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全县中学基本实现了寄宿制ꎬ学校成为学生学习、
生活最为主要的场所ꎮ 中学阶段是学校结核病疫情

的好发年龄段之一ꎬ部分学生学习环境拥挤ꎬ通风不

佳ꎬ且学习压力较大、营养不良、缺乏锻炼ꎬ容易导致

结核病发病和传播流行[４] ꎮ 学校暴发的疫情ꎬ一是对

广大师生健康造成损害ꎬ二是引起各级政府、社会及

家长过多的关注ꎮ 因此ꎬ主动早期发现结核患者是防

止结核在校园传播的重要措施[５] ꎮ 调查显示该县中

学生结核病流行病学呈以下特征:一是与全省平均发

病水平相比ꎬ该县学生病例数占全部结核病发病人数

比例高于贵州省[６] ꎮ 学生结核病发病 １１１ 例ꎬ占总发

病人数的 １３.２％ꎬ其中中学生发病 １００ 例(本次筛查

９９ 例)ꎬ占学生结核病发病人数的 ９０.１％ꎮ 提示学校

结核病防治工作要以中学生为重点开展ꎮ 二是高中

学生的 ＰＰＤ 试验阳性率、肺结核病的检出率均高于初

中学生ꎬ尤其是务川高级中学 ＰＰＤ 试验阳性率达

９.３７％ꎬ肺结核病检出率 １.００％ꎬ呈学校结核病聚集性

发病ꎬ暴露出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存在薄弱环节ꎬ
给学生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ꎬ也对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ꎮ 原因如下:一是高中学

生学习负担重ꎬ特别是务川中学是全省的示范高中ꎬ
学生的学习负担更重ꎬ缺乏体育锻炼ꎻ二是高中学校

人员密集ꎬ增加受感染风险ꎻ三是学校生活设施存在

不足ꎬ特别是务川中学是新校区ꎬ周边及校内建设工

程多ꎬ扬尘污染较重ꎻ四是学校疾病防治工作开展不

力ꎮ 在我国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中ꎬ肺结核报告发病

和死亡数位居甲、乙类传染病前列[２] ꎬ也是该县传染

病发病率近年来位居第一位的传染病ꎮ 建议学校结

核病防治工作要以中学生为重点开展ꎬ学校要尽力改

善教学、生活环境ꎬ学习教育、体质达标要同步进行ꎮ
ＰＰＤ 试验在结核病诊断、预测结核病流行、发现新患

者及进行卡介苗预防接种监测方面ꎬ具有简便、快速、
敏感且较准确的特点ꎬ对结核病诊断和预防有积极意

义[７] ꎮ 新生入学 ＰＰＤ 筛查肺结核及可疑人群是肺结

核病防治非常有效的措施ꎬ可以形成长效的制度规定

开展ꎮ 同时加大健康教育宣教力度ꎬ培养学生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ꎬ注意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ꎬ加强体育

锻炼ꎬ了解肺结核感染的途径、可疑症状及预防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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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发展ꎬ手机依赖已成为国内外

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ꎬ中国手

机网民规模达 ６ ２０ 亿ꎬ在 １０ ~ １９ 岁和 ２０ ~ ２９ 岁人群

中比例分别达 ２１ ４％和 ２９ ９％ꎻ在不同职业构成中以

学生所占的比例最高ꎬ为 ２５ ２％[１] ꎮ 青少年作为我国

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ꎬ有研究表明ꎬ长期使用手机将对人的

视力、听力、神经、血液、免疫力等造成严重的损伤[２] ꎮ
笔者以相关文献为基础ꎬ就青少年手机依赖及国内外

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如下ꎮ

１　 概念界定

对于手机依赖的概念ꎬ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统一

的界定ꎮ 有学者将其称为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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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手机成瘾等ꎮ 目前ꎬ国外研究者对手机依赖

的界定可以归纳为如下 ４ 类:(１)从手机过度使用层

面出发ꎬ Ｓａｔｏｋｏ 等[３]将其界定为过度使用和间歇性的

渴望使用移动电话ꎮ (２)从手机无法运行层面出发ꎬ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等[４]强调一个人在手机联系不畅通(没电或

没有信号)时的恐惧、焦虑等心理ꎮ (３)从手机依赖的

表现和危害层面出发ꎬ部分学者认为有手机依赖行为

的人常会强迫性地检查短信和语音信箱、手机使用所

带来的高经济成本、人际冲突等问题[５－６] ꎮ (４)国内学

者多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来定义手机

依赖ꎮ 其中师建国等[７] 从医学视角将其定义为个体

因使用手机行为失控ꎬ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

显受损的痴迷状态ꎻ徐华等[８] 从心理学视角认为ꎬ尽
管手机依赖行为并不直接涉及某些具有具体生物效

应的物质ꎬ但反常地从事这类活动却会导致痛苦或明

显影响生理、心理、社交等ꎻ宫佳奇等[９] 从社会学视角

将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ꎬ主要是对

手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发挥的传统功能(打电话、发
短信)的依赖ꎮ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ꎬ国内外学者对概念界定都

各有侧重点ꎬ也说明手机依赖所包含的内涵较为丰

富ꎬ不同于其他成瘾行为ꎮ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ꎬ统
一界定才尚未成熟ꎬ未来学者可以以手机依赖概念的

界定为方向开展研究ꎮ

２　 研究对象和调查方法

到目前为止ꎬ国内外手机依赖研究的研究对象主

要集中在青少年ꎬ但国外手机依赖研究对象的年龄和

学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ꎮ 如 Ｃｈｏｌｉｚ[５]研究选取的是 １２
~ １８ 岁的青少年ꎻＴｈｏｍｅｅ 等[１０] 研究选取的是 ２０ ~ ２４
岁的青少年ꎻＫａｍｉｂｅｐｐｕ 等[１１] 的研究对象来自初中ꎻ
Ｍｉｚｕｋｏ 等[１２]的研究对象来自覆盖范围更广的 ２４ 所高

中和大学ꎮ 国内研究对象选取虽然也是学生群体ꎬ但
年龄覆盖范围却很狭窄ꎬ而且学历层次也是以本科院

校在校大学生和少许高职生为主ꎬ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陈秀清[１３]对“９０ 后”高职生的手机依赖研究ꎮ
目前ꎬ问卷调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手机

依赖研究ꎮ 与国内相比ꎬ国外手机依赖研究方法和形

式更为多样化ꎮ 如 Ｂｉａｎｃｈｉ 等[６] 的研究采用了通过地

方报纸刊登广告来招募志愿者的方式ꎻＶａｃａｒｕ 等[１４] 研

究采用了焦点小组访谈法ꎻＤａｆｎａ 等[１５] 研究采用了交

互式语音应答法ꎻＸａｖｉｅｒ 等[１６] 研究采用了二次资料分

析法等ꎮ 在国内ꎬ多数学者采用的是最为常见的问卷

调查法ꎬ有部分学者的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与访

谈法相结合[１７－１８] ꎬ也有部分学者是将文献法、访谈法、

问卷调查法三者结合[１９－２０] ꎬ实证研究较少[２１] ꎮ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ꎬ国内手机依赖的研究对象

优点在于因年龄和学历的单一ꎬ研究成果应用到青少

年群体中具有针对性ꎻ缺点在于因年龄和学历的局

限ꎬ在手机依赖这一社会现象普遍存在的时代ꎬ可推

广性小ꎬ社会效益局限ꎮ 国内研究形式上较为单一ꎬ
未来研究可向国外借鉴ꎬ但国内外都缺乏实证研究ꎮ

３　 诊断和测评工具

对于手机依赖ꎬ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诊断和

测评标准ꎬ但有不少学者都自行编制了测评工具来诊

断手机依赖ꎮ 如 ２００５ 年澳大利亚学者 Ｂｉａｎｃｈｉ 等[６]就

根据行为和技术成瘾文献ꎬ编制了«手机问题使用量

表»(ＭＰＰＵＳ)ꎮ 该量表包含耐受性、逃避其他问题、戒
断性、渴求性和产生消极 ５ 个维度ꎬ共 ２７ 个项目ꎮ 随

后该量表被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借鉴为基本

的测评工具ꎮ 同年ꎬ韩国学者 Ｐａｒｋ[２２]根据成瘾的心理

模型和 Ｈｏｒｖａｔｈ 编制的电视成瘾量表修订版本测量手

机成瘾ꎬ在 ＤＳＭ－ＩＶ 的基础上ꎬ以韩国大学生为测试

对象建立了信、效度较高的手机成瘾问卷ꎮ ２０１１ 年ꎬ
Ｌｏｕｉｓ[２３]参考 Ｙｏｕｎｇ 的网络成瘾量表编制了手机成瘾

指数量表ꎬ该量表包括失控性、戒断性等 ４ 个维度ꎬ共
２０ 个项目ꎮ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依据其他成瘾理论ꎬ联系信息

时代背景来编制测评工具ꎮ ２００８ 年徐华等[２４] 根据

ＤＳＭ－ＩＶ 以及物质和行为成瘾等相关理论ꎬ从耐受性、
戒断性等 ４ 个维度出发ꎬ自行编制了大学生手机依赖

量表ꎮ ２０１２ 年熊婕等[２５] 借鉴网络成瘾的理论和模型

编制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ꎮ 随着近几年智能

手机的兴起ꎬ苏双等[２６] 于 ２０１４ 年编制了大学生智能

手机成瘾量表ꎬ包括 ＡＰＰ 使用、ＡＰＰ 更新等 ６ 个因子ꎬ
共 ２２ 个项目ꎮ

对手机依赖诊断标准的不成熟和量表的多样化ꎬ
原因可能与以下 ２ 点有关:(１)手机成瘾具有特殊性ꎬ
即手机成瘾既包含物质(技术) 成瘾ꎬ也包含行为成

瘾ꎬ依据物质成瘾来编制量表具有片面性ꎮ (２)随着

信息和科技的发展和变化ꎬ手机更新换代迅速ꎬ统一

标准难度较大ꎮ

４　 手机依赖现状

国外 Ｓｎｃｈ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等[２７] 研究显示ꎬ马德里高

中生的手机依赖率为 ２０％ꎻＤｉｘｉｔ 等[２８]研究报道了 ２００
名印度医学生的手机依赖率为 １８ ５％ꎻ一项韩国调查

表明ꎬ７５％的韩国大学生呈现出“手机中毒症候群”ꎮ
在国内ꎬ陆少艳等[２９] 对 １ ４３９ 名医学生的研究显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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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依赖率为 １５ ８％ꎻ黄海等[３０]对武汉大学生的研究

显示手机依赖率为 １５ ４％ꎬ网络依赖率为 ８ ７％ꎬ存在

一定比例的依赖共病现象ꎻ陈秀清等[１３] 对 ３００ 名湖南

高职生的研究表明ꎬ “ ９０” 后有手机依赖倾向者占

３３ ９１％ꎬ手机依赖症占 ２ ８７％ꎮ
总体而言ꎬ青少年手机依赖处于中等水平ꎬ但是

各学者对手机依赖率所公布的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距ꎬ可能与手机依赖量表使用、样本量大小、研究对

象等的不同有关ꎬ同时也提示手机依赖现象在青少年

中较为普遍ꎬ甚至有低龄化的趋势ꎮ

５　 影响因素

５.１　 年龄和年级　 年龄和年级是常见的国内外手机

依赖影响因素ꎮ Ｃｈｏｌｉｚ[５] 调查结果显示ꎬ１５ ~ １６ 岁组

的青少年在使用手机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ꎬ也
因此与父母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矛盾ꎮ 一项来自韩国

１ ０６ 万户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ꎬ智能手机成

瘾按年龄来分ꎬ１０ ~ １９ 岁和 ２０ ~ ３０ 岁分别占比为

１８ ４％和 １３ ６％ꎬ手机依赖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大学

生[３１] ꎮ ２０１１ 年 Ｃｈｒｉｓｏｐｈ 等[３２] 的研究也证实了 Ｂｉａｎ￣
ｃｈｉ 等[６] 的研究结果ꎬ即年轻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

容易受因手机使用产生的相关问题困扰ꎮ 此外ꎬ黄海

等[３０ꎬ３３]研究表明ꎬ低年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高于高年

级ꎬ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相反[３４－３５] ꎮ 原因可能为高年

级学生课程基本结束ꎬ课余时间充足ꎬ同时面临即将

毕业、步入社会、就业求职、继续求学等压力ꎬ也意识

到手机在社交和求职中的重要性ꎬ所以需要通过手机

来获取重要信息和排泄压力ꎮ
５.２　 性别 　 性别差异是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之一ꎮ
Ｓｎｃｈ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等[２７]研究报道了马德里高中生的手

机依赖率ꎬ其中男生为 １３％ꎬ女生为 ２６ １％ꎻＣｈｏｌｉｚ[５]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孩比男孩手机依赖的程度更高ꎻ
陈秀清等[１３ꎬ３０]研究表明ꎬ女生在关系卷入、人际疏离、
心理和生理反应等方面得分较男生高ꎮ 与此相反的

是ꎬＤａｆｎａ 等[１５]研究结果表明ꎬ男性有更严重手机依赖

倾向ꎮ 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表明ꎬ男生在戒断性、社会

增益、强迫性、失控性等方面得分高于女生ꎮ 而与前

两种观点都不同的是ꎬＭｉｚｕｋｏ 等[１２] 、赵林萍[３６] 研究表

明ꎬ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ꎮ 可能与随时代的

进步ꎬ性别差异逐步减少ꎬ手机依赖越来越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有关ꎮ
５.３　 专业　 已有的国内外研究都有涉及专业对手机

依赖的影响分析ꎮ 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医学生群

体的单独研究ꎬ如 Ｓａｔｏｋｏ 等[３] 、Ｄｉｘｉｔ 等[２８] 的研究ꎮ 而

国内研究更侧重于对医学与非医学类学生两大群体

的差异研究ꎬ如陆润泽等[３７] 研究结果显示ꎬ医学生手

机依赖所占比例最低ꎬ理科生所占比例最高ꎬ文科类

其次ꎻ李源晖等[１７] 研究结果显示ꎬ文史哲类和艺术体

育类大学生高于医学类ꎮ 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非医

学生比医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更高ꎮ 原因一方面是非

医学生专业课安排较医学生轻松ꎬ课余时间较多ꎻ另
一方面与非医学生专业课程需要使用手机查阅数据、
资料、解决运算等问题有关ꎮ
５.４　 生源地　 国外研究在生源地的比较分析上少有

提及ꎻ而在国内的各领域研究里ꎬ生源地常被学者视

为重要因素之一ꎬ手机依赖研究也不例外[１９ꎬ３８] ꎮ 有调

查显示ꎬ来自农村的学生手机依赖率高于来自城市学

生[３９] ꎮ 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智能手机的

普及ꎬ所以手机依赖率较高ꎻ而来自城市的学生接触

手机和网络早、家庭经济条件好、娱乐方式多样化ꎬ手
机的吸引力相对较弱ꎮ
５.５　 其他变量　 国内外学者对手机依赖的相关性研

究主要集中于人格特质、自尊、孤独感、生活方式、睡
眠等与手机依赖的关系ꎮ Ｂｉａｎｃｈｉ 等[６] 的研究发现ꎬ性
格外向、神经质与手机成瘾行为呈正相关ꎬ即外倾性

性格的人更容易受手机依赖的困扰ꎬ神经质的人更容

易表现出手机依赖ꎮ 该观点在 Ｓａｔｏｋｏ[３]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等[３２]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ꎮ 国内也有与其

相似的研究ꎬ如黄海等[４０]的研究显示ꎬ神经质、严谨性

与手机依赖存在相关性ꎬ同时神经质与严谨性能有效

预测手机依赖ꎮ 而与之不同的是ꎬ孙玲等[４１] 的研究表

明内外向性格并不是手机依赖行为的决定性人格因

素ꎮ Ｚｕｌｋｅｆｌｙ 等[４２]的研究表明ꎬ自尊与手机成瘾之间

存在 负 性 关 系ꎬ 与 宋 亮 等[２１]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ꎮ
Ｐａｒｋ[２２]研究指出孤独感与手机依赖呈正相关ꎬ即孤独

的学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倾向ꎬ与国内刘红等[４３－４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Ｓａｔｏｋｏ 等[３] 研究发现ꎬ健康生活水

平与手机依赖程度呈负相关ꎬ宋亮等[２１]的研究也证明

了手机使用能负性影响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
运动、压力等方面)ꎮ

综上所述ꎬ年龄和年级、性别、专业、生源地、其他

变量都对手机依赖有一定的影响ꎬ均为国内外手机依

赖成因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ꎬ也为依据成因提出行

之有效的干预策略指明了思路和方向ꎮ

６　 危害与干预策略

６.１　 身体危害　 国外研究中ꎬ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 等[４５] 的研究

发现ꎬ每天打电话超过 １ ｈ 会导致烦闷、眩晕、疲劳、头
疼、疲乏、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症状ꎮ Ｆｒｅｄｒｉｋ 等[４６] 对

１５ ~ １９ 岁青少年的调查发现ꎬ过度使用手机会出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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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头疼、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差等问题ꎮ
Ｔｈｏｍｅｅ 等[１０] 和 Ｋａｍｉｂｅｐｐｕ 等[１１] 研究显示ꎬ４９ ３％的

初中生会出现失眠、 睡眠不足等睡眠障碍ꎮ Ｓｕｂｂａ
等[４７]调查也显示ꎬ３４ ５％的医学生出现过手机幻听ꎮ
Ｎｙｌｕｎｄ 等[４８]研究显示ꎬ每天暴露于手机辐射超过 １０ ｈ
可引起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细胞因子表达异常ꎮ
Ｒｅｄｍａｙｎｅ 等[４９]研究证实长期手机辐射会对男性精子

质量造成影响ꎮ
国内研究中ꎬ孙玲等[４１] 研究表明ꎬ手机依赖者可

伴有心悸、气促、出冷汗、头疼、头晕、疼痛、手脚发麻、
眼睛干涩、濒死感等症状ꎮ 张兰君[５０] 研究指出ꎬ一旦

成瘾则会表现出头晕、胸闷、心烦不适的症状ꎮ 胡

伟[１９]研究表明ꎬ过度的长时间使用网络会引起腰酸腰

痛ꎬ全身乏力ꎬ肩、肘、腕关节出现多见的炎症ꎮ 陶舒

曼等[３９]研究显示ꎬ有手机依赖行为和抑郁症状的医学

生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１７ ９％ꎮ
６.２　 心理危害　 Ｊａｍｅｓ 等[５１] 的研究发现ꎬ手机使用对

人的认知和记忆力有影响ꎮ Ｔｈｏｍｅｅ[１０]的研究发现ꎬ手
机使用与压力、心理失常及情绪低下有正向关系ꎮ Ｈａ
等[５２]研究认为ꎬ有手机依赖症的青少年普遍有抑郁、
焦虑以及低自尊的表现ꎮ Ｓｎｃｈ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等[２７] 调查

发现ꎬ高中生过度使用手机会造成更多的抑郁、受挫

感和社交孤立感ꎮ
姜永志等[４４]研究发现ꎬ手机依赖除了可以直接影

响孤独感外ꎬ还会通过网络的社会支持来影响孤独

感ꎮ 邹云飞等[５３]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表明ꎬ焦虑是手

机依赖大学生的特征之一ꎬ既有对人际交往的心理期

待ꎬ也有对交往的恐惧与厌烦ꎮ 陆润泽等[３７] 研究发

现ꎬ在手机依赖者的身上会出现情绪急躁、焦虑不安、
敏感等ꎮ 黄乔蓉等[５４]的调查显示ꎬ手机上网成瘾群体

与身边同学、朋友关系疏远者占 ７３ ５％ꎬ具有抑郁、焦
虑、孤独等情绪者占 １００％ꎮ
６.３　 干预策略　 总体而言ꎬ国外学者对手机依赖对策

的探讨多集中在教育的干预和劝导、手机的生产和自

控等方面[６ꎬ５５] ꎻ而国内研究对策的干预除了高校教育

者的科学教育、手机运营商的严格管理外ꎬ也包括政

府的法制监管、家庭环境的正确引导以及青少年的自

我教育[１８ꎬ５６] ꎮ 显而易见ꎬ国内研究干预对策较国外研

究更具有全面性ꎮ 但目前为止ꎬ关于手机依赖干预效

果的后续相关报道却较少ꎬ可能与对策缺乏针对性和

落实的情况有关ꎮ

７　 讨论

国内外对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研究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ꎬ并为未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ꎬ下一步将

从手机依赖概念和测评工具标准的统一化ꎬ研究对象

样本来源的多元化ꎬ调查与实证、个案等研究方法的

综合化ꎬ身心危害作用机制和危害分度检测方法的深

入化ꎬ以及对干预对策的实施和干预效果检验的公开

化等方向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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