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职业信息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及时关注国家传染

病自动预警信息系统发布的肺结核患者预警信息ꎬ收
到预警后及时核查并完善患者职业信息ꎮ (３)发生疫

情时ꎬ学校、疾控机构和定点医院要严格按照规范要

求开展疫情处置工作ꎬ最大限度防止疫情在校园的

播散ꎮ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必须引起教育和卫生行政

部门的高度重视ꎬ要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ꎬ学校、疾
控机构和结核病定点医院要各司其职ꎬ严格按照要求

落实结核病常规防控措施和疫情处置措施ꎬ早期发现

疫情ꎬ及时规范处置ꎬ将学校结核病疫情控制在萌芽

阶段ꎬ防止聚集性结核病疫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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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家庭功能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ꎬ为高校制

定合理干预措施改善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湖南省 ２ 所高校 ７５８ 名大一学生ꎬ
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大学生人际适应性分量表、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相

关分析表明ꎬ手机成瘾与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得分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０７ꎬ－０.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与家庭功

能类别呈正相关( ｒ＝ ０.１８ꎬＰ<０.０１)ꎮ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ꎬ家庭功能通过人际适应到手机成瘾、家庭功能通过主观家庭

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到手机成瘾、家庭功能直接到手机成瘾这 ３ 条路径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总效应为 ２.９５ꎬ中介

效应为 １.４８ꎮ 结论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家庭功能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ꎮ
【关键词】 　 家庭ꎻ人际关系ꎻ适应ꎬ心理学ꎻ家庭特征ꎻ行为ꎬ成瘾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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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成瘾是指过度使用手机而产生的依赖现象ꎬ
当个体不使用手机时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不适反

应[１] ꎮ 手机成瘾在大学生群体中十分普遍ꎬ若不进行

干预ꎬ长时间后会引发一系列心理与行为问题ꎬ甚至

产生抑郁情绪及自杀想法[２－３] ꎮ 研究认为ꎬ家庭环境

可能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４] ꎬ卿再花等[５] 发

现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ꎬ最
新的研究也发现与母亲关系较好的大学生手机成瘾

比例更低[６] 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家庭收入、父母学历及家庭社会

功能对人际交往具有重要影响[７－８] ꎮ 一些学者将以上

家庭因素定义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９] ꎮ 家庭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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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ꎬ还可以通

过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产生间接影响[１０] ꎮ 另一方

面ꎬ大学生手机成瘾又与人际关系存在密切关联[１１] ꎬ
人际适应性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自尊、孤独感对手

机成瘾的关系[１２－１３] ꎮ 人际关系也被证实可以影响青

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从而导致大学生网络成瘾[１４] ꎮ 为

此ꎬ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手机成瘾的关

系ꎬ以及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其中的作

用ꎬ为大学生手机成瘾干预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在

湖南省 ２ 所高校选取 １４ 个班级的大一学生进行量表

调查ꎮ 调查在 １ 名心理学背景研究生的指导下ꎬ以手

机在线答题的形式在教室里集中完成ꎮ 调查前ꎬ学生

需阅读知情同意书ꎬ主试向学生说明本调查目的和内

容ꎬ承诺调查结果的保密性ꎬ并说明调查结果与学业

成绩无关ꎮ 学生确认后在线完成问卷调查并提交系

统ꎮ 最终有 ７５８ 名学生完成本次调查ꎬ其中男生 ３５５
名(４６.８％)ꎬ女生 ４０３ 名(５３.２％)ꎬ平均年龄(１８.２２±
１.１９)岁ꎮ 本研究通过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家庭关怀指数问卷(Ｆａｍｉｌｙ ＡＰＧＡＲ ｉｎｄｅｘꎬ ＡＰ￣
ＧＡＲ) 　 中文版问卷由张作记等[１５]修订ꎬ共 ５ 个条目ꎬ
采用 ０(几乎不) ~ ２(经常)的 ３ 级计分ꎬ总分在 ７ ~ １０
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ꎬ４ ~ ６ 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

碍ꎬ０ ~ ３ 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ꎮ 本研究中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ꎮ
１.２.２　 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
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ＳＳ －Ａ) 　 全式量表由胡牡

丽等[１６]编制ꎬ共 ２ 个条目ꎬ分别测量家庭在社会中的

地位和在学校群体中的地位ꎮ 本研究只选用家庭地

位评估条目ꎬ采用 ０ ~ １０ 级评分ꎬ分值越大表明主观家

庭经济地位越高ꎮ
１.２.３　 大学生人际适应性分量表(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
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ｓｃａｌｅꎬ
ＣＳＡＩ－Ｉ) 　 该量表取自卢谢峰[１７] 编制的大学生适应

性量表ꎬ其中人际适应性分量表共有 １１ 个条目ꎬ采用

１(非常不符合) ~ ５(非常符合)级评分ꎬ得分越高ꎬ人
际适应能力越好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２. ４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 　 由熊婕等[１] 编制ꎬ共 １６ 个

条目ꎬ分为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

４ 个因子ꎮ 采用 １(非常不符) ~ ５(非常符合) ５ 级计

分ꎬ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手机成瘾倾向越明显ꎮ 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及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程序进

行数据处理ꎬ采用单因素检验比较不同家庭功能间的

因子差异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的关系ꎻ
根据 Ｈａｙｅｓ 统计方法ꎬ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模型 ６ 检验链式中

介效应[１８] ꎬ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抽样 ５ ０００ 次ꎬ获得估

计偏差校正的 ９５％ＣＩꎬ区间不包含 ０ 则有统计学意

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

验[１９] ꎬ共有 ９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１ꎬ第 １ 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２１.９２％( <４０％)ꎬ结果显示数据不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ꎮ
２.２　 不同家庭功能大学生各变量比较 　 ７５８ 名被试

中ꎬ家庭功能良好的 ３７８ 人ꎬ占 ４９.８７％ꎻ中度障碍的

３２８ 人ꎬ占 ４３.２７％ꎻ严重障碍的 ５２ 人ꎬ占 ６.８６％ꎮ 单因

素分析显示ꎬ不同家庭功能的主观家庭经济地位、人
际适应和手机成瘾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ꎬ相较于家庭功

能中度障碍和严重障碍的学生ꎬ家庭功能良好的学生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更高ꎬ人际适应更好ꎬ手机成瘾倾

向更少(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家庭功能中度障碍和严重

障碍的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家庭功能大学生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家庭功能 人数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人际适应 手机成瘾
良好 ３７８ ６.２０±１.６５ ４４.４１±５.８４ ３６.７１±９.９１
中度障碍 ３２８ ５.７０±１.６７ ４０.８８±５.８５ ３９.８４±９.３６
严重障碍 ５２ ５.２３±１.６２ ３９.６２±６.３１ ４１.８７±１２.１２
Ｆ 值 １２.７７ ３８.６６ １２.３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各变量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ꎬ手机成瘾与主

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得分均呈负相关ꎬ与家庭

功能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各量表得分相关分析( ｒ 值ꎬｎ＝ ７５８)

变量 家庭功能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人际适应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０.１８∗∗

人际适应 －０.３０∗∗ ０.２８∗∗

手机成瘾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３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家庭功能对手

机成瘾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以手机成瘾倾向为因变

量ꎬ家庭功能类型为自变量ꎬ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

际适应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家
庭功能→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为 １.４７ꎬ家庭功能→人

际适应→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为( －２.５４) ×( －０.５０)＝
１.２７ꎬ家庭功能→主观家庭经济地位→人际适应→手

机成瘾的中介效应为( － ０. ４９) × ( ０. ８４) × ( － ０. ５０) ＝

６２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４０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９



０.２１ꎮ 因此ꎬ总的中介效应为 １.２７＋０.２１ ＝ １.４８ꎬ总效应

为 １.４７＋１.４８ ＝ ２.９５ꎮ 该模型中各中介路径的效应量:
人际适应为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４３.０５％ꎻ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人际适应为 ０.２１ / ２.９５ ＝ ６.７８％ꎻ总中介效应为 ４３.０５％
＋６.７８％ ＝ ４９.８３％ꎮ ３ 条路径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２.１４ꎬ
Ｐ<０.０１ꎬ调控 Ｒ２ ＝ ０.１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

家庭功能对手机成瘾中的中介效应(ｎ＝ ７５８)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家庭功能→主观家庭经济地位→手机成瘾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１２
家庭功能→人际适应→手机成瘾 １.２７∗∗ ０.２４ ０.８２~ １.７６
家庭功能→主观家庭经济地位→人际适应→手机成瘾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３４
家庭功能→手机成瘾 １.４７∗ ０.５８ ０.３３~ ２.６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中ꎬ仅 ４９.８７％的大学生主观报告家庭功能

良好ꎬ比较发现家庭功能良好的大学生主观家庭经济

地位更高ꎬ人际适应性更好ꎬ手机成瘾倾向更少ꎮ 相

关分析也发现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人际适应越

好ꎬ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越少ꎬ反之ꎬ家庭功能障碍越

严重ꎬ 手 机 成 瘾 倾 向 越 高ꎬ 与 前 人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４ꎬ１０ꎬ１２－１３] ꎮ
进一步的中介分析表明ꎬ家庭功能既可以直接影

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ꎬ也可以通过主观家庭经济地

位和人际适应共同影响ꎮ 既往研究也支持了主观家

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性对手机成瘾有重要影

响[１０ꎬ２０] ꎮ 具体来看ꎬ家庭经济地位可能对人际适应性

存在重要影响ꎬ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存在更多的人

际关系问题[２１] ꎬ而人际适应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可能是

源于低水平人际互动导致的同伴支持引起的[５] ꎮ 以

上研究支持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具有较强的社会性[２２] ꎬ
其发生发展可能是由内部家庭因素和外部人际因素

叠加导致ꎬ而这两类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ꎮ 家

庭功能损伤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性情绪和心理行

为[２３] ꎬ如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的降低ꎬ造成人际适应能

力下降ꎬ同伴关系的疏远ꎬ同伴支持缺失ꎬ从而导致大

学生通过频繁使用手机缓解压力ꎬ获得愉悦感ꎬ导致

手机成瘾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认为构建良好的家庭功能ꎬ提

高大学生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能有效预防手机成瘾行

为的产生ꎮ 对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而言ꎬ应关注

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ꎬ开展人际适应相关的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与活动ꎬ通过提高人际适应能力ꎬ增强同伴

关系ꎬ提高同伴支持ꎬ减少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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