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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和内化污名问卷。 方法：借鉴已有的污名问卷结构，以访谈的方法收集

信息，形成问卷条目。 通过专家评定法对问卷进行修改后，对 1166 名初一到高二学生进行施测。 结果：探索性因素分

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确定“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包含标签、刻板印象、身份受损、社交孤立和歧视体验五

个维度，“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问卷”为单维度问卷。 对信度和效度的分析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青少年

上网污名的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 结论：编制的青少年上网污名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女生污名程度高于男

生，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程度随年级升高而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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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perceptional stigma questionnaire and internal stigma questionnaire. Methods:
With the help of the structure of existing stigma questionnaires, the item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eveloped through in-
terview. Then 1166 adolescents, chosen from Grade 1 to Grade 5 of middle schools of a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com-
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By conducting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questionnaires, the
final “Adolescent Online Stigma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five dimensions: Labeling, Stereotype, Identity
Damage;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and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Adolescent Online Internalized Stigma Questionnaire”
was a questionnaire with a single dimens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wo questionnaires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on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stigma and the extent of
internal stigma． Conclusion: The Adolescents Online Stigmatization Questionnaire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Girls’
scores of stigmatization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boys. Besides, both of the online teens’ stigma perception and inter-
nalized stigma degree are obviously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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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止到 2011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4.85 亿，其

中 10-19 岁网民规模达到 1.26 亿人，目前这一人群

在总体网民中所占比例达到 26%，是我国互联网最

重要的参与者之一[1]。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人

类进入信息时代， 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

化。 在互联网便利了我们的资讯、商业往来、人际交

流、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如隐私、
安全、色情、网络犯罪、欺骗行为等。网络的出现也使

得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 10 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上网对青少年

的影响研究不断深入， 社会各界普遍认同互联网使

用不当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对青少

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意识、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3]。
随着互联网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教

师、 家长和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上网行为消极

的刻板印象，认为上网是“不好的”、“消极的”，有的

学校出台措施处置过多的上网行为， 家长也从各个

方面限制孩子的上网， 社会上对经常沉溺于上网的

孩子存在歧视。 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相关人士的重

视，呼吁“上网青少年≠问题青少年”，提出不要对青

少年上网行为形成偏见。 胡咏认为社会对网络存在

污名化的现象，社会上存在 “青少年=问题”的刻板

印象和“上网=有问题”的集体印象。 因此，“青少年

上网”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大众的恐慌与焦虑。
青少年上网群体存在的道德意识弱化、 道德情

感冷漠、道德失范、人际交往障碍、角色认知失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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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特征 [4]极易被“贴标签”。 针对青少年上网污名

的现状亟待探讨。污名由 Goffman 于 1963 年引入到

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开始于歧视研究。在此基础上后

来的研究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都认为污名是个体

所具有的一种不受欢迎的特征，它与特殊外表、行为

或者群体身份相关联， 并存在于特定的场合或情境

中（如吸毒者、艾滋病、同性恋、黑人等） [5]。 Link 和

Phelan 等人将污名定义为“标签、刻板印象、孤立、身

份丧失和歧视等因子共存的一种权利状态， 这种状

态存在各种污名因子的叠加”[6]。 管健等综合以往的

相关研究认为， 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

低性和侮辱性的标签， 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或被相

信拥有了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 这些属性和特

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 亦导致了外

群体对其自身的歧视[7]。 Corrigan 将污名分为公众污

名（public-stigma）和自我污名（self-stigma），自我污

名是当人们内化公众污名时产生的自尊和自我效能

感的丧失， 是受污名群体成员将污名化态度指向自

己而产生的反应， 又可称为内化的污名 （internal-
ized-stigma）[8]。

以往的污名研究主要是种族、身份、精神病、艾

滋病等社会群体，现在也逐渐关注偏差行为、道德过

失等领域，并且在近年来开始向学习不良儿童、流动

人口等新的相对弱势群体扩展[9，10]。 鉴于目前尚无针

对上网青少年群体的污名测量工具， 为了探讨青少

年群体污名化是否具有自身的独特的特征， 本研究

在 对 以 往 污 名 研 究 的 归 纳 之 上 ， 选 择 以 Link 和

Phelan 等人关于污名过程的定义和 Watson 和 Cor-
rigon 对污名内化过程的研究为结构框架，进行青少

年上网污名知觉和青少年上网内化 污名问卷的 编

制，并对其污名现状进行初步的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项目来源

借鉴和综合 Ritsher 等人污名量 表（ISMI）的 5
个维度：疏离感、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验、社交退缩

和抵抗污名 [11]，李强等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的 5 个

维度：价值否定、社交退缩、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验

和生活无意义，以及张宝山的刻板知觉、歧视知觉、
污名阻抗、认知区分等[9]对污名相关研究的划分。 通

过对 5 名上网青少年进行访谈，让他们就自己的上

网问题进行全面的叙述， 特别是追问他们可能遭到

的偏见、批评及限制等状况。按照访谈结果总结出来

大致六方面的内容，包括标签、刻板印象、社交孤立、

身份受损、歧视体验、自我污名。 对这些信息进行讨

论和总结编织成问卷项目， 然后交由相关专家老师

进行评议。修改或删除之后形成包含 49 个项目的初

步问卷， 其中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包含五个维

度 36 个项目， 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问卷包含 13 个

项目。 问卷采用 Likert 4 点自评计分，1 （完全不符

合）到 4（完全符合）。
1.2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巩义市初一至

高二的青少年学生 1500 人左右进行集体施测，回收

1323 份，回收率为 88.2%，最后有效问 卷 1166 份。
被试平均年龄为 14.12 岁，基本分布见表 1。

问卷分两批次回收，根据回收的批次分为两组，
第一批回收的 532 份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第二批

回收的 634 份数据用于进行验证因素分析和青少年

上网污名知觉和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特征分析。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表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将问卷各项目总分由低到高排序，选择前 27%
为高分组，后 27%为低分组，对两组在同一题上 的

平均数进行差异检验，各项目均达到显著水平，并计

算题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

关均高于 0.30，达到显著水平。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2.2.1 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问卷的 36 个项目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 结果显

示，χ2=15264.15，P<0.001，KMO=0.963， 说明数据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初

步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5 个，可解释项

目总变异的 48.48%。 用极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删除

负荷值低于 0.40 的项目一个。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

的结果和维度的含义， 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各

维度分别命名为 “标签”包含 7 个项目；“刻板印象”
包含 8 个项目；“社交孤立” 包含 8 个项目；“身份受

损”包含 8 个项目；“歧视体验”包含 4 个项目。
2.2.2 内化污名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内化污名问

卷的 13 个项目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
χ2= 3842.01，P<0.001，KMO=0.887，表示适合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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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初步分析，发

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 3 个， 可解释项目总变异的

53.38%。 采用极大方差旋转后，发现各项目负荷均

在 0.582 以上。 但是在因子 2、因子 3 上均只有 2 个

项目负荷，根据因子分析的标准，每一个因素至少包

括 3 个项目，因此，仅抽取因子 1 作为青少年上网内

化污名量表的唯一维度。

表 2 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与青少年上网内化

污名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对修正后的青少年上网污

名知觉问卷和内化污名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见表 2。
2.4 信效度检验

2.4.1 信度分析 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和内化污名问

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见表 3。
2.4.2 效度分析 如表 4 所示， 青少年上网污名知

觉问卷中五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47 到 0.70
之间， 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 0.72 到 0.87 之间。 此

外，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作为效标，对青少年上

网污名知觉问卷及其五个维度进行效标关联效度分

析，除刻板印象外，其他维度与 PIU 总分均 呈现显

著相关。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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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青少年上网污名问卷的初步应用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比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5，数据显示：女生

在社交孤立、刻板印象、污名知觉、内化污名四个方

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以年级为自变量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

的五个维度和总知觉得分以及内化污名的年级差异

显著(P<0.001)。进一步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

上网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的得分随着年级升高而逐

渐升高的趋势效应显著(P<0.001)，各年级间的增量

明显。

3 讨 论

通过对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和青少年上网

内化污名问卷的一系列验证和分析， 结果表明两个

问卷的结构效度和信度系数良好，其中，青少年上网

污名知觉问卷包括标签、社交孤立、刻板印象、身份

受损、歧视体验五个维度，符合 Link 和 Phelan 对污

名过程的定义,与 Ritsher 等污名量表（ISMI）的 5 个

维度：疏离感、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验、社交退缩和

表 3 青少年上网污名化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与分半信度系数

表 4 上网污名知觉问卷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P<0.01

表 5 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各维度及总分上的性别和年级差异(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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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污名基本一致[11]。 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问卷只

有一个维度。 在其他领域的污名研究中内化污名是

多维度的， 如李利敏等对学习不良学生研究中均为

三维度[9，12]，Watson 和 Corrigan 等的理论构建时也认

为有三个维度， 刻板印象意识、 刻板印象认可及认

同。 出现这种差别可能由于青少年上网污名状况较

低，在内化污名的感知程度较低所致。
本研究显示， 女生的上网污名知觉和内化程度

显著高于男生， 污名知觉的性别差异一定程度上可

以用性别角色特征进行解释。女生比男生更敏感，感

性情绪比男生多，能够知觉到更多来自外界的评价。
而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的得分随着

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可能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

所学知识的增多， 自我意识逐渐明显导致个体有意

的增加了对群体内外差异的比较。
在内化污名的形成过程中， 污名知觉是内化污

名发生的基础， 内化污名同污名知觉在年级上的变

化趋势一致，两者间的相关系数达 0.74，相关程度较

高， 具有相似的趋势， 这一 结果进一步 的验证了

Corrigan 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是两个相互影 响、相

互促进的观点[8]以及 Mak 等内化污名是公众污名对

被污者产生效应的中介变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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