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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主观幸福感与冲动性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ꎬ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预防与干预

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ꎬ选取湖北省某高校 ２ ３９４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 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ＭＰＡＩ)、Ｂａｒｒａｔｔ 冲动性量表( Ｂａｒｒａｔ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ＢＩＳ－ＩＩ)和总体幸福感量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ꎬＧＷＢ)进行测量ꎮ 结果　 不同手机依赖水平大学生的冲动性、主观幸福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高手机依

赖者的冲动性得分高于低手机依赖者ꎬ主观幸福感得分低于低手机依赖者(Ｆ 值分别为 ２５２.３５ꎬ２８２.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手

机依赖与个体冲动性呈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ꎬ冲动性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５ꎬ－０.４８ꎬ－０.６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以手机依赖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ꎬ冲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 ０.２３ꎬｔ
＝ ２.３４ꎬＰ<０.０５)ꎬ且引入交互作用项后新增解释量亦有统计学意义(△Ｒ２ ＝ ０.２８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主观幸福感和冲动性对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有交互作用ꎬ主观幸福感在冲动性和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作用ꎮ
【关键词】 　 幸福ꎻ冲动行为ꎻ行为ꎬ成瘾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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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依赖症”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心理疾

病ꎬ指个体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１] ꎬ
对手机产生一种持续的渴求感和强烈的依赖感ꎬ并导

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２] ꎬ是一种“成

瘾行为” [３] ꎮ 从成瘾行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来看ꎬ
人格是导致成瘾行为的关键心理因素[４－５] ꎬ而冲动性

是一种重要的人格因素[６] ꎬ主要特征为情绪不稳定及

缺乏冲动控制能力ꎮ 以往研究发现冲动性和成瘾行

为或相关心理病理状态之间有因果关系[７] ꎬ高冲动性

者有更多的手机使用需求[８] ꎮ 另外ꎬ从个体的抑制能

力来看ꎬ具有低抑制能力的人很难抑制自己的冲动行

为ꎬ导致他们在情绪化的条件下更难控制手机使用行

为ꎬ容易出现依赖[９] ꎮ 同时ꎬ冲动性对个体主观幸福

感具有预测作用ꎬ高冲动性的个体易产生抑郁、焦

虑[１０]等消极情绪体验ꎬ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体验到的

幸福感水平不高ꎮ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以自定的标

准经自我评价而产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与消极的情

感体验[１１] ꎬ是影响个体成瘾行为形成的一个重要心理

因素[１２] ꎮ 本文试探索冲动性和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

手机依赖的影响ꎬ并尝试探讨两者对大学生手机依赖

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ꎬ为预防与干预大学生的手

机依赖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选取

湖北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集体施测ꎬ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 ５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

问卷 ２ ３９４ 份ꎮ 其中大一学生 ８８７ 名ꎬ大二学生 ８１７
名ꎬ大三学生 ６９０ 名ꎻ男生 １ ３４４ 名ꎬ女生 １ ０５０ 名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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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１６ ~ ２５ 岁ꎬ平均(１９.１０±１.３３)岁ꎮ 本研究均由学生

辅导员协助提前告知学生具体情况ꎬ并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ꎬＭＰＡＩ) 　 该量表原由 Ｌｅｕｎｇ 编制ꎬ由黄海等[１３] 修

订ꎬ共计 １７ 个条目ꎬ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

性 ４ 个维度ꎬ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１ꎮ 量表

采用 ５ 点计分ꎬ每个条目为 １ ~ ５ 计分ꎬ得分越高ꎬ手机

依赖性越强ꎮ 本研究中ꎬ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２ꎮ
１.２.２　 Ｂａｒｒａｔ 冲动性量表(Ｂａｒｒａｔ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ＢＩＳ－ＩＩ) 　 该量表原由 Ｂａｒｒａｔｔ 编制ꎬ由李献云等[１４] 修

订ꎬ共计 ３０ 个条目ꎬ分为运动冲动性、认知冲动性、无
计划冲动性 ３ 个维度ꎬ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ꎬ每个条目为

１ ~ ５ 分计分ꎬ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７ꎮ 得分

越高ꎬ冲动性越强ꎮ 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９ꎮ
１.２.３　 总体幸福感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ꎬ
ＧＷＳ) 　 该量表原由 Ｆａｚｉｏ 编制、段建华等[１５] 修订ꎬ共
计 １８ 个条目ꎬ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

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

及松弛与紧张(焦虑)６ 个维度ꎮ 量表共有 ３ 种计分方

式:第 ２ꎬ５ꎬ６ꎬ７ 题为 １ ~ ５ 分 ５ 点计分ꎻ第 １ꎬ３ꎬ４ꎬ８ ~ １４
题为 １ ~ ６ 分 ６ 点计分ꎻ第 １５ ~ １８ 题为 ０ ~ １０ 分 １１ 点

计分ꎮ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３ꎮ 得分越高ꎬ
幸福感越高ꎮ 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６ꎮ
１.３　 数据处理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对数

据进行整理和分析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单因素方

差分析、多层回归分析进行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手机依赖组大学生冲动性、主观幸福感比较

根据极端分组法ꎬ将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从低到高排

序ꎬ取首尾各 ２７％的被试分别为手机依赖高分组(总

分>４１ 分)和低分组(总分<２８ 分)ꎬ结果表明ꎬ手机依

赖高分组大学生的冲动性得分高于低分组ꎬ而主观幸

福感得分则低于低分组(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手机依赖、冲动性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结

果表明ꎬ手机依赖总分及各因子与个体冲动性总分及

各因子呈正相关ꎬ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负相关ꎬ冲动

性总分及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手机依赖组大学生冲动性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运动冲动性 认知冲动性 无计划冲动性 冲动性总分 主观幸福感总分
高手机依赖 ６５９ ３５.０６±１３.８９ ３７.３７±１２.３４ ４０.４３±１４.０３ ３７.３８±１０.６１ ８１.５５±１１.３３
低手机依赖 ６４４ ２０.１６±１３.９７ ２６.３２±１５.２３ ２５.１９±１６.５８ ２３.６６±１２.７３ ９６.５６±１２.０１
Ｆ 值 ２００.６４ １１８.８６ １７４.３７ ２５２.３５ ２８２.０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２　 大学生手机依赖冲动性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２ ３９４)

变量 失控性 戒断性 逃避性 低效性
手机依

赖总分

运动冲

动性

认知

冲动性

无计划

冲动性

冲动

性总分
戒断性 ０.５６
逃避性 ０.５０ ０.５２
低效性 ０.６５ ０.５２ ０.４４
手机依赖总分 ０.８９ ０.８０ ０.７４ ０.７７
运动冲动性 ０.３７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４１ ０.４２
认知冲动性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４２
无计划冲动性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７５
冲动性总分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７３ ０.８７ ０.８８
主观幸福感总分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５４ －０.６２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主观幸福感与冲动性对手机依赖的交互作用　
为进一步探究手机依赖、冲动性及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ꎬ以冲动性、主观幸福感为预测变量ꎬ使用多层回归

分析主观幸福感是否调节了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

系ꎮ 第一步以冲动性和主观幸福感为自变量ꎬ手机依

赖为因变量ꎬ结果显示ꎬＲ２ ＝ ０.２８ꎬ调整后 Ｒ２ ＝ ０.２８ꎬＰ<
０.０１ꎻ第二步以冲动性和主观幸福的交互项为自变量ꎬ
手机依赖为因变量ꎬ结果发现ꎬＲ２ ＝ ０.２８ꎬ调整后 Ｒ２ ＝
０.２８ꎬＰ＝ ０.０２ꎮ 交互作用的 β ＝ ０.２３ꎬｔ ＝ ２.３４ꎬＰ ＝ ０.０２ꎮ

主观幸福感和冲动性交互项增加了ꎬ并且交互项的系

数有统计学意义ꎮ 主观幸福感在冲动性与手机依赖

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大学生冲动性对手机依赖的形

成有直接作用ꎬ高冲动性者有更多的手机依赖行为ꎬ
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８] ꎮ 可能与冲动性人格的

行为抑制功能特点有关ꎬ一方面ꎬ冲动性会导致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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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势反应的抑制失败[１６] ꎬ即冲动性高的个体往往会

表现出更低的行为抑制能力ꎮ 而较弱的行为抑制能

力是成瘾行为产生的重要预测因子[１７] ꎮ 所以ꎬ功能丰

富的手机容易吸引人们花费一些时间去使用ꎬ但当影

响到日常生活时ꎬ低冲动性者则具有更好的行为抑制

能力ꎬ能够控制自己的手机使用ꎬ而高冲动性个体则

恰恰相反ꎮ 另一方面ꎬ高冲动性个体对抗前摄抑制存

在困难[１６] ꎬ即他们很难抑制之前某个与任务有关而现

在已无关的信息对记忆的干扰ꎬ比如反复思考最近与

某人发生过的争吵ꎮ 以往研究也显示ꎬ冲动性与打电

话的数量、时长等呈正相关[１] ꎮ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ꎬ主观幸福感和冲动性人格的

交互作用能够预测手机依赖ꎬ与已有研究相似[１８] ꎮ 主

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与消极情感体

验ꎮ 一方面ꎬ个体的幸福感体验愈低ꎬ说明对整个生

活的满意程度越低ꎬ该类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受到

许多的困难或挫折ꎬ对适应现实生活缺乏信心ꎬ也缺

乏有效的处理问题能力ꎮ 而已往研究发现ꎬ低主观幸

福感往往与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有密切关系[１９] ꎮ 另

一方面ꎬ低主观幸福感的个体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少

而体验到的消极情感更多ꎬ包括抑郁、焦虑、紧张等ꎮ
而手机的特点与一些消极情绪有一定的契合性ꎬ比如

焦虑情绪ꎮ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２０] 认为手机的基本功能在本质

上是使两个身处异地的个体能够在同一时间联系ꎬ并
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人类因孤独所引起的焦虑ꎮ 因此ꎬ
具有消极情绪的个体可能更容易通过使用手机来缓

解自己的不良情绪ꎬ寻找快乐[１７] ꎮ Ｄｉｅｎｅｒ 等[１０] 认为ꎬ
主观幸福感低的个体比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更容易

产生冲动性ꎬ冲动性高的个体自我控制力极低ꎬ更难

适应现实生活ꎬ促使个体寻求手机作为逃避生活和调

整情绪的重要途径ꎬ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ꎬ通过聊天、
上网、游戏方式获得安慰ꎬ找到快乐ꎬ并被这种快感所

驱使ꎬ从而更加频繁地使用手机ꎬ形成依赖ꎬ而主观幸

福感高的个体能更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感ꎬ从而更

少的出现手机依赖行为[１０]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本研究中由于冲动性属于人格特

质ꎬ是相对稳定的ꎬ而幸福感主观性强ꎬ提高可能性更

大ꎬ意味着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一项降低或避免手机

依赖的保护因子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对自我

生活的正向评价与快乐感受ꎬ即良好的幸福感来降低

或避免手机依赖ꎮ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心理

健康教育中可以培养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问题

和挫折的处理能力ꎬ提高他们的自控力和情绪调节能

力ꎬ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ꎬ从而预防手机依赖的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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