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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的相关关系
杨林胜张志华郝加虎孙业桓

【摘要】

目的了解网络成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相关关系，如果存在相关关系，并考察能

否被抑郁以及冲动相关行为部分或全部解释。方法合肥市３５０７名使用网络的中学生完成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Ｙｏｕｎｇ网络成瘾诊断量表，自杀行为、抑郁量表，冲动相关的行为以及不良经历等
调查表。采用层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调整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成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
的相关关系及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在上述相关关系中的作用。结果３５０７名学牛有１８２名
（５．２％）被诊断为网络成瘾；过去一年有自杀意念、计划和未遂的学生比例分别为２７．４％、９．５％和
２．６％。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计划和未遂的关联指标ＯＲ值分别为１．７９（９５％ＣＩ：１．３２—２．４４）、２．３２
（９５％ＣＩ：１．５７～３．４２）和２．０８（９５％ＣＩ：１．０３～４．２２），调整人口学和不良经历变量后。网络成瘾与自杀

未遂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分别引入以网络成瘾为自变量的方程，网络成
瘾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关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反，若将网络成瘾引入以抑郁或（和）冲动相
关行为自变量的方程，抑郁或（和）冲动相关行为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关联未见明显变化。结论
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存在关联。且该关联的路径可能由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介导。
【关键词】网络成瘾；自杀行为；抑郁；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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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周重测信度为０．８０，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年ｍ现冲动性过度使用网络，并导致明显的社会、心

（２）自杀行为：该条目为“最近一年内，你是否认

理功能损害…。该行为与物质依赖及赌博成瘾具有

真考虑过自杀？”。如同答“是”，则视为有自杀意

类似的行为、冲动控制和其他精神等障碍症状，被称

念。若有自杀意念则继续回答自杀计划条目：“最近

为网络成瘾２。７１。研究表明，其他物质或行为成瘾是

一年内。你制定过自杀实施计划吗？”和自杀未遂条

自杀重要的危险冈素¨－１０】。据此推测网络成瘾可能

目：“最近一年内，你是否实施过自杀行为（如服用安

也是自杀行为一个危险因素，此推测获得了一些调

眠药、毒药或割手腕等）”。若同答“是”，则分别视为

查研究结果的支持¨１’”Ｊ。然而，目前所获得的关于

有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
（３）人口学变昌：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

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相关联的证据存在明显不足。
Ｋｉｍ等ｎ¨的研究中对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进行简单

生子女、家庭人均收入、父母的文化程度。

的关联分析，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混杂；Ｌａｍ争”－贝０

（４）早期的不良经历：包括情感、躯体与性虐待

对网络成瘾与自伤行为的关联进行广泛的调整，其

以及是否目睹父母问暴力行为和经历父母离婚或死

中抑郁作为混杂变量之一。而一项纵向研究硅示，

亡。其中，情感与躯体调查采用Ｓｔｒａｕｓ等＋１６。编制的

青少年网络成瘾增加了６个月后抑郁的发生风险’１３１；

亲子冲突策略昔表（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另一项研究则显示抑郁可以预测２年内网络成瘾的

Ｓｃａｌｅｓ，ＣＴＳＰＣ），调查在一年前的时间内情感虐待

发生Ｈ一。可见，抑郁既可能是网络成瘾和自杀行为

和躯体虐待发生的次数，并分成虐待次数为０、１和

共同的危险凶素，也可能是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之

≥２次３组。本次研究韫示ＣＴＳＰＣ总量表及分量表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的内部信度为Ｏ．７４～０．８９，重测信度为ｏ．７ｌ～ｏ．８ｌ。

间关联的中介因素。

另一个考察的变量是与网络成瘾及自杀行为均

性虐待采用２个条目一刮（①一年前是否有成年人或

有关联的冲动相关行为（如吸烟、赌博等）。这些冲

大你５岁的青少年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触摸

动相关行为足网络成瘾的伴随症状或是成瘾的促成

你的性器官？②一年前是否有成年人或大你５岁的

冈素仍然未知，因而也不能简单作为混杂变量进行

青少年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与你发生性行

调整２．５，６１。本研究目的之一是在调整相关潜在混杂

为？），其中任一个条目回答“是”，就定义为性虐待，

因素之后，评估网络成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相关

否则为未发生性虐待。

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考察网络成瘾与青少年自杀行

（５）抑郁：采用抑郁量表（ＣＥＳ．Ｄ）评定研究对象

为之间的关联能否被抑郁以及冲动相关行为部分或

的抑郁症状。１引，获得过去１周内抑郁症状出现的频

全部解释。

度（０～６０），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预调杏结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６年５—６月方便抽取安徽省合
肥市市区全日制５所中学的初一、二和高一、二年级

果显示量表内部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９３，２周雨测一

致性为０．７８。
“

（６）冲动相关的行为：包括是否吸烟、赌博、离家

出走、逃学、打架。

７６个班级共３９３５人，获得有效问卷３７９８份，有效率

３．质量控制：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调查员

为９８．７％。其中，３５０７人（９２．３％）在使用网络，均作

使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说明研究目的和意

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１５．４±１．６）岁，四分位数间

义以及填写注意事项，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完成；

距为１４～１７岁；男生１８１８人（５１．８％），女生１６８９人

本调查为不记名，调查充分考虑保护学生的隐私。

（４８．２％）。初中生１００１人（２８．６％），高中生２５０６人

当场发放问卷，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完成调查所需

（７１．４％）。

时间为２０～３０（Ｍ＝２５）ｍｉｎ。正式调查前选取初一、

２．调查内容和方法：

二及高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共２０３人进行实名预调

（１）网络成瘾：采用美国匹兹堡大学Ｙｏｕｎｇ’１∥编
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量表共有８个条目，调查

查，２周后对这些学生进行重测，用两次测量的结果

受试者在过去一年内对网络的使用程度，其中≥５

４．统计学分析：以自杀行为（自杀意念、自杀计

个条目回答“是”，则判断为网络成瘾者，否则为网络

划和自杀未遂）作为因变量（０，１），以网络成瘾及其

未成瘾者一４’”］。国内研究显示该量表分半系数为

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先采用

ａ＝０．７２［５。，本研究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７２，

单因素分析方法对自杀行为（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

０．７２，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对所用量表进行信度评价。

·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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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未遂）与网络成瘾及其他变量的关系进行关联

ＯＲ＝２．３２，９５％ＣＩ：１．５７～３．４２和自杀未遂率：４．９％：

性分析，冉将人口学和早期的不良经历变量作为调

２．４％，ＯＲ＝２．０８，９５％ＣＩ：１．０３～４．２２），而Ｈ两组青少

整变量，采用多冈素模型考察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

年报告率之问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但在调整人口

的相关性；若相关，则进一步考察网络成瘾与自杀的

学和早期不良经历变量后，发现网络成瘾与自杀未

关联能否被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部分或全部解释，

遂之间的关联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ｌ。

为此本研究建立两个竞争性的解释模型：第一模型

３．抑郁与冲动相关行为在网络成瘾与自杀行

假定网络成瘾导致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并进而出

为关联中的作用：第一个解释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第二个模型假定抑郁和冲
动相关行为导致网络成瘾，并进而出现自杀意念和

当将抑郁连续评分引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时，网络成
瘾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关联ＯＲ值分别从１．８５降至

自杀计划。在第一个模型中，在控制混杂变量的基

１．４６和从２．０２降至１．５５，下降幅度分别为２１．１％和

础上，先将网络成瘾引入方程，然后依次引入抑郁、

２３．３％；相应地，当将冲动控制相关行为引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冲动相关行为；第二个模刑则先分别将抑郁和冲动

回归方程时，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关联

相关行为引入方程，然后将网络成瘾分别引入上述

ＯＲ值分别从１．８５降至１．７３和从２．０２降至１．９０，下降

两个方程。资料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
并用ＳＰＳＳ ｌ １．５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幅度分别为６．５％和５．９％；当把抑郁与冲动相关行

结

果

１．自杀行为、网络成瘾及相关变量的分布：在

为同时纳入模型时，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
关联强度分别出现了２５．４％和２５．７％的下降幅度，
而且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的关系不再有统计学意
义（表１）。

３５０７名受试者中，过去一年罩发牛自杀意念、计划

第二个解释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冲动相关

和未遂的人数分别为９６１人（２７．４％）、３３４人（９．５％）

行为与自杀意念和计划的关联的ＯＲ值在网络成瘾

和９０（２．６％）人；女牛自杀意念、计划和未遂的报告

变量引入前后基本不变（表１）。

率分别为３２．２％、１０．２％和３．２％，男生则为２２．９％、
８．８％和２．０％。自杀意念（ｘ２＝３７．８３，Ｐ＜０．００１）和自

讨

论

与Ｋｉｍ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甚示网络

杀未遂（妒＝５．１９，Ｐ＝０．０２）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而自杀计划在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成瘾与自杀意念有关联，即使在调整人口学变量及

（ｘ２＝１．９５，Ｐ＝０．１６）。网络成瘾的有１８２人（５．２％），

儿童期虐待经历之后，这一关联仍具有统计学意

男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女生（８．５％：１．７％；）Ｃ２＝

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网络成瘾行为损害了成瘾者

８２．６，Ｐ＜０．００１）。８３．６％受试者在一年之前的时间

的学、Ｉ业、－丁作以及人际关系，使成瘾者面临更多的应

里有一种或多种虐待经历，ｌ ８．３％的受’试者在过去一

激性生活事件乜］，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出现。另一

年有一种或多种冲动相关行为，受试者过去一周内

种可能足网络成瘾行为本身可能损害了成瘾者处理

抑郁症状出现的频度为１５．６－Ｚ－＿７．７。

问题的能力（如行为决策功能受损¨副），表现为逃避

２．自杀行为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单因素结果显
示网络成瘾青少年三种自杀行为的报告率均高于网

或忽视现实世界的学业、工作以及人际关系问题，而
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并从中获得满足陋】。

络未成瘾青少年（自杀意念率：３６．９％：２６．７％，ＯＲ＝

研究发现，药物、酒精以及赌博等成瘾是与自杀

１．７９，９５％口：１．３２～２．４４；自杀计划率：１６．８％：９．０％，

及自杀未遂高度关联的危险因素，而且成瘾者的自

表ｌ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杀行为关系的多因素层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注：ｃＯＲ值：末调整比值比，ａＯＲ值：凋柩比值比；。调整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和儿童早期不良经历（心理虐待、躯体虐待、性虐
待、父母离婚或死亡、目睹父母暴力）；６在模型ａ的基础上引入抑郁评分；‘在模型ｆｌ的基础ｆ：引入冲动相关行为并发数（吸烟、赌博、离家出走、
逃学、打架）；。在模型ｆｌ的基础上同时引人抑郁评分和冲动相关行为并发数（吸烟、赌博、离家出走、逃学、打架）；。Ｐ＜０．００１；７Ｐ＜０．０５；一当网络

成瘾引入以抑郁为自变最的方程后，抑郁与自杀意念和计划关联的ＯＲ值没有发生变化，均为１．０８和１．０９；６当网络成瘾引入以冲动相关行为为
自变量的方程后，冲动相关行为与自杀意念和计划关联的ＯＲ值分别为从１．３４和１．４０降低至１．３２和１．３７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月第３１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ｌ，Ｎｏ．１０

杀行为多数具有冲动性钆１０】，因而成瘾行为与自杀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结果来自方便样本，因

未遂之问的关联可能归冈于成瘾者的冲动控制障

此结果的外推可能受到限制。其次，横断面调查设

碍１０。。网络成瘾与物质依赖及赌博成瘾具有类似的

计限制厂对网络成瘾、抑郁、冲动相关行为以及自杀

行为、冲动控制和其他精神等障碍症状。１０１，所以我

行为的先后时序和凶果推断。第ｉ，网络成瘾诊断

们预期网络成瘾与自杀未遂也存在关联。结果与预

量表不能区分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结果不同严重

期一致，网络成瘾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率高于未成

程度的成瘾者所占的比例，以及网络成瘾对自杀未

瘾青少年，且有统计学意义。但当调整人口学及早

遂等冲动行为的抑制，是否因成瘾行为的严重程度

期不良经历等变量后，网络成瘾与自杀未遂之间统

不同而有差异等问题都是未知的。尽管存在不足，

计学关联消失，相反，网络成瘾与自杀计划却显示较

但研究结果揭示了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杀意念和自

强的关联。这一方面支持人口学和早期不良经历变

杀计划的相关关系，同时发现抑郁和冲动相关行为

量是网络成瘾与自杀未遂共同的危险因素，另一方

在ｌ：述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中间介导作用。该结果提

面提示网络成瘾和自杀未遂的冲动性存某些维度上

示青少年自杀预防计划中应该监测青少年网络成瘾

可能存在差别。研究表明，冲动控制障碍（或冲动

行为，并密切注意成瘾青少年抑郁情绪或症状以及

性）是一个多维度概念’１９。，近年来一些研究结果也显

冲动相关行为的发展变化，及时给予一定精神卫生

示了网络成瘾与其他成瘾行为在冲动性某些测量维

服务（如心理咨询、抗抑郁治疗等）以防止自杀行为

度上的差别。Ｓｕｎ等１８。发现网络成瘾者有行为决策

的出现。

功能受损的表现：即在短时奖赏和长期惩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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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汁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孑（中位数用肘）；②标准差用英义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④￡检验用英义小写ｆ；⑤，枪验用英义大写，；⑥卡方检验用希
文小写＃；⑦相关系数朋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ｌｏ；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ｔ值、ｘ２值、ｑ值
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网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毽！，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冈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丁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朋Ｊ，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十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孑±ｓ表达近似服从ｊＦ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朋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白．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埘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汁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小应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犁、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
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

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闵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
元分析的基础上，尽町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ｆ＝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Ｏ．０５和Ｐ＜０．ｏｌ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ｉｎ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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