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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成瘾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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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成瘾是在没有外界物质的作用下，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社会或心理功能损害现象。网络成瘾在大学生群

体之间非常常见。本文主要阐述了大学生网络成瘾与网络特性、生活事件、自我表露、学校的关系，以及对网络成瘾现

象如何防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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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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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ddiction is a phenomenon of social or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caused by excessive use of the Internet

without external substances. Internet addiction is very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nternet characteristics, life events, self-disclosure, schools, and pre-

liminary discussion on how to prevent and cure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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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1994 年，美国精神病学家 Ivan Goldberg 博士首次提出网

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的概念。IA 是指在没有外界物

质的作用下，因为每天使用网络过度，从而使得社会或心理功

能出现损害的现象。[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显

示：到 2015 年年底，中国网民已经达到 2.87 亿，其中 19 ～ 24

岁的青少年所占比例为 48.1%，是最多的群体。[2]究其原因，他

们网络成瘾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方面：（1）高校网络的便捷性；

（2）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3]IA 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有这几个

方面：（1）学业发展；（2）身心健康；（3）人际交往。[4-6]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出现网络成瘾，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能够积

极、健康的生活。本文主要对网络成瘾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

出一些解决这一现象的思路和方法。

1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是一种新型成瘾方式，是在科技发展迅速的

今天，由于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个人电脑的广泛使用所导致的。

网络成瘾有如下症状：（1）网络的滥用；（2）学业、工作、社会、家

庭等功能的减弱。Pittsburgh 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的 Young 把“病

理性互联网使用”定义为一种没有麻醉作用的冲动控制障碍。

2 网络成瘾的原因

2.1 网络特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网络具有许多特性：（1）开放性；（2）匿名性；（3）虚拟性；

（4）交互性；（5）丰富性；（6）便捷性。这些特性使得人们很容

易沉溺于网络世界。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在使用网络的过程

中，人们通过沟通会产生快感，而这些快感会使得人们不停的

的使用网络，从而使人们获得网络成瘾。现在大多数大学生

都是独生子女，从小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孤单，然而上述网

络的这些特性可以满足大学生的渴望交流沟通的心理需求。

仔细分析大学生为什么容易导致网络成瘾，笔者认为主要是

如下两方面的原因：（1）网络的幵放性以及虚拟性；（2）大学生

是接受新生事物最多、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其

身心发育却并不健全，抵御不良诱惑、分析、判断能力较弱，故

而容易引起网络成瘾。

2.2 生活事件、自我表露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遭遇生活事件的大学生有更大机率发展成为

网络成瘾。初入大学，大学生会遇到的诸多问题，并且多需要

自己处理。如果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不能得到及时调节，就容易

导致其陷入消极状态，甚至选择逃避。大学生是网络高频使用

者，网络成为其逃避现实或缓解情绪的主要途径。自我表露是

个体向他人表达情感、交流观点的重要方式。其作用为增进大

学生的自我认知，并且能够降低人与人之间的神秘感，建立亲

密关系，维护身心健康。自我表露程度高的大学生，其生活事

件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表露给他人，那么他们在网络中的自我

表露需求就会降低，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较小，因而不易网络成

瘾。对于自我表露程度高的大学生，其生活事件刺激程度较

弱，因为他们会将生活事件带来的苦恼与沟通对象诉说，降低

遭遇生活事件的焦虑程度，减轻压力，所以生活事件对网络成

瘾的影响相对较低。

2.3 学校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国内有学者研究认为，学校也是网络成瘾形成的催化剂，

主要原因是（1）学校学习生活环境的变化；（2）角色转变的不

适应。由于当前就业压力大，国家对科研实力的重视，从而使

得很多学校只关注培养学业能力，并没有按照“德智体美劳”

等综合素质方面培养我们的大学生。此外，我们的大学生在

中小学就开始接触计算机了。然而在这个阶段，计算机互联

网知识、用途教育缺乏前瞻性、系统性，互联网道德教育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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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几乎空白。这样的现象使得自控能力就比较差的大学生失

去了一个正确认知网络、正确使用网络的宝贵机会，从而在大

学发展成为网络成瘾。我们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来改善大

学生网络成瘾的现状：（1）优化学校教育环境；（2）改进教育方

法；（3）扩充教育内容；相信通过上述手段，可以使学校教育成

为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方法途径，使得大学生网络成瘾现

象得到改善。

3 针对网络成瘾现象的对策和思路

3.1 政府部门加强对网络游戏的立法与监管

政府部门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强网络方面的管理：首

先，制定法律法规，来对网络游戏进行相关的管理。与欧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有如下的特点：起步晚，发展

快。由于网络游戏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健

全和行业自律缺乏等现状，更需要国家通过加强立法的方式对

网络游戏行业进行监管。法律由于其强制性与权威性，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其二，推行游戏分级制度。目前我国采

取的是“一刀切”的审批制，即一旦游戏通过了审批，所有年龄

段的用户都可以使用。当然，实行游戏分级制度主要针对 18

岁以下用户，对于大学生而言，几乎都是已经超过了 18 岁的青

年，网络游戏的限制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第三，防沉迷系统。

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防沉迷系统对于绝大部分已经成年的大

学生来说，没有任何的限制。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存在着很多问

题，主要原因如下：（1）我国网络游戏引入时间短，发展速度快；

（2）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

加强对这个行业的规范引导。

3.2 网络游戏企业优化行业自律、承担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网络游戏产业收入规模早已远远超过电影票房、

电视娱乐节目、音像制品发行的收入。这是一个随着科技革命

孕育而生的新兴产业，然而与其高产值、高收益和巨大经济推

动力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眼里，网络游戏

从来都不登大雅之堂。近年来，国家也开始正视网络游戏这一

新兴产业，将其视为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并且给予其各方面的

支持，主要做了如下两方面的工作：（1）规范与引导网络游戏产

业的良性发展；（2）逐步树立起“玩健康的游戏与健康地玩游

戏”的新理念。随着国家对网络游戏产业的重视以及公众对这

个产业的重新认知，网络游戏企业也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首先，网游企业要有强烈的企业责任感，一定要把好网络游戏

源头关。网络游戏企业是架在游戏与玩家之间的一座桥梁，所

以增强网络游戏企业的责任意识，对于预防网络游戏成瘾是最

有效杜绝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方式。其次，在推广和开发网络游

戏时，网络游戏企业必须注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功能，发展有

中国特色的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只有这样，网游企业才能创

造出优秀的作品。

3.3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机制

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个因素相

关。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该负起责任，我们要清楚学校

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与外界交流的教育基地。要真正从根源上

预防和戒除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不能只靠教育和心理疏

导、医疗机构的努力、单纯治理网吧，这是一个复杂而又严谨的

社会问题，必须通过全社会的综合治理才能够解决。家庭、学

校、社会必须学会通力合作，统一协调，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建

立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管理长效机制。只有保证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在方向上的高度一

致，才能“目标一致、功能互补、配合密切”的杜绝网络游戏成瘾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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