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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的特点及其对不同群体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 方法：采用父母行为

控制、心理控制量表和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对北京和济南的 1233 名中学生匿名施测。 结果：①母亲的行为和心理控制

均高于父亲；②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心理控制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③父、母的行为控制和心

理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会因性别和年级的不同而不同。 结论：父母的行为、心理控制在不同群体青少

年中对网络成瘾有不同作用，针对性地调整父母的行为和心理控制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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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olescents. Methods: 1233 adolescents from Beijing and Jinan City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inc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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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网民群体非常庞大。 截至 2011 年

底，10-19 岁的青少年网民占到全部网民的 26.7%，
约为 1.37 亿，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青少年网络成

瘾这一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 某些地区的青少年甚

至成为成瘾检出率最高的群体 [2]。 Goldberg 在 1995
年首先提出了“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tion dis-
order，IAD）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在无成瘾物质

条件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 主要表现为过度或不

当使用互联网，是一种应对机制的行为成瘾，包括耐

受性、戒断症状、损害生活重要方面等特点 [3]。 网络

成瘾会对青少年的生理、人格、学业、人际等方面造成

严重的负面影响[4，5]。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最重要环境之一， 家庭功

能、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等与网络成

瘾相关的家庭因素已得到了较好的探讨， 印证了家

庭因素和父母行为在青少年网 络 成 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6-8]。 然而，在青少年期，对孩子的控制在父母行为

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9]，对父母控制的反抗也成为

青少年行为的主要方面， 研究者也基于父母的控制

和孩子的反控制将这一时期喻为 “急风暴雨期”和

“第二反抗期”[10]，社会联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
ory）也肯定了父母控制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作

用[11]。 然而到目前为止，父母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

的影响还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有关父母控 制的研究也 经历了发展 变化的过

程，最初主要集中在行为控制方面，即父母通过为青

少年提供指导， 提出要求来实现对子女日常行为活

动方式等方面的控制，它包含对行为的知晓、监控与

期待三个维度[12]。 随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进一步发

现了以心理自主性为对象的心理控制， 即父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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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侵犯青少年的情绪和心理自主

的控制行为 [13]，它和行为控制的控制点不同，对青少

年的心理行为发展也有不同的作用。 较一致的观点

是， 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心理成熟程度和学业成

功[14]，自尊、自信、自我价值、自我表达、焦虑、退缩行

为，外化的行为问题等方面都存在消极的作用 [15-17]；
而父母的行为控制则与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药物滥

用、冲动性、攻击性、犯罪等问题行为有显著的负相

关[18-20]。 但在网络成瘾方面，这两种控制的不同作用

还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本研究将考察父母行为

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不同作用。
父母在家庭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责任， 常以

不同的方式和强度控制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以往

研究却常把父母的控制合并为一个变量， 或因母亲

控制更多而只探讨母亲控制的影响 [21]，结果较为片

面。 而且父亲和母亲的控制及其作用也会随着性别

和年级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父母对男生的心理行为

控制更多， 对高年级学生心理控制更多而行为控制

更少，这些会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22]。 因此，本研究

也将探讨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的不同控制状况及对

网络成瘾产生的不同影响， 并具体考察父亲和母亲

的行为和心理控制在不同性别和年级群体的青少年

网络成瘾是否存在不同作用， 为预防青少年成瘾提

供针对性的调整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北京市一所完全中学和济南市两所普通中学

中选择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共计 30 个

班级的中学生中发放问卷 1318 份，回收 1282 份，其

中有效问卷 12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55%。 被试年

龄为 14.60±1.72 岁，其中济南 402 人，北京 831 人，
男 生 605 人（49.7.5%），女 生 612 人 （50.3%），初 一

280 人 （22.9%），初 二 279 人（22.8%），高 一 356 人

（28.9%），高二 309 人（25.2%）。 性别值缺失 16 人，

年级值缺失 9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控制量表 采用 Shek 等[12，23]编制的父母

控制问卷，包括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两个方面。所有

问卷均分为父亲分量表和母亲分量表，5 点记分。 本

研究中，行为控制包括知晓，期待，监控三个方面，各

7 个 共 21 个 项 目 ， 各 维 度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在

0.713-0.787 之间，父亲和母亲行为控制总量表信度

分别为 0.879 和 0.854。 心理控制量表共 10 个项目，
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08 和 0.899。
1.2.2 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陈淑惠等 [24]编制的中文

网络成瘾量表（CIAS-R），共 26 个项目，分两个分量

表，第一个测量网络成瘾核心症状（14 题），包括网

络成瘾耐受性、强迫性上网行为和网络退瘾反应；第

二个分量表测量成瘾相关问题（12 题），包括人际与

健康问题和时间管理问题。 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

高，网络成瘾倾向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3。

2 结 果

2.1 父母行为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特点

表 1 显示， 男生和高中生的网络成瘾得分分别

高于女生和初中生，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均显著(F=
8.055，P=0.005；F=18.802，P<0.001)， 交 互作用不显

著(F=0.19，P=0.663)。
青少年的父母行为控制得分高于父母的心理控

制。除男生群体外，总体及各群体中母亲的行为控制

和心理控制均显著高于父亲。以父母控制为因变量，

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均显著 (F=6.782，P<0.001；F=
22.682，P<0.001)，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 (F=0.837，P=
0.502)。 父、 母对男生的心理控制均显著高于女生，

对初中生的行为控制均显著高于高中生。 详见表 1。

表 1 父母行为、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描述统计(x±s)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t1 、t2 分别为父母行为、心理控制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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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少年父母控制与网络成瘾的相关

除了初中生群体外，总体及各群体青少年中父、
母的行为控制与网络成瘾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心

理控制与网络成瘾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见表 2。
2.3 父母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将网络成瘾得分作为因变量做分层回归分析，
对于不同性别的群体， 年级作为控制变量以 Enter
方式纳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对于不同年级的群体，
则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将父母控制的四个变量以

Stepwise 方式放入第二层。 结果见表 3。

表 2 父母行为、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

表 3 父母控制对不同群体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分层回归结果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总体上父母行为控制高于心理控

制水平，母亲对青少年的控制显著高于父亲，这与以

往研究相一致 [22，25]，母亲仍是 青少年主要 的教育和

监控者，行为控制是父母更常用的控制方法。
相关和回归分析都发现父母的行为控制和心理

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是相反的。 行为控制

负向预测，心理控制却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这

与其他问题行为与父母控制的关系相一致 [15-20]，证实

了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能够有效地帮助青少年

正确使用网络，合理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和地点，远

离网络成瘾的同伴，避免受到不良影响；而控制青少

年的心理自主性则可能使得对自主性需求不断提升

的青少年感到束缚和不满， 更容易在网络上寻求心

理满足。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控制对网络成瘾的

作用有所不同。 总体上父亲行为控制对青少年网络

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都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且母亲心理控制的预测作用更

大。但母亲的行为控制未进入任何回归方程，可见母

亲的行为控制虽频繁却缺乏执行力度，难见效果。
在不同性别群体中， 父亲的心理控制显著正向

预测男生的网络成瘾状况， 母亲的心理控制显著正

向预测女生的网络成瘾状况。父对子、母对女有更显

著的影响的结果也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22]。 可能是因

为同性别的父母常以自身为榜样对青少年进行心理

控制，而青少年对同性父母的认同作用更强，更难抵

抗这种心理控制的负面影响， 使得自主需要得不到

满足。
在不同年级群体中， 父亲的心理控制显著正向

预测初中生的网络成瘾状况， 而父亲的行为控制显

著负向预测高中生的网络成瘾状况， 父亲的控制表

现出的作用有着更大的年级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随

着年级的增长， 青少年的认知、 心理成熟度不断提

高，远离父母发展个性的需要越来越强 [26]，高中生能

够以更成熟的心智来更有效地抵抗来自父亲心理控

制的负面影响。而随着年级的增长，父亲的行为控制

的力度可能会提升以进一步弥补母亲行为控制的不

足，因而对高中生的行为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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