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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与其人格及应对方式的关系。 方法：随机抽取湖南某高校 600 名在校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主要表现为网络偏激行为，且网络偏激行为与网络色情行为存在显著

性别差异；网络偏激行为及网络色情行为与网络成瘾行为呈显著正相关；EPQ-N、EPQ-L、退避应对方式、生活事件对

网络偏差行为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结论：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与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及神经质人格特征关系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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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ing the relationgship between the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deviant behavior and their
personality and coping styles. Methods: 6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question-
naires. Results: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rnet deviant behavior,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nternet deviant behavior. Four factors played a clear role in prediction of the internet
deviant behavior as follow: EPQ-N, EPQ-L, avoidance coping style and life events. Conclusion: The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deviant behaviors were related to life events, coping styl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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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已成

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媒体， 并渗入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网络生活作为当代大学精神文

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学习、生活、

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1]。 近年来，由网络生活而引发的大学生网络偏差

行为已成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中 的一个突出 问

题。
目前对于网络偏差行为缺乏统一的定义[2，3]。 一

般来说， 偏差行为是指显著异于常态而妨碍个人正

常生活适应的行为，即消极行为或反常行为。也有学

者称为适应不良行为或问题行为。 网络偏差行为可

界定为网络使用者在使用网络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不

能适应正常的网络生活而产生的， 有违甚至破坏网

络规范的偏差行为的总称，包括网络过激行为、欺骗

行为、网络色情活动、网络侵犯/黑客、网络盗窃、视

觉冒犯等行为。
本研究主要考察四类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①

网络偏激行为[4]：包括网络骚扰， 网络欺负和网络暴

力；②网络欺骗：通过蓄意地改变身份，从而有利于

获得期望的结果或者达到某个状态和个人的目的；

③网络色情活动：包括制作或传播色情图片、色情音

像材料、色情文本材料或参与色情互动活动等；④网

络侵犯：制作或传播病毒、黑客、网络盗窃虚拟或现

实财产等。 旨在探讨大学生上述网络偏差行为与其

人格特质及应对方式的关系，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实证性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湖南某大学随机抽取 600 名在校大学生为调

查对象。 收回有效问卷 538 份， 有效样本中， 大一

414 人，大二 54 人，大三 60 人，大四 10 人；男生 300
人 ，占 55.8%，女 生 238 人 ，占 44.2%；年 龄 16～24
岁，平均 20.1±1.2 岁；理工类学生 375 人，占 69.7%，
文史和艺术类学生 126 人，23.4%，其它类 37 人，占

6.9%； 来自农村的 329 人， 占 61.2%， 来自城镇的

209 人，占 38.8%。
1.2 工具

1.2.1 网络行为问卷 该问卷是研究者参照国内外

有关研究编制而成，主要包括上网时间、上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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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目的、使用过的网络服务、网络偏差行为、上网

活动对自我生活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1.2.2 网络成瘾量表中文版（CIAS） 台湾陈淑惠等

编制，共 26 个条目，分为强迫性上网、戒断成瘾、耐

受性、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等因子。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27 个项目，包

括 6 个因子：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亲友与财

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及其他[5]。
1.2.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文版（EPQ-RSC）[6] 48
个条目，包括精神质、外倾性、神经质、掩饰性 4 个分

量表。
1.2.5 应对方式问卷 [7] 肖计划等编制，分为退避、
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等 6 个因子。

2 结 果

2.1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中，有

网络偏激行为的 95 人，占 17.7%，其中男生 78 人，
女生 17 人；有过网络色情行为的 64 人，占 11.9%，
其中男生 54 人， 女生 10 人； 有过网络欺骗行为的

29 人，占 5.4%，其中男生 21 人，女生 8 人；有过网

络侵犯行为的 13 人，占 2.4%，其中男生 11 人，女生

2 人。 其中网络偏激行为与网络色情行为存在明显

的性别差异。
2.2 大学生网络成瘾症状与网络偏差行为的相关

如表 1 所示， 网络偏激行为与网络色情行为与

网络成瘾症状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大学生网络成瘾症状与网络偏差行为的相关

表 2 各影响因子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回归分析

2.3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生活事件、应对方式、EPQ 各分量表共 14 个

变量为自变量， 以网络偏差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 4 个。 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主要表现为网

络偏激行为， 且网络偏激行为与网络色情行为存在

性别差异，男生明显多于女生。这与以往对中学生网

络偏差行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 网络成瘾行为的一些核心症

状（包括强迫症状，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和相关问题

（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与网络偏激行为

及网络色情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有学者认为，网络成

瘾行为是网络偏差行为的中介， 青少年过度沉溺于

网络，导致社会卷入过少，尤其是网络游戏的暴力、

血腥内容对青少年起到了启动、唤醒作用[8]。

本研究发现，生活事件，退避应对方式，EPQ-L
与 EPQ-N，可以作为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预测因

子。 其中 EPQ-L 对网络偏差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

说明掩饰性强的个体， 所反映出来的网络偏差行为

少。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掩饰的个体较少报告自己

的网络偏差行为。
综合本研究的结果，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习得良好的应对方式， 塑造健全的人格可能是大学

生减少网络偏差行为的有效途径， 这对广大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一

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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