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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手机成瘾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及自我控制和自尊在其中的作用ꎮ 方法　 采用随机

整群抽样法抽取武汉、昆明、聊城地区 ３ 所高职院校的 ８９８ 名学生作为被试ꎬ使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

表(简版)、自我控制量表和自尊量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高职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 ２７.６％ꎮ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得分在性

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手机成瘾得分(４５.８０±１０.４１)与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得

分(３６.１８±９.１３)呈正相关( ｒ＝ ０.５３ꎬＰ<０.０１)ꎮ 手机成瘾倾向与自我控制、自尊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５４ꎬ－０.２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 ＝ －０.３６ꎬＰ<０.０１)ꎬ手机成瘾倾向对抑郁、压力的影响

受到自尊的调节ꎮ 结论　 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不但有直接负面效应ꎬ并且通过自我控制来影响心理健康ꎻ自尊水平越高ꎬ
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的负面作用越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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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成瘾指由于过分地、不受控制地使用手机而

损害个体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１－２] ꎬ如引

起视力模糊、疲劳、记忆力减退、听力受损和睡眠质量

下降等症状[３－４] ꎬ手机成瘾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孤独

和焦虑显著相关ꎬ还会对个体的学业成绩、生产率带

来消极影响[５－６] ꎮ 有研究表明ꎬ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

和压力正性相关[７－９] ꎬ且影响是双向的[１０] 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自我控制对手机成瘾有显著作

用ꎬ对手机成瘾的解释率明显高于其他心理变量[１１] ꎮ
陈武[１２]通过行为实验证明ꎬ过度使用手机会消耗个体

的自我控制力(以下简称“自控力”)资源ꎮ 而自控力

的降低会导致个体管理负面情绪和处理压力失败ꎬ继
而引起抑郁、焦虑和压力反应[１３] ꎮ

关于自尊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ꎬ自尊对抑郁和

焦虑具有缓冲效应ꎬ自尊水平高的个体比自尊水平低

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自尊资源来缓冲不良情绪[１４] ꎮ 此

外ꎬ自尊水平的高低 直 接 影 响 个 体 应 对 压 力 的

方式[１５] ꎮ
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有 ３５１.６４ 万人ꎬ
在校生人数为 １ １０４.９５ 万[１６] ꎮ 与本科生相比ꎬ高职学

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１７－１８] ꎮ 一项针对辽宁省 ４ 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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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的调查表明ꎬ 有 ６２. １％ 每天上网超过 ３ ｈꎬ
３４.３％每天上网超过 ５ ｈ[１７] ꎮ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

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讨手机成瘾倾向对心理健康

的作用机制ꎬ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提供理论基

础和实践启发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１)以班级为单位ꎬ
一个班级相当于随机抽样中的一个个体ꎻ对班级进行

编号(不同学院班级人数接近ꎬ约 ４０ ~ ５５ 名)ꎻ(２)以

等差数列的方式对班级进行随机抽样ꎬ并保证各个学

院都有被试ꎻ(３)对抽到班级的学生进行施测ꎬ施测前

有统一的指导语ꎬ施测时间为 ４５ ｍｉｎꎮ 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选取武汉、昆明、聊城地区 ３ 所高职院校的大一、大二

学生ꎬ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ꎬ
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１２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８９８ 份(回收率

８８ ７％)ꎮ 其中男生 ４２５ 名 ( ４７ ３％)ꎬ 女生 ４７３ 名

(５２ ７％)ꎻ大一学生 ６９６ 名(７７ ５％)ꎬ大二学生 ２０２ 名

(２２ ５％)ꎻ独生子女 ２１６ 名(２４ １％)ꎬ非独生子女 ６８２
名(７５ ９％)ꎮ 年龄 １７ ~ ２４ 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ꎬＭＰＡＩ) 　 该量表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编制ꎬ共
１７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点记分ꎬ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

１ ~ ５ 分ꎬ包含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４ 个因

子ꎬ得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程度越严重ꎮ 根据 Ｌｅｕｎｇ
的筛选标准[１９] ꎬ１７ 道题中若有 ８ 道及以上做肯定回

答则可以判定为手机成瘾ꎮ 以往的研究表明ꎬ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２０] ꎮ 在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２.２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
ｅｔｙ￣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ＤＡＳＳ－２１) 　 采用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等编制的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修订而成的简体中文版(以下

简称 ＤＡＳＳ)测量高职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情况ꎬ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ꎮ 该量表共 ２１ 个条

目ꎬ采用 ４ 点记分ꎬ没有症状记 １ 分ꎮ 该量表包含抑

郁、焦虑和压力 ３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 ７ 个条目ꎮ 之

前的研究表明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信度[２１] ꎮ
在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ꎬ３ 个分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９ꎬ０.７７ꎬ０.７１ꎮ
１.２.３　 自我控制量表(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ａｌｅꎬＣＳＣ) 　 采用

谭树华等[２２]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ꎮ 量表共有 １９ 个条

目ꎬ采用 ５ 点记分ꎬ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ꎬ分
别记 １ ~ ５ 分ꎮ 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越强ꎮ 该量表

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２. ４ 　 自 尊 量 表 (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ＥＳ) 　 使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编制的自尊量表的中文版ꎬ该量表共 １０ 个

条目ꎬ采用 ４ 点记分ꎬ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ꎬ
分别记 １ ~ ４ 分ꎬ一共有 ６ 道反向计分条目ꎮ 得分越高

表明自尊水平越高ꎮ 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自尊的测

量ꎬ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２３] 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ꎬＨａｙｅｓ 的 ＳＰＳＳ 宏程序检验自我控制在手机成

瘾与 ＤＡＳＳ 之间的中介效应、自尊在手机成瘾与 ＤＡＳＳ
之间的调节效应[２４] 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职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学生 ＭＰＡＩ 最低分为

１８ 分ꎬ最高分为 ８３ 分ꎬ平均分为(４５.８０±１０.４１)ꎬ平均

分最高的 ３ 道题分别是“如果没有手机ꎬ你的朋友会

很难联系到你”(３.３４ 分)、“你发现自己使用手机的时

间比本来打算的要长”(３.２７ 分)、“当心情低落时你会

玩手机来改善心情”(３.１３ 分)ꎮ 本研究中手机成瘾检

出率为 ２７.６％ꎮ 男生与女生 ＭＡＰＩ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但女生在“逃避性” 因子上得分高于男生(Ｐ ＝
０.０１)ꎮ 大一与大二的被试在低效性因子得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ꎮ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

ＭＰＡＩ 各个因子及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高职学生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失控性 戒断性 逃避性 低效性 总分
性别 男 ４２５ １７.８７±４.６８ １０.２６±３.７２ ８.８６±２.６４ ８.５２±２.５２ ４５.５１±１０.９９

女 ４７３ １７.７４±４.１７ １０.２５±３.７２ ９.３２±２.５８ ８.７６±２.４５ ４６.０６±９.８７
ｔ 值 ０.４８ ０.６６ －２.６３∗∗ －１.５１ －０.７９

年级 大一 ６９６ １７.９５±４.２８ １０.１９±３.６１ ９.１６±２.５９ ８.８０±２.２９ ４６.０９±９.５３
大二 ２０２ １７.３０±４.８１ １０.５０±４.０５ ８.９０±２.７０ ８.１１±２.６２ ４４.８０±１１.８２

ｔ 值 １.７１ －０.９８ １.２６ ３.４０∗∗ １.４１
独生子女 是 ２１６ １７.３１±４.６０ １０.０３±３.７２ ８.８４±２.７２ ８.５９±２.５６ ４４.７７±１０.９３

否 ６８２ １７.９６±４.３５ １０.３３±３.７２ ９.１８±２.５８ ８.６６±２.３３ ４６.１３±１０.２４
ｔ 值 －１.８９ －１.０１ －１.６９ －０.３５ －１.６７

　 注:∗∗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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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以及自尊之

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ꎬ手机成瘾倾向与抑郁、焦
虑、压力呈正相关ꎬ与自我控制和自尊呈负相关ꎬ自我

控制和自尊与抑郁、焦虑、压力呈负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高职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自尊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８９８)

变量
手机

成瘾

ＤＡＳＳ
总分

抑郁

分量表

焦虑

分量表

压力

分量表

自我

控制
ＤＡＳＳ 总分 ０.５３
抑郁分量表 ０.４３ ０.８９
焦虑分量表 ０.４８ ０.９０ ０.６９
压力分量表 ０.５１ ０.８９ ０.６７ ０.７１
自我控制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４８ －０.５３
自尊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５１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４０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

介效应　 在控制年级与性别的条件下ꎬ自我控制在手

机成瘾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为

０.１９ ( ９５％ ＣＩ ＝ ０. １５ ~ ０. ２２ )ꎬ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４０.１０％ꎻ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和压力之

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ꎬ效应量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０５ 和 ０.０６
(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０.０６ ~ ０.０９ꎬ０.０４ ~ ０.０７ꎬ０.０５ ~ ０.０８)ꎬ
分别占总效应的 ４９％ꎬ３５％和 ３７％ꎬ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的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ꎮ
２.４　 自尊在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间的调节效应

检验自尊的调节效应方程如下:
Ｍ ＝ ｉｍ ＋ａＸ＋ｅＭ (１)
Ｙ＝ ｉＹ ＋ｃＸ＋ｂ１Ｍ＋ｂ２Ｗ＋ｂ３ＭＷ＋ｂ４ＸＷ＋ｅＹ (２)

其中 Ｘ ＝ 手机成瘾ꎬＭ ＝ 自我控制ꎬＷ ＝ 自尊ꎬＹ ＝
ＤＡＳＳꎮ 对方程 ２ 的检验结果表明ꎬ自我控制与自尊的

交互项有统计学意义(ｂ３ ＝ ０.０２ꎬｔ ＝ ２.５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０４
~ ０.０３ꎬＰ<０.０５)ꎬ手机成瘾与自尊的交互项也有统计

学意义(ｂ４ ＝ －０.０１ꎬｔ ＝ －２.２９ꎬ９５％ＣＩ ＝ －０.１２ ~ －０.０１ꎬＰ
<０.０５)ꎬ说明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都受到自尊的调节ꎮ
方程 ２ 可以改为:
Ｙ＝ ｉＹ ＋(ｃ＋ｂ４Ｗ)Ｘ＋(ｂ１ ＋ｂ３Ｗ)Ｍ＋ｂ２Ｗ＋ｅＹ (３)
手机成瘾对 ＤＡＳＳ 的直接效应量 ＝ ｃ＋ｂ４Ｗ ＝ ０.２６－

０.０１Ｗꎬ手机成瘾对 ＤＡＳＳ 的间接效应量＝ ａ(ｂ１ ＋ ｂ３Ｗ)
＝ ０.１５－０.０１Ｗꎮ 将自尊得分划分为 ３ 个水平:ｘ－ｓꎬｘꎬｘ
＋ｓꎬ自尊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值及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见表 ３ꎮ
　 　 检验自尊在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压力之间的

调节作用ꎬ根据方程 ２ꎬ当 Ｙ＝ “抑郁”时ꎬ自我控制与自

尊的交互项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００８ꎬｔ ＝ ３.４５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０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１)ꎬ手机成瘾与自尊的交互项也有

统计学意义 ( β ＝ － ０. ０１ꎬ ｔ ＝ － ２. ０３ꎬ９５％ ＣＩ ＝ －０.０１ ~
－０.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当 Ｙ＝ “焦虑”时ꎬ自我控制与自尊的

交互项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５１)ꎬ手机成瘾与自尊的交

互项也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２８)ꎮ 当 Ｙ ＝ “压力”时ꎬ自
我控制与自尊的交互项有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０１ꎬ ｔ ＝
２.１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０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手机成瘾与自尊

的交互项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９)ꎮ 表明自尊在手机

成瘾与抑郁、压力之间的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在
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３　 不同自尊水平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自尊水平 效应 效应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下限 上限
ｘ－ｓ 直接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３４

间接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２３
ｘ 直接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３１

间接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８
ｘ＋ｓ 直接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３３

间接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６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对高职学生手机成瘾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ꎬ男生

和女生手机成瘾倾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女生在逃避

性因子上的得分高于男生ꎬ表明女生可能更多使用手

机来逃避现实问题ꎮ 在低效性这一维度上出现年级

差异ꎬ大二的学生得分高于大一ꎬ可能是随着使用手

机时间的增长ꎬ手机成瘾的负面危害越来越大ꎬ导致

个体的学习和生活效率越来越低ꎮ 独生子女与非独

生子女在手机成瘾倾向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相关分析表明ꎬ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负相

关ꎬ手机成瘾倾向越高ꎬ心理健康状况越差ꎮ 手机成

瘾倾向与自我控制和自尊负相关ꎬ自我控制和自尊水

平高的个体ꎬ手机成瘾倾向更低ꎮ 自我控制包含个体

为了达到长远目标抵制当前诱惑的能力[２５] ꎮ 有研究

表明ꎬ自控力低的个体对手机信息的回复更加迅

速[２６] ꎬ更可能一直处于联网状态或一直关注手机ꎬ因
此更有可能手机成瘾ꎮ 低自尊的个体为了避免来自

他人的消极评价和缓解人际交往带来的紧张和压力ꎬ
更加依赖数码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来逃避现实中的

不利情境ꎬ因此自尊越低者手机成瘾倾向越高[１１ꎬ２７] ꎮ
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ꎬ即手机成瘾可通过自我控制来影响心理

健康水平ꎮ 根据自我控制的有限能量模型理论ꎬ自我

控制资源被消耗之后会影响后续需要自我控制的活

动[２８] ꎮ 过分使用手机可能会消耗个体可用的自我控

制资源ꎬ减少个体的自控力ꎬ使个体管理负面情绪和

处理压力时自控力不足[１３] ꎬ从而导致抑郁和焦虑等负

面情绪并感知到压力ꎮ
自尊对手机成瘾和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ꎬ随着自尊水平的提高ꎬ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呈下降趋势ꎬ即自尊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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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越小ꎮ 检验自尊

在手机成瘾与 ＤＡＳＳ ３ 个分量表之间的调节效应ꎬ结
果表明ꎬ自尊水平越高ꎬ手机成瘾对抑郁、压力的作用

越小ꎬ低自尊者更容易因为手机成瘾而出现抑郁、感
知到更多的压力ꎮ 研究表明ꎬ低自尊的个体不能够主

动利用策略来处理抑郁、焦虑ꎬ但是当外界提供积极

策略帮助他们进行积极自我评价之后ꎬ不良情绪水平

显著降低[１４] ꎻ此外ꎬ自尊可以减少外界环境对个体造

成的压力ꎬ并且帮助个体以积极的态度、有效的应对

方式处理压力ꎬ保持身心健康[２９] ꎮ 因此ꎬ在针对高职

学生的心理辅导中ꎬ教师和管理者可以通过帮助学生

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对自己形成积极的评价ꎬ提高其

自尊水平ꎬ从而减少抑郁和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自尊在手机成瘾和焦虑

之间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ꎬ关于自尊与焦虑之间

的关系ꎬ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对高职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有

以下启发:(１)手机成瘾会消耗学生的自控力资源ꎬ增
强学生的自控力可以减少手机成瘾对心理健康的间

接影响ꎻ(２)可以通过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ꎬ来减少手

机成瘾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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