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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将网络游戏体验问卷应用于我国大学生人群，考察其适用性。 方法：使用网络游戏体验问卷、网络游

戏成瘾问卷和网络游戏忠诚问卷对 465 名在校大学生网络游戏玩家进行了测量。 结果：网络游戏体验有 11 个维度，

分别是挑战、幻想、好奇、控制、角色扮演、竞争、合作、认可、归属、责任和奖励。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拟合指标（χ2/df=1.39，NFI=0.96，NNFI=0.98，CFI=0.98，RMSEA=0.048），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网络游戏体

验问卷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及网络游戏忠诚得分具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7 和 0.40。 结论：网络游戏体

验问卷在我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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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nline Game Users’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applied
to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ample of 465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Online Game Users’ Experi-
ence Questionnaire, Online Game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and Online Game Loyalty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Online
Game Users’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was composed of eleven factors: Challenge, Fantasy, Curiosity, Control, Role-Play,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Recognition, Belonging, Obligation and Rewar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ale had good fit index: χ2/df=1.39, NFI=0.96, NNFI=0.98, CFI=0.98, RMSEA=0.048,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was
0.95. Online Game Users’ Experienc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oth online games addiction and online
game loyalty,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57 and 0.40. Conclusion: Online Game Users’ Experience Question-
naire has a good applicabilit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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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 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3.24 亿，较去年同期的 3.04 亿增长 6.6%[1]。 由于过

度沉迷网络游戏所导致的各种学业和健康问题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从学校、家庭和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角度出发， 网络游戏成瘾的预防和矫治非常

重要。 而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更为关注的问题

是如何提高用户的网络游戏忠诚。以往的研究表明，
个体在网络游戏过程中的体验和网络游戏成瘾及其

网络游戏忠诚均有紧密的关联[2]。 例如，Chou 和 Ting
的研究发现 [3]，沉醉体验与网络游戏成 瘾存在正向

关联；Hsu，Wen 和 Wu[4]的研究也发现网络游戏中的

积极体验越强烈， 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高；Choi 和

Kim[2]的研究则表明，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沉醉体验

可以显著预测网络游戏忠诚。
为了描述个体在网络游戏过程中的体验，Hsu[4]

等在 2009 年编制了网络游戏体验问卷（online game
users’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他们将网络游戏体

验定义为个体和网络游 戏要素（feutures）交互 所产

生的一种体验， 这里的游戏要素既包括游戏中的情

节、音乐、画面，又包括游戏中的其他玩家，还包括玩

家自己操纵的游戏角色（avatar）。玩家与这三类网络

游戏特征交互， 会产生十一种游戏体验， 分别是挑

战、幻想、好奇、控制、角色扮演、竞争、合作、认可、归

属、责任和奖励。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
数据表明， 大学生占据了我国网络游戏玩家总体的

很大一部分[5]，因此本研究将考察网络游戏体验问卷

在中国大学生网络游戏玩家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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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大量研究发现接触网络游戏的人多为男性[6]，因

此本研究只选择男性作为研究对象。 抽取武汉市高

校男大学生为被试，最终获得有效被试 465 人；其中

文科 108 人，理科 357 人，大一 91 人，大二 239 人，
大三 135 人。
1.2 工具

1.2.1 网络游戏体验问卷 采用 Hsu 等人编制的网

络游戏体验问卷[4]。 该问卷分为 11 个维度，共 44 个

题目。 问卷的 11 个维度分别是挑战、幻想、好奇、控

制、角色扮演、竞争、合作、认可、归属、责任和奖励。
1.2.2 网络游戏成瘾问卷 采用周治金和杨文娇编

制的大学生网络成瘾问卷中的游戏 成瘾分量表 [7]。
该问卷包含 8 个项目，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得分

越高代表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高。
1.2.3 网络游戏忠诚问卷 参照 Choi 和 Kim 编制

的网络游戏忠诚问卷[2]。 该问卷包含两个项目，得分

越高代表网络游戏忠诚程度越高。

2 结 果

2.1 问卷信度

本研究中的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挑战 （0.73）、幻

想（0.76）、好奇（0.69）、控制（0.68）、角色扮演（0.74）、
竞争（0.71）、合作（0.78）、认可（0.73）、归属（0.87）、责

任（0.78）和奖励（0.77）。

2.2 相关分析

网络游戏体验问卷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及网络

游戏忠诚得分具有显著正相关， 相关 系数分别为

0.57 和 0.40。 其他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2.3 问卷的结构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结果见表 2。 验证性

因素分析因子负荷见表 3。 各项目因子载荷在 0.55~
0.82 之间，绝大部分因子的负荷在 0.7 左右。

表 2 网络游戏体验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表 1 网络游戏体验与网络游戏成瘾、网络游戏忠诚的相关析

注：1=挑战，2=幻想，3=好奇，4=控制，5=角色扮演，6=竞争，7=合作，8=认可，9=归属，10=责任，11=奖励。

表 3 网络游戏体验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因子负荷

3 讨 论

网络游戏是一种体验商品， 青少年玩网络游戏

主要是为了获得积极的体验， 而这种积极体验是影

响网络游戏心理和行为的核心因素。 Hsu[4]等人编制

的网络游戏体验问卷能够很好的描述玩家在与游戏

特征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体验。 本研究考察了该

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 结果发现该问卷各

维度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其范围为 0.675-
0.867。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11 因素结构能获得较

好的拟合指数， 说明网络游戏体验问卷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网络游戏体验问卷的 11 个维度分别是挑

战、幻想、好奇、控制、角色扮演、竞争、合作、认可、归

属、责任和奖励。 Hsu[4]等人还将这 11 个维度分为三

类， 分别表示个体和不同的游戏特征互动所产生的

体验。 挑战、幻想、好奇、控制和奖励归为一类，反映

的是个体与游戏世界（game word）互动所产生的体

验；认可、竞争、合作、归属和责任归为一类，反映的

是个体与其他玩家互动所产生的体验； 角色扮演为

一类， 反映的是个体与自己所控制的角色互动所产

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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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体验问卷不仅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和结构效度，还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网络

游戏体验问卷各维度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总分、网

络游戏忠诚总分均有较高的正相关。
首先，网络游戏体验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程度

越高。 这一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是一致的[2，4]。 网络

游戏积极体验越多， 个体就越可能依赖网络来满足

自己的需要，从而与现实世界更加疏离，在这一过程

中就容易形成网络游戏成瘾。可能由于工具的缺乏，
以往的研究多从环境和个体特征等方面来考察网络

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8-10]。 因此，网络游戏体验问卷

的适用性分析也有利于未来的研究者更深入的考察

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其次，网络游戏体验得分越高，网络游戏忠诚程

度越高，这一结果也与国外相关研究一致。 Choi 和

Kim[2]的研究表明，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积极体验越

多，网络游戏忠诚度越高。 Hsu 和 Lu[11]的研究也发

现， 知觉到的凝聚力通过用户偏好的中介作用对网

络游戏忠诚产生间接影响， 而知觉到的乐趣既通过

用户偏好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游戏忠诚 产生间接影

响，也对网络游戏忠诚有直接影响。由于个体在网络

游戏中获得了积极体验， 而这种积极体验会强化个

体的反复消费行为，从而提高网络游戏忠诚。 另外，
积极的网络游戏体验不仅仅带来一时的快感， 还可

以满足个体深层次的需要， 这也会加强个体对于网

络游戏之间的长期联系，从而提高网络游戏忠诚。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游戏体验中的幻想、控

制、角色扮演、竞争与游戏成瘾的相关较高，与游戏

忠诚的相关较低。 这一发现对于网络游戏相关的商

业利益和成瘾干预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

国的网络游戏产业需要发展，另外一方面，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因此寻找两者之间

的平衡非常关键。 网络游戏体验和设计是紧密关联

的，既然网络游戏体验中的幻想、控制、角色扮演、竞

争对游戏成瘾影响较大，而对游戏忠诚影响较小，那

么在游戏开发的环节可以通过一些设计尽量削弱个

体在这些方面的体验。例如，可以设定网络游戏中的

角色级别上限、对玩家间的 PK 进行限制，来削弱个

体的竞争体验。 其它一些因素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

较小，可以在设计方面加强，从而保持网络游戏的吸

引力，提高玩家游戏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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