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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8年的数

据表明，截至 2017年 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 7.72
亿。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

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网络成瘾。以往

研究发现，个体特征（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和环境

特征（亲子、师生和同伴环境）都会影响网络成瘾[1-11]。

虽然也有部分学者也专门考察了认知特征的作用，

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自我认知和网络认知的作用[7，

9-11]，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公正世界信念这种对于世界

的认知是如何影响网络成瘾的。在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的同时，也存在贫富差距拉大，基尼指数提高，社

会矛盾加剧的现象，在这一特殊时期人们的社会公

正知觉可能会下降；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

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将基于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对

网络成瘾的影响，并检验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

和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处于这样一个

世界，人们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通俗来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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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基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并检验非适

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和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方法：以1135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公正世界信念问卷、非适应性认

知问卷、孝道信念问卷和网络成瘾问卷进行测试。结果：①公正世界信念和非适应性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和网络成

瘾呈显著负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②公正世界信念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

成瘾产生影响。③互惠性孝道信念在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权威性孝道在非适应性认知和网

络成瘾之间不起调节作用。相较于互惠性孝道信念低的个体，非适应性认知对互惠性孝道信念高的个体影响更

大。互惠性孝道会增强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结论：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有负向影响，非适应

性认知在两者之间起中介效应，互惠性孝道信念在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公正世界信念；非适应性认知；孝道信念；网络成瘾

中图分类号：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9.03.017
Ef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on Internet Addic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EI Hua1，2, WEI Ying1, HE An-ming1，2, DUAN Hai-cen1, LIU Yuan3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 Deyang 618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cognitive-behaviou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
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es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ladaptive cognition. Methods: Partici⁃
pants were1135 college students. We adopted the just world belief scale, the maladaptive cognition scale, filial piety belief
scale and th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①Just world belief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maladaptive cogni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②Maladaptive cogni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 world belief and Internet addiction. ③The latter half medi⁃
ating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in that it was stronger for high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individual than for
low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individual. Conclusion: Just world belief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net addiction. Maladaptive
cogni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 world belief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dap⁃
tive cogni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s moderated reciprocal by filial 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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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2，13]。实证研究表明，公正世界

信念对于长期目标的坚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

这是因为只有在一个当前投入可以在未来获得回

报，井然有序的公正世界里面，坚持长期目标才有其

现实意义。有研究发现，那些偏好即时满足，无法坚

持长期目标的个体更容易网络成瘾[14]。因此，公正

世界信念低的个体更难坚持长期目标，更偏好即时

满足，可能会导致网络成瘾。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公正世界信念会负

向影响网络成瘾。

除了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的直接影

响，本研究还将探索其作用机制。在相关理论和文

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非适应性认知是值得

考虑的中介变量。根据Davis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的认知行为模型和相关研究，非适应性认知是影响

网络成瘾的关键因素，很多其他因素通过非适应性

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 [15]。在Davis
的理论模型中，非适应性认知特指对互联网不恰当

的认知，即觉得网络世界和网络自我比现实的要好。

首先，公正世界信念会对非适应性认知产生影

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序的，不公正的世界之

中，行为无法对结果产生影响，就会失去对生活的控

制感。当公正世界信念遭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进

行防御，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这一信念，重获控制感
[12，16]。互联网匿名性的特征使得在现实社会中导致

不公的地域、地位和财富等身份信息不再起作用。

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在网络游戏中都需要通过

你的竞技水平来证明自己，获得尊重。不管你是公

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有在网络论坛发表言

论的机会。在长期的互联网使用过程中，那些低公

正世界信念的个体会更多的感受到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公正的差异；进而产生网络世界优于现实世界

的认知，而这正是非适应性认知的核心内容。其次，

非适应性认知会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非适应性认

知是一种认为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好的看法，这

种看法会让个体更加依赖互联网获得各种心理满

足，从而会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15]。大量实证研究

也表明，非适应性和网络成瘾存在正向联系[9，10，17-19]。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2：公正世界信念通过非

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

虽然公正世界信念可能会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

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但这一作用可能受

到到其他变量的调节。在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的基

础上，我们认为孝道信念可能在“公正世界信念→非

适应性认知→网络成瘾”这一中介路径后半段起调

节作用。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中国文化中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孝道信念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20]。互惠性孝道强调子女

要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要关心和体谅他们。权威

性孝道则强调为了维护父母的绝对权威，子女应该

压制自己的喜好，无条件服从父母。父母通常不喜

欢子女过多的使用互联网，所以孝道信念会影响他

们的互联网使用。对于那些互惠性孝道高的个体，

即使产生了非适应性认知，上网动机较强，但为了体

谅父母，不让他们伤心，可能会抑制自己的网络使用

行为。对于那些权威性孝道高的个体，即便认为网

络世界更好，更想上网，但为了服从父母，不让他们

愤怒，同样可能会抑制自己的网络使用行为。当网

络使用行为得到控制，网络成瘾的程度也会下降[4]。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H3：孝道信念在非

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相较于孝

道信念低的个体，非适应性认知对孝道信念高的个

体影响更小。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以河南省和安徽省大学生为被

试，回收有效问卷 1135 份。所有被试平均年龄

20.63岁，其中男生463人，女生672人，城市315人，

农村820人；大一343人，大二213人，大三324人，大

四255人。

1.2 工具

1.2.1 公正世界信念问卷 采用董奇和林崇德[21]修

订的Dalbert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问卷[13]，该问卷共

有13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法，从“非常不赞同”到

“非常赞同”分别计 1～6分，得分越高，表示公正世

界信念越强。本研究中，公正世界信念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α为0.90。
1.2.2 非适应性认知问卷 参照以往研究[19，22]，用7
个项目来测量非适应性认知。采用5点计分，从“从

未这样想”到“总是这样想”分别计1～5分，得分越

高，表示非适应性认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4。
1.2.3 孝道信念问卷 采用余益兵[23]修订的双元孝

道量表[20]。该量表分为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两

个部分，每个部分各五道题目；采用 5点计分，选项

从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和“完全符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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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示孝道信念越强。本研究中，互惠性孝道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权威性孝道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84。
1.2.4 网络成瘾问卷 采用Young和Rogers[24]编制

的网络成瘾问卷，该量表包含8个题目。采用6点记

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分，

得分越高，表示网络成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对可能存在的共

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25]。整合各问卷所有项目并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

23.93%，小于 40%。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使用各变量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公正世界信念和非适应性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和网

络成瘾成显著负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呈

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公正世界信念、非适应性认知、孝道信

念和网络成瘾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N =1135。*P<0.05, **P<0.01下同。

2.3 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有中介的

调节效应

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两步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所有分析过程均采用

SPSS宏程序 PROCESS进行 [26]。采用偏差校正的百

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通过三步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效

应。

第一步，先对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在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中，简单中介模型是基准模型，所以先

对其进行检验[27]。首先选择model4检验非适应性认

知在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回

归分析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β=-0.11，P<0.01）。将非适应性认知

纳入回归方程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的作用

不显著（β=-0.04，P>0.05），非适应性认知正向预测

网络成瘾（β=0.36，P<0.01）。公正世界信念负向预

测非适应性认知（β=-0.21，P<0.01）。偏差校正的百

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ab=-0.07，Boot SE=
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0，-0.05]，不包括 0，说
明非适应性认知在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成瘾之间的

中介作用显著。

第二步，检验互惠性孝道的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由于调节变量调节的是中介效应的后半段，所

以选择model14进行检验。回归分析表明，公正世

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P>
0.05)，非适应性认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0.44，P<
0.01)，互惠性孝道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0.04，P>0.05)，同时非适应性认知和互惠性孝道

的交互项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2，P<
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07，0.17]，不包括 0。说

明互惠性孝道对“公正世界信念→非适应性认知→
网络成瘾”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第三步，检验权威性孝道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model14）。回归分析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

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P>0.05)，非适应性认

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0.44，P<0.01)，权威性孝道

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P>0.05)，同
时非适应性认知和权威性孝道的交互项对网络成瘾

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β=-0.01，P>0.05) ，95%的置信

区间为[-0.05，0.42]，包括0。说明权威性孝道对“公

正世界信念→非适应性认知→网络成瘾”这一中介

路径的后半段不起调节作用。

为了揭示互惠性孝道如何调节非适应性认知对

网络成瘾的影响，根据互惠性孝道的取值进行高低

分组（正负一个标准差）。当互惠性孝道水平较低时

(-1)，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较小(bsim⁃
ple= 0.35，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29，0.41]；当
互惠性孝道水平较高时(+1)，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

成瘾的影响较大(bsimple=0.55，P<0.01)，95%的置信

区间为[0.45，0.64]。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会削弱网络成瘾的

风险；该结果支持了以往有关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

适应问题的研究[13，28-30]，说明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适

应的积极影响具有跨领域的一般性。以往研究发

现，公正世界信念会减少攻击性和偏差行为[13，29]、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28, 30]和增加个体对长期目标的投入

变量

1. 公正世界信念

2. 非适应性认知

3. 互惠性孝道

4. 权威性孝道

5. 网络成瘾

M
4.00
1.30
4.33
2.43
2.44

SD
0.81
0.54
0.73
0.93
0.98

1
—

-0.21**
0.34**

-0.02
-0.11**

2

—

-0.38**
0.27**
0.37**

3

—

0.05
-0.15**

4

—

-0.0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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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研究的结果则表明公正世界还会影响数字化

时代的适应问题（网络成瘾），拓宽了公正世界信念

的研究范畴。

本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会通过非适应性认

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这一发现再次

验证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认知行为模型[16]。以往研

究表明，压力、社交技能、社交焦虑、冲动性等因素会

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成瘾 [10，18]，本研

究的结果则表明公正世界信念也有着同样的作用。

与之不同的是，以往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微观的个体

因素的作用，而本研究考察的则是宏观的社会因素

（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本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可以调节非适应性认

知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但是权威性孝道不能调节非

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相较于互惠性孝道

信念低的个体，非适应性认知对互惠性孝道信念高

的个体影响更大。换句话说，互惠性孝道会增强非

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和我

们的假设不一致。我们可以从非适应性认知的诱发

因素和互惠性孝道的概念内涵来理解这一结果。非

适应性认知是指个体对于网络世界过于积极的评价

和对现实世界过于消极的评价，非适应性认知的产

生往往预示着个体在现实世界中正处于困境。以往

研究表明，非适应性认知高的个体的教师支持更少，

社会焦虑更严重，基本需要满足程度更低[10，11，18]。互

惠性孝道强调对父母的理解和宽慰，不让父母伤

心。所以，那些互惠性孝道较高的个体，在遭遇困

难，产生非适应性认知时，可能更多的选择向父母隐

瞒，从而导致更大的心理压力，而压力又会加剧网络

成瘾[3]。论语中的描述可以为我们的推论提供间接

的证据。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

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
政》）。孔子认为孝顺最难的就是不让父母看到自己

脸色很难看，这就要求子女即使在困境之中也要和

颜悦色，而这一过程很有可能会积攒压力，最终导致

适应不良。

以往发现，互惠性孝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

交往和学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31，32]。本研究的结果

则表明，在非适应性认知程度较低的时候，互惠性孝

道信念高的个体网络成瘾程度确实会较低（积极作

用），但是在非适应性认知程度较高时，互惠性孝道

信念高的个体网络成瘾程度反而较高（消极作用）。

这一结果提示我们，要辩证的看待互惠性孝道对个

体发展的作用。未来的研究不仅要考察互惠性孝道

信念对个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还要考察在各种

情景中，互惠性孝道信念是如何影响青少年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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