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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状况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的关系ꎬ为减少大学生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Ｉｎｖｅｎｔｏ￣
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ꎬＩＰＰＡ)ꎬ对整群抽取的 １ １０９ 名湖南省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

成瘾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２８ꎬＰ<０.０５)ꎬ女生的手机成瘾程度高于男生ꎮ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

量表中的沟通、信任因子均呈负相关ꎬ与疏离因子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同伴依恋在父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５２ꎬ占总效应的 ２６.７％ꎻ同伴依恋在母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

效应值为－０.０５２ꎬ占总效应的 ２４.９％ꎮ 结论　 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ꎬ亲子依恋可以通过同伴依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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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我国高校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率达 ９９％以

上[１－２] ꎮ 手机的过度使用导致手机依赖或手机成瘾等

问题行为的出现[３] ꎮ 手机成瘾是指过度沉迷于以手

机为媒介的活动ꎬ对手机的使用产生强烈和持续的渴

求感与依赖感ꎬ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

损害[４] ꎮ 有研究表明ꎬ手机成瘾会影响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ꎬ引起学业倦怠和睡眠障碍等问题ꎬ严重时会引

起抑郁或自杀倾向[５－８] ꎮ 依恋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与

重要他人(如父母或亲密朋友)建立的一种稳定的情

感联结[９]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手机的过度使用与父母依

恋呈负相关ꎬ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手机成

瘾行为[１０] ꎮ Ｌｅｐｐ 等[１１] 研究表明ꎬ低质量的亲子依恋

会导致个体问题性手机的使用ꎮ
根据发展情境论的观点ꎬ个体的发展是由家庭、

同伴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１２] ꎮ 同伴依恋在个体成

长中的重要性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１３] ꎮ 张铭等[１４] 研

究发现ꎬ同伴关系差的大学生更容易发生手机成瘾行

为ꎮ 亲子依恋作为儿童最初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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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模式[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假设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对

大学生手机成瘾行为存在预测作用ꎬ且同伴依恋在亲

子依恋与手机成瘾间存在中介作用ꎮ 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从湖

南省 ４ 所本科学校、４ 所高职学校中采取网络问卷集

体施测的方式进行调查ꎬ所有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

生担任ꎮ 施测前宣读指导语及保密原则等ꎬ所有被试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回收 １ １４３ 份问卷ꎬ有效问卷 １ １０９
份(９７.０３％)ꎬ其中男生 ２６２ 名ꎬ女生 ８４７ 名ꎻ文科学生

６２３ 名ꎬ理工科学生 ４８６ 名ꎻ恋爱中学生 ２７５ 名ꎬ未恋

爱学生 ８３４ 名ꎻ来自城镇学生 ４１１ 名ꎬ农村 ６９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统一指导语进行施测ꎬ要求被试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真实做答ꎮ 调查已获得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学术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 　 采用熊婕等[１７] 编制

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ꎬ该量表包含戒断症状、
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 ４ 个因子ꎬ共 １６ 道题ꎮ
采用 ５ 点计分(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

合、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分值超过 ４８ 分说明存

在手机成瘾ꎮ 在本研究中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８２ꎮ
１.２.２　 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ꎬＩＰＰＡ) 　 由 Ａｒｍｓｄｅｎ 等编制ꎬ包括父

子依恋、母子依恋和同伴依恋 ３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

包括 ３ 个因子(信任、沟通、疏离)ꎬ各分量表均有 ２５
道题ꎮ 本研究选取王争艳等[１８]修订的依恋问卷ꎬ采用

５ 级计分(从来不是这样、偶尔这样、有时是这样、经常

是这样、总是这样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本研究中ꎬ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１４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描述性分

析、相关性分析和 ｔ 检验ꎬ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进行中介作

用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筛选出手机成瘾大学生 ２１５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１９.３９％ꎮ 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在性别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在专业、恋爱状况以及来自农

村或城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各因子间

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

中的信任、沟通因子均呈负相关ꎬ与疏离因子呈正相

关ꎻ亲子依恋、同伴依恋各因子之间相关均有统计学

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学指标 人数 得分 ｔ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６２ ３７.３９±１０.４９ －２.２８ <０.０５

女 ８４７ ３９.０７±１０.３８
专业 文科 ６２３ ３８.９３±１０.３２ １.６４ >０.０５

理工科 ４８６ ３８.３５±１０.５６
恋爱状况 恋爱 ２７５ ３８.５０±１０.５４ －０.９９ >０.０５

未恋爱 ８３４ ３９.２０±１０.０６
城乡 农村 ４１１ ３８.０８±１０.６５ －１.４４ >０.０５

城镇 ６９８ ３９.０２±１０.２８

表 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各因子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１０９)

变量 手机成瘾 母子信任 母子沟通 母子疏离 父子信任 父子沟通 父子疏离 同伴信任 同伴沟通
母子信任 －０.１７８
母子沟通 －０.１１６ ０.６９０
母子疏离 ０.２０４ －０.６８８ －０.５５０
父子信任 －０.１７３ ０.４８４ ０.３８４ －０.３６７
父子沟通 －０.１４６ ０.３２５ ０.４４８ －０.２８０ ０.７１２
父子疏离 ０.１５２ －０.３４４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３ －０.７７３ －０.５３１
同伴信任 －０.２０２ ０.３２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６ ０.３３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４
同伴沟通 －０.１３３ ０.３１９ ０.２５１ －０.２１８ ０.３３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８ ０.８１４
同伴疏离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０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０９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９ －０.７０２ －０.５７１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检验

２.３.１　 同伴依恋在父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的

中介作用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同伴依恋在父子依恋

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的关系进行检验ꎬ采用极大似然

估计法进行模型构建ꎬ并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ꎮ 父子依恋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直接作用

路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１１４ꎬＰ<０.０５)ꎬ加入中

介变量后ꎬ结构模型拟合结果良好:χ２ ＝ ５ ０００.８７ꎬｄｆ ＝

４５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７ꎬＣＦＩ ＝ ０.９８４ꎬＴＬＩ ＝ ０.９７８ꎮ 父子依恋

与同伴依恋( β ＝ ０.２９７)、同伴依恋与手机成瘾( β ＝
－０.１７４)、父子依恋与手机成瘾(β ＝ －０.１４１)之间的路

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说明同伴依

恋在父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效应ꎬ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５２ꎬ占总效应的 ２６.７％ꎮ 父子

依恋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为－０.１４１ꎬ占总效

应的 ７３.３％ꎮ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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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学生父子依恋同伴依恋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模型

２.３.２　 同伴依恋在母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的

中介作用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同伴依恋在母子依恋

与大学生手机成瘾间的关系进行检验ꎬ采用极大似然

估计法进行模型构建ꎬ并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ꎮ 母子依恋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直接作用

路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１２４ꎬＰ<０.０１)ꎬ加入中

介变量后ꎬ模型拟合结果良好:χ２ ＝ ４ ６７１.２９ꎬｄｆ ＝ ４５ꎬ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７７ꎬＴＬＩ ＝ ０.９６８ꎮ 母子依恋与

同伴依恋 ( β ＝ ０. ３１２)、 同伴依恋与手机成瘾 ( β ＝
－０.１６７)、母子依恋与手机成瘾(β ＝ －０.１５７)之间的路

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说明同伴依

恋在母子依恋与大学生手机成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效应ꎬ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５２ꎬ占总效应的 ２４.９％ꎮ 母子

依恋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为－０.１５７ꎬ占总效

应的 ７５.１％ꎮ 见图 ２ꎮ

图 ２　 大学生母子依恋同伴依恋与手机成瘾的中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 究 显 示ꎬ 大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的 检 出 率 为

１９.３９％ꎬ女生高于男生ꎬ与以往的研究一致[１９－２０] ꎮ 大

学女生更乐于用手机进行人际交往ꎬ并通过手机来缓

解进入大学后的孤独感[１１] ꎬ因此手机成瘾程度更高ꎮ
手机成瘾得分在恋爱与否、来自农村或城市、文理专

业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

同[２１－２２] ꎮ 可能是由于手机已成为现代大学生生活中

的一个重要工具ꎬ手机成瘾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ꎬ需
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ꎮ

本研究将亲子依恋分为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分

别探讨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ꎬ并探讨同伴依恋的

中介作用ꎮ 相关分析发现ꎬ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亲子依

恋、同伴依恋中的信任和沟通因子呈负相关ꎬ与疏离

因子呈正相关ꎮ 亲子之间互相信任、沟通ꎬ个体可以

从健康的依恋模式中获得安全感ꎬ认为自己是被关心

的ꎻ同伴间的信任与沟通能够提升个体的人际关系ꎬ
并且大学生正处于向个体独立的重要转变时期ꎬ良好

的亲子和同伴关系能帮助个体顺利度过这一重要时

期ꎬ从而有效减少对手机等媒介的成瘾行为[２３－２４] ꎮ 亲

子或同伴间的疏离会影响大学生的自我表征ꎬ认为自

己不值得被关爱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

足ꎬ致使沉迷于智能手机的虚拟世界来弥补心灵需求

或缓解消极情绪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同伴依恋在亲子依恋与大学

生手机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即亲子依恋直接影响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同时也通过同伴依恋间接影响大

学生手机成瘾ꎮ 一方面在个体成长过程中ꎬ家庭是社

会化发展的首要场所ꎬ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

系ꎬ依恋质量高的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更温暖的亲子

关系ꎬ认为父母是值得信赖的ꎬ遇到问题时也可以通

过沟通获得父母的理解与支持ꎬ从而降低手机成瘾的

风险ꎻ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生而言ꎬ同伴是被激活的依

恋对象ꎬ幼儿期的亲子依恋模式会影响同伴依恋的形

成ꎬ高质量的亲子依恋有利于个体乐观、合群、愉快等

性格特征的发展ꎬ养成积极的行为方式ꎬ形成健康的

同伴关系[２５] ꎮ 而不良的亲子依恋模式则会影响大学

生的人际交往ꎬ难以与他人建立现实的亲密人际关

系ꎬ只能求助于手机等网络媒介ꎮ 本研究证明了父子

依恋在大学生行为发展中的重要性ꎬ高质量的父子依

恋对手机成瘾行为具有保护作用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缺
乏父亲管教的儿童更易产生问题行为[２６] ꎮ 在未来的

教育中ꎬ需加强父亲对个体行为发展的作用ꎮ
根据本研究结果ꎬ构建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能

有效预防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ꎬ同时也可以通过改善

同伴关系、获得同伴支持来减少手机成瘾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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