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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网络

游戏行为与保护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的网络游戏

使用率高于整体网民，且我国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

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中，6~14岁是重要时期[1]。此

时，他们正处于心智逐渐成熟、习惯逐渐养成的关键

阶段。适度的网络游戏可以起到增强生活满意度、

提高亲社会行为、降低内外化问题等积极适应效果，

但过度的网络游戏容易导致网络游戏成瘾[2]。网络

游戏成瘾(Internet Gaming Addiction)指个体无法控

制的、过度的以及带有强迫性的网络游戏行为，伴随

社会或情绪功能受损[3]。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游戏

成瘾会导致青少年丧失社会责任、缺乏学习兴趣、损

害身心健康，增加精神病理性问题的风险 [4- 6]。因

此，探究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

制对于指导预防与干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有关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探讨了有用感、易用感等游戏特征 [7]，沉浸感、

控制感、娱乐感等个体特征[8，9]，越轨同伴交往、父母

体罚等人际特征[3，10]。其中，心理阻抗（也称心理抗

拒）可能是一个被忽视的个体特征。心理阻抗理论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 最 早 由 Brehm 在

1996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到自由受到

威胁时，会产生保护自己选择自由以及重建自由的

动机[11]。这里提到的“自由”是具体的行动、情绪和

态度。任何让个体感觉无法自由的事物都是一种威

胁，自由被威胁而激发的状态被定义为阻抗[12]。研

究表明，心理阻抗会增加受限选项的感知吸引力，进

而激发更强烈的动机去做出与受限选项相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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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parental regulation of Internet
use (RIU) and online gaming addi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Based on a convenient sampling, 596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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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事实上，有研究者指出，心理阻抗不仅是个体根

据情境做出的短暂的反应，也是一种稳定的特质，不

同的个体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阻抗倾向[13，14]。鉴于网

络游戏成瘾对青少年学习、生活和健康的危害，文化

部、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十五部委于

2013年印发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

程工作方案》明确指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已成为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5]。由此，国家、社会、学校和

家庭不断加大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监督、限制、干预

和治疗[3，16]。但是，社会舆论、教师和家长一味将网

络游戏视为“洪水猛兽”进行批判、指责和限制[17]，也

可能适得其反。尤其对于高心理阻抗倾向的中学

生，社会、学校和家庭对网络游戏使用的强制性限

制，会让他们感觉到自由被威胁而激发出抗拒，反而

表现出更多被禁止的行为[11，12，14]，沉迷网络游戏。基

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1：心理阻抗正向预

测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

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指出，父母监

控是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实现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途

径 [18，19]。父母通过知晓、约束和指导子女的活动等

监控方式，可以有效规范青少年的行为。父母网络

监管是父母监控在子女网络使用领域的具体表现，

那么，对于高心理阻抗的中学生，父母网络监管可否

起到类似的调节效应呢？本研究中，父母网络监管

涉及父母对子女上网地点、时间、内容和频率等方面

的知晓和限制程度 [3]，侧重于对子女网络行为的监

督和管理，也属于父母行为控制。一方面，以往研究

表明，父母行为控制往往可以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20，21]。另一方面，基于心理阻

抗理论，父母网络监管也可能让高心理阻抗的子女

感到自由受限制而激发阻抗，增强受限制的网络游

戏活动的吸引力 [12，13]和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反而

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那么，父母网络监管在心理阻抗与中学生网络

游戏成瘾之间，是起“雪中送炭”的缓解作用，还是

“雪上加霜”的加剧作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对

此不提出具体假设方向，仅假设：父母网络监管在心

理阻抗与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南省信阳市和汝州市

某2所普通初级中学具有3个月以上网络游戏使用

经验的学生631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团体

测验。剔除漏答和反应一致的废卷后，回收有效问

卷 596份，有效回收率为 94.45%。其中，初一年级

355人，初二年级241人；男生291名（48.83%），女生

305名（51.17%）；出生地为城镇316人，农村280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网络监管问卷 采用苏斌原、张卫、苏

勤和喻承甫编制的父母网络监管问卷 [3]，要求被试

报告近半年内父母对自己上网情况（包括上网地点、

上网周次数、上网周时长、上网内容、网上朋友）的知

晓及限制程度，共计 10个题目。采用 3点计分，1=
从不，2=有时，3=经常。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总分，

总分越高表示父母对子女的网络使用监管程度越

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1.2.2 心理阻抗量表 采用杨春草翻译Hong编制

的心理阻抗倾向量表[14，22]，共14个项目，采用7点计

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从特质的角度测量

个体的心理阻抗倾向。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总分，

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抗拒倾向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1.2.3 网络游戏成瘾倾向量表 采用周治金和杨

文娇编制的网络成瘾问卷中的游戏成瘾分量表[23]，

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可以用来测量中学生网络游

戏成瘾的程度[24]。共 8个项目，釆用 5点计分，1=完
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总

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1.3 统计工具及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

析，具体应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程序mod⁃
el 1 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

的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7个，其

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只有 23.40%，小

于临界值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

2 结 果

2.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心理阻抗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与父

母网络监管呈显著负相关；父母网络监管与网络游

戏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2.2 调节效应分析

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具体应用model 1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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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父母网络监管在心理阻抗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显示（如表 2所示）：心理阻抗

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β=0.43，P<0.001）；父

母网络监管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β=-0.09，
P<0.05）；心理阻抗和父母网络监管的乘积项显著负

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β=-0.09，P<0.01）。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父母网络监管的调节效应，

根据父母网络监管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出高、

低分组，考察不同父母网络监管水平下心理阻抗对

初中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 (即进行简单斜率检

验)。结果发现，当父母网络监管水平较低时，心理

阻抗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Bsimple=0.52，SE=0.05，P<0.001)；当父母网络监管水平

较高时，心理阻抗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正向预

测作用减弱 (Bsimple=0.33，SE=0.05，P<0.001)。可见，

与低父母网络监管的初中生相比，高父母网络监管

学生的心理阻抗对其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作用变小

了，即父母网络监管在心理阻抗与初中生网络游戏

成瘾之间起“雪中送碳”式的调节效应。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P<0.01，***P<0.001。
表2 父母网络监管的调节效应分析

注：*P<0.05，**P<0.01，***P<0.001。
3 讨 论

本研究首次探讨了心理阻抗与网络游戏成瘾的

关系，结果发现，心理阻抗会增强网络游戏成瘾的风

险。一方面，该结果支持了以往有关心理阻抗与个

体行为反应的研究 [12，13]，说明心理阻抗会激发或增

强个体做出与受限选项相反行为的动机。事实上，

心理阻抗理论往往被应用于人际吸引[25]、判断决策、

消费心理[26]等领域，本研究则将其应用于偏差行为

（网络游戏成瘾）的解释，拓展了心理阻抗理论的应

用范围。另一方面，本研究结果说明，心理阻抗是一

个被忽视的影响网络游戏成瘾的个体因素。尽管以

往研究认为，网络游戏成瘾可能源于易感特质、风险

环境 [10，17]。但是，还没有研究将心理阻抗视为网络

游戏成瘾这一线上偏差行为的易感特质。这突显了

本研究的独特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网络监

管在心理阻抗与初中生网络游戏成瘾之间起着“雪

中送炭”而非“雪上加霜”式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

随着父母网络监管水平的提升，心理阻抗对初中生

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变小了。也就是说，高水平的

父母网络监管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这一结果可

以从父母控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角度得到解释。心

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是父母教养的重要维度。心理控

制促进儿童的问题行为，行为控制则抑制儿童的问

题行为 [27，28]。父母网络监管属于行为控制，强调父

母的主动关注、询问、指导和约束[3]。基于社会控制

理论，在高水平的父母网络监管条件下，父母知晓子

女网络使用时间、地点、内容等，能指导其合理地分

配上网时间和内容，增加网络学习投入、减少网络游

戏时间 [18，19]。由此，虽然心理阻抗会增加网络游戏

成瘾的风险，但父母网络监管在行为上减少了子女

网络游戏的使用时长，在心理上增加了子女被关注

的感觉，能起到一定的“雪中送炭”的作用。

就理论意义而言，以往研究表明，对于儿童发

展，儿童特质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29]。本研

究则为环境（如父母网络监管）能够调节儿童特质

（如心理阻抗）与儿童发展（如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就现实意义而言，本研究结

果对初中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干预提供了有益参考。

其一，主效应说明，可以从降低初中生心理阻抗倾向

的角度，防止其网络游戏成瘾。其二，调节效应说

明，可以从提高父母网络监管水平的角度，有效干预

高心理阻抗初中生的网络游戏成瘾。值得注意的

是，这里的父母网络监管不是粗暴严厉地禁止或心

理攻击[30]，而是主动关心、知情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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