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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 2019年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

民数量已达到 8.29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 59.6%
[1]。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

日渐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易感网络成瘾者的年龄

为13-18岁，且通常开始发生于13-14岁[2]。网络成

瘾给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自尊、学习等身心发展带来

了很多负面影响[3，4]。为了对初中生网络成瘾进行有

效预防和干预，探讨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及

作用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已有研究发现环境特征

（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与个人特征（认知、

思维、情绪、自我）都会影响网络成瘾[5-11]。部分学者

虽然关注到了童年期虐待这一早期环境对大学生网

络成瘾行为的影响[9，10]，但探讨初中生这一网络成瘾

敏感人群的不多，尤其是很少有同时探讨正念和心

理弹性这两个保护因素在童年期虐待与网络成瘾之

间发挥何种作用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根据相关理

论考察童年期虐待对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正念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在正念与网络成

瘾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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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②童年期虐待通过正念的中介效应作用于网络成瘾；

③心理弹性在正念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对于高心理弹性的初中生，正念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

测作用在低心理弹性下更显著。结论：童年期虐待可直接预测网络成瘾，也能通过正念的中介效应作用于网络成

瘾；心理弹性在正念与网络成瘾间起调节作用，该交互模式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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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net ad⁃
diction, and examin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Methods: A sample of
903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they anonymously filled out questionnaires
regardi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mindfulness, resilienc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Results: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①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ndfulness and resilienc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mindfulnes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lienc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
ternet addiction;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②Mindfulness had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③Resilience mod⁃
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
dents with high resilience,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Internet addic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resilience. Conclusio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net addiction. Mindful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s moderated by resilience. This interaction model conforms to the exclusion hypothesis of“protection-
prot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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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网络为长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提供了一

个自我表露的理想平台[12]。童年期虐待作为一种长

期存在、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使受虐待的个体生存

在一种不安、充满危险的环境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

的负面后果 [13，14]，因而他们也就不习惯面对面向他

人表露自己。这时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等特

点，他们极有可能选择网络这一平台进行自我表露，

从而形成网络成瘾。实证研究也表明，受过童年期

虐待的个体更易患网络成瘾[15]。综上，基于相关理

论和文献研究，本研究假设童年期虐待能显著预测

网络成瘾。

生命发展模型指出早期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个体

的心理和行为发展模式[16]。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在培

养个体的正念水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7，18]，生

活在良好家庭环境中的个体遇到负性事件时不会过

度关注或者反思事件的消极方面，更可能专注于当

下，接纳当下的一切，因而有利于正念的发展；反之，

生活在不良家庭环境中不利于个体正念发展。一项

关于遭受童年虐待个体的纵向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猜

测，其发现个体受虐程度越高，正念程度越低[19]。而

低正念水平的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易选择

消极的应对方式，出现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如网

络成瘾。研究发现正念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

关，且是网络成瘾的显著预测因子[20，21]。综上，本研

究假设童年期虐待通过正念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

正念的中介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基

于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和相关文献回顾，本研

究认为心理弹性对上述中介路径后半段起调节作

用。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检验了心理弹性在环境风险

因素与个体发展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 [22，23]，但少有

研究检验心理弹性对个人特质（正念）与初中生网络

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正念和心理弹

性两种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网络成瘾）时会存

在交互作用。而且，其对交互的具体类型给出了两

种预测。首先，根据模型的促进假说，心理弹性可能

会增强正念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24]。具体来

说，就是相较于低心理弹性，在高心理弹性的情况

下，高正念者较之低正念者出现更少的网络成瘾行

为。其次，根据模型的排除假说，心理弹性可能会削

弱正念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24]。具体来说，

相对于高心理弹性，在低心理弹性的情况下，高正念

较之低正念者出现更少的网络成瘾行为。鉴于以往

心理弹性与正念、网络成瘾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

仅假设心理弹性在正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调节

作用，对具体的调节模式仅作探讨性分析。

1 方 法

1.1 被试

抽取河南省三所中学的初中生为被试，共发放

问卷 970份，回收有效问卷 903份，有效回收率为

93.09%。其中，男生 432人，女生 471人；初一学生

392人，初二学生 224人，初三学生 287人。被试的

平均年龄为13.95±1.10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虐待量表(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
naires，CTQ) 采用赵幸福等 [25]修订的儿童虐待量

表，共计 28个条目，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

忽视、躯体忽视、性虐待五个维度。采用里克特五点

计分，1“从来没有”到 5“总是”，分数越高代表受虐

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778。
1.2.2 正 念 注 意 觉 知 量 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 采用陈思佚、崔红等 [26]修

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共计15个条目。采用六点

计分，从1“总是”到6“绝不”。评定的等级越高表明

条目所描述的情况出现的越低，个体的正念水平越

高。本研究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817。
1.2.3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采用于肖楠和

张建新[27]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共计25个条目。采

用里克特五点计分，从 0“从来不”到 4“一直如此”，

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高。本研究量表的克伦

巴赫系数为0.904。
1.2.4 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diagnostic scale, IADDS） 采用昝玲玲 [28]等

编制的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共计 13个条目。

0代表“不是”，1代表“是”。该量表适用于中学生，

表现出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29，30]。本研究量表的

克伦巴赫系数为0.853。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

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使用 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Harman 单因子模

型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结果发现，特

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0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13.86%，远小于临界值 40% ，说明在本研

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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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 所

示。从表1 可以看出，童年期虐待与正念、心理弹性

均呈显著负相关，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正念与

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心理弹性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

注：**P<0.01。
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采用 SPSS 宏中的Model 4（Model 4 为简

单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别、年级的情况下对正念在

童年期虐待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童年期虐待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

（β=0.22, P<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后，童年期虐

待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17,
P<0.001），童年期虐待负向预测正念（β=-0.16, P<
0.001），正念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

（β=-0.26, P<0.001）。 ab=0.04，Boot SE=0.01，95%
的置信区间为 [0.02，0.07]，说明正念在童年期虐待

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其次，采用 SPSS 宏中的Model 14（Model 14 假

设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受到调节），在控制性别、

年龄、年级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

验。结果（见表2）表明，将心理弹性放入模型后，童

年期虐待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β=0.11, P<
0.001），正念负向预测网络成瘾（β=-0.19, P<0.001），

心理弹性负向预测网络成瘾（β=-0.07, P<0.01），正

念与心理弹性的乘积项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

（β=0.07, P<0.01），说明心理弹性能够调节正念对网

络成瘾的预测作用。

为了揭示心理弹性如何调节正念对网络成瘾的

影响，根据心理弹性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正负一

个标准差）。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被试（M-1SD），正
念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71,
P<0.001）；而对于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被试（M+
1SD），正念虽然也对网络成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但其预测作用较小（β=-0.165, P<0.001）。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 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P<0.01，
***P<0.001。

3 讨 论

童年期虐待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表明

童年期虐待是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支持了已

有研究结果[9，10 ]。同时，当前结果也支持了社会补偿

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了正念在两者间

的中介作用。长期、反复的虐待会促使个体的正念

水平降低，进而促使个体在虚拟的网络上寻求快感

来逃避现实，久而久之，形成网络成瘾。这表明正念

是童年期虐待影响初中生网络成瘾行为的重要机制

之一，支持了研究假设。同时，结果与家庭风险因素

模型的预测一致。家庭风险因素模型指出不良家庭

风险会造成个体的情绪加工困难，而不良的情绪加

工会导致个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31]，诸如网络

成瘾。根据该理论，童年期虐待作为重要的家庭风

险因素可能对个体情绪加工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

网络成瘾等问题。而正念强调对任何心理经验，包

括负性情绪持不批判和接纳的态度，其可以极大缓

解个体的不良情绪，进而会缓解网络成瘾程度。因

此，从理论上看，童年期虐待影响了正念这一特殊的

情绪处理方式进而影响了网络成瘾是可靠的。此

外，这一发现也为未来针对童年期虐待经历中学生

的网络成瘾干预提供了依据。一项韩国的研究将正

念训练应用于韩国网络成瘾的大学生，经过一系列

的正念干预，个体的正念水平提高，网络成瘾行为降

低[32]。这说明正念训练对于网络成瘾行为干预是有

用的。

本研究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两个假

说对心理弹性在正念与初中生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

作用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低心理弹性下，正

念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更显著。这一研究结

果表明正念和心理弹性的交互模式符合“保护因

子-保护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说。产生这一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其本就不易形

1童年期虐待

2正念

3心理弹性

4网络成瘾

M±SD
45.54±9.97
52.39±12.13
56.38±15.68
1.97±2.53

1
—

-0.16**
-0.17**
0.23**

2

—

0.38**
-0.29**

3

—

-0.20**

4

—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网络成瘾

预测变量

性别

年级

正念

童年期虐待

心理弹性

正念×心理弹性

拟合指数

R
0.30

R2

0.09
F

8.18***

系数显著性

B

-0.10
0.06

-0.19
0.11

-0.07
0.07

t

-2.98**
2.54**

-6.15***
3.73***
-2.0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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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络成瘾行为，因此不需要正念发挥作用；只有对

那些低心理弹性的个体，随着正念的增加才不易形

成网络成瘾行为。同时，心理弹性与积极心理资源

的这类交互模式在其他研究中也出现过。孙仕秀，

关影红，和覃滟云等人研究发现，低心理弹性下，主

观支持对情绪行为问题的负向预测作用更显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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