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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的流行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ꎮ 方法　 统一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ꎬ分初中版、高中版ꎬ采用分层

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河南省初中和高中学生共 ３０ ２６０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河南省中学生电子游戏成瘾行为报告率

为 １２.９％ꎬ且男生(１６.８％)高于女生(８.９％)(χ２ ＝ ４１６.０ꎬＰ<０.０５)ꎻ每天上网时间≥４ ｈ 的学生有 ３ ６９１ 名(占 １２.２％)ꎬ且男

生(１５.１％)高于女生(９.３％) ( χ２ ＝ ２４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网络成瘾率为 ７.６％ꎬ男生(１０.７％)高于女生(４.６％) ( χ２ ＝ ４１０.９ꎬＰ<
０.０５)ꎻ娱乐性赌博行为报告率为 １４.６％ꎬ参与者(１９.６％)高于未参与者(５.６％) ( χ２ ＝ １ ０４８.９ꎬＰ<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Ｒ２ ＝ ０.０８５ꎬ预测百分比为 ９２.２％ꎬ结果显示ꎬ学习成绩、孤独、学习压力感、焦虑和抑郁是网络成瘾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结

论河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处于国内平均水平ꎬ应从缓解学生学习压力ꎬ关注学生心理状况角度出发ꎬ减少或避免网络

成瘾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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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ꎬ人们对计算机和网

络的使用越来越多ꎮ 中学生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ꎬ
自我控制能力还比较弱ꎬ网络成瘾的发生率不断升

高ꎬ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

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ꎬ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ꎬ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因素[１] ꎮ 为了解河南

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现状ꎬ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２０１３ 年对该省 １４ 个市县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进行

调查ꎬ本文对其中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数据进行了分

析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濮阳市、南阳

市、周口市、安阳市、信阳市平桥区、中牟县、长葛市、
社旗县、郸城县、内黄县、永城市等 １４ 个市县在校中学

生为研究对象ꎮ 城市在校学生指调查时就读于监测

城市市区的全日制中学生ꎮ 农村在校中学生指调查

时就读于县、乡镇级中学的全日制中学生ꎮ 各城市收

集当地学校和学生基本情况资料ꎬ形成各城市的一级

抽样框架ꎮ
每个城市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市区内

的全日制中学 １０ 所ꎮ 包括普通初中、重点初中、普通

高中、重点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包括职业高中、普通

技校、普通小中专)各不少于 ２ 所ꎮ 每所学校每个年

级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班(约 ７０ 人)ꎬ所选班级所有学生

均参加调查ꎮ 每个省辖市城区调查中学生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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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 ０００ 人ꎮ 每个县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

县城和乡级全日制初中、高中和职业中学 １２ 所ꎮ 包括

普通初中、重点初中各不少于 ３ 所ꎬ普通高中、重点高

中各不少于 ２ 所ꎬ职业中学不少于 ２ 所ꎮ 每所学校每

个年级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班(约 ７０ 人)ꎬ所选班级所有

学生均参加调查ꎮ 每个县调查中学生人数不少于

２ ４００人ꎮ 总样本量不少于 ３０ ４００ 人ꎮ 共发放问卷

３０ ８００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０ ２６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２％ꎮ 其中男生 １５ ０５５ 名ꎬ女生 １５ ２０５ 名ꎻ城市学

生 １７ １２２ 名ꎬ农村学生 １３ １３８ 名ꎻ初中生 １３ ９０２ 名ꎬ
高中生 １６ ３５８ 名ꎮ 年龄 １０ ~ ２８ 岁ꎬ 平均 ( １５. １４ ±
１.８７)岁ꎮ
１.２　 方法　 统一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ꎬ分初中版、高
中版[２] ꎮ 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网络使用情况

及网络成瘾相关行为等ꎮ 调查以保密为原则ꎬ采用匿

名方式ꎬ以班级为单位ꎬ经知情同意后ꎬ由经过培训的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专业人员ꎬ在当地教

育部门及被调查学校的密切配合下ꎬ利用上课时间组

织学生集体自填问卷ꎮ 本调查对网络成瘾的界定参

照 Ｙｏｕｎｇ 教授网络成瘾量表编制的 １０ 道题目ꎬ有 ５ 个

或 ５ 个以上选项回答“是”ꎬ则定义为“网络成瘾” [３]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双

人双机录入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

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以 α ＝ ０.０５ 作为检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玩电子游戏及上网行为发生情况　 ３０ ２６０ 名受

试对象中ꎬ每天玩电子游戏时间≥４ ｈ 的学生有 ３ ８８６
名(占 １２.９％)ꎬ且男生(１６.８％)高于女生(８.９％)ꎬ初
中生(１１.２％)低于高中生(１４.２％)(Ｐ 值均<０.０１)ꎻ每
天上网时间≥４ ｈ 的学生有 ３ ６９１ 名(占 １２.２％)ꎬ且男

生(１５.１％)高于女生(９.３％)ꎬ城市学生(１１.６％)低于

农村学生 ( １２. ９％)ꎬ 初中生 ( １２. ７％) 高于高中生

(１１.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每天玩电子游戏上网行为报告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玩电子游戏 上网时间≥４ ｈ
性别 男 １５ ０５５ ２ ５２７(１６.８) ２ ２７７(１５.１)

女 １５ ２０５ １ ３５９(８.９) １ ４１４(９.３)
χ２ 值 ４１６.０ ２４０.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城乡 城市 １７ １２２ ２ １４５(１２.５) １ ９９２(１１.６)
农村 １３ １３８ １ ７４１(１３.３) １ ６９９(１２.９)

χ２ 值 ３.５ １１.７
Ｐ 值 ０.０６ <０.０１

学段 初中 １３ ９０２ １ ５６０(１１.２) １ ７６４(１２.７)
高中 １６ ３５８ ２ ３２６(１４.２) １ ９２７(１１.８)

χ２ 值 ６０.５ ５.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网络成瘾行为发生情况　 ３０ ２６０ 名受试对象中ꎬ
网络成瘾学生共 ２ ３１１ 名ꎬ占 ７.６％ꎬ且男生(１０.７％)高
于女生 ( ４. ６％)ꎬ 城市学生 ( ７. ３％) 低于农村学生

(８.１％)ꎬ初中生(６.４％)低于高中生(８.７％)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参加过类似赌博的娱乐活动的学生有 ４ ４２０
名ꎬ占 １４.６％ꎮ 在回答“参加过类似赌博的娱乐活动

(用金钱、代币或其他物品作为赌注)”的学生中ꎬ网络

成瘾的报告率高达 １９.６％ꎬ高于“没有参与过”的学生

(５.６％)(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网络成瘾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５ ０５５ １ ６１８(１０.７) ４１０.９ <０.０１

女 １５ ２０５ ６９３(４.６)
城乡 城市 １７ １２２ １ ２４５(７.３) ７.５ <０.０１

农村 １３ １３８ １ ０６６(８.１)
学段 初中 １３ ９０２ ８９５(６.４) ５２.４ <０.０１

高中 １６ ３５８ １ ４１６(８.７)
赌博 参加 ４ ４２０ ８６６(１９.６) １ ０４８.９ <０.０１

不参加 ２５ ８４０ １ ４４５(５.６)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网络成瘾行为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网络成瘾行为为因变量ꎬ以年龄段(０ ＝ <１３ 岁ꎬ１ ＝
１３ ~ １５ 岁ꎬ２ ＝ １６ ~ １８ 岁ꎬ３ ＝ １９ ~ ２１ 岁ꎬ４ ＝ >２１ 岁)ꎬ母
亲文化程度(０ ＝小学及以下ꎬ１ ＝ 初中ꎬ２ ＝ 高中 / 技校 /
中专ꎬ３ ＝大专ꎬ４ ＝大学本科及以上)ꎬ家庭结构(１ ＝ 核

心家庭ꎬ２ ＝大家庭ꎬ３ ＝ 单亲家庭ꎬ４ ＝ 重组家庭ꎬ５ ＝ 隔

代家庭ꎬ６ ＝其他家庭)ꎬ学习成绩(０ ＝ 差ꎬ１ ＝ 一般ꎬ２ ＝
好)ꎬ孤独(０ ＝否ꎬ１ ＝是)ꎬ学习压力感(０ ＝否ꎬ１ ＝是)ꎬ
焦虑(０ ＝ 否ꎬ１ ＝ 是)和抑郁(０ ＝ 否ꎬ１ ＝ 是)为自变量ꎬ
采用向前逐步选择法(逐步进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剔除标

准为 ０.１)筛选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Ｏｍｎｉｂｕｓ 检验结果显示ꎬχ２ ＝ １ ０１２. １６８ꎬＰ ＝
０.０００ꎬ说明模型有统计学意义ꎮ Ｒ２ ＝ ０.０８５ꎬ预测百分

比为 ９２.２％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相对于学习

成绩差ꎬ学习成绩好是网络成瘾行为的保护因素ꎬ而
孤独、学习压力感、焦虑和抑郁均是网络成瘾行为的

危险因素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网络成瘾行为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０ ２６０)

自变量与常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习成绩　 　 －０.２００ ０.０３４ ３５.１７４ <０.０１ ０.８１８(０.７６６~ ０.８７５)
孤独感　 　 　 ０.５４８ ０.０５８ ９０.５０４ <０.０１ １.７３０(１.５４５~ １.９３７)
学习压力感　 ０.６９８ ０.０５１ １８９.４８７ <０.０１ ２.００９(１.８１９~ ２.２１９)
焦虑　 　 　 　 ０.３６２ ０.０６４ ３２.１３７ <０.０１ １.４３６(１.２６７~ １.６２８)
抑郁　 　 　 　 ０.７２４ ０.０５６ １６５.１５９ <０.０１ ２.０６３(１.８４７~ ２.３０４)
常量　 　 　 　 －２.７４９ ０.０５９ ２ ２０２.９６６ <０.０１ ０.０６４

３　 讨论

近几年的研究显示ꎬ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率为

５.２％ ~ １２.７％[４－７] 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河南省中学生网络

成瘾率为 ７.６％ꎬ处于国家中等水平ꎮ 张玉林等[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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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ꎬ河南省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率为 ６.８％ꎬ略低于

本研究ꎮ 原因可能与调查问卷、诊断标准和研究对象

选取均不同有关ꎮ 男生网络成瘾率(１０.７％)高于女生

(４.６％)ꎬ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４ꎬ８－１１] ꎮ 原因

可能是男生较女生更具有攻击性、好奇心及冒险心

理ꎬ也更容易被网络暴力游戏所吸引[１２] ꎮ 男生的表达

与交际能力不如女生ꎬ找不到更好的处理矛盾冲突的

方式ꎬ易沉迷于网络ꎮ 城市学生网络成瘾率(７.３％)低

于农村(８.１％)ꎬ与高飞等[１３] 对医学专科学生的研究

不一致ꎬ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和地域不同等引起的ꎮ
另外ꎬ农村学生家长多外出打工ꎬ缺少对孩子的管束ꎬ
也致使农村中学生网络成瘾率高ꎬ任彩霞[１４] 对留守中

学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初中生每天上网时间

≥４ ｈ 发生率高于高中生ꎬ但网络成瘾率(６.４％)低于

高中生(８.７％)ꎬ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同[９ꎬ１５] ꎬ原因

可能是高中生父母约束较少ꎬ自由性更大ꎬ接触网络

的空间和时间更多ꎻ高中生面临升学考试ꎬ心理压力

更大ꎬ更容易通过网络来放松、发泄和逃避ꎬ因此更容

易沉迷于网络世界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河南省中学生参与赌博性娱乐活

动发生率为 １４.６％ꎬ高于 ２０１０ 年梁振山等[１６] 对河南

省城市初中生(１３.５％)的报道ꎬ也高于国内其他城市

的报道[９ꎬ１５] ꎮ 参加过赌博性娱乐活动的学生网络成瘾

率高于未参加过的学生ꎬ与北京市东城区的研究结果

一致[９] ꎬ说明赌博娱乐性活动是导致中学生网络成瘾

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如果自青少年阶段就沾染赌

博恶习ꎬ使人形成强迫性成瘾行为ꎬ会严重影响青少

年正确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的形成[１６]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学习成绩差和有心理－情

绪障碍是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ꎬ与其他

研究结果一致[１７－１９] ꎬ说明学习压力大、自控性差的学

生更容易沉迷于虚拟世界ꎬ并借此回避在现实社会中

遇到的压力和挫折ꎮ 有研究表明ꎬ抑郁与网络成瘾存

在正相关[２０] ꎬ一方面ꎬ抑郁患者为缓解抑郁情绪ꎬ沉迷

于虚拟的网络世界ꎬ形成网络成瘾ꎻ另一方面ꎬ网络成

瘾又加重了抑郁ꎬ甚至产生更多其他心理问题ꎬ恶性

循环ꎬ加重心理问题和网络成瘾性[１７] ꎮ 有些心理问题

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前因ꎬ如自信心缺乏、孤独内向和

社交焦虑ꎻ也有一些心理障碍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后

果ꎬ如抑郁障碍、睡眠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１９] ꎮ 有研

究表明ꎬ沉迷于网络的学生有可能出现情绪低落、自
卑、悲观、孤独、担忧ꎬ对事物丧失兴趣ꎬ精力下降ꎬ心
情压抑ꎬ对周围环境冷淡ꎬ缺乏积极社交活动的情趣ꎬ
不愿意主动与人交往ꎬ甚至出现社交困难ꎬ学习效率、
生活质量下降[２１－２２] ꎮ 因此ꎬ学校要切实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ꎬ引导学生健康网络行为ꎮ 学生本身也

要加强网络心理知识的学习ꎬ提高自我控制能力ꎬ主
动掌握健康网络行为方式ꎬ善于调节自己的心理问

题ꎬ在心理问题出现的初期就寻求学校及老师的帮

助ꎬ避免网络成瘾ꎮ
综上所述ꎬ在实际工作中ꎬ需要分性别、年级、城

乡采取措施ꎬ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ꎬ控制学生上

网时间、地点ꎬ关心有心理问题的学生ꎬ培养中学生健

康的心理和完美的人格ꎬ防止网络成瘾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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