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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引入 Kim 编制的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并在大学生群体中对其信效度进行验证。 方法：共收集

735 名大学生网络游戏使用的相关数据，并通过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检验量表的信效度。 结果：①问题

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的所有项目与其所属因子的相关在 0.43－0.78； ②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及五个因子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均在 0.70 以上， 相应的重测信度在 0.62-0.75； ③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符合二阶因子结构 (χ2/df =
4.52，RMSEA=0.069，GFI=0.90，CFI=0.92，IFI=0.92)；与网络成瘾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69。 结论：网络游戏成瘾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用作考察我国大学生网络游戏使用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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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Problematical Online Game Use Scale (POGUS) in Chi-
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ample of 735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was administrated with the POGUS
an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①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item and its corresponding subscale rang-
ing from 0.49 to 0.77. ②The three subscales had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retest reliability. ③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whole scale had one second order factor construct an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Conclu-
sion: The POGUS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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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 Goldberg 提出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这一概念以后，研究者们针对网络成瘾从

其成因、诊断标准、影响因素、干预方法及效果等多

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提出与之类似的多个

术语，如病理性网络使用 [1]、问题性网络使用 [2]、过度

网络使用等 [3]。 针对网络成瘾定义和测量的研究还

发现网络成瘾具有多个亚型， 而网络游戏成瘾则是

其中典型的一个亚型 [4]。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均

发现青少年玩网络游戏的比例在 70%左右 [5，6]，且游

戏成瘾往往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也更为严重 [5，7]。 以

往研究者们在测量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或问题性

网络游戏使用行为)时往往基于网络成瘾的量表，将

项目中的“网络”直接换成“网络游戏”[8，9]。 这种简单

的替换忽视了网络游戏不同于网络的特点[10]。 因此，

有必要使用特定针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测量工具对这

一现象进行研究。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 (Problematic Online
Game Use Scale，POGUS) 是 韩 国 学 者 Kim 等 人 于

2010 年发展出来的一个旨在测量青少年问题性网

络游戏使用程度的量表[10]。 首先，Kim 将问题性网络

游戏使用定义为一个多维的概念， 包括以下五个特

点： ①在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活动上持续投入大量的

资源 (如钱和时间等)；②在玩网络游戏时体验到快

乐；③玩网络游戏的耐受性持续增加；④不能控制问

题性网络游戏使用行为；⑤与现实中的体验相比，更

偏好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其次，基于上述概念及

多个网络成瘾和网络游戏使用问卷 [11，12]，Kim 等人发

展出一个包括五个维度的问题性网络 游戏使用量

表。 该量表共有 20 个题目，分属于欣快感(Euphori-
a)、健康问题(Health problem)、冲突(Conflict)、失去自

我控制(Failure of Self-control 及偏好虚拟关系(Pref-
erence of virtual relationship)五个维度。 Kim 等人提

出的这一概念及开发的量表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

可[7，13]。 我国目前多项针对网络游戏成瘾的研究中采

用的测量工具大部分仍是基于网络成瘾的简单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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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14，15]。 多项国内外研究均证明了大学生群体已

经成为网络成瘾及网络 游戏成瘾的 高发群体 [15，16]。
因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入问题性网络游戏使

用量表，并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初步验证其信效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随机选取北京市两所高校，在两所高校选择 12
个院系共 1134 学生，共收回 1032 份有效问卷，其中

从未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为 437 人；另外，通过广告

招募的方式在北京多家高校中招到 137 名网络游戏

玩家。 因此， 目前正在玩网络游戏的人数共为 732
人，男生和女生分别占 71.7%和 28.3%。 本文的统计

分析即是基于网络游戏玩家群体进行。
1.2 测量工具

1.2.1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 采用 Kim 等人[10]

于 2010 年所编制 的 “问题性网 络游戏使 用量表”
(ProblematicOnline Game Use Scales，POGUS) 。 问卷

共有 20 个项目，包括 5 个维度，为五级评分，从“最

不符合”(1)到“最符合”(5)。 通过计算各维度的平均

分得到相应分数。 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游戏使用行为

带来的感受越强烈。
1.2.2 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陈淑惠编制的中文网络

成瘾量表(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CIAS)[17]。
该量表有 26 题，分为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和成瘾相关

问题两个分量表。 其中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分量表包

括网络成瘾耐受性、强迫性上网行为、网络成瘾戒断

反应三个维度， 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包括人际与健

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两个维度。
1.3 测试程序

由两位研究者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上实

施测试，采用自愿匿名作答的方式，施测需约 15 分

钟。 两个月后随机选择其中的一个院系进行重测。
1.4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 SPSS19.0 进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项目分

析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 Amos17.0 软件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首先考查每个题目与其所在维度的题总相关，
相关系数在 0.43-0.78。
2.2 信效度检验

2.2.1 内部一致性系数 各维度及全量表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0.79，0.70，0.86，0.85，0.80 和 0.92。
2.2.2 重测信度 34 名游戏玩家在两个月后接受

重 测， 五 个 维 度 及 总 问 卷 的 重 测 信 度 分 别 0.64，
0.64，0.70，0.68，0.62 和 0.75。
2.2.3 结 构 效 度 五 个 维 度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在

0.28-0.73 之间。分别对 Kim 所构想的一阶五因子结

构和二阶单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模型拟

合结果如表 1 所示， 各题目在各自维度上载荷均在

0.46-0.85 之间， 均在 P<0.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两

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均比较理想， 考虑到两个模型的

各项拟合指数都非常接近， 而二阶模型比一阶模型

少了五个参数(△df=5)，本着模型简约的原则，本研

究数据更倾向于支持二阶单因子模型。 见附图。

表 1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验证性

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表

附图 POGUS 量表的二阶单因子结构

2.2.4 效标关联效度 五个维度得分与网络成瘾量

表 得 分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是 0.28，0.58，0.63，0.64，和

0.46， 总量表得分与网络成瘾量表得分相关系数为

0.69，均在 P<0.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
2.2.5 区分效度 根据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间的平

均数将被试分为玩网络游戏长时组 (大于等于平均

数)和玩网络游戏短时组(小于平均数)，这两组被试

数量分别为 516 人和 216 人， 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

间分别为 1.32±1.05 小时，17.67±13.15 小时；以量表

总分及五个 维度 的 得 分 在 两 组 进 行 独 立 样 本 t 检

验，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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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以往多项针对网络成瘾的实证研究一致发现，
韩国与我国均面临着较严重的青少 年网络成瘾 这

一社会问题 [9，14]，且我国与韩国共处东亚，具有相似

的文化环境。 Kim 等人开发的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

量表经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群体中的初步试用，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因此该量表可用于我国大学生网络

游戏使用及成瘾的相关研究当中。
项目分析的结果发现， 每一个题目与所属因子

的题总相关均大于 0.40，表明每一个项目均有较好

的区分度而且对所属因子有较好的贡献。 其次，问

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五个因子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70 以上，考虑到每个因子

的项目数均在 3-5 个之间，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

果，而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这与 Kim
他们在韩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0]。 此外，
间隔两个月的重测信度结果也表明，这个量表具有

较好的跨时间一致性。 再次，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

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我们从结构效度、效标关联

效度和区分效度三个方面考查了量表的效度。 Kim
构想出五因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五个因子

可以抽取出一个高阶因子，即二阶单因子模型。 采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进行了数据拟合，结果发现

本研究数据与这两上模型均可以较好地拟合。 表明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的 20 道题目确实既可以

分属五个不同的因子，可以测量与问题性网络游戏

使用有关的内容。 而且这五个因子共同抽取的高阶

因子也可用于表明网络游戏使用行 为的病理性 程

度。 这些结果表明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具有较

好的结构效度。 陈淑惠等人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基

于我国文化背景发展出来的一个用于测量网络成瘾

程度的量表，其信效度已经得到多项实证研究的支

持[18，19]。 本研究发现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总分

与网络成瘾总分具有较高的相关，表明问题性网络

游戏使用行为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根据 2012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大

学生群体中有 69.9%的学生曾玩过网络游戏， 然而

并未报告大学生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数据 [20]。 在

本研究中， 我们按照每周玩网络游戏的平均数将大

学生分为玩网络游戏长时组和玩网络游戏较短时组

两组， 结果发现这两组被试在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

量表的五个因子和总量表得分均具有显著差异。 这

表明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的得分可以有效区分

玩网络游戏时间长短不同的群体， 即问题性网络游

戏使用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这些结果均表明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量表是有效的， 可以用于我国

大学生网络游戏使用状况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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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自身心理症状具有认识能力和识别能力，并

且愿意将这些症状如实地报告出来， 既不伪装或夸

大症状，也不掩饰或缩小症状，因此 PSI-100 可能不

适合用于精神分裂症等自知力缺乏的重性精神病患

者或存在伪装或掩饰动机的特殊群体，如伤残鉴定、

司法鉴定或就业体检等人群。 最后还有一个 “划界

分”问题，是采用常模参照（常模均数+标准差）还是

采用标准参照（条目平均分大于 2 分，即维度分大于

20 分）？ 有研究发现两种划界分心理问题的检出率

有显著的差异， 同时发现按常模参照划界分各类心

里问题检出率非常接近， 而标准参照划界分各类心

理问题检出率差异很大 （精神病性 7.2%~强迫症状

24.3%）[13]。在本研究中也有类似现象，按常模参照划

界分抑郁症状和精神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 14.7%和

12.7%，非常接近，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而标准参

照划界分抑郁症状和精神症状的检出率则为 24.2%
和 8.9%，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因此，我们建议采用

标准参照划界分，各维度以 20 分作为划界分，总分

以 170 分作为划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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