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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尝试根据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 ,针对中学生进行预防性干预 ,为网络成瘾高危

人群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自尊、自信与人际关系 ”、“中学生压力应对 ”、“健康的使用电脑和网

络 ”为主题 ,对某中学初一学生 47人进行干预 ,并取该中学初一学生 48人作为对照 ,使用自编问卷、自尊

量表、网络成瘾量表进行前后测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在网络成瘾、网络使用相关知识、自编

问卷的得分有显著性改善从 (14. 09 ±1. 58)分提高至 (15. 54 ±3. 15)分 ( t = 0. 923, P < 0. 01) ,其趋向网络

成瘾的不适当行为也有所减少。结论 在中学生这一网络成瘾高危人群中进行预防性干预 ,能够有效提

高中学生对网络成瘾这一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促进其对网络的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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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 rimary p reventive intervention on internet addiction tend2
ency in m iddle school students. M 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2BehavioralMod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e

p resent study p rovided 3 weeks intervention for 47 m 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ared with 48 students as a control

group. The knowledge about internet addiction, self esteem and classmate relationship, stress cop ing strategies

were given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rained them how to app ly the knowledge into their lives. Three ques2
tionnaires were used to measure self2esteem, the knowledge of internet app lication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2
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n the knowledge of internet app lication (14. 09 ±1. 58 to 15. 54 ±3. 15). Conclusion The p rima2
ry p reventive intervention was effective,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the habits of intern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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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1 ]及 B ren2
ner的研究 [ 2 ]显示 ,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发人群 ,而

青少年对网络功能的认知程度对网络成瘾的发生有一

定的预测性 [ 3 ] ,因此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结果 ,以

Davis提出的网络成瘾的认知 2行为模式 ( cognitive 2
behavior model) [ 4 ]的病因链中低自尊等非适应性认

知、不适当的上网行为、社会孤立等为干预重点 ,期望

能有效减少网络成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北京市某中学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的学生 ,实验组

47人 (男 32,女 15) ,对照组 48人 (男 30,女 18) ,共计

95人 ,平均年龄 12. 5岁 , 2组被试在各科成绩、授课老

师等其他情况基本相同。

二、方法

1. 从 2005年 11月 24日至 12月 15日 ,干预共 3

次 ,每周 1次 ,固定在周五上午第五节课进行 ,每次

40m in。在实验组所在班级进行干预时 ,对照组在相

同时间内进行与本干预无关的课程。

2.实验干预者为具有心理治疗经验的大学心理学

系临床心理学专业教师及研究生。

3.每次干预分为理论观点传授部分和互动部分。

三次干预的主题分别为“自尊、自信与人际关系 ”、“中

学生压力应对 ”、“健康的使用电脑和网络 ”。在“自

尊、自信 ”干预主题中 ,干预者讲授了家庭对于个体自

尊和自信的影响、自尊与自信的内涵、其对于青少年的

意义 ,不自信的负性影响 ;在互动环节中 ,让学生练习

如何表扬、欣赏别人 ,如何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表扬 ,并

对在夸奖别人时的技巧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培训。在

“中学生压力应对 ”干预主题中 ,干预者讲述了压力的

形成、压力与情绪的关系 ,相关的心理应激源、压力曲

线 ,并与学生讨论了个体面对压力的本能反应以及建

设性的应对方式等。在“健康的使用电脑和网络 ”的

干预主题中 ,干预者与学生通过双方的互动 ,共同探讨

了使用电脑的好处和坏处 ,电脑和网络成瘾的原因和

表现 ,并介绍了如何正确使用电脑和网络 ,以及时间管

理的策略和技术。

4. 采用问卷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2个班级在干预

前后分别进行测查。测查由研究者宣读指导语 ,集体

施测 ,当场收回。

5.测评工具 :自编问卷内容涉及网络特性、健康的

网络使用、不健康的网络使用、青少年自身特点与网络

使用、时间管理、压力应对以及自信等 26个题目。自

尊量表 (SES) [5]
;北大心理学系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 ( IA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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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 5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各问卷得分比较 (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各问卷及量表中得分

比较 (分 , x ±s )

组别 例数 自编问卷 SES IAD I

干预前

实验组 47 13. 71 ±1. 58 19. 09 ±4. 06 77. 03 ±31. 22

对照组 48 14. 28 ±1. 85 18. 27 ±4. 52 76. 33 ±33. 78

t值 0. 923 0. 910 0. 393

P值 0. 367 0. 368 0. 697

干预后

实验组 47 16. 05 ±3. 193 18. 32 ±4. 77 66. 49 ±20. 38

对照组 48 13. 25 ±3. 74 18. 97 ±4. 08 69. 09 ±29. 94

t值 2. 635 0. 706 0. 173

P值 0. 016 0. 485 0. 863

注 :干预前后同组比较 , 3 P < 0. 05

仅后测数据中 ,实验组自编问卷得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得分 ( P < 0. 05)。对自编问卷按前后测进行配对

t检验 ( t = 2. 781)的结果表明 ,仅实验组自编问卷前

测得分显著低于该组后测得分 ( P < 0. 01)。对照组自

编问卷前测得分与该组后测得分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对自尊量表按照前后测进行配对 t检验 ,实验组和对

照组 SES前测得分与该组后测得分之间差异无显著

性 ;对网络成瘾量表 IAD I按照前后测进行配对 t检

验 ,实验组和对照组 IAD I前测得分与该组后测得分之

间差异无显著性。

三、自编问卷单项题目回答正确率的分析

将 2组被试在自编问卷中单项题目的回答正确率

进行比较得知 ,实验组在干预后答对率比干预前普遍

提高 ,而对照组答对率普遍降低。选择题中 ,实验组答

对率提高较多的有“网络空间所特有的三大特性
(10. 64%到 29. 79% ) ”、“面对压力的本能反应
(59. 57%到 80. 85% ) ”,“网络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的躯

体症状 (19. 15%到 37. 17% )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常

见类型 (19. 15%到 42. 55% ) ”、“合理利用电脑和网络

的方式 (4. 26%到 44. 68% ) ”、“网络使用不当可能引

发的人际关系问题 (10. 64%到 42. 55% ) ”等题目 ;在

判断题中 ,答对率前后测数据差异不大。对照组中 ,除

了个别题目答对率有所提高外 ,多数题目答对率均有

降低。

讨 论

本研究结果分析 ,对照组在三个问卷得分上均无

明显改变 ,而实验组在网络成瘾量表的得分有所下降 ,

在自编问卷的得分增长更是有显著差异。自编问卷

中 ,实验组前测得分略低于对照组 ,而后测得分却明显

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有显著性。可见 ,干预后 ,实验组

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认知 ,比对照组更加充实。多选

题部分 ,涉及电脑和网络成瘾的原因、表现、使用常识

等方面知识较多 ,干预后实验组得分提高明显。在关

于“健康的网络使用 ”的主观问答题里 , 2组的前测问

卷答案均内容简单 ,范围狭窄 ;对照组后测问卷该题答

案变化不大 ,而实验组答案里包含了上网的情绪体验、

上网用途、不适当使用的原因、健康使用的方法等多方

面的内容 ,说明实验组开始了解和接受电脑和网络使

用相关信息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自己的认识。

自尊量表中 2组得分差异并不显著 ,可能与本次干预

的时间有关。自尊是一个长期形成的、内隐的概念 ,要

在短期干预基础上实现量表得分显著差异的改变 ,是

不太现实的。今后若能增加每周干预次数 ,逐步形成

一些简单行为的改变 ,对切实提高学生自尊、自信更具

有实际意义。在网络成瘾量表得分方面 ,尽管 2组差

异也不显著 ,但实验组表现出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将

实验组 IAD I得分较高者作为“潜在成瘾个体 ”,并对

IAD I量表分维度进行前后测比较 ,尽管差异仍不显

著 ,但“潜在成瘾个体 ”在行为指标 ,即上网重要性、上

网时间延长、戒断症状三者上得分皆有降低 ,表明相关

行为有所改变 ;而在情绪调节、负性影响、复发三个维

度上得分没有降低。由于被试并非已“成瘾个体 ”,本

身并未存在大的对生活的负性影响和反复戒断网络的

行为 ,而短期内也不易改变个体的情绪调节。可见 ,此

干预方法主要针对于改善个体的网络行为方面。

在网络成瘾治疗与干预中 ,基于干预对象的网络

依赖程度轻重不同 ,干预对象数目不同 ,干预内容也有

所差异。如针对个体的 , Hall & Parsons
[ 6 ]的认知行为

案例报告 ,杨国栋 [ 7 ]对成瘾者的药物治疗等 ,还有杨

彦平等 [ 8 ]所作的团体治疗。而本次尝试性干预中 ,针

对初中生这个“高危群体 ”,以班级为单位 ,对电脑网

络知识进行宣传普及、促进个体对自身的正确认识 ,训

练其学会恰当的压力应对 ,逐步纠正了学生不适当的

电脑和网络使用行为 ,避免造成社会孤立 ,引发恶性循

环 ,使网络成瘾的病理程度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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