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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对网络相关图片的认知加工特点。 方法：以接受住院治疗的网络成

瘾者为被试，采用点探测任务范式进行研究。 结果：网络成瘾组对网络图片的注意偏向显著高于控制组，有明显的注

意维持偏向；在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500ms 的条件下，网络成瘾组对网络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随后

注意偏向下降，表现出接近-回避的注意模式。 结论：网络成瘾组的注意偏向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随后注意偏向下

降，表现出接近-回避的注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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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related pictures of adolescent in-
ternet addicts.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dot detection task was adopted to inspect the attention bias between internet ad-
dicts and ordinary adolescents. Results: The internet addicts had maintained attention and more obvious attention bias to
the internet pictures than the others, demonstrating an approach-avoidance attention mode when the internet pictures were
displayed for 500ms. Conclusion: The internet addicts have more obvious attention bias to the internet pictures than ordi-
nary adolescents, demonstrating an approach-avoidance atten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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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 Goldberg 首先提出了 “网络成瘾”的

概念，并将其命名为“网络成瘾综合症”，它是指个体

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产生明显的社会、 心理损害

的现象[1，2]。 Young 作为最早系统研究此现象的心理

学家，将其正式命名为“网络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

质作用下人们上网行为的失控， 是一种类似于病理

性赌博强迫行为。
国内外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网络成瘾的形成因素

和影响因素研究。如研究发现，情绪不稳定和行为冲

动的个性特征，孤独感、外控倾向及消极自我概念对

青少年网络成瘾有显著影响 [3]。 随着认知心理学在

临床实践和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 人们开始试图寻

找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根源及特点。 已有关于

物质成瘾及行为成瘾者对相关线索认知偏向的研究

为 进 一 步 开 展 网 络 成 瘾 的 研 究 提 供 了 启 示 。 如

Townshend 和 Duka 采用点探测任务范式，比较了不

同程度的酒精使用者对酒精相关刺激的选择性注意

差异。结果发现，过度酒精使用者对酒精相关刺激表

现出了注意偏向，表明了对相关药物的“注意固着”
在药物依赖、渴求和复发中起重要的作用[4]。 McCusker
和 Gettings 发现病理性赌博者对赌博行为相关词表

现出自动的认知偏向 [5]。 国内研究者借鉴物质和行

为成瘾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对网络成瘾者的认知特

点进行了研究， 试图为网络成瘾的认知治疗提供更

多的启示。 如刘树娟发现过度网络使用者对网络术

语、网络需要和消极情绪词存在注意选择偏向[6]。 张

智君等结果显示， 网络游戏过度使用者对游戏图片

存在明显的注意偏向 [7]。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使

用过度者对相关线索有其特有的认知加工特点。 但

这些研究都以通过量表测试筛选获得的大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
非临床的被试缺乏症状的典型性， 所以要把结

果推广到临床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有些被试

虽具有一定的典型症状，但多数是在校学生，这就影

响了被试的代表性。 而接受治疗的临床被试主要基

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获得，即根据诊断标准，
综合运用观察法、 访谈法和测量法等多种方法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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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行为进行评判， 其诊断结果更为客观和有效。 因

此， 探讨临床被试的认知特征对网络成瘾的临床诊

疗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以临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为对象，采

用点探测任务范式， 探讨其对网络相关线索的注意

特点，为进一步建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诊断、康复程

度的认知检测指标以及认知训练技术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实验组被试为来自广州市某心理医院接受住院

治疗的网络成瘾（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 20 人，
平均年龄为 17.48 岁，入院时间均在 1 个月以内，无

其它精神疾病。 通过对被试本人及其心理医生的访

谈，了解其成瘾程度及类型。控制组被试为广州市某

中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平均年龄为 16.53 岁，共 20
人。 控制组被试经过 Young 的 8 问题诊断量表和雷

雳等编 制 的 青 少 年 病 理 性 互 联 网 使 用 量 表 的测

试[8，9]。 Young 的 8 问题诊断量表的评分方法采用了

刘树娟[6]、张智君[7]、王立皓、童辉杰等 [10]类似的方法，
对量表的记分方法进行了修正，得分低于 21 分的为

正常被试。 雷雳等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的项目平均得分，小于 3 分者界定为“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正常群体”。 控制组被试要同时符合两个量表

正常被试的分组标准。 网络成瘾组和控制组被试在

性别和年龄上相匹配， 所有被试均无脑外伤或精神

疾病，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
1.2 实验材料

用于正式实验的图片材料包括与网络有关的图

片和与网络无关的中性图片两类。经过前期搜集，从

网上初选出与网络有关的图片 40 张， 包括网上游

戏、聊天、娱乐、邮件、新闻、购物等各种网上活动，以

及网址图片。同时初选 40 张与网络有关图片色彩相

匹配，且与网络无关的中性图片。 请随机选取的 40
名中学生就图片与网络的相关程度、 对图片的熟悉

程度、图片的愉悦度以七点量表进行主观评价。最后

筛选出网络图片和非网络图片各 20 张，作为正式实

验材料；网络图片和非网络图片各 5 张，作为练习用

实验材料。 各类图片在熟悉度和愉悦地上差异不显

著，而在网络相关性上，差异非常显著。

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为 2 （网络相关图片、 网络无关图片）×3
（250ms、500ms、1000ms）×2（网络成瘾组、正常组）混

合实验设计。 其中图片类型、呈现时间是组内变量；

组别为组间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位置探测点

的反应时、正确率。
研究采用点探测任务范式， 考察被试对不同类

型图片的注意特征。实验采用 E-Prime 软件编程。整

个实验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 正式实验阶

段的流程与练习阶段相同，练习结束后，被试有一个

选择， 可根据自己对实验要求的了解程度选择重新

练习或进入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阶段实验流程如附

图所示。
整个实验中， 探测点呈现在左和探测点呈现在

右的次数是相等的， 且对每个被试的呈现顺序都是

随机的。 正式实验的指导语如下：实验开始前，请认

真阅读下面的指导语。实验开始时，屏幕正中间将会

出现一个注视点+，提示你做好准备，接着屏幕左右

两边会呈现两张不同的图片， 请你快速观察这两张

图片。图片消失后，在其中一张图片的位置会出现一

个黑色的圆点。 你的任务是判断这个圆点的位置并

做出按键反应。 如果圆点在左边，请按“F”键，如果

圆点在右边，请按“J”键。实验图片呈现时间有限，请

以准确为前提，尽可能快速地做出判断。明白上述指

导语后，请集中注意力，并把左手的食指放在“F”键

上，右手的食指放在“J”键上。 准备好后，请按“Q”键

开始练习。 在整个正式实验过程中， 被试可休息四

次，防止疲劳效应的影响。

附图 实验刺激呈现流程图

2 结 果

为了减少无关因素的影响，高于平均反应时 2.5
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反应时 2.5 个标准差的数据不

进行统计。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的错误率进行比

较，其差异均不显著，且被试的错误率在 5%以下，
不同时间条件下对探测点的反应时见附表。

参考 Field、Mogg 等 [11]的方法计算注意偏向，即

不同图片呈现时间条件下， 被试对非网络图片位置

探测点的反应时减去对网络图片位置探测点反应时

之差，为被试对网络相关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
根据这一方法计算不同图片呈现时间条件下，

每个被试的注意偏向得分， 对所有被试的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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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注意偏向反应时数

据的 2（组别）×3（图片呈现时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组别主效应显著，F（1，38）=4.13，P<0.05，
网络成瘾组被试的注意偏向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
时间主效应不显著 F（2，37）=1.30，P>0.05；时间与组

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2，37）=1.57，P>0.05。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组被试在不同呈现时间条件

下的注意偏向差异， 为此又分别对两组被试在不同

呈现时间条件下的注意偏向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配对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500ms 呈现时间

条件下， 网络成瘾组的注意偏向得分显著高于控制

组 被 试，t=2.85，P=0.007。 配 对 图 片 的 呈 现 时 间 为

250ms 和 1000ms 呈现时间条件下，网络成瘾组的注

意偏向得分均高于控制组被试， 但差异尚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P>0.05。

附表 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探测点反应时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 网络成瘾组被试的注意偏向显

著高于控制组被试。 这一结果与刘树娟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 [6]。 这就表明网络成瘾者也存在类似药物

成 瘾 者 对 相 关 线 索 的 注 意 偏 向 。 Robinson 和

Berridge 的药物成瘾诱因—易感化模型认为， 长期

使用成瘾性药物会逐渐对药物的作用以及与药物相

关的中性刺激变得非常敏感， 形成对药物及其相关

线索的神经易感化， 使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特性成

为突现性诱因 [12，13]。 Franken 扩展了该模型，认为依

赖者将更多的注意资源投放到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

的自动加工过程中， 导致依赖者对药物线索的注意

难以转移，而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性，对药物线索的

自动化“注意固着”势必影响对竞争线索的加工 [14]。
对药物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在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

中具有核心地位[15]。 与之类似，网络成瘾者由于长时

间地使用互联网， 就会对与网络相关的刺激变得敏

感，网络相关刺激就成为网络成瘾者的突出诱因。于

是， 网络成瘾者在加工网络相关线索和竞争性线索

时， 就将更多的有限注意资源投放到对前者的加工

中，这样就减弱了对竞争性线索的加工。
研究结果还表明， 配对图片呈现时间为 500ms

的条件下， 网络成瘾组的注意偏向得分显著高于控

制组被试。 Townshend 和 Duka 采用点探测 任务范

式，发现刺激在 500ms 呈现时间条件下，过度饮 酒

者对酒精相关刺激表现出注意偏向 [4]。 研究者采用

眼动技术探讨吸烟者对与烟相关刺激的认知偏向。
结果都发现过度吸烟者对与烟相关线索存在维持注

意的偏向，而没有发现最初注意定向的偏向[16，17]。 本

研究结果与之也是一致的， 网络成瘾者对网络相关

线索的注意偏向主要也是表现在注意的维持阶段。
Field 和 Mogg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过度的社交饮酒

者对酒精相关图片表现出注意偏向， 而且注意偏向

主要表现在更长的呈现时间即 500ms 和 2000ms 条

件下[11]。然而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在 1000ms 呈现时间

条件下网络成瘾组和控制组被试注意偏向的明显差

异。 这表明网络成瘾者在较长的刺激呈现时间条件

下，对网络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发生了转移，对网络

相关线索的加工表现出了接近—回避冲突。 Stormark
等的研究发现， 酒精依赖者在治疗中表现出对酒精

相关线索注意偏向后的回避偏向， 即接近-回避的

注意偏向模式[18]。 本研究与之结果是一致的，这可能

是因为在最初的接近阶段， 网络相关线索可能激活

了网络成瘾者的上网欲望。而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组

体验更多的上网焦虑，对网络有更多的消极评价 [19]。
所以在随后的回避阶段， 网络相关线索可能使网络

成瘾者试图去停止这种欲望。 人们对情绪相关信息

的加工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无意识水

平的自动加工模式； 另一种是抑制情绪信息得到进

一步加工的控制加工模式。 对网络相关线索的注意

偏向可能是发生在无意识的自动加工阶段， 之后个

体进入控制加工阶段， 这样就可能导致个体停止对

上网的渴求，进而出现对网络相关线索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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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际自立外， 个人自立中的个人独立和个

人责任与创伤后一般心身症状的关系密切。 个人责

任是指行为严谨； 个人独立是指能自己解决所遇到

的基本个人（非人际）生活问题[7]。 可以看出，个人责

任与大五人格中的责任性特质类似。 可以认为个人

独立和个人责任很可能是创伤后一般心身症状的保

护性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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