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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的数

据表明，截至2014年6月底，国内网络游戏用户规模

达 3.68亿 [1]。网络游戏虽然可以丰富玩家的生活，

给他们带来很多乐趣，但是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却

有可能会导致成瘾，进而给个体学习、工作和生活带

来很多负面影响 [2-5]。以往的研究表明，人格、人际

关系、认知和情绪特征以及网络游戏动机、行为和体

验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2-

14]。在以上诸多影响因素之中，人际关系的影响受

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意识

到人际关系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性，但大部分研

究只考察了人际关系质量的作用[2，14-17]，却忽视了关

系结构的作用；而已有研究发现关系结构对于个体

多方面的不良行为（如吸烟、酗酒等）都有着显著的

影响[18，19]。

根据社会影响理论，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会影响

个体态度和行为，该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各种人类

行为，并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18-21]。以往的

研究发现，个体的吸烟，饮酒的行为都会受到朋友的

影响，而且排除了同伴选择效应之后这种影响还存

在 [18，19]。张锦涛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网络过

度使用行为和态度、网络使用同伴压力都会增加他

们成瘾的程度[20]。虽然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不良的人

际关系质量是导致网络成瘾的重要原因[14，16，17]，但是

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尚未可知。本研究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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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个体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比例、非适应性认知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方法：使用同伴关系网

络结构问卷、非适应性认知问卷和网络游戏成瘾问卷对1906名网络游戏玩家进行测量。结果：①同伴关系网络中

玩家的比例与非适应性认知、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②同伴关

系网络中玩家的比例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结论：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比例越

高，非适应性认知程度越高，网络成瘾程度也会越高；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比例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

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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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portion of players in individual peer relation network,
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Methods: We used peer relation network structure questionnaire, mal⁃
adaptive cognition questionnaire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1906 online game players. Results:
①The proportion of players in individual peer relation network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Maladaptive cogni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online game addiction.
②The proportion of players in individual peer relation network affected online game addiction via maladaptive cognition as
a mediating effect. Conclusion: The larger the proportion of players in individual peer relation network , the higher degree
of 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The proportion of players in Maladaptive cognition may serve as a me⁃
diator between individual peer relation network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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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伴关系网络结构是指不同类型的朋友在整个同

伴关系网络之中的比例。同伴关系网络结构包括多

个方面，例如性别比例、年龄比例和城乡比例等。本

研究所选择的指标是个体线下同伴关系网络中网络

游戏玩家所占的比例。当个体线下同伴关系网络中

网络游戏玩家所占的比例越高时，同伴网络游戏过

度使用行为可能越多，同伴网络游戏过度使用态度

也可能会越强烈，他们也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同伴压

力，因此更容易成瘾。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和以往研

究，本研究中假设个体同伴关系网络结构会对网络

游戏成瘾产生正向影响，即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比

例越高，个体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高。

除了考察同伴关系网络结构中玩家数量与网络

游戏成瘾的关系，本研究还将进一步探明其作用机

制，即检验非适应性认知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非适应性认知是影响网络游戏成瘾的关键

因素。在关于网络成瘾的理论中，Davis的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认知—行为模型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

证实 [20]。根据该理论，非适应性认知（maladaptive
cognition）是导致网络成瘾的关键因素；非适应性认

知是指网络使用者对互联网及其相关内容不恰当

的、过度正性的评价。非适应性认知除了会影响一

般性的网络成瘾，也会影响网络游戏成瘾 [22，23]。另

一方面，同伴关系网络结构中玩家数量可能会影响

非适应性认知。当线下朋友中网络游戏玩家比例越

多时，个体社交生活的重心可能会偏向网络游戏。

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玩网络游戏，即使离开

网络游戏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论网络游戏。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社交需要更多的通过网络游

戏相关活动来满足，社交价值也会更多的通过网络

游戏相关内容（等级、装备和技能）来体现，因此就很

有可能对网络游戏及其相关内容产生不恰当的、过

度正性的评价，即发展出网络游戏非适应性认知。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比

例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游戏成瘾产

生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只选择男性网络游戏玩家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网络测试的方法发放问卷，获得有效被试

1906名。其中在校学生884名，工作者875名，其他

147名。

1.2 工具

1.2.1 同伴玩家比例 采用一个项目来测量同伴

玩家比例：“在你的线下朋友中，有多大比例是XX
玩家？”“XX”指网络游戏的名称。该项目采用六点

计分，分别是 1=少于 10%，2=10%-30%，3=30%-
50%，4=50%-70%，5=70%-90%，6=100%。这道题

目主要测量的是个体线下同伴关系网络中网络游戏

玩家所占的比例。

1.2.2 网络游戏成瘾问卷 网络游戏成瘾测量的

项目来源于周治金和杨文娇的研究[24]。该问卷包含

8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分别计1～6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α=0.89。
1.2.3 非适应性认知 非适应性认知测量的项目

来源于王苏和李欢欢以及Peng和Liu的研究[22-25]，包

括4道题目，如“离开XX后没人爱我”，“XX”指网络

游戏的名称。采用5点计分，从“从未这样想”到“总

是这样想”分别计1～5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α=0.87。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线下同伴关系网络中玩家的比例与非适应性认

知、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与网

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附表。

附表 同伴关系网络结构、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游戏成瘾相关

注：*P<0.05，**P<0.01，下同。

同伴关系网络结构 c 网络游戏成瘾

非适应性认知

a b
同伴关系网络结构 c’ 网络游戏成瘾

附图 中介作用模式图

2.2 中介效应分析

按照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对非适应性认知在同

伴关系网络结构与网络游戏成瘾的中介作用进行检

验。回归分析发现除 c’外所有回归系数均显著，因

此非适应性认知在同伴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游戏成

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具体结果如附图所示。

各项回归系数数值为：c=0.14，a=0.15，b=0.53，c’=

1同伴关系网络结构

2 非适应性认知

3 网络游戏成瘾

1
-

0.15**
0.14**

2

-
0.5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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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例

为（0.15）×（0.53）/（0.14）=0.568，占总效应的56.8%。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线下朋友中玩家比例越

大，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高。这一结果说明了同伴

关系结构在网络游戏成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

这一方面是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相较于人际关系

质量，对人际关系结构的干预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社会、学校和家庭可以通过组织多样化的线下活动

的形式，去改变网络游戏玩家的人际关系结构。根

据本研究的结果，单一的、基于网络游戏的线下同伴

关系网络结构是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因素，因此社

会、学校和家庭应该引导和鼓励网络游戏玩家建立

多样性、丰富的同伴关系结构，使得他们在享受游戏

带来的快乐时，远离游戏潜在的危险。本文仅仅考

察了个体线下朋友中玩家比例这一同伴关系结构对

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

同伴关系结构中性别比例、年龄比例、不良同伴比例

等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个体线下朋友中玩家数量比例

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有着

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的结果有助

于进一步完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

型。虽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认知—行为模型已经得

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证实，但是却很少有关于非适应

性认知的前因变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仅有个

别研究发现压力和社交焦虑会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水

平[24]。本研究则发现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也会影响非

适应性认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认知—行为模型

进行了拓展。其次，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基于非适应

性认知的网络游戏成瘾干预工作也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以往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的非适应性

认知来降低他们网络游戏成瘾的程度[25]。虽然认知

疗法对于治疗网络游戏成瘾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

该疗法对于治疗者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因此合适的

治疗者数量非常有限，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应用。而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社会、学校和家庭可以通过改变

网络游戏玩家人际关系结构的方法来改变非适应性

认知，从而达到降低网络游戏成瘾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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