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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安徽部分大学专科学生手机成瘾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新１ꎬ２ꎬ范引光１ꎬ张爱荣２ꎬ叶冬青１

１.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ꎻ２.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专科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ꎬ为预防和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

样方法ꎬ对安徽省 １ 所医学专科学校、１ 所非医学专科学校共 １ ３２８ 名学生进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大学生感觉寻求

问卷、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专科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检出率为 １８ ８％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手
机成瘾与是否为医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与母亲的关系、饮酒状况等有关(χ２ 值分别为 ５２ １７ꎬ７ ６６ꎬ１３ ６６ꎬ７ ０５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感觉寻求中较高的去抑制寻求得分者手机成瘾风险较高(ＯＲ ＝ １ ０８ꎬＰ<
０ ０１)ꎻ而较高的现实人际关系得分者手机成瘾倾向的风险较低(ＯＲ＝ ０ ９７ꎬＰ<０ ０１)ꎻ相对医学生ꎬ非医学生的手机成瘾风

险较高(ＯＲ＝ ２ ８１ꎬＰ<０ ０１)ꎮ 结论　 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明显ꎬ应早期对青少年不良人际关系进行干预ꎬ对有去抑制倾向

学生及时积极引导ꎬ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 　 行为ꎬ成瘾ꎻ学生ꎻ因素分析ꎬ统计学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４５.５　 Ｃ ９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８￣１２３６￣０３

【基金项目】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重点项目 (２０１６ＸＭ－１)ꎮ
【作者简介】 　 李新(１９７９－　 )ꎬ女ꎬ安徽安庆人ꎬ大学本科ꎬ讲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行为流行病学ꎮ
【通讯作者】 　 叶冬青ꎬＥ￣ｍａｉｌ:ｙｄｑ＠ 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８.０３５

　 　 手机成瘾又称手机依赖、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

滥用ꎬ指个体由于过度不受控制的使用手机ꎬ产生不

良后果引起恶性循环ꎬ最终出现永存的负面影响[１] ꎬ
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行为成瘾[２] ꎮ 世界卫生组织

将过度使用智能手机视为公共卫生问题[３] ꎮ 近年来ꎬ

我国智能手机发展飞速ꎬ手机用户普及率已达每百人

９６.２ 部[４] ꎬ智能手机已成为大多数大学生的日常必需

品ꎮ 调查显示ꎬ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检出比例较

大[５] ꎬ本研究针对中部地区普通地级城市 ２ 所专科学

校在校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ꎬ分析专科学校

学生手机成瘾现状及其与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关

系ꎬ为专科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５—６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
在安徽省某地级市 １ 所医学专科学校、１ 所非医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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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校开展调查ꎬ回避性别差异过大的专业ꎬ按年级

分为大一、大二 ２ 层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５０％的班级ꎬ
以抽中班级的全部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４５２
份ꎬ其中合格问卷 １ ３２８ 份ꎬ合格率为 ９１.５％ꎮ 研究对

象平均年龄(２０.２５±１.３３)岁ꎻ医学专科学校学生 ７３９
名ꎬ非医学专科学校学生 ５８９ 名ꎻ女生 ６６８ 名ꎬ男生

６６０ 名ꎻ一年级学生 ７０８ 名ꎬ二年级学生 ６２０ 名ꎮ
１.２　 方法　 在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调查对象的知情

同意后ꎬ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在教室统一接受

问卷调查ꎮ 调查人员宣读统一的指导语、讲解填写方

法和注意事项ꎬ被试以匿名方式自行完成调查问卷ꎮ
１.２.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ＭＰＡＴＳ)
[６] 　 量表包括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

改变 ４ 个维度ꎮ 每项从“非常不符”到“非常符合”分

别计 １ ~ ５ 分ꎬ总分越高说明手机成瘾倾向程度越重ꎬ>
４８ 分为有手机成瘾倾向ꎮ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３ꎬ４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５５ ~ ０.８０ꎻ量表

的重测信度为 ０. ９１ꎬ４ 个维度的重测信度为 ０. ７５ ~
０.８５ꎮ
１.２.２　 大学生感觉寻求问卷(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ＳＳ)(中国版) [７] 　 问卷分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寻

求 ２ 个维度ꎬ每项涵盖从“不想做” “想做ꎬ但不一定去

做”“想做ꎬ若有机会一定去做”ꎬ分别记 １ ~ ３ 分ꎬ总分

越高说明感觉寻求愿望越明显ꎬ经标准分转换后ꎬ２０ ~
３８ 分为低感觉寻求ꎬ>５２ 分为高感觉寻求ꎬ>３８ ~ ５２ 分

为普通感觉寻求ꎮ 该量表及 ２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８ꎬ０ ８５ꎬ０ ８９ꎻ分半信度分别为 ０ ８６ꎬ
０ ８５ꎬ０ ８２ꎮ
１.２.３　 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ＵＩＲＱ) [８] 　 问卷包

括 ４ 个维度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法ꎬ其中 １ 个维度为

虚拟人际关系ꎬ不纳入本研究ꎻ现实人际关系 ３ 个维度

叠加分数越高说明现实人际关系越和谐ꎬ０ ~ ６５ 分为

“不和谐”、６６ ~ １０３ 分为“良好”、１０４ ~ １３０ 分为“很和

谐”ꎮ 该量表及 ４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２ ~
０.９２ꎻ重测信度为 ０.７９ ~ ０.８９ꎮ
１.２.４ 　 生活满意度量表(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ＷＬＳ) [９] 　 共 ５ 个项目ꎬ每项涵盖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ꎬ分别计 １ ~ ７ 分ꎬ总分越高说明自我生

活满意度越高ꎮ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１９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数据库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采

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ꎬ２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ꎻ对定性资料

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使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筛选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手机成瘾单因素分析　 大学生手机成瘾量表平

均得分为(３８.７９±１０.４７)分ꎬ有手机成瘾倾向学生 ２５０
名ꎬ手机成瘾倾向检出率为 １８.８％ꎬ其中男生 １２８ 名ꎬ
女生 １２２ 名ꎮ 专业、是否独生子女、与母亲的关系、饮
酒状况对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手机成瘾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专业 医学生 ７３９ ８８(１１.９) ５２.１７ <０.０１

非医学生 ５８９ １６２(２７.５)
性别 男 ６６０ １２８(１９.３) ０.２８ ０.６０

女 ６６８ １２２(１８.２)
生源地 城市 ３２６ ６３(１９.３) ０.０７ ０.７９

农村 １ ００２ １８７(１９.７)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４３３ １００(２３.１) ７.６６ ０.０１

否 ８９５ １５０(１６.８)
年级 一 ７０８ １３６(１９.２) ０.１５ ０.７０

二 ６２０ １１４(１８.４)
与母亲的关系 差 ５２ ２０(３８.４) １３.６６ <０.０１

一般 １４４ ２６(１８.１)
好 １ １３２ ２０４(１８.０)

是否吸烟 从未吸过 １ ０４１ １９２(１８.４) ０.５１ ０.７８
现在不吸 １５７ ３１(１９.７)
现在在吸 １３０ ２７(２０.８)

饮酒状况 从未喝过 ３７５ ５９(１５.７) ７.０５ ０.０３
喝过 １~ ２ 次 ７１９ １３４(１８.６)
喝过多次 ２３４ ５７(２４.４)

是否学生干部 是 ４５６ ９４(２０.６) １.４９ ０.２２
否 ８６８ １５５(１７.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感觉寻求与去抑制得分、现实人际关系、生活满

意度得分在是否有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是否手机成瘾大学生感觉寻求

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得分比较(ｘ±ｓ)

手机

成瘾
人数

感觉寻求

兴奋与冒

险行为
去抑制寻求 总分

现实人

际关系

生活

满意度

是 ２５０ ３５.１０±８.６６ ２６.０６±７.１８ ６１.１６±１３.１１ ８０.６４±８.７０ １５.２８±５.２６
否 １ １２８ ３５.７０±９.４１ ２３.０２±５.０６ ５８.７１±１２.２５ ８３.５７±８.７８ １６.７８±６.１０
ｔ 值 ０.９７ ６.３６ ２.８１ ４.７６ ９.９１
Ｐ 值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以手机是否成瘾为因变量(成瘾 ＝ １ꎬ非成瘾 ＝
０)ꎬ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强迫引入法

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相对于医

学生ꎬ非医学类学生手机成瘾风险较高ꎻ较高的去抑

制总分者手机成瘾风险较高ꎬ而较高的现实人际关系

总分者手机成瘾风险较低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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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３２８)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专业 医学生 １.００

非医学生 １.０３ ０.１６ ４１.２２ <０.０１ ２.８１(２.０５ ~ ３.８６)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００

否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７４ ０.９５(０.７０ ~ １.２９)
与母亲的关系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９８(０.７４ ~ １.２９)
饮酒情况 不饮酒 １.００

喝过 １ ~ ２ 次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９２ ０.９８(０.６３ ~ １.５３)
喝过数次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９４ ０.９９(０.６７ ~ １.４４)

去抑制寻求 ０.０８ ０.０１ ４２.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８(１.０６ ~ １.１１)
生活满意度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５４ ０.９９(０.９７ ~ １.０２)
现实人际关系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９７(０.９６ ~ ０.９９)
常量 －２.３５ ０.９９ ５.６７ ０.０２ －

３　 讨论
目前国内外手机成瘾检出率有一定差异ꎬ可能与

采用的测量量表不同、标准不统一有关ꎮ 此次研究手
机成瘾检出率为 １８.８％ꎬ其中医学专科学生手机成瘾
检出率为 １２.０％ꎬ与以往一些医学院校大学生相关调
查结果一致[１０－１１] ꎻ非医学专科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
２７.５％ꎬ也与一些综合类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接
近[１２－１３] ꎮ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手机成瘾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可能是医学院校学生学业压力较大ꎬ学习
氛围与非医学院校不同有关ꎮ 另外ꎬ有研究发现文科
生比理科生更倾向手机成瘾[１４－１５] ꎬ此次调查医学类学
生均为理科生ꎬ而非医学类综合性专科学生有很多文
科生ꎬ非医学类学生手机成瘾风险较高可能与之
有关ꎮ

有手机成瘾倾向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手机
上ꎬ会忽略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交流ꎬ直接影响手
机成瘾者的现实人际关系ꎬ智能手机可能与现实人际
交流发生冲突ꎬ成为面对面交流的障碍[１６－１７] ꎮ 同时ꎬ
现实人际关系不好者倾向于通过在线聊天工具进行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ꎬ增加使用手机的机会ꎬ更易沉浸
在智能手机提供的各种功能中ꎮ 手机中的世界和现
实世界差距越大ꎬ对现实世界就越排斥ꎬ现实人际关
系就越差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较高的去
抑制总分是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ꎬ而较高的现实人际
关系总分是手机成瘾的保护性因素ꎻ相对医学类学
生ꎬ非医学类学生手机成瘾的风险较高ꎮ 日常大学生
活相对单调、接触人群范围窄ꎬ不能满足高去抑制寻
求者的感觉寻求ꎬ而智能手机可提供方便、新奇的信
息ꎬ可实现匿名的、无界限的网络社会交往ꎬ满足学生
追求更多新感受和新体验的去抑制心理ꎬ可能是高去
抑制水平的学生具有更高手机成瘾倾向的原因ꎮ

综上所述ꎬ医学专科在校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明
显ꎬ应注意培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ꎬ早期对青少年
不良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ꎬ对有去抑制
倾向学生及时积极引导ꎬ让学生正确、有效地使用手
机ꎬ尽量减少手机成瘾ꎬ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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