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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机功能对高职学生压力和手机成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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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手机功能的使用对高职学生感知到的压力和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ꎬ为指导高职生科学使用

手机提供参考ꎮ 方法　 使用方便抽样法在武汉、聊城 ２ 所高职院校抽取 ９１１ 名学生ꎬ使用智能手机使用问卷( ＳＵ)、大学生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ＰＡＴＳ)、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ＳＣＳＱ)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中的压力分量表( ＤＡＳＳ－Ｓ)进行施

测ꎮ 结果　 高职学生最常使用的手机功能是社交网站[(４.７７±１.０６)分]ꎬ女生在手机社交功能上的得分高于男生( ｔ＝ ２.０５ꎬ
Ｐ＝ ０.０４)ꎬ男生在 ＭＰＡＴＳ 和 ＤＡＳＳ－Ｓ、消极应对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手机的社交功能与积极应

对方式呈正相关( ｒ＝ ０.１７ꎬＰ<０.０１)ꎬ手机的游戏功能与消极应对方式、压力和手机成瘾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消极应

对方式能够正向预测压力和手机成瘾(β 值分别为 ０.５３ꎬ０.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在非社交功能与手机成

瘾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９５％ＣＩ＝ ０.０６~ ０.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经常使用手机非社交功能的高职生感知到的压

力更大ꎮ 手机的游戏功能对高职学生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ꎬ消极应对方式是压力和手机成瘾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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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ꎬ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

成为一个普遍现象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手机

使用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大学生手机使

用强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１－３] ꎻ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大学生手机使用强度与心理健康水

平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４－５] 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

况ꎬ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对手机的功能进行区分ꎬ不同

手机功能对个体的影响不一样ꎬ如手机的非社交功能

比社交功能更容易使人上瘾[６] ꎬ手机的游戏功能和社

交网络功能比学习相关的功能更容易让人手机成

瘾[７]等ꎮ
Ｋａｒｄｅｆｅｌｔ￣Ｗｉｎｔｈｅｒ 提出的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

假设ꎬ生活压力和负面情绪促使个体利用科技手段

(如手机)来缓解负面情绪ꎬ对手机的使用可以看作是

对心理不适和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的补偿[８] ꎮ 处于

情绪困扰下的个体很可能把手机当作应对负面情绪

的工具ꎬ以减轻或逃避心理不适[２] ꎮ Ｅｌｈａｉ 等[６ꎬ９] 的研

究表明ꎬ心理健康程度越低的个体越有可能使用手机

３１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的非社交功能ꎬ非社交功能的使用与消极应对方式密

切相关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不良的应对方式往往导致更

高的手机成瘾倾向[１０－１２] ꎮ 应对方式可能是非社交功

能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ꎮ Ｊｅｏｎｇ[７] 研究发现ꎬ不
同类型手机功能的使用会影响个体感知到的压力水

平ꎬ而压力水平越高ꎬ越有可能手机成瘾[１３－１５] ꎮ 因此ꎬ
压力水平可能是不同手机功能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

介变量ꎮ 而消极应对方式与压力呈正相关ꎬ经常采取

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感知到的压力更大[１６] ꎮ
本研究假设不同手机功能对高职学生感知到的

压力和手机成瘾的作用不同ꎬ并且应对方式和压力在

非社交功能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ꎮ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武汉、
聊城 ２ 所高职院校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点ꎬ从经过的每

３ 名学生中抽取 １ 名作为被试ꎬ由实验人员简要介绍

研究目的ꎬ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填写问卷ꎮ 作答时间

为 ２０ ｍｉｎꎮ 共发放问卷 ９８０ 份ꎬ剔除作答不完整的问

卷ꎬ收回有效问卷 ９１１ 份(回收率 ９３.０％)ꎮ 其中男生

４１４ 名(４５.４％)ꎬ女生 ４９７ 名(５４.６％)ꎻ大一学生 ５９２
名(６５.０％)ꎬ大二学生 ３１９ 名(３５.０％)ꎻ独生子女 ２５１
名(２７.６％)ꎬ非独生子女 ６６０ 名(７２.４％)ꎮ 年龄 １７ ~
２３ 岁ꎬ平均(１９.６±１.０)岁ꎮ
１.２　 方法 　 (１) 智能手机使用问卷(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
ａｇｅꎬ ＳＵ)ꎮ 该问卷列出了视频 / 语音通话ꎬ短信 / 即时

消息ꎬ收 / 发邮件ꎬ社交网站ꎬ浏览网页ꎬ玩游戏ꎬ听音

乐 / 播客 / 收音机ꎬ拍照片或录视频ꎬ看视频 / 电视 / 电
影ꎬ看电子书 / 电子杂志ꎬ使用地图 / 手机导航等 １１ 种

常见的手机功能ꎮ 前 ４ 项为社交功能ꎬ主要作用是进

行社交ꎻ后 ７ 项为非社交功能ꎬ主要作用是娱乐消遣ꎮ
采用 ６ 点记分ꎬ从“从不使用” 到“总是使用” 记 １ ~ ６
分ꎮ 该问卷对大学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１７] ꎮ 在本研

究中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ꎬ社交功能、非
社交功能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０ꎬ０.７４ꎮ
(２)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ꎮ 该量表由熊婕等[１８] 编制ꎬ
共有 １６ 个条目ꎬ从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

境改变 ４ 个维度测量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ꎮ 采用 ５
点记分ꎬ从“一点也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 １ ~ ５ 分ꎮ
得分越高ꎬ表明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越高ꎮ 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８] ꎮ 在本研究中ꎬ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１ꎮ ( ３) 应对方式问卷由谢亚

宁[１９－２０]编制ꎬ共有 ２０ 个条目ꎬ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２ 个分量表ꎬ包含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可

能采取的 ２０ 种应对方法ꎮ 采用 ４ 点记分ꎬ从“不采

取”到“经常采取”记 ０ ~ ３ 分ꎮ 该问卷被证明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ꎬ被广泛用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测量[２１] ꎮ
本研究中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积极应

对方式分量表、消极应对方式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分别为 ０.７７ꎬ０.７４ꎮ (４)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

中的 压 力 分 量 表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 －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ｕｂｓｃａｌｅꎬＤＡＳＳ－Ｓ)ꎮ 采用简体中文版的 ＤＡＳＳ－
Ｓ 量表ꎮ 原始量表由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等编制ꎬ包含抑郁、焦
虑、压力 ３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包含 ７ 个条目ꎬ压力

分量表测量的是被试所感知到的压力ꎮ 采用 ４ 点记

分ꎬ从“没有症状”到“症状严重”记 ０ ~ ３ 分ꎮ 得分越

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压力越大ꎮ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效度和信度ꎬ可以用于高职学生压力水平的测量[２２] 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缺失值和异

常值的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ꎮ 使用软件 ＡＭＯＳ ２３.０ 进行链式中

介效应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职学生不同手机功能使用以及手机成瘾和压

力状况　 高职学生最常使用的手机功能是“社交网

站”[(４.７７ ± １. ０６) 分]ꎻ其次是听音乐 / 播客 / 收音机

[(４.４５± １. ０９) 分] 和短信 / 即时消息[( ４. ４１ ± ０. ９９)
分]ꎮ 在手机使用时长方面ꎬ有 ２.４％的学生每天使用

２ ｈ 以内ꎬ１８.６％每天使用 ２ ~ <４ ｈꎬ４３.６％每天使用 ４ ~
<６ ｈꎬ２３.７％每天使用 ６ ~ <８ ｈꎬ１１.４％每天使用≥８ ｈꎮ
男、女生在社交功能分量表上的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０４)ꎬ在非社交功能分量表总分上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２６)ꎬ但在非社交功能中的“玩游戏”
“听音乐 / 播客 / 收音机” “拍照片或录视频” “看视频 /
电视 / 电影”的得分男、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

别为 ９.６９ꎬ３.０３ꎬ－５.７２ꎬ－６.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年

级及是否独生子女社交功能分量表和非社交功能分

量表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高职

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平均得分为(４０.１４±１０.５９)
分ꎬ不同年级及是否独生子女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高职学生

ＤＡＳＳ－Ｓ 的平均得分为(７.８２±４.２２)分ꎬ不同年级及是

否独生子女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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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高职学生手机功能使用手机成瘾压力问卷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社交功能 非社交功能 ＭＰＡＴＳ ＤＡＳＳ－Ｓ
性别 男 ４１４ １５.２２±２.９１ ２７.２６±５.０４ ４１.４８±１０.９３ ８.４０±４.４１

女 ４９７ １５.６０±２.７０ ２６.８８±４.８８ ３９.０１±１０.１８ ７.３４±４.０１
ｔ 值 －２.０５ １.０８ ３.５２ ３.８０
Ｐ 值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年级 大一 ５９２ １５.５１±２.８０ ２７.１９±４.９２ ４０.０９±１０.６１ ７.８２±４.２３
大二 ３１９ １５.２９±２.８２ ２６.８０±５.０１ ４０.２３±１０.５７ ７.８４±４.２３

ｔ 值 １.１２ １.２３ －０.１１ －０.０６
Ｐ 值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９２ ０.９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５１ １５.３１±２.８９ ２７.２４±５.０２ ４１.５６±１１.１７ ８.３１±４.６４
否 ６６１ １５.４８±２.７７ ２６.９８±４.９２ ３９.６１±１０.３５ ７.６５±４.０５

ｔ 值 －０.９０ ０.７３ ２.４７ ２.０１
Ｐ 值 ０.３７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０４

２.２　 手机功能、应对方式、压力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

的相关性分析 　 在 １１ 种手机功能中ꎬ“玩游戏” “短

信 / 即时消息”与“社交网站”的得分与 ＭＰＡＴＳ 总分正

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５ꎬ０.１４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社交

功能及非社交功能中的“拍照片或录视频” “使用地

图 / 手机导航”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ꎬ“玩游戏”与

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ｒ ＝ ０.１４ꎬＰ<０.０１)ꎻ“玩游戏”
“看电子书 / 电子杂志”与压力得分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

为 ０.１５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短信 / 即时消息” “社交

网站”“玩游戏”“看视频 / 电视 / 电影”与手机使用时长

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 ２６ꎬ０. ２５ꎬ０. ２０ꎬ０. １７ꎬ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交功能、非社交功能、积极

应对方式呈负相关ꎬ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Ｐ 值

均<０.０１)ꎮ
社交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Ｐ<０.０１)ꎬ与

消极应对方式相关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９６)ꎻ非社交功

能与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相关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社交功能的使用频率与压力得

分之间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５２)ꎬ非社交功能使

用频率与压力得分之间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高职生手机功能与手机成瘾应对方式

压力和手机使用时长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９１１)

变量
手机成

瘾倾向
社交功能

非社交

功能

积极应

对方式

消极应

对方式
压力

社交功能 ０.１２∗∗

非社交功能 ０.２０∗∗ ０.４４∗∗

积极应对方式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１∗∗

消极应对方式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８
压力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５２∗∗

手机使用时长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２０∗∗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作

为控制变量ꎬ以压力得分为因变量ꎬ社交功能、非社交

功能、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自变量ꎬ
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ꎬ结果显示ꎬ消极应对方式、积
极应对方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达到统计学水平(Ｐ
值均<０.０１)ꎮ

以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为因变量ꎬ社交功能、非社

交功能、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得分为

自变量ꎬ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ꎬ消极应对方式、积极

应对方式、压力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社交功能对压力的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ꎬ对手

机成瘾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非社交

功能对压力和手机成瘾的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高职生手机功能和应对方式对

压力和手机成瘾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９９１)

因变量 自变量 Ｒ２ 值 Ｂ 值 β 值 ｔ 值 Ｐ 值
压力 社交功能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４９

非社交功能 ０.０９ ０.０８ ２.７４ ０.０１
积极应对方式 －０.１７ －０.２１ －７.３４ ０.００
消极应对方式 ０.５２ ０.５３ １８.９９ ０.００

手机成瘾 社交功能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０８ ２.７８ ０.０６
非社交功能 ０.２６ ０.１２ ４.１８ ０.０１
积极应对方式 －０.２９ －０.１４ －５.２８ ０.００
消极应对方式 ０.７８ ０.３２ １０.４７ ０.００
压力 ０.９３ ０.３７ １２.０６ ０.００

２.４　 应对方式和压力在非社交功能与手机成瘾倾向

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统计显示ꎬχ２ ＝ ０.００ꎬＰ ＝ ０.００ꎬ
ＧＦＩ＝ １.００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０ꎬ表明模型适配度非常好ꎮ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为 ５ ０００)ꎬ
链式中介效应的 ９５％ＣＩ ＝ ０.０６ ~ ０.２４ꎬ不包含 ０ꎬ说明中

介效应存在ꎮ 其中总中介效应为 ０.１７ꎬ消极应对方式

的中介效应为 ０.０６ꎬ占总中介效应的 ３７.８８％ꎻ消极应

对方式与压力的链式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５ꎬ占总效应的

２８.８４％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高职生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在

非社交功能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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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ꎬ７９％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 ４ ｈ 以

上ꎬ３５.４％每天使用手机 ６ ｈ 以上ꎬ１１.４％每天使用手

机 ８ ｈ 以上ꎮ 手机的“短信 / 即时消息” “社交网站”
“玩游戏” “看视频 / 电视 / 电影”功能均有可能导致高

职学生长时间的使用手机ꎮ 与女生相比ꎬ男生手机成

瘾的倾向更高ꎻ与非独生子女相比ꎬ独生子女的手机

成瘾倾向更高ꎮ 男生和女生在手机功能上的得分差

异表明ꎬ女生更多使用手机的社交功能和“拍照片或

录视频”“看视频 / 电视 / 电影”功能ꎬ而男生更多使用

非社交功能中的“玩游戏” “听音乐 / 播客 / 收音机”功

能ꎬ验证了之前的研究结果[６] 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消极应对方式对个

体感知到的压力有较大影响ꎬ消极应对方式对压力的

解释力比非社交功能和积极应对方式更大ꎮ 表明高

职学生体验到的压力部分来源于他们使用的不恰当

的应对方式ꎮ
本研究发现ꎬ经常使用手机游戏、电子阅读功能

的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较大ꎬ经常使用手机游戏功能的

个体手机成瘾倾向也更高ꎮ 男生在手机成瘾、压力以

及消极应对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女生ꎬ即与女生

相比ꎬ男生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体验到的

压力更大、手机成瘾倾向更高ꎮ 杨继玲[２３] 针对南疆高

职学生所做的研究也表明ꎬ女生更多选择积极应对方

式ꎬ而男生更多选择消极应对方式ꎮ 根据补偿性互联

网使用理论ꎬ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大ꎬ越有可能使用

手机应对压力带来的不适感[８] ꎮ
总的来说ꎬ手机的游戏功能不利于高职学生的心

理健康ꎬ使用不同类型手机功能的个体感知到的压力

水平不一样ꎬ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２４] ꎮ 社交功能与积

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ꎬ且对压力的解释力较差ꎬ表明

社交功能对高职学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ꎮ 非社交

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ꎬ原
因可能是ꎬ“非社交功能”是一种统称ꎬ其中包含的既

有与积极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的功能ꎬ如“拍照片或录

视频”“使用地图 / 手机导航”ꎬ也有与消极应对方式相

关的功能ꎬ如“玩游戏”ꎮ 今后的研究可以对非社交功

能进一步细分ꎬ以找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和手机成瘾

的因素ꎮ
对高职学生来说ꎬ消极应对方式是压力和手机成

瘾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ꎬ越常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应

对生活中的不利情境ꎬ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大、手机

成瘾倾向越高ꎮ 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在非社交功能

与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表明经常使用非社

交功能的个体更可能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压力水平更

高ꎬ导致手机成瘾倾向更高ꎮ 路径分析结果表明ꎬ消

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量与压力的中介效应量接近ꎬ
两者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总的来说ꎬ
应对方式不但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２５] ꎬ而且通过

影响手机成瘾倾向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ꎮ 高校

教师可以从应对方式入手ꎬ教育学生采取积极应对方

式来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ꎬ减少手机成瘾的发生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１)只选取了部分手机功能ꎬ有

一些常用的手机功能未涵盖其中ꎬ未来的研究可以囊

括更多的手机功能ꎬ并对“非社交功能”进一步细分ꎻ
(２)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ꎬ难以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ꎬ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ꎬ找出长时间使用

某些手机功能对大学生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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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知晓率均不高ꎻ知道肺结核的学生人群对结核病核

心信息的知晓情况变化不大ꎬ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从

网络等新媒体的信息来源比例显著提升ꎮ 建议在传

统健康教育基础上加强新型媒体平台在结核病健康

教育活动中的运用ꎬ同时注重健康促进工作的长期、
系统和连续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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