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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ꎬ手机已经成为集娱乐、通
讯、休闲于一体的生活必备物品[１] ꎮ 手机依赖是指过

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ꎬ对手机使用产生

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ꎬ并导致个体出现明显

的社会、心理功能受损的行为[２] ꎮ 中职学生比普通高

中学生的自由时间多、学习任务轻ꎬ所以手机的使用

更普遍ꎬ 手机依赖问题更需引起高度的关注和重

视[３] ꎮ 本研究拟通过调查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和

手机使用动机ꎬ并探讨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ꎬ为预防

和减少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参考文献[１ꎬ３－４]中职生手机依赖

率约 １５％ꎬ误差不超过 ２％ꎬ估计样本量约 １ ２２５ 名ꎮ
从辽宁省营口市 １２ 所中职学校中随机抽取 ３ 所学校ꎬ
每所学校按年级分层ꎬ每年级随机抽取 ５０％的班级ꎬ
以抽中班级的全部学生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３０３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２７７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０％ꎮ 其中男生 ３８２ 名ꎬ女生 ８９５ 名ꎻ平均年龄(１６.０
±１.２)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出生日期 、性别、年级、专业、
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家庭经济状

况、是否恋爱、是否学生干部等ꎮ
１.２.２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 Ｌｅｕｎｇ[５] 修订的“手机依

赖量表”ꎬ共 １７ 题ꎬ每个题目采用 ５ 级评分ꎮ 按“从

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量”５ 个选项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４ 个因

子ꎮ 得分越高ꎬ则手机依赖程度越高ꎮ 另外ꎬ第 ３ꎬ５ꎬ
６ꎬ７ꎬ８ꎬ１０ꎬ１５ꎬ１６ 题同时是手机依赖筛选题ꎬ若有 ５ 个

及以上选“经常”或“总是”ꎬ则判定为手机依赖者ꎮ 经

原作者 Ｌｅｕｎｇ 教授授权黄海等将其翻译成中文版ꎬ并
对信度和效度进行了评价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结
构效度检验各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模型要求ꎬ适用于

诊断青少年或大学生的手机成瘾[６] ꎮ
１.２.３　 手机使用动机量表　 由张金健[７] 编制ꎬ共 ９ 个

问题ꎬ每个题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ꎬꎮ 按“从不” “偶

尔”“有时” “经常和总量” ５ 个选项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提取了人际动机、工具动机和娱乐动机 ３ 个公因子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ꎬ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６９５ ~ ０.９２０ 之间ꎻ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拟合度良好ꎮ
１.３　 调查步骤与质量控制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集体

进行ꎮ 在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ꎬ向调查对

象发放问卷ꎬ并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调查问卷ꎬ要求调

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完成问卷ꎬ当场回

收ꎬ并核查ꎮ 现场调查阶段ꎬ调查员按课题组要求将

调查的意义及调查填写要求进行说明ꎮ 为保证调查

对象作答可靠性ꎬ向其说明本调查资料仅做科学研

究ꎬ绝对保密ꎮ 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使用统

一指导语ꎬ按要求规范化操作ꎮ 本调查经大连医科大

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ꎬ使用 ｔ 检
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ꎻ不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

数据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描述ꎬ使用秩和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ꎮ 采用百分率或构成比描述分类数据ꎬ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比较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分析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职学生手机依赖情况 　 共有 １４４ 名学生被确

定为手机依赖ꎬ检出率为 １１.３％ꎮ 由表 １ 可见ꎬ男生手

机依赖率为 ６.８％ꎬ女生为 １３.２％ꎬ女生高于男生ꎻ不同

专业中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医学

类学生高于技工类学生ꎻ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高

收入者手机依赖率最高ꎻ恋爱学生的手机依赖率高于

未恋爱者ꎻ学生干部的手机依赖率高于非学生干部ꎮ
手机依赖的学生中ꎬ９３.７％ (１３５ 名)发现自己使用手

机的时间比本来打算的要长ꎬ８９.５％ (１２９ 名)尝试在

手机上少花些时间但是做不到ꎬ８６.８％ (１２５ 名)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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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低落的时候会玩手机来改善情绪ꎬ７５.０％ (１０８ 名)
认为没有手机、朋友会很难联系到自己ꎬ７２. ９％ (１０５
名)从未觉得在手机上花够了时间ꎮ

表 １　 不同组别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手机依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８２ ２６(６.８) １０.８８６ ０.００１

女 ８９５ １１８(１３.２)
年龄 / 岁 <１６ ３８６ ４７(１２.２) ０.７９４ ０.６７２

１６ ~ ７６２ ８１(１０.６)
≥１８ １２９ １６(１２.４)

年级 一 ５０８ ６２(１２.２) ５.３５８ ０.０６９
二 ４５７ ５８(１２.７)
三 ３１２ ２４(７.７)

专业 文史 １６４ ２２(１３.４) １８.６０４ ０.００１
理工 １８７ ２５(１３.４)
技工 ３５１ ２２(６.３)
医学 ４３５ ６５(１４.９)
师范 １４０ １０(７.１)

是否独生 是 ６４０ ６６(１０.５) ０.８３７ ０.３６０
　 子女 否 ６３７ ７７(１２.１)
城乡 城市 ４３７ ４５(１０.３) ０.６３６ ０.４２５

农村 ８４０ ９９(１１.８)
家庭经济 低 ４１６ ３７(８.９) １０.１８４ ０.００６
　 状况 中 ７１６ ８０(１１.２)

高 １４５ ２７(１８.６)
是否处于 否 １ ０６１ １００(９.４) ２１.４８９ ０.０００
　 恋爱 是 ２１６ ４４(２０.４)
是否学生 是 ２５０ ３８(１５.２) ４.７８３ ０.０２９
　 干部 否 １ ０２７ １０６(１０.３)

　 注:()内数字为依赖率 / ％ꎮ

２.２　 中职学生手机使用动机　 手机依赖的中职学生

人际动机、娱乐动机得分(１１ １±２ １ꎬ１２ １±２ １)均高

于非手机依赖学生(１０ ４±２ ２ꎬ１１ １±２ ５)ꎬ而工具动

机得分(６ ９±２ ５)低于非手机依赖学生(７ ６±２ ６)ꎮ
手机依赖学生最高频率的手机使用动机为网上聊天

(９１ ７％)ꎬ 其 次 为 听 音 乐 ( ８６ ２％)、 看 电 影 视 频

(６９ ７％)ꎻ非手机依赖学生的手机使用动机频率较高

为听音乐(７７ ９％)、网上聊天(７４ ６％)、看电影视频

(６１ ２％)ꎮ
２.３　 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手

机依赖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年级、专业、家庭居住地、是
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恋爱、是否学生干

部、人际动机、工具动机、娱乐动机为自变量ꎬ采用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Ｒ 法(剔除标准 Ｐ＝ ０.０５)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女生、恋爱者、人际动机、娱乐

动机得分高者更容易发生手机依赖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率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２７７)

自变量 回归系数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女性 ０.７１９ ０.００２ ２.０５１(１.３０９ ~ ３.２１５)
恋爱 ０.８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２７９(１.５２５ ~ ３.４２６)
人际动机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５ １.１２２(１.０２３ ~ １.２３１)
娱乐动机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１.０６８ ~ １.２６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率为 １１.３％ꎮ

王慧红等[７] 研究结果显示ꎬ中职男生手机依赖率为

８ ８８％ꎬ女生为 ５ ５６％ꎬ低于本研究结果ꎮ 郑金良[８]

对中专学生手机依赖率的研究结果为 １４ １５％ꎬ稍高

于本研究结果ꎮ 目前ꎬ国内学者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

研究比较多ꎬ 手机依赖率大多数在 １０％ ~ ３０％ 之

间[９－１０] ꎮ 本研究中职学生手机依赖率处于较低的水

平ꎬ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ꎬ中职学生处于

高中阶段ꎬ年龄尚小ꎬ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和

功能有严格的要求和限制ꎻ另一方面ꎬ很多中职学校

限制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ꎬ而大学校园管理宽松ꎬ
学生可以自由使用手机ꎮ 手机依赖学生的失控性主

要表现在“发现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比本来打算的要

长”“尝试在手机上少花些时间但是做不到” “从未觉

得在手机上花够了时间”ꎬ逃避性主要表现在“情绪低

落的时候ꎬ会玩手机来改善情绪”ꎬ戒断性主要表现在

“认为没有手机ꎬ朋友会很难联系到自己”ꎮ
手机依赖学生的手机使用动机主要为人际动机

和娱乐动机ꎬ主要表现为网上聊天、听音乐、看电影视

频以及玩游戏ꎮ 人际动机和娱乐动机得分越高者ꎬ发
生手机依赖的危险性越高ꎮ 有研究显示ꎬ手机娱乐动

机、人际动机正向预测手机依赖[１１－１２] ꎮ 移动网络技术

飞速发展ꎬ４Ｇ 全范围覆盖ꎬ手机娱乐、手机上网功能越

来越强大ꎬ手机使用也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追求人际

关系动机ꎬ更多的转向网络娱乐动机ꎬ手机依赖也呈

现出新的特征ꎮ 另一方面ꎬ中职学生年龄小ꎬ对新鲜

事物充满好奇ꎬ玩乐心重ꎬ自控能力差ꎬ容易沉迷在多

种多样手机功能中ꎮ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均显示ꎬ女生手机依赖

率高于男生ꎬ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即女性

对手机依赖的程度高于男性[１３－１５] ꎮ 可能与女生的性

格和兴趣爱好有关系ꎮ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中职学生ꎬ
该年龄段女生更喜欢看偶像剧和综艺节目ꎮ 此外ꎬ女
生心思细腻ꎬ遇到烦恼时更喜欢通过网络聊天来舒

解ꎬ而男生则会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运动或者网络游

戏上ꎮ 而有学者认为ꎬ女生更倾向于用手机建立和维

持社会关系[１６] ꎮ
正在恋爱中的中职生的手机依赖率高于未恋爱

者ꎬ与陈超[１７] 、赵秀秀[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中职学生

正处于青少年期ꎬ恋爱一般处于热恋期ꎬ一方面需要

用手机来进行无时无刻的沟通ꎻ另一方面ꎬ恋爱中的

人容易患得患失ꎬ特别是处于异地恋的情侣ꎬ发微信、
打电话就成了彼此沟通和安慰的桥梁ꎮ

综上所述ꎬ中职学生手机依赖情况不容忽视ꎮ 学

校和家庭应该高度关注女生、恋爱学生等手机依赖的

高危群体ꎬ帮助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ꎬ如乐器、书
法、绘画等ꎬ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ꎬ学校应创新教学方

式ꎬ举办趣味课堂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ꎬ调动学生积极

性ꎬ从而减少学生的手机娱乐动机ꎻ学校还要开展心

理讲座ꎬ正确疏导心理障碍ꎬ给予学生充分的关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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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也要加强与学校的沟通ꎬ时刻了解孩子的行为和

心理动态ꎬ多与孩子进行交流ꎬ给予孩子更多关心与

爱护ꎬ从而减少学生的手机人际动机ꎬ从多个方面、多
种渠道预防和减少中职学生的手机依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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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新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分析

何树梅１ꎬ２ꎬ梁贵年３ꎬ马丽霞３ꎬ杨胜来４

１.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实验室ꎬ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ꎻ
２.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ꎻ３.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院ꎻ４.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西藏民族大学新生结核菌素(ＰＰＤ)试验结果ꎬ为学校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选

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西藏民族大学新生共 ４ ７８６ 名ꎬ应用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ＴＢ－ＰＰＤ)进行注射并判断结果ꎮ 结果 　
４ ７８６名大学新生 ＰＰＤ 阳性 ２３１ 例ꎬ阳性率为 ４.８３％ꎻ其中男生为 ４.２３％ꎬ女生为 ５.１９％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２３ꎬＰ>
０ ０５)ꎮ 汉族学生 ＰＰＤ 阳性率为 １.８６％ꎬ藏族学生为 ７.２２％ꎬ其他民族学生为 ２.８８％ꎬ不同民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７４ꎬＰ<０.０１)ꎻＰＰＤ 强阳性 ２２３ 例ꎬ强阳性率为 ４.６６％ꎬ其中男生为 ３.５１％(６３ / １ ７９７)ꎬ女生为 ５.３５％(１６０ / ２ ９８９)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６２ꎬＰ<０.０１)ꎮ 汉族学生 ＰＰＤ 强阳性率为 １.１８％(２４ / ２ ０４０)ꎬ藏族学生为 ７.４６％(１９７ / ２ ６４２)ꎬ其他民族

学生为 １.９２％(２ / １０４)ꎬ不同民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３.９９ꎬＰ<０.０１)ꎮ 共确诊结核病患者 ２８ 例ꎬ患病率为 ５８５.０４ /
１０ 万ꎮ 结论　 对大学新生进行结核菌素试验筛查有助于及时发现结核病患者ꎬ来自于结核病高发地区的大学新生是结核

病筛查的重点对象ꎬ应对其进行相关健康教育ꎬ以有效控制结核病在民族高校的传播和流行ꎮ
【关键词】 　 结核菌素试验ꎻ结核ꎬ肺ꎻ患病率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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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发布

的«２０１７ 年全球结核病报告» [１] 指出ꎬ２０１６ 年全球新

发结核病患者约 １ ０４０ 万ꎬ结核病仍是全球前 １０ 位死

因之一ꎬ中国仍然是结核病高发国家之一ꎮ 高校是人

群相对比较集中的场所ꎬ学生人数较多ꎬ大多居住在 ６
~ ８ 人的宿舍ꎬ极易造成结核病的暴发流行ꎮ 近几年

尽管学生结核病疫情有所下降ꎬ但每年学校结核病聚

集性疫情仍时有发生[２] ꎮ 为了解西藏民族大学入学

新生结核菌感染情况ꎬ及时发现结核病人ꎬ并控制和

防止结核病的传播流行ꎬ现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入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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