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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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情况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方法#个案访谈!基于电子游戏成瘾和网络成瘾相

关量表编制的电脑游戏调查问卷!以及大五人格量表!对 "#$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率

约为 %&!!男生比例显著高于女生#"个人因素方面电脑游戏成瘾者在情绪稳定性$相容性和责任性三个人格维度

上显著低于未成瘾大学生!在对电脑游戏的认知与评价上二者有显著差异##环境因素方面!成瘾与玩电脑游戏的

客观条件以及对学习压力的感知相关" 结论#人格特质$对游戏的认知与评价$玩电脑游戏的客观条件$对学习压力

的感知可能影响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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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因使青少年产生极强的心理依赖和反

复操作的渴望E出现烦躁$抑郁等戒断症状E与海洛因

极其相似E故被称为%电子海洛因&’.0"(" 研究表明!游

戏成瘾青少年的人格产生偏移!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偏

低’&(!并与家庭$学校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近年来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电子游戏逐渐向电脑游戏尤其

是网络游戏转化" 目前国内外学者把 网络成瘾症

e=-fg分为五种类型或亚型!认为电脑游戏成瘾是互

联网成瘾综合症的类型之一’h!W("
早期研究对成瘾原因的解释各不相同!i@;D 提

出%究竟是网络使人上瘾E还是有成瘾癖的人在使用

网络& 的问题" 此外还有大学生沉溺于电脑游戏的

主要原因是否是心理依赖性的争论’)!./("张宏如等人

的研究认为网络成瘾影响着健康人格的塑造! 易产

生认知失调’..("jB9;D 等人运用 .,Lk 来探索人格动

力因素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 认为互联

网成瘾与赌博成瘾一样!源自个人不良行为特性l.$m"
综合前人研 究可见对成 瘾的研究多 从单一角

度!且研究结论所得因素之间关系相互不一致’&&,!)&.$("
本研究假设) 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是个人因素与环

境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以个人因素为主"本研究

的目的是!运用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察

个人人格特质$ 对电脑游戏的认知评价以及大学校

园环境对电脑游戏成瘾的影响! 为大学生电脑游戏

成瘾的干预提供依据"

" 方 法

"#" 访谈

访谈被试是通过多方面的调查所获得的自认为

或他人普遍认为的游戏沉迷者 h 人" 访谈的内容主

要是)什么时候$如何开始玩游戏#周围有多少同学

好友也在玩!程度如何#玩游戏的发展历程#沉迷阶

段印象最深的一天的行为$情绪如何并给予评价"现

在状态如何#回忆整个历程!感受如何#未来有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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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 对访谈整个过程进行录音"整理成文"作为下

述问卷设计的基础!
!"# 问卷调查

!"#"! 被试 杭州 ! 所 高校大一大 二 年 级 的 学 生

"## 人"其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文科 %#$ 人"
理科 %$% 人"工科 %$% 人!
!"#"# 测量工具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基本情

况调查"包括性别$年级$学科性质$玩电脑游戏的类

型 以 及 学 业 压 力! "大 五 人 格 量 表# 由 ’()*+ 和

,-’.+/ 编制的 012345 量表的短版本翻译而来%%"6%7&"
由 8$ 个项目组成! #电脑游戏分问卷"包括电脑游

戏成瘾诊断量表$ 电脑游戏认知量表和自陈部分!
电脑游戏成 瘾诊断量 表是参考 9(:;< 的 网络成瘾

量表%=&及 >./+? 对 9(:;< 的量表改良后提出的诊断

标准%%!&"并结合电子游戏成瘾的诊断标准 %!68&改编而

成的五点量表" 对总的 @ 个项目中的 ! 个做出肯定

回答即可认为是电脑游戏成瘾’ 电脑游戏认知量表

根据徐梅对 A+BC) 在线认知量表(2’D)的因素分析

所得结果%%8&改编而成"共 %% 个项目"分为冲动性$分

离E逃避$优越感三个维度"信度系数分别是 $F@#!$
$F="@$$F="&"总量表的信度系数是 $F@&=! 根据访谈

结果与理论构思"我们设置了 & 项自陈式问题"其中

7 项为对电脑游戏的主观评价"" 项为对游戏沉迷过

程与现状的认识"# 项为对客观环境的调查"总体一

致性系数 $ 为 $F@#8!
!"#"$ 实施过程与数据处理 采用随机分层取样方

法" 以寝室为单位进行留放式或当场回收的问卷调

查! 共发放 8$$ 份问卷! 由于一部分学生外出社会

实习未能及时填写问卷"以及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经

反向记分题检测发现前后矛盾的问卷" 结果获得有

效问卷 "## 份! 使用 D4DD @F$ 进行统计分析!

# 结 果

#"! 电脑游戏成瘾基本情况

研究样本的电脑游戏成瘾率为 %7F$G" 成瘾的

7! 人中男生 "& 人"女生 8 人’按学科性质统计分别

是文科 %# 人$理科 #% 人$工科 %# 人!按游戏类型统

计为单机 %! 人"联机 #" 人"在线 = 人!
#"# 大五人格量表结果比较

成瘾者在情绪稳定性$ 相容性和责任性上显著

低于未成瘾者"而在开放性和外向性上差异不显著!
见表 %!
#"$ 关于电脑游戏成瘾性认知因素

成瘾者在认知维度得分上均显著高于未成瘾者

(表 #)! 对成瘾者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进行

分析发现" 网上优越感得分显著低于冲动性 (* H
"F$7@"4I$F$%)和 分 离E逃 避 J* H#F&@!"4I$F$%K得 分 !
对成瘾者认知因素与五种人格因 素的相关分 析发

现" 成瘾者游戏的冲动性和个人责任性存在显著负

相关(. H3$F"!%"4I$F$!)"优越感和其情绪稳定性存

在显著负相关(. H3$F"!@"4I$F$!)!

表 ! 成瘾与未成瘾者在大五人格因素上的差异性%!!&’

注#L4I $F$!6 LL4I$F$%6 下同!

表 # 成瘾与未成瘾者认知因素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性%!!&(

#") 关于对电脑游戏的评价认识

#"%"! 电脑游戏成瘾与否与对电脑游戏本身评价的

关系 成瘾者对电脑游戏的积极评价均显著高于非

成瘾者"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电脑游戏是一种良好的

放松方式"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能学习知识! 表 "!

表 $ 成瘾者与未成瘾者对电脑游戏评价的差异性%!!&(

#"%"# 电脑游戏成瘾与对自身玩游戏情况认识的关

系 成瘾者偏向于肯定自己曾一度沉迷于游戏"对

自我控制玩游戏时间的信心显著不及未成瘾者’但

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均无法确定玩游戏是否会影响他

们正常的学习生活! 见表 7!

表 ) 成瘾者与未成瘾者对自身玩游戏情况认识的比较

#"* 电脑游戏成瘾与校园环境的关系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8 年 第 %7 卷 第 # 期 *!!%*

万方数据



!大学校园整体环境的影响!大一"大二学生成

瘾 比 率 差 异 未 达 显 著 #!"#$%&’$% 大 一 成 瘾 比 率

%($)*%大二为 %%$%*&"周围同学的影响!成瘾者在

’周围有很多同学玩游戏(这一项目上得分稍高于未

成瘾者% 但差异未达显著& #玩游戏客观条件的影

响!在)我具备玩游戏的良好客观条件(这一项目评

价得分上成瘾者显著高于未成瘾者* $学习压力的

影响!成瘾者认为学习压力较高的比例+,’$’’*-显
著高于未成瘾者+%%$..*-*

! 讨 论

!"# 电脑游戏成瘾基本情况分析

依据本次研究的判断标准% 各高校低年级学生

的电脑游戏成瘾率约为 %’!%所占比率较高* 男生

电脑游戏成瘾比率显著高于女生%专业差别不显著%
这与前人对电子游戏以及网络成瘾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0,- 本研究发现单机与联机游戏成瘾占多

数%在线网络游戏成瘾仅占不到 % " (* 这可能与高校

的校园网络条件有关% 目前多数大学校园都建有内

部教育网%与外部网络连接一般较为不便%造成原本

吸引力更大的网络游戏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

目前一些游戏公司开始在校园网内建立服务器%为

网络游戏提供便利条件% 很有可能使网络游戏成瘾

所占比例迅速增大% 这值得大学网络建设工作者的

进一步关注-
!"$ 个人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电脑游戏成瘾的大学生在大五

人格因素中情绪稳定性/ 相容性和责任性显著低于

未成瘾学生%在外向性和开放性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在现实中具有孤独/抑郁/
焦虑的人格特征%在网上却表现得更积极开放 1%&20还

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的男生在外向性上的得分显著

低于未成瘾者1%32& 其与本研究结果之间较大的差异

提示研究者% 与电脑游戏成瘾相关的人格特质可能

有别于其所归属的网络成瘾&
电脑游戏成瘾者与未成瘾者在冲动性/分离4逃

避以及优越感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均达到显著& 此结

果一方面表明电脑游戏成瘾的临床症状可由这三方

面来评价% 另一方面从认知角度探讨了电脑游戏成

瘾的原因% 表明大学生对于电脑游戏的沉迷与个人

对玩游戏时的冲动控制以及停止游戏后的自我调节

能力较差有关0 某些学生还可能将电脑游戏作为一

种逃避现实的方式0 在游戏世界中胜出所获得的优

越感也使大学生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有研究表明孤

独感和社会参与度是大学生互联网相关社会#心理

健康结构中的重要因素+,#,0另有研究发现%上网时间

和孤独感显著相关 +,%,0而对互联网某些功能过多的

或不恰当的使用最终会形成心理依赖% 增加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的危险性+,,,& 可见应该鼓励大学生采用

积极的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 而非由退避等手段来

面对现实&
电脑游戏成瘾者对游戏的积极有益作用的评价

显著高于未成瘾学生% 这可能是未成瘾者接触电脑

游戏较少而没有意识到其有益之处或者是从一开始

就排斥电脑游戏的缘故% 但更可能是成瘾者深陷其

中而错误的高估了玩电脑游戏的积极作用&
!%! 环境因素分析

纵向比较结果表明大一新生与大二学生的成瘾

比例无显著差异& 其原因可能与电脑与网络使用的

普及化有关% 在进入大学校园前许多学生已经开始

接触电脑游戏% 对其沉迷并非受到教育环境的直接

影响&其次%访谈七人中有五人都表示对电脑游戏的

沉迷很受他人影响% 而问卷结果显示成瘾者与未成

瘾者对.我周围有很多人玩游戏(的态度差异不大%
表明成瘾者主观上将成瘾原 因归为周围 同学的影

响& 再次% 便利的玩电脑游戏客观条件与电脑游戏

成瘾行为有很高相关%且与访谈结果一致& 最后%对

学习压力与成瘾关系的检验发现% 成瘾者对高学习

压力的感受显著高于未成瘾者&结合访谈结果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在电脑游戏上花费的大量时间导致学

习时间的减少% 而学习时间的减少使得玩游戏者必

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课业要求%学习压力因而增大&

参 考 文 献

% 王克先/吴德祥$.电子海洛因(对青少年的危害和对策$青
少年犯罪问题/,##%/.5%#6%,

, 杨彦春/祝卓宏$电子游戏成瘾行为的精神病理机制探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33/%)+.-5)%36),#

) 池桂波/等$广州和澳门青少年电子4电脑游戏成瘾的流行

病学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5)%#6)%%
’ 王济中/何梅荣$游戏机成瘾青少年 人 格 特 征 及 心 理 健 康

水平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5)%(
. 杨励$高中学生沉迷于电脑游戏的行 为 及 相 关 因 素 研 究 $

中国学校卫生/ ,##,/ ,)+)-5,)($,)0
( 杨励/詹平 $初中学生沉溺电脑游戏 行 为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研

究$预防医学情报志/ ,##,/ %&+(-!’&)$’&’
0 刘建银$互联网成瘾症研究的新进展$社会心理研究/ ,##%/

,5’36.)
& 梁宁建/吴明证/邱扶东/曹小燕$互联网成瘾者内隐网络态

度及其干预研究$心理科学/ ,##’/ ,0+’-503(603&
+下转第 %’3 页-

!%.,! 789:;<; =>?@:AB >C 7B9:9DAB !<ED8>B>FE G>B$%’ H>$, ,##(

万方数据



成就感的影响更大! 信息公平对消极怠慢的影响更

大"
组织支持感并没有对工作倦怠产生显著的影响

效应!但组织支持感能够促进员工的组织承诺#效应

值达!"#!$% 组织支持感与组织公平也密切相关&效

应值达 !"$%$!组织公平是导致组织支持感产生的主

要的因素%因此!组织支持感在组织公平和组织承诺

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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