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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手机成瘾、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ꎬ为高校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ꎬＰＳＳＳ)、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Ｄ)ꎬ随机抽取山东省 ５ 所高校共 １ ７０３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手机成瘾、社会支持与抑郁得分分

别为(３２.８４±９.３０) (６７.２０±１１.０９) (１１.６１±８.６５)分ꎮ 低社会支持组大学生手机成瘾及抑郁得分[(３４.９３±９.１１) (１４.５６±
９.２１)分]均高于高社会支持组[(３０.５４±８.９６)(８.３４±６.５９)分]( ｔ 值分别为 １０.０１ꎬ１５.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ꎬ高社会支持组中手机成瘾对抑郁变异的解释度低于低社会支持组(Ｒ２ 值分别为 ０.１６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社会支持

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ꎬ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０ꎬ 占总效应的 ２１.０％ꎮ 结论　 大学生社会支持在手机

成瘾对其抑郁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ꎬ提升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降低手机成瘾对抑郁症状的消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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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统计结果显示ꎬ我国手

机网民规模达 ７.８８ 亿ꎬ其中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段网民比例

最高ꎬ达 ２７.９％[１] ꎮ 随着使用频次与时间的增加ꎬ智能

手机易得性、便利性等特点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了相应

的潜在风险[２] ꎮ 手机成瘾指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引起

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ꎬ并对个体心理健康及社会功能

造成消极影响[３] ꎮ 聂光辉等[４－５] 认为ꎬ手机成瘾与抑

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ꎬ但其中的内在机制尚未明

确ꎮ 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情绪体验的角度ꎬ证实了孤

独感、疲惫感、 焦虑等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

用[６－８] 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手机成瘾能够通过影响人际

困扰或友谊质量ꎬ进而导致抑郁等问题的产生[９] ꎮ 资

源保存理论为研究个体资源在手机成瘾与抑郁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该理论认为ꎬ个体资源有助

于个体应对生活环境中的压力或应激性事件ꎬ并能够

缓冲所带来的负性影响[１０] ꎮ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社

会关系或网络中获得的支柱性资源[１１] ꎬ在维护情绪健

康、预防心理疾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如曹廷珲等[１２]

研究发现ꎬ中学生社会支持在希望与抑郁情绪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ꎻ宋丽萍等[１３] 研究结果显示ꎬ社会支持

１２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在护士职业倦怠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ꎻ黄浩

等[１４]研究表明ꎬ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与妊娠早期孕妇

抑郁症状的关系间起负向调节作用ꎮ 基于以上探讨ꎬ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究社会支

持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效应ꎬ为高校采取

积极的干预措施ꎬ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采用整群抽样法ꎬ按照专

业类别随机抽取山东中医药大学(医科)、山东师范大

学(文科)、山东交通学院(工科)、齐鲁工业大学(理

科)、济南大学(商科)５ 所高校ꎬ每所高校分别抽取大

一、大二、大三各 ２ 个班级ꎬ对共计 ６ 个班级内所有学

生开展问卷调查(因考虑大四学生实习ꎬ居住分散ꎬ未
纳入研究)ꎮ 以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为原则ꎬ共发放

问卷 １ ８０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７０３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４.６１％ꎮ 其中男生 ４９６ 名 ( ２９. １％)ꎬ女生 １ ２０７ 名

(７０.９％)ꎻ城镇学生 ６３９ 名(３７.５％)ꎬ农村学生 １ ０６４
名(６２. ５)ꎻ独生子女 ６６１ 名 ( ３８. ８％)ꎬ非独生子女

１ ０４２名 ( ６１. ２％)ꎻ 家 庭 经 济 水 平 较 高 者 ３２８ 名

(１９.３％)ꎬ一般者 １ ２５３ 名( ７３. ６％)ꎬ较低者 １２２ 名

(７.２％)ꎮ 年龄 １７ ~ ２２ 岁ꎬ平均(１８.２１±０.５９)岁ꎮ 本次

调查已通过山东中医药大学伦理审查ꎬ符合科学研究

的伦理规范ꎮ
１.２　 方法　 在取得各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的知情同意

后ꎬ研究组成员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利用班会点名时间

在教室集中开展问卷调查ꎬ在学生完成问卷后当场

收回ꎮ
１.２.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ꎬ主要包

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等ꎮ
１.２.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ＭＰＡＴＳ) 　 该量表由熊婕等[１５]

编制ꎬ测量个体的手机成瘾倾向ꎮ 包括戒断症状、突
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 ４ 个维度ꎬ共计 １６ 个条

目ꎮ 每条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评分ꎬ总分 １６ ~ ９０ 分ꎬ分
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手机成瘾状况越严重ꎮ 本研究中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２.３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ꎬＰＳＳＳ) [１６] 　 该量表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

他支持 ３ 个维度构成ꎬ共计 １２ 个条目ꎮ 每个条目按照

“极不同意” ~ “极同意”分别记 １ ~ ７ 分ꎬ总分为 １２ ~ ８４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ꎬ本研

究将总分≥中位数界定为高社会支持组ꎮ 本研究中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２.４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ＥＳ － Ｄ ) 　 采 用 学 者

Ｒａｄｌｏｆｆ[１７]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以评估大学生的

抑郁情况ꎬ该量表包括积极情绪、抑郁情绪、躯体症状

与活动迟滞及人际关系 ４ 个维度ꎬ共计 ２０ 个条目ꎬ每
个条目以 ０ ~ ３ 分计分评定最近 １ 周内症状出现的频

率ꎬ总分为 ０ ~ ６０ 分ꎬ其中 ４ 项为反向计分ꎮ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数据分析ꎬ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ꎻ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ꎬ以均数±标准差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ꎻ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不同社会支

持情况下手机成瘾对抑郁的影响ꎻ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３.０ 对

社会支持、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进行中介模型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社会支持、手机成瘾及抑郁得分　 大学生

手机成瘾总分为(３２.８４±９.３０)分ꎬ各维度得分分别为

戒断症状(１３.６８±４.１０)分、突显行为(６.６４±２.６３)分、
社交抚慰(６.４４±２.１３)分、心境改变(６.０８±２.２５)分ꎻ社
会支持总分为(６７.２０±１１.０９)分ꎬ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家

庭支持(２２.１９±４.３１)分、朋友支持(２２.３７±３.９１)分、其
他支持(２２.７２±４.７６)分ꎻ抑郁得分[中位数(最小值ꎬ
最大值)为 ９.００(０.００ꎬ４３.００)分ꎬ各维度得分分别为抑

郁情绪 ３. ００ ( ０. ００ꎬ２１. ００) 分ꎬ积极情绪 ３. ００ ( ０. ００ꎬ
１２.００)分ꎬ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 ３.００(０.００ꎬ１６.００)分ꎬ
人际关系 ０.００(０.００ꎬ７.００)分]ꎮ
２.２　 不同社会支持情况大学生手机成瘾及抑郁得分

比较　 以社会支持得分中位数 ６９ 分为界点将被试划

分为低社会支持组与高社会支持组ꎮ 低社会支持组

的手机成瘾得分及抑郁得分[(３４.９３ ± ９.１１) (１４.５６ ±
９.２１)分] 高于高社会支持组[(３０. ５４ ± ８. ９６) ( ８. ３４ ±
６.５９)分]( ｔ 值分别为 １０.０１ꎬ１５.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不同社会支持情况下手机成瘾对抑郁的影响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高社会支持组手机成瘾对抑

郁变异的解释度低于低社会支持组(β 值分别为 ０.３９ꎬ
０.４４ꎬＲ２ 值分别为 ０.１６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ꎬ采用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为:χ２ ＝ ３３２.３８ꎬｄｆ ＝ ４０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 < ０.０８)ꎬＮＦＩ ＝
０.９６ꎬＴＬＩ ＝ ０.９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７ꎮ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ꎬ手机成瘾负向预测社会

支持(β ＝ －０.２９ꎬ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负向预测抑郁情

绪(β ＝ －０.３４ꎬ 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与抑郁

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ꎬ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０ꎬ 占总效应

的 ２１.０％ꎮ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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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学生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中 １ ７０３ 名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为(３２.８４
±９.３０)分ꎬ低于赵建芳等[１８] 研究结果ꎬ可能与研究对

象来源不同有关ꎻ社会支持得分为(６７.２０±１１.０９)分ꎬ
与以往研究结果[１９]基本一致ꎬ表明大学生社会支持系

统较为完善ꎻ抑郁症状得分为(１１.６１±８.６５)分ꎬ高于张

文悦等[２０]的研究结果ꎬ提示大学生抑郁问题应引起足

够重视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高社会支持组大学生手机

成瘾得分及抑郁得分均低于低社会支持组ꎮ 提示社

会支持能够缓冲不良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ꎬ并对心

理健康起到正向促进作用[２１] ꎬ即大学生从家庭、朋友

及其他途径获取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ꎬ积极应对

生活事件ꎬ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越强ꎬ越不容易出现

手机成瘾与抑郁症状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在不同社

会支持情况下ꎬ手机成瘾均正向预测抑郁ꎬ与以往研

究一致[２２－２３] ꎬ即个体的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ꎬ抑郁症

状也越严重ꎬ进一步证实了手机成瘾与个体的消极情

绪及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ꎮ 提示积极干预大学

生手机成瘾倾向有助于减少和预防抑郁情绪的产生ꎮ
此外ꎬ高社会支持组中手机成瘾对抑郁变异的解释度

低于低社会支持组ꎬ即社会支持可能影响手机成瘾与

抑郁的关系ꎬ进一步支持了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抑

郁的关联中起效应修饰作用的观点[２４] 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手机成瘾

与抑郁间存在中介效应ꎬ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不仅

能够对抑郁症状产生直接作用ꎬ还通过社会支持进而

间接影响其抑郁症状的产生ꎮ 一方面ꎬ手机成瘾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个体用于家庭、朋友及学业等方

面的时间和精力ꎬ导致沟通交流机会减少ꎬ不利于自

身从中获取社会支持ꎬ造成生活与学业上的双重困

扰ꎬ从而更易引发抑郁等心理问题[２５] ꎻ另一方面ꎬ大学

生正处于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统一整合的阶段ꎬ手机

成瘾倾向者易将网络活动替代社交活动ꎬ网络关系代

替现实关系ꎬ使其常常面临网络与现实世界中各种生

活事件与人际关系的严重冲突[２６] ꎬ并导致个体人际交

往能力的退化ꎬ在阻碍社会支持网络发展的同时ꎬ自
身从中可获取的各种物质资源与精神支持也随之减

少ꎬ从而诱发焦虑、孤独感等不良情绪ꎬ最终导致抑郁

症状的产生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资

本在手机成瘾与个体抑郁间的中介作用ꎬ提升大学生

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降低手机成瘾对抑郁症状的

消极影响ꎮ 提示高校管理者今后在纠正个体手机成

瘾倾向以预防和减少抑郁情绪产生的同时ꎬ应进一步

关注其社会支持状况及相关因素ꎬ从积极心理学的角

度制定干预策略以优化人际关系ꎬ增加积极的精神与

意志体验ꎬ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本研究由于专业问题ꎬ抽取的样本男女比例差异较

大ꎬ该研究结果在推论到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中须谨

慎ꎬ今后可进一步扩大抽样范围ꎬ增加样本量ꎬ进一步

验证此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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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ꎻＳｔｅｎｓｖｏｌｄ 等[２０] 则发现ꎬ８ 周有氧间歇运动或抗

阻训练均可显著降低肥胖女大学生 ＷＣꎮ 本研究结果

提示肥胖患者进行循环训练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和代谢综合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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