病症之

间的关联[４７] :首先ꎬ精神障碍导致、促成或恶化网络成

瘾障碍的症状或过程ꎻ其次ꎬ网络成瘾导致、有助于或

进一步恶化其他精神障碍的症状或病程ꎻ第三ꎬ网络

成瘾和精神障碍存在潜在的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

机制ꎻ最后ꎬ与抽样、评估、调查、研究设计或分析有关

的其他因素导致对合并症不适当的高估ꎮ 因此ꎬ需要

一个非常复杂和全面的设计来证实或检验上述 ４ 种机

制的假设ꎮ
另一方面ꎬ既往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成瘾的精神障

碍并存问题上ꎬ研究结果促进对网络成瘾的可能机制

的了解ꎮ 所以ꎬ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回

顾ꎬ为临床医师提供最新的信息ꎬ为今后的研究提供

一个方向ꎮ

４　 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和其他精神障碍研究展望

４.１　 研究类型多样化　 加强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及实验室研究等可以验证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

之间因果关联及作用机制的研究ꎬ为更好地预防和控

制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ꎮ
４.２　 扩大研究范畴ꎬ增加综合分析　 可尝试同时检测

几个年龄段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精神障碍情况ꎬ分析城

乡学生之间以及中、高职院校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等精神障碍与网络成瘾发生的

差别ꎮ

５　 参考文献
[１] 　 ＫＯ Ｃ ＨꎬＹＥＮ Ｊ ＹꎬＹＥＮ Ｃ Ｆ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Ｅｕ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２ꎬ２７(１):１－８.

[ ２] 　 ＪＡＮＧ Ｋ ＳꎬＨＷＡＮＧ Ｓ ＹꎬＣＨＯＩ Ｊ 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８ꎬ７８(３):
１６５－１７１.

[ ３] 　 ＣＨＥＮＧ ＣꎬＬＩ Ａ 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１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ｖ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 .Ｃｙ￣
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ｏｃ Ｎｅｔｗꎬ２０１４ꎬ１７(１２):７５５－７６０.

[４] 　 陶芳标.儿童少年卫生学[ Ｍ].８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１４４－１４６.

[５] 　 ＳＨＯＮＫＯＦＦ Ｊ ＰꎬＧＡＲＮＥＲ Ａ Ｓ.Ｔｈｅ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９(１):Ｅ２３２－Ｅ２４６.

[６] 　 ＫＵＳＳ Ｄ ＪꎬＬＯＰＥＺ￣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
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６ꎬ６(１):１４３－１７６.

[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Ｖ[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４.

[８] 　 ＹＯＵＮＧ Ｋ 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ꎬ１９９６ꎬ１(３):２３７－２４４.

[９] 　 ＳＨＡＰＩＲＡ Ｎ ＡꎬＬＥＳＳＩＧ Ｍ Ｃꎬ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Ｔ Ｄ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Ｊ] .Ｄｅｐｒｅｓ
Ａｎｘꎬ２００３ꎬ１７(４):２０７－２１６.

[１０] ＴＡＮＧ ＪꎬＹＵ ＹꎬＤＵ Ｙ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
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Ｊ]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３):７４４－

７４７.
[１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ＤＳＭ－５)[Ｍ].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ꎬＶ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

[１２] ＫＵＳＳ Ｄ ＪꎬＲＯＯＩＪ Ａ Ｊ ＶꎬＳＨＯＲＴＥＲ 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１３ꎬ２９(５):１９８７－１９９６.

[１３] ＫＵＳＳ Ｄ Ｊꎬ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Ｍ ＤꎬＫＡＲＩＬＡ Ｌ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Ｊ] .
Ｃｕｒｒ Ｐｈａｒｍ Ｄ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２５):４０２６－４０５２.

[１４] ＹＯＵＮＧ Ｋ Ｓ.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ꎬ１９９８.

６３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１５] ＣＨＥＮ Ｓ ＨꎬＷＥＮＧ Ｌ ＪꎬＳＵ Ｙ Ｊꎬ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０３ꎬ４５:２５１－２６６.
[１６] ＫＯ ＣꎬＹＥＮ ＣꎬＹ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ｔ￣ｏｆｆ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Ｊ] .Ｋａｏｈｓｉｕｎｇ Ｊ Ｍｅｄ Ｓｃｉꎬ２００５ꎬ２１(１２):５４５－５５１.

[１７] ＢＡＫＫＥＮ Ｉ ＪꎬＷＥＮＺＥＬ Ｈ ＧꎬＧＴＥＳＴＡＭ Ｋ Ｇ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０９ꎬ５０(２):１２１－１２７.
[１８] ＺＨＯＵ ＮꎬＣＡＯ ＨꎬＬＩ Ｘ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ꎬｎ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ꎬｐａｒｅｎｔａｌꎬｐｅｅｒꎬ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８ꎬ３２(３):３６５－３７２.

[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ＴＲＡＮ Ｂ Ｘꎬ ＨＵＯＮＧ Ｌ 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ｓ[ Ｊ] .Ａｓｉａｎ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７ꎬ

２８:１５－２０.
[２０] ＴＡＮＧ Ｃ ＳꎬＫＯＨ Ｙ ＷꎬＧＡＮ Ｙ.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ꎬ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

ｉｎｇꎬ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７ꎬ２９

(８):６７３－６８２.
[ ２１] ＦＡＲＡＨ ＹꎬＧＨＩＮＷＡ ＨꎬＨＩＣＨＡＭ Ｊ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ꎬａｎｘｉｅｔｙꎬ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６ꎬ１１(９):ｅ０１６１１２６.

[２２] ＣＨＩ ＸꎬＬＩＮ ＬꎬＺＨＡＮＧ 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ｏｃ Ｎｅｔｗꎬ２０１６ꎬ１９(９):５６７－５７３.
[ ２３] ＦＵ Ｋ ＷꎬＣＨＡＮ Ｗ ＳꎬＷＯＮＧ Ｐ 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 .
Ｂｒ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０ꎬ１９６(６):４８６－４９２.

[２４] ＹＡＴＥＳ Ｔ ＭꎬＧＲＥＧＯＲ Ｍ ＡꎬＨＡＶＩＬＡＮＤ Ｍ Ｇ.Ｃｈｉｌｄ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ꎬ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Ｊ] .Ｃｙ￣

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ｏｃ Ｎｅｔｗꎬ２０１２ꎬ１５(４):２１９－２２５.

[２５] ÖＮＧＥＮ 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Ｐｅｒｓｏｎꎬ２００６ꎬ３４ ( ２):

１８１－１９６.
[２６] ＷＡＲＴＢＥＲＧ ＬꎬＢＲＵＮＮＥＲ ＲꎬＫＲＩＳＴＯＮ Ｌꎬｅｔ 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

２４０:２７２－２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ｓｙｃｈｒｅｓ.２０１６.０４.０５７
[２７] ＫＡＥＳＳ ＭꎬＤＵＲＫＥＥ ＴꎬＢＲＵＮＮＥＲ Ｒꎬｅｔ 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Ｊ] . Ｅｕ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３ ( １１): １０９３ －

１１０２.

[２８] 刘婷婷ꎬ任丽英ꎬ杨莹.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进展[ Ｊ] .中国药物依

赖性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４(５):３９６－４００.

[２９] 谢晶.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 Ｊ] .中国健康

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８ꎬ１６(３):２９４－２９６.

[３０] ＬＥＶＮＧ ＬꎬＬＥＥ Ｐ Ｓ Ｎ.Ｔｈｅ ｉｎｆ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ｇ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ｉｓｔｓ[ Ｊ]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ꎬ

２０１２ꎬ１４(１):１１７－１３６.
[３１] 邓林园ꎬ方晓义ꎬ阎静.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

关系及其作用机制[Ｊ] .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３(９):７３－７９.
[３２] ＬＩＵ Ｃ ＹꎬＫＵＯ Ｆ 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０７ꎬ１０(６):７９９－

８０４.

[３３] ＢＡＥ Ｓ Ｍ.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ꎬ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ｐｈ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ｖａ￣
ｒｉａｔｅ ｌａ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 .Ｓｃ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Ｉｎｔ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５):５１３－

５３１.
[３４] ＹＡＮＧ Ｃ.Ｓｏｃｉ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ｃｅｓｓ[Ｊ] .Ａｃｔａ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Ｓｃａｎｄꎬ２００１ꎬ１０４(３):２１７－２２２.
[３５] ＮＩＣＯＬＡ Ｍ ＤꎬＦＥＲＲＩ Ｖ ＲꎬＭＯＣＣＩＡ Ｌꎬｅｔ ａｌ.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７ꎬ８:２５６.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ｐｓｙｔ.２０１７.
００２５６.

[３６] ＫＯ ＣꎬＹＥＮ ＪꎬＣＨ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２￣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Ａｒｃｈ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Ｍｅｄꎬ２００９ꎬ１６３(１０):９３７－９４３.
[３７] ＹＥＮ ＪꎬＫＯ ＣꎬＹ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ＤＨＤ )ꎬ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ｏｂｉａꎬ ａｎｄ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 Ｊ ] .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７ꎬ４１(１):９３－９８.
[３８] ＣＡＲＬＩ Ｖꎬ ＤＵＲＫＥＥ Ｔꎬ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４６(１):１－１３.
[３９] ＦＩＮＬＡＹ ＦꎬＦＵＲＮＥＬＬ Ｃ.Ｇ３５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

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ＨＤ[Ｊ] .Ａｒｃｈ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ꎬ２０１４ꎬ９９( Ｓｕｐｐｌ １):
Ａ１４５－Ａ１４６.

[４０] ＹＥＮ ＪꎬＫＯ ＣꎬＹ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０８ꎬ６２(１):９－１６.
[４１] ＷＵ Ａ ＭꎬＬＩ ＪꎬＬＡＵ Ｊ Ｔꎬｅｔ 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ｄｉｒｅｃｔꎬ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 .Ｃｏｍ￣

ｐ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６ꎬ７０:４１－ 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ｃｏｍｐｐｓｙｃｈ.２０１６.０６.

０１１.
[４２] ＣＡＳＨ ＨꎬＲＡＥ Ｃ ＤꎬＳＴＥＥＬ Ａ Ｈ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

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 .Ｃｕｒ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ｖꎬ２０１２ꎬ８(４):
２９２－２９８.

[４３] ＫＩＭ Ｊ Ｕ.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Ｒ / 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Ｉｎｔｅｒ Ｊ Ｒｅａｌ Ｔｈｅｒꎬ２００８ꎬ２７(２):４－１２.
[４４] ＳＡＲＩＹＳＫＡ ＲꎬＲＥＵＴＥＲ ＭꎬＬＡＣＨＭＡＮＮ Ｂꎬ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ｔｈ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 .Ｊ Ａｄｄ Ｒｅｓ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５ꎬ６

(２０９):１－６.

[４５] ＢＲＡＩＬＯＶＳＫＡＩＡ 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ＦＡＤ) ａｍｏｎｇ Ｇｅｒ￣
ｍ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１２):

ｅ０１８９７１９.
[４６] ＨＯ Ｒ ＣꎬＺＨＡＮＧ Ｍ ＷꎬＴＳＡＮＧ Ｔ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ＢＭ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４ꎬ１４(１):１８３－１８３.

[４７] ＮＩ ＸꎬＹＡＮ ＨꎬＣＨＥＮ Ｓꎬ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ｏｃ Ｎｅｔｗꎬ２００９ꎬ１２(３):３２７－３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２２

７３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