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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形成 57 个项目的量表初稿，然后采用探

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结构进行检验。 结果：量表包含 30 个项目，分为 4 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54.647%；

总量表的 α 系数、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 0.937、0.891 和 0.859，各维度的 α 系数在 0.800～0.878 之间，分半信度

在 0.781～0.858 之间，重测信度在 0.711～0.813 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各拟合指数达到要求。 结论：大学生网络利

他行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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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Methods：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an open questionnaire in advance, and 57 items were compiled in the first-scale. Results： The scale
consisted of 30 item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cale had four factors explaining 54.647%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split-half coefficient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for the scale were 0.937,
0.891 and 0.859;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for the dimensions ranged from 0.800 to 0.878, split-half coefficient
from 0.781 to 0.858, test-retest reliability from 0.711 to 0.813.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e fit indexes: χ2/
df=4.27, RMSEA=0.07, NNFI=0.97, CFI=0.97, GFI=0.90. Conclusion： The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had satisfying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further research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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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网络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网络使

用的负面影响的探讨，诸如网络成瘾、网络攻击、网

络暴力和网络色情等方面的研究， 而对网络使用的

积极因素的研究不多[1]。 事实上，网络给人们带来了

更多便利和帮助。 网络给人们带来积极影响的最集

中体现就是网络利他行为。 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在网

络环境中发生的将使他人受益而行为者本人又没有

明显自私动机的自愿行为[2]。 有研究表明，网络利他

行为多于现实生活中的利他行为， 人们在网上比实

际生活中更乐于帮助别人，并且由于网络的共享性、
公开性使得利他行为的受惠面大大扩大[3]。

国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不多， 国外研究者

对网络利他行为进行了一些实证的探讨， 但相关研

究也不多 [4-6]。 总之，目前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 大多数研究只是现象描述和经验归

纳，缺少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是上网人数最 为 集 中 的 一个群体，大学

生在上网过程中也经常会主动地表现出一些利他行

为。了解和掌握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现状与特点，
让大学生拥有良好的网络行为表现， 有利于当前网

络健康文明氛围的营造和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发

展。本研究拟编制一个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以

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初始项目的形成

首先对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的预调查。 预调

查抽取了上海市和安徽省 3 所本科院校的 234 名学

生，请他们在理解网络利他行为概念的基础上，尽可

能多地写出大学生在上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

利他行为的具体例子。然后随机抽取其中的 30 位大

学生进行深入访谈， 访谈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的现状、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对预调查

问卷和开放式访谈的结果进行内容分析，得到 80 个

有意义的与网络利他行为有关的句子， 内容涉及到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 然后请 1 位

心理学教授、1 位心理学博士和 4 位心理学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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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对 80 个项目进行讨论修改， 删除了内容含糊、
与研究内容相关性差的项目， 对一些意思相近的项

目进行了整合，最后形成 57 个项目，以此作为大学

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的初稿。
1.2 被试

样本 1：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利用学生的副修

课在课堂上进行集体施测。问卷采用匿名方式进行，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称许性效应，问卷名称改为“大学

生网络行为调查表”。在上海市和安徽省抽取 5 所大

学，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620 份，回收问

卷 614 份，剔除无效问卷 22 份，得到有效样本 592
名（男生 217 人，女生 375 人；文科 335 人，理科 257
人；大一 148 人，大二 203 人，大三 169 人，大四 72
人）。 平均年龄 20.3±1.8 岁，平均网龄 4.4±2.5 岁。 样

本 1 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 2：从浙江省、湖南省和江西省抽取 6 所大

学，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被试 900 名，回收有效

问卷 836 份（男生 378 人，女生 458 人；文科 458 人，
理科 378 人；大一 217 人，大二 246 人，大三 235 人，
大四 138 人）。 平均年龄 20.8±1.2 岁，平均网龄 4.8±
2.4 岁。 样本 2 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1.3 数据处理

用 SPSS15.0 进行 t 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用

LISREL8.8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对样本 1 进行 57 个项目的项目区分度分析，以

鉴别力指数为标准。 其方法是： 以量表总分最高的

27%和最低的 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与低分组，计

算两组被试的项目得分率， 用高分组的项目得分率

减去低分组的项目得分率即为鉴别力指数（D 值）[7]。
以 D＜0.30 作为删除项目的标准， 结果删除 6 个项

目，保留 51 个项目进入下一步的统计分析。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和 Promax 斜交旋转抽取因子，旋

转在 56 次迭代后收敛，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7
个，解释总变异的 57.262%。 参照以下标准删除量表

中不合适的项目：①因素负荷小于 0.40；②多重负荷

且负荷值接近；③因子所含项目小于 3。结果删除 18
个项目。对剩余的 33 个项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旋转在 7 次迭代后收敛，特征值大于 1 的

因子有 4 个，解释了总变异的 53.559%。 根据前面删

减项目的标准， 再次删除 3 个项目。 最后对剩下的

30 个项目进行第三次因素分析， 结果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4 个，解释了总变异的 54.647%。 各因素负

荷及贡献率见表 1。
根据各因子所含项目的内容和含义， 对 4 个因

子分别进行命名。 因子 1 所含项目都表示在网上给

予他人肯定、鼓励、安慰等支持行为，命名为网络支

持。 因子 2 所含项目都表示在网上给予他人帮助的

指点、引导行为，命名为网络指导。 因子 3 所含项目

都表示在网上将自己拥有的资源给予他人的分享行

为，命名为网络分享。因子 4 所含项目都表示在网上

给予他人的提示、警醒行为，命名为网络提醒。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负荷矩阵及贡献率

2.3 量表的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半信度和重

测信度作为信度指标。 用正式测量数据（样本 1）进

行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分 析， 在样本 1 中抽取

130 人进行重复测量（间隔 4 周）所得数据进行重测

信度分析（见表 2）。 各信度指标见表 2。

表 2 量表的信度系数

2.4 量表的效度检验

2.4.1 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样本

2 进行，结果见表 3。
2.4.2 内部相关分析 由表 4 可知， 各因子与总分

之间的相关在 0.822～0.888 之间， 量表各因子之间

的相关在 0.591～0.688 之间。
2.4.3 效标效度 有研究者指出， 现实利他行为和

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相关性[3]。 故本研究随机抽取 112
位大学生， 让其对自己在现实中的利他行为进行自

评。 自评采用 7 点记分，“1”表示现实利他行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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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7”表示现实利他行为程度最高。 以现实利他

行为的自评分作为网络利他行为的效标。 由表 5 可

知， 现实利他行为的自评分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量表及其各维度的相关都达到极其显著性水平。

表 3 模型的拟合指数

表 4 量表各因子及其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注：**P＜0.01，下同。

表 5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的效标效度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了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半信度和重

测信度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进行了信度 检

验。 结果显示，总量表的系数、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

分别为 0.937、0.891 和 0.859，各维度的系数、分半信

度和重测信度都在 0.70 以上。 各项信度指标均达到

了测量学的理想要求，说明量表比较稳定可靠。
传统上常把效度分为三类：内容效度、效标效度

和构想效度。 其中，构想效度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概

念。检验构想效度的常用方法是验证性因素分析。验

证性因素分析不同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它主要是理

论驱动， 是通过数据和理论模型之间的吻合程度来

表示测验构想效度的高低。 一般来讲， 通过探索性

因素分析得出的理论模型是否有较好的适宜性和稳

定性，还需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的探索性因

素分析结果表明，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可分 4
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结构模型的拟

合指数非常理想，表明量表的构想效度良好。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量表各维度以及各维度与

总分的相关，结果显示，各维度与总分之间存在中高

度相关，说明每个维度对总分都有较大的贡献；各维

度之间的相关低于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表明

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另外，本研究还以现

实利他行为的自评分作为网络利他行为的效标，结

果表明， 现实利他行为的自评分与大学生网络利他

行为量表及其各维度的相关都达到极 其显著性水

平。 这些都说明量表的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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