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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健康教育课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干预效果ꎬ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提供依据ꎮ 方法　 以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使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筛查问卷筛选出实验组与控

制组大学生各 ４４ 名ꎬ采用前后测实验设计ꎬ对实验组实施心理干预ꎬ每周 １ 次ꎬ共 ８ 周ꎻ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处理ꎮ 采用孤独

感问卷(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Ｕｎｉｖ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ｓꎬＵＣＬＡ)、多维状态无聊量表(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Ｂｏｒｅｄ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ＭＳＢＳ)、交往焦虑量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ｘ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ＩＡＳ)、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评估问卷和问题性移动社

交网络使用行为筛查问卷进行效果评价ꎮ 结果　 干预前实验组、对照组孤独感问卷、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行
为评估问卷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实验组干预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检出率由 １００.０％下降到 ４５.８％ꎻ实验

组干预前后孤独感问卷、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行为评估问卷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

组与对照组后测时孤独感问卷、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行为评估问卷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心理健康教育课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ꎬ能有效改善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

交网络使用行为ꎬ降低负性情绪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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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普及ꎬ对青少年的影响

越来越大ꎬ对部分青少年的生理健康、人格发展、社交

技能发展等产生了消极影响[１] ꎮ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是青少年由于某种原因长时间和高强度

使用移动社交网ꎬ使个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等受到

消极影响ꎬ但尚未达到病理性或精神障碍程度的一种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２] ꎮ 以往研究发现ꎬ青少年问

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产生存在复杂的社会

心理与行为因素和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ꎬ其中人格因

素、情绪因素和社会心理动机因素及其之间复杂的作

用机制ꎬ以及青少年对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的注意

偏向特点和渴求性认知ꎬ也是该问题性行为产生的重

要因素[３] ꎮ 该领域的预防干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和

体育学等跨学科研究开展[４－６] ꎮ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已经被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

设ꎬ并作为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ꎬ针
对性设置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青

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进行干预ꎮ 本研

３５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１ 月以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大学生为

研究对象开展为期 ８ 周(每周 １ 次课)的干预研究ꎬ了
解心理健康教育课在缓解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中的效果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以
选择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大学生作为施测对象ꎬ为平

衡男、女性别比例ꎬ选择文科班与理科班各 １ 个ꎬ２ 个

班级共 ３００ 人作为实验组样本ꎮ 同时在没有选修该课

程的年级随机选取文科班和理科班各 ２ 个(共 ２７８ 名

学生)ꎬ作为控制组样本ꎮ 首先ꎬ向所有被试发放“青

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筛查问卷”ꎬ进行问题

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筛查ꎬ实验组样本共筛查

出肯定回答 ８ 个题目以上的学生 ４７ 名ꎬ其中男生 ２２
名ꎬ女生 ２５ 名ꎬ为平衡性别和学科差异最后确定 ２２ 名

男生和 ２２ 名女生共 ４４ 名作为实验组研究对象ꎬ平均

年龄(２０.１２±２.３５)岁ꎮ 控制组样本共筛查出肯定回答

８ 个题目以上的学生 ４９ 名ꎬ其中男生 ２４ 名ꎬ女生 ２５
名ꎬ为平衡性别、学科差异以及 ２ 组人数ꎬ最后确定 ２２
名男生和 ２２ 名女生共 ４４ 名作为控制组研究对象ꎬ平
均年龄(１９.８５±２.０８)岁ꎮ 所有研究对象自愿参与研究

并承诺积极配合实验ꎬ研究得到内蒙古民族大学伦理

委员会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评估问

卷　 采用姜永志[７]编制的“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评估问卷”ꎬ由个 ２０ 个题目构成ꎬ包括生

理损伤、黏性增加、认知失败、错失焦虑和负罪感 ５ 个

维度ꎮ 问卷使用李克特 ５ 级计分(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５ 代表完全符合)ꎬ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

社交网络使用倾向越严重ꎬ各维度分越高表明青少年

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某方面倾向较为严重ꎮ
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９１ꎬ各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系数在 ０.６６ ~ ０.９１ 之间ꎮ
１.２.２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筛查问

卷　 采用姜永志[８]编制的“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筛查问卷”ꎬ由 １２ 个题目构成ꎮ 问卷涵盖

青少年使用移动社交网络过程中出现的身心反应和

行为反应 ２ 个方面ꎮ 问卷采用 ０ꎬ１ 的 ２ 点计分法:被
试对某个题目持肯定选择计 １ 分ꎬ持否定选择计 ０ 分ꎮ
被试对 １２ 个题目持肯定选择的数量≥８ 个ꎬ可被初步

认定为具有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ꎮ 问卷内

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２.３　 孤独感问卷　 采用 Ｒｕｓｓｅｌｌ 等编制的“ＵＣＬＡ 孤

独量表”(第 ３ 版)ꎬ由 ２０ 个题目组成(１１ 个正向计分

题目和 ９ 个反向计分题目)ꎬ量表采用李克特 ４ 级计

分(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４ 代表完全符合)ꎬ量表属于单

维量表ꎬ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孤独感水平越高[９] ꎮ 本

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２.４　 多维状态无聊量表　 采用 Ｆａｈｌｍａｎ 编制、刘勇

等[１０]修订的“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中文版”ꎬ修订后的

量表共有 ２４ 个题目ꎬ包含注意缺乏、时间知觉 、低唤

醒、高唤醒和缺乏投入 ５ 个维度ꎮ 量表使用李克特 ５
级计分(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５ 代表完全符合)ꎬ维度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在某方面的无聊倾向越凸显ꎬ总分得

分越高表明无聊倾向越凸显ꎮ 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１.２.５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 Ｌｅａｒｙ 编制的“交往焦虑

量表”ꎬ量表由彭纯子等[１１] 于 ２００４ 年修订ꎬ量表由 １５
个项目构成ꎬ主要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

交焦虑体验的倾向ꎮ 量表使用李克特 ５ 级计分(１ 代

表完全不符合 ~ ５ 代表完全符合)ꎬ属于单维量表ꎬ得
分越高代表个体主观体验到的交往焦虑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３　 干预方法　 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设

计ꎬ实验组被试用 ８ 周时间学习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内

容ꎬ控制组不学习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容ꎬ比较

实验组前测后测得分和实验组控制组后测得分ꎮ
心理健康教育课实验干预共 ８ 周ꎬ每周 １ 次课共

８ 次课ꎬ每次课 ２ 学时共 ９０ ｍｉｎꎮ 所有参加研究的大

学生均事先接受“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

为评估问卷” “孤独感问卷” “多维状态无聊量表” 和

“交往焦虑量表”的测量ꎻ课程结束后再使用上述量表

进行复测ꎬ同时实验组还需要再次接受“青少年问题

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筛查问卷”的测量ꎮ
根据课程安排共设置 ８ 个相关主题:(１)社会适

应与心理健康ꎻ(２)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ꎻ(３)情绪管

理与心理健康ꎻ(４)压力应对与心理健康ꎻ(５)人际关

系与心理健康ꎻ(６)人格培育与心理健康ꎻ(７)意志品

质与心理健康ꎻ(８)网络生活与心理健康ꎮ ８ 个主题涵

盖了人格教育、情绪管理、人际关系、自我控制与意志

品质和网络心理健康ꎬ且均为前期研究中得出对移动

社交网络使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ꎬ围绕以上因素设

计课程能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处理相关统计

数据ꎮ 计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组控制组同质性分析　 实验前对实验组与

控制组被试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发现ꎬ２ 组在问

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孤独感、无聊倾向和交

往焦虑等问卷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２　 实验组课程学习前后问卷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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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检出率比较　 实验组在进行 ８ 周的心理健康课学

习后ꎬ被试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检出率上

比干预前明显下降ꎬ由最初的 １００.０％降到 ５２.２７％ꎮ
２.３　 实验组各变量前测后测比较　 对实验组和控制

组各变量得分进行前测后测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发

现ꎬ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孤独感、无聊倾向

和交往焦虑等问卷前测后测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 ５.８７ꎬ４.３４ꎬ８.３１ꎬ７.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
后测得分均值均低于前测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实验组控制组后测比较　 对实验组控制组后测

分数进行 ｔ 检验ꎬ结果发现ꎬ实验组与控制组在问题性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孤独感、无聊倾向和交往焦

虑等问卷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
且实验组均值低于控制组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验前后实验组控制组各变量得分比较(ｘ±ｓ)

实验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孤独感 无聊倾向 交往焦虑
实验前 实验组 ４４ ２.９２±０.８８ ２.６７±０.７８ ３.６３±０.８０ ３.１５±１.０７

控制组 ４４ ２.８８±０.９４ ２.８８±０.６７ ３.２４±０.９２ ２.９８±１.１９
ｔ 值 ０.３４ －０.６４ １.２４ ０.７５
Ｐ 值 ０.５８ ０.３６ ０.０９ ０.３２

实验后 实验组 ４４ 　 ２.３５±０.７９∗∗ 　 ２.２４±０.７７∗∗ 　 ２.７４±０.８５∗∗ 　 ２.６４±１.０１∗∗

控制组 ４４ ２.９０±０.９０ ２.７９±０.８２ ３.１７±０.８９ ３.０２±１.０４
ｔ 值 －５.１２ －５.２２ －４.４１ －５.１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与实验前比较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干预研究表明ꎬ在进行了 ８ 周的心理健康课程后ꎬ
被试对移动社交网络的依赖程度降低ꎬ与该问题性行

为密切相关的负性情绪也得到缓解ꎮ 基于问题性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基础设置的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ꎬ对缓解个体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

为具有积极作用ꎮ 但是ꎬ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中未能对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差异进行进一步检验ꎬ也可

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信度造成部分影响ꎮ 从整体来看ꎬ
心理健康教育课对降低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所具有的积极效果ꎬ能够成为一种有效干预手

段ꎮ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具有年轻化趋势ꎬ
大学生是该问题性行为的高危人群ꎬ心理健康教育课

作为一种常态化开设的学校课程ꎬ在课程设置和主题

内容选择上ꎬ应综合考虑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ꎬ如人格特质、情绪

因素和社会心理动机因素ꎬ在潜移默化的心理健康教

育中ꎬ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情绪管理能力、自
我控制能力和积极人格塑造能力ꎮ

随着大学生群体对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 ＡＰＰ 依

赖程度的增加ꎬ对大学生生理发展和心理行为的消极

影响日益凸显ꎬ使家长、学校和社会也倍受困扰ꎮ 当

人们在努力寻求如何缓解大学生对移动社交网络等

数字媒体过度依赖之时ꎬ却常忽略学校教育中心理健

康教育所应发挥的作用[１２] ꎮ 在多数人眼中ꎬ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课作为一种发展性的心理教育活动ꎬ能够预

防大学生群体中潜在的心理问题ꎬ并能够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ꎮ 但从前期研究可以看出ꎬ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体系中的多数主题都与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相

关ꎬ具有负性情绪、自我控制水平低和意志水平较差、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存在障碍的大学生也更倾向

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１３－１５] ꎮ 由此可见ꎬ在大学生学

习的不同学段ꎬ合理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ꎬ使
用适宜的教学方式进行讲授ꎬ能够在不同阶段和水平

上潜移默化地降低大学生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

概率ꎮ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由于开设的大众化和普遍化ꎬ

也成为了最为便捷和高效的干预方式ꎮ 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ꎬ心理健康教育课在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的教育干预过程中ꎬ仍需要在每个主题中

渗透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相关内容ꎬ如在情绪管理的

讲授中ꎬ举例与讨论分享可使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或智能手机成瘾的事例ꎻ在自我控制与意志品质

的讲授中ꎬ则可以举例如何控制每天使用智能手机或

者移动社交网络 ＡＰＰ 的时间和强度ꎮ 通过在每一个

主题中不断渗透相关的内容ꎬ才可以使整个心理健康

教育课围绕着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及其控制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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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视屏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对视力不良率的影响无

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变量赋值不合理、学生对时间的

估计不准确有关ꎮ
在 Ｇａｒｎｅｒ 等[１７] 的研究中ꎬ来自同一祖先的尼泊

尔夏尔巴人和藏族人有着显著的视力不良率的差异ꎬ
可能与生活方式不同有关ꎮ 现今我国藏族学生除了

学习汉族学生的所有课程以外ꎬ还要学习藏语ꎮ 为与

汉族学生竞争更优的教育资源ꎬ往往学习压力更大ꎬ
用眼时间更长ꎮ 因此ꎬ呼吁学校关注学生视力ꎬ尤其

是女生视力ꎬ坚持做好“两操一课” (课间操、眼保健操

和课外活动课) [１８] 、组织开展好运动会等体育活动ꎬ合
理布置家庭作业ꎬ提供达标的教室课桌椅、照明等条

件[１９] ꎻ家庭中父母要起到健康教育和监督责任ꎬ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ꎬ不过多地安排补课学

习等任务ꎬ平衡营养膳食ꎬ鼓励多吃富含维生素 Ｂ 的

食物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ＥＮ ＭꎬＷＵ ＡꎬＺＨ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

ｐｉａ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ｅｎｇｈｕａ ｃｉｔｙꎬ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ａ １５￣ｙｅａ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１８:１５９.

[２] 　 ＬＩ ＹꎬＬＩＵ ＪꎬＱＩ Ｐ.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Ｊ]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７:８８.

[３]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 Ｅꎬ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Ｅｙｅꎬ２０１４ꎬ２８(２):１２６－
１３３.

[４] 　 杨乐欣.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汉族及藏族学龄儿童视力

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Ｄ].兰州:兰州大学ꎬ２０１３.
[５] 　 ＭＡ ＹꎬＬＩＮ ＳꎬＺＨＵ Ｊ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Ｃｈｉｎａ:ａ ２￣ｙｅａｒ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

ｍ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１８:５３.
[６] 　 魏正东ꎬ郭青ꎬ达瓦次仁.拉萨地区藏、汉族学生视力的调查分析

[Ｊ] .学校卫生ꎬ１９８５ꎬ６(３):２１.
[７] 　 樊学惠ꎬ谢慎威.西藏日喀则地区 ２３６０ 名 １８ 岁藏族学生体质调

查研究[Ｊ] .重庆医学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３３):４６９７－４６９９.
[８]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６:２２－２３.
[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７ － ０５ －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６３６５５.ｈｔｍ.

[１０] 张子龙ꎬ马军ꎬ付连国ꎬ等.中国 ２０１０ 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２):１４２－１４６.
[１１] 董彦会ꎬ刘慧彬ꎬ王政和ꎬ等.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

年近视流行状况与变化趋势[ Ｊ]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１
(４):２８５－２８９.

[１２]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０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７９４－７９５.
[１３]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０５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７７１.
[１４] 张月琴ꎬ谢影.１２４１５ 例藏、回、汉族学生视力与色觉检查对比[ Ｊ] .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ꎬ２００６(４):４３８－４３９.
[１５] 张永华ꎬ宁文华.甘南州州属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现状调查分析

[Ｊ] .卫生职业教育ꎬ２００９ꎬ２７(６):１１７.
[１６] ＧＵＯ ＬꎬＹＡＮＧ ＪꎬＭＡＩ 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Ｊ] .Ｅｙｅ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６):７９６－８０４.

[１７] ＧＡＲＮＥＲ Ｌ ＦꎬＯＷＥＮＳ ＨꎬＫＩＮＮＥＡＲ Ｒ Ｆ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Ｓｈｅｒｐ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Ｊ] .Ｏｐｔｏｍ Ｖｉｓ Ｓｃｉꎬ１９９９ꎬ７６
(５):２８２－２８５.

[１８] 吴寿青ꎬ巴元森ꎬ康玉琴ꎬ等.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天祝藏族自治县中小

学生视力低下调查结果[ Ｊ] .职业与健康ꎬ２０１１ꎬ２７( ２３):２７８３ －
２７８４.

[１９] 林丹丹.上海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与光照环境的分析研究[ Ｄ].上
海:同济大学ꎬ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３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４


(上接第 ２５５ 页)
[５] 　 冀嘉嘉ꎬ吴燕ꎬ田学红.大学生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Ｊ]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４ꎬ１３(５):４８２－
４８７.

[６] 　 葛仁锴ꎬ钟小妹ꎬ陈荣.运动干预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影响的研究

[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５ꎬ４２(２１):３９１９－３９２１.
[７] 　 姜永志.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编制[ Ｊ] .心理

技术与应用ꎬ２０１８ꎬ６(１０):６１３－６２１.
[８] 　 姜永志.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研究[ Ｄ].呼和浩

特:内蒙古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８.
[９] 　 汪向东ꎬ王希林ꎬ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Ｍ].北

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ꎬ１９９９.
[１０] 刘勇ꎬ陈健芷ꎬ姜梦ꎬ等.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中文版在中国大学生

中的应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４):５４０ꎬ５５８－５６１.
[１１] 彭纯子ꎬ龚耀先ꎬ朱熊兆.交往焦虑量表的信效度及其在中国大学

生中的适用性[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１８(１):３９－４１.
[１２] 牛露颖ꎬ黄海ꎬ郭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冲动性对手机依赖的影

响及其交互作用[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８):１２５９－１２６１.
[１３] ＬＯＵ Ｌ ＬꎬＹＡＮ Ｚꎬ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ꎬ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

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Ｊ Ｅｄｕｃ Ｃｏｍｐｕｔ Ｒｅｓꎬ２０１２ꎬ４６(１):１０５－１１７.

[１４] ＭＡＳＵＲ Ｐ ＫꎬＲＥＩＮＥＣＫＥ ＬꎬＺＩＥＧＥＬＥ Ｍ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 ｎｅ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Ｊ] .Ｃｏｍｐ Ｈｕｍ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Ｃ):
３７６－３８６.

[１５] ＬＥＥ Ｙ ＫꎬＣＨＡＮＧ Ｃ ＴꎬＬＩＮ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
ａｇ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ꎬ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Ｃｏｍｐ Ｈｕｍ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３１):３７３－３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１

８５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