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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无聊倾向、冲动性对手机成瘾的影响ꎬ为指导大学生科学、合理地使用手机提供参考ꎮ 方

法　 方便抽取黑龙江省 ３ 所大学 １ ０４７ 名大学生ꎬ进行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Ｂａｒｒａｔ 冲动性量表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

表等问卷调查ꎮ 结果　 高、低无聊倾向组大学生在戒断性、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及手机成瘾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０.０６ꎬ６４.２４ꎬ４９.９８ꎬ６３.１１ꎬ６３.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高无聊倾向者的手机成瘾程度及各症状均高于低无聊

倾向者ꎮ 除无聊倾向的创造缺乏因子外ꎬ大学生无聊倾向总分及其各因子与手机成瘾及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ꎻ冲动性总分及各因子与手机成瘾及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冲动性在无聊倾向预测手机成瘾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χ２ / ｄｆ＝ ３.３８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ＣＦＩ＝ ０.９０ꎬＴＬＩ＝ ０.９１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４ꎬＡＩＣ ＝ ２８ ４６３.２４ꎬＢＩＣ ＝ ２８ ８５７.３９)ꎮ 结论　 无聊

倾向既可直接对大学生手机成瘾产生影响ꎬ又可间接通过冲动性对大学生手机成瘾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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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类似ꎬ主要是由于过度滥用
现代科学技术而产生的行为成瘾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和隐蔽性[１] ꎮ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２]认为ꎬ诸多不恰当的手机使
用都是手机成瘾的体现ꎬ均可能带来不良影响[２] ꎮ 熊
婕等[３]研究表明ꎬ手机成瘾包括戒断症状、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 ４ 种临床表征ꎬ常伴随着心境低
落、社交恐惧、人际关系差等问题ꎬ危害个体的身心
健康ꎮ

随着对手机成瘾认识的逐渐深入ꎬ研究者发现个
体的某些心理因素(如负性情绪、人格特质等)、外在
环境等会诱发手机成瘾[４－５] ꎮ 诸多研究表明ꎬ无聊对
不良行为的产生有显著影响ꎬ可能诱发病态赌博、异
常进食行为、网络成瘾、攻击行为等[６－７] ꎮ Ｔｉｔｉｌｏｐｅ[８] 考

察了手机成瘾的社会心理维度发现ꎬ孤独感、无聊、自
我主义等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严重性ꎮ
Ｌｏｕｉｓ[９]发现ꎬ经常感到无聊的青少年存在手机频繁使
用、手机成瘾等现象ꎮ 研究还发现ꎬ冲动性与手机成
瘾存在正相关ꎬ冲动性水平能显著预测个体手机成瘾
程度[１０－１１] ꎮ 本研究考察大学生群体无聊倾向、冲动
性、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ꎬ并检验冲动性在无聊倾向
与手机成瘾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ꎬ为指导大学生合
理使用手机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５—７ 月ꎬ方便抽取黑龙江省 ３ 所
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佳木斯大
学)的 １ １５０ 名学生进行测试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０４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０４％ꎮ 年龄范围 １８ ~ ２６ 岁ꎬ平均年龄
为(２１.０３±１.３６)岁ꎮ 其中男生 ４１０ 名ꎬ女生 ６３７ 名ꎻ大
一学生 ３０８ 名ꎬ大二学生 ２２３ 名ꎬ大三学生 ２７４ 名ꎬ大
四学生 ２４２ 名ꎻ文科生 ６０２ 名ꎬ理科生 ３７４ 名ꎬ艺术生
７１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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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 ２. １ 　 大 学 生 无 聊 倾 向 问 卷 (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ＢＰＱ) [１２] 　 该问卷用
于测量大学生群体的无聊倾向ꎬ共 ３０ 个条目ꎬ包括单
调性、孤独感、约束性、紧张感、自控缺乏和创造缺乏 ６
个因子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评分ꎬ以总分高低表示个体
易于感到无聊的程度ꎮ 根据无聊倾向总分高低 ２７％
的划分原则ꎬ将大学生分为高无聊倾向组(总分>１０６
分)和低无聊倾向组(总分<８０ 分)ꎮ 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ꎻ模型的结构系数为 χ２ / ｄｆ ＝ ２.１６ꎬ
ＣＦＩ ＝ ０.８８ꎬＴＬＩ ＝ ０.９０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２ꎬ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ꎮ
１.２.２　 Ｂａｒｒａｔ 冲动性量表(Ｂａｒｒａ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ＢＩＳ－１１) [１３] 　 该量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个体冲
动性的工具ꎬ评估了包括运动冲动性、认知冲动性和
无计划冲动性 ３ 个方面ꎮ 量表共 ２９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 ５ 级评分ꎬ高分代表多动、行为缺乏控制、注意力不
集中、冲动型认知方式等ꎮ 在本研究中ꎬ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χ２ / ｄｆ<５ꎬ
ＲＭＳＥＡ<０.０８ꎬＳＲＭＲ<０.０５ꎬＣＦＩ 和 ＴＬＩ 均≥０.９０ꎬ具备
良好的信、效度ꎮ
１.２.３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ＭＰＡＴＳ) [３]

该量表主要测量手机成瘾的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突
显行为和社交抚慰 ４ 个方面ꎬ共 １６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ꎬ以总分高低表示个体手机成瘾的程度ꎮ 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５) 和结构效度 ( χ２ / ｄｆ < ５ꎬ 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８ꎬ
ＳＲＭＲ<０.０５ꎬＣＦＩ 和 ＴＬＩ 均≥０.９０)ꎮ
１.３　 数据收集和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ꎬ
由心理学专业测试人员发放和回收问卷ꎬ完成数据收
集ꎮ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 数据
处理软件ꎬ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法验证
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ꎬ结果表明ꎬ第 １ 个主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仅有 １６. ３３％ ꎬ小于 ４０％的临界标准ꎮ 因此
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ꎮ
２.２　 高低无聊倾向组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比较　 高、
低无聊倾向组大学生在手机成瘾总分及各因子得分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高无聊倾向
组的手机成瘾水平高于低无聊倾向组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低无聊倾向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无聊倾向 人数 戒断性 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 心境改变 总分
高 ２４５ １８.６９±４.８４ １１.７３±３.０２ ８.８５±２.６７ ８.７２±２.５３ ４５.１３±１０.５５
低 ２８３ １５.２７±４.４５ ８.５７±２.８７ ６.４４±２.４０ ６.２２±２.１６ ３４.４１±９.５６
ｔ 值 ３０.０６ ６４.２４ ４９.９８ ６３.１１ ６３.１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无聊倾向、冲动性与手机成瘾的相关分析　 除创
造缺乏与手机成瘾总分及突显行为、心境改变相关无
统计学意义外(Ｐ 值均>０.０５)ꎬ无聊倾向及其自控缺
乏、单调性、孤独感、紧张感、约束性与手机成瘾总分
及戒断症状、突显行为、心境改变、社交抚慰之间均存
在正相关( 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冲动性总分及其认知冲
动、运动冲动、无计划冲动与手机成瘾总分及戒断症
状、突显行为、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均存在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此外ꎬ无聊倾向总分及其创造缺乏、自
控缺乏、单调性、孤独感、紧张感、约束性与冲动性总
分及认知冲动、运动冲动、无计划冲动之间均呈正相
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冲动在无聊倾向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　
将无聊倾向作为预测变量ꎬ手机成瘾作为结果变量ꎬ
以冲动性为中介变量进行结构建模ꎬ根据中介模型检
验标准[１４] ꎬ在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中ꎬ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３.３８ꎬＣＦＩ ＝ ０.９０ꎬＴＬＩ ＝ ０.９１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ꎬＳＲＭＲ ＝
０ ０４ꎬＡＩＣ ＝ ２８ ４６３.２４ꎬＢＩＣ ＝ ２８ ８５７.３９ꎬ同时各潜变量
间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ꎬ且路径方向符合理论
观点ꎬ因此该测量模型可以接受ꎮ

进一步对各路径效应进行分解ꎬ当冲动性纳入模

型后ꎬ无聊倾向对手机成瘾的预测系数由原来的 ０.３３
下降为 ０.１９ꎬ无聊倾向与冲动性间的路径系数有统计
学意义(β ＝ ０.３４ꎬＰ<０.０１)ꎬ冲动性对手机成瘾有正向
预测作用(β ＝ ０.４１ꎬＰ<０.０１)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无聊倾向冲动性与手机成瘾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成瘾关系密

切ꎬ高无聊倾向者的手机成瘾程度高于低无聊倾向
者ꎬ即大学生无聊倾向程度越高ꎬ越易发生手机成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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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人关于无聊与成瘾行为研究的普遍结论是一致
的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等[１５]研究发现ꎬ长期无聊的澳大利亚青
少年表现出更多的酒精和药物成瘾问题ꎬ且与青少年
的自杀率也密切相关ꎮ Ｌｉｎ 等[１６]考察了青少年休闲无
聊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ꎬ结果表明ꎬ无聊的青少年会
在网络使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ꎬ更易于形成网络成
瘾ꎮ 姚梦萍等[１７]研究也证实ꎬ高无聊倾向的大学生存
在手机频繁使用、过度使用等症状ꎮ 无聊常使个体感
觉到单调、缺乏刺激、空虚、无所事事等ꎬ缺乏对当前
环境或活动的参与ꎬ可能诉诸一些其他行为来缓解这
种厌恶体验[１８] ꎮ 而手机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现代通
讯工具ꎬ具备娱乐性、刺激性、匿名性、便捷性等特点ꎬ
包括通过手机来实现虚拟社交、手机网络娱乐等ꎬ使
用手机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快感和刺激ꎬ当个体处于无
聊的环境中时ꎬ可能会通过使用手机来应对无聊ꎮ 因
此ꎬ长期无聊的个体更易频繁地使用手机ꎬ以致发生
手机成瘾ꎮ

在无聊倾向与冲动性的关系上ꎬ高无聊倾向个体
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冲动性ꎮ 长期的无聊体验会对
个体的认知功能造成不良后果ꎬ如难以集中注意、低
自我控制、多动、执行功能弱化等ꎬ还可能使个体缺乏
清晰的目标信念ꎬ势必会影响个体的冲动性ꎬ在面对
不同环境时可能表现出认知、情绪及行为等方面的冲
动ꎮ 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关系[１９] ꎮ 同时ꎬ关于负性
情绪与冲动性的研究也表明ꎬ负性情绪是影响个体冲
动性的因素ꎬ而无聊作为一种典型的负性情绪ꎬ两者
显著的关系也是合理的[２０]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冲动性能
够预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ꎬ符合冲动性与多数问
题行为存在密切关系的观点ꎮ 冲动性个体的自我管
理以及抑制控制能力较差ꎬ缺乏清晰的目的或计划ꎬ
更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ꎬ可能诱发暴力、自杀、攻击等
破坏性行为ꎬ与赌博、饮酒、网络成瘾等多种心理病理
行为也有关联ꎮ 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类似ꎬ涉及不能
控制、缺乏计划的频繁手机使用ꎬ因此高冲动性个体
同样可能更易发生手机成瘾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冲动性是无聊倾向和手机成瘾
之间的中介变量ꎮ 当在无聊倾向与手机成瘾之间加
入冲动性后ꎬ无聊倾向和手机成瘾间的回归系数降
低ꎬ间接效应量为 ４２.４％ꎮ 本研究结论与部分研究者
的观点类似ꎬ即认为无聊与成瘾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线
性关系ꎬ而是可能通过其他变量(如自我控制、冲动性
等)间接影响成瘾行为[２１] ꎮ 一方面无聊倾向可以预测
冲动性ꎬ同时两者又是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ꎬ似乎也
暗示着两者之间的间接效应ꎻ另一方面无聊涉及缺乏
刺激、低挑战性、注意分散等特点ꎬ冲动性则是无计划
的、外倾的、刺激寻求的状态ꎬ长期无聊的个体可能伴
随着形成更高水平的冲动性ꎬ而冲动性已被证明是成
瘾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ꎬ因此也不难理解无聊倾向可

通过提升冲动性水平进而诱发手机成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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