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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特点以及抑制控制资源消耗后渴求感的变化ꎬ为开展相应干预提供

参考ꎮ 方法　 在沈阳师范大学采用海报招募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ꎬ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筛选手机依赖和非依赖大学

生各 ４０ 名ꎬ各分为两组ꎬ进行有无手机震动干扰的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ꎬ并在任务前后测量手机渴求感ꎮ 结果　 无论有无手机

震动干扰ꎬ手机依赖组的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高于非依赖组(Ｆ＝ １９.３４ꎬＰ<０.０１)ꎮ 在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完成抑制控制任务

后ꎬ手机依赖大学生对手机渴求感提升( ｔ＝ －６.０２ꎬ Ｐ<０.０１)ꎮ 手机依赖大学生所在的实验组 １、实验组 ２ 渴求感后测成绩

与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１ꎬ０.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手机依赖大学生一般抑制控制和手机相关抑

制控制均较差ꎬ抑制控制任务完成会导致手机渴求感显著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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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依赖指沉溺于手机使用ꎬ无法抑制手机使用
的冲动性ꎬ且离开手机后会产生较多的不适感ꎬ造成
学业、人际关系、 情绪等方面消极后果的问题行
为[１－２] ꎮ 问题行为的形成与个体的抑制控制( ｉｎｈｉｂｉ￣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不足和渴求感 ( ｃｒａｖｉｎｇ) 上升有密切关
系[３－６] ꎮ 自我控制力量模型(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ｌｆ ｃｏｎ￣
ｔｒｏｌ)指出ꎬ 执行自我控制任务后呈现能量衰减状
态[７] ꎬ可能是渴求感产生的重要原因ꎮ 最近研究发
现ꎬ手机依赖大学生存在自我控制缺陷[８－１１] ꎮ 抑制控
制下降和渴求感提升可能是手机依赖产生和保持的

重要原因ꎮ
渴求感既可以形容想要获得某种物质的动力状

态ꎬ也可以指驱使某种行为的企图[１２] ꎮ 渴求感与抑制
控制密切相关ꎬ当抑制控制能力下降时ꎬ负责冲动性
的边缘系统就会变得更加活跃ꎬ人们就容易做出冲动
性决策和行为[１３] 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手机依赖大学生
抑制控制特点及其与渴求感之间的关系ꎬ为开展相应
干预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征得被试知情同意ꎬ且获得沈阳师范大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对被试进行前期施测ꎮ
被试均来自沈阳师范大学ꎬ采用海报招募的方式招募
研究对象ꎬ其中女生 ５４ 名ꎬ女生 ２６ 名ꎮ 被试筛选及实
验实施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按照«手
机成瘾倾向量表»量表得分前 ２７％和后 ２７％的分类方
法ꎬ量表得分在 ５１ ~ ７５ 分为手机依赖组ꎬ得分在 ３７ 分
之下为非依赖组ꎬ选取手机依赖组和非依赖组各 ４０ 名

７４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大学生参加实验ꎬ共 ８０ 名被试ꎮ 其中女生占 ６７.５％ꎬ
男生占 ３２.５％ꎻ平均年龄 ２０.５１ 岁ꎮ 按照平均年龄、手
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和手机
使用年限匹配实验组 １ꎬ２ 和对照组 １ꎬ２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使用熊婕等[１４] 编
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ꎮ 该量表共 １６ 个项目ꎬ
采用 Ｌｉｎｋｅｔ ５ 点等级方式计分ꎮ 经测量ꎬ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７ꎬ达到较高水平ꎬ邀请 ２
位心理学专业教师对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评定ꎬ专家
评定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９ꎬ达到较高水平ꎬ说明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较好ꎮ
１.２.２　 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及其变式　 使用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
务测量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能力ꎬ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
务在抑制控制测量中被认为敏感度更高ꎬ而且数字的
选择范围比色词的选择范围更宽[１５] ꎮ 任务 １ 用来测
量一般抑制控制ꎬ任务 ２ 用来测量手机相关的抑制控
制ꎮ (１)任务 １: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ꎮ 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要
求对 ２ 个数字的数值大小进行判断ꎮ 任务分为中性、
一致和不一致 ３ 种条件ꎬ被试对数对比较后进行按键
反应ꎬ练习之后被试选择继续练习或者开始正式实
验ꎬ实验中设置 ３ 次休息ꎮ (２)任务 ２:手机震动铃声
下的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ꎮ 手机震动铃声干扰条件下被试
需要带耳机完成任务ꎬ手机震动铃声每次持续 １０ ｓꎬ每
次间隔 ５ ｓ 出现ꎬ１０ ｓ 内震动 １２ 次ꎬ音量为 ６０ ｄＢꎮ
１.２.３　 手机渴求感测量　 使用 １０ 点等级量尺和改编
的渴求感量表测量手机渴求感ꎬ二者分数相加为渴求
感分数ꎮ １０ 点等级量尺测量整体的手机渴求感ꎬ为单
一题目组成ꎮ 手机渴求感量表来自改编的香烟渴求
简明问卷(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Ｕｒｇｅｓ￣Ｂｒｉｅｆ)ꎬ共有
１０ 个题目ꎮ 该量表在多项研究中用于测量渴求感ꎬ信
度和效度较好[１６－１７] ꎬ在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 ０. ７６ꎮ 专家评定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０ꎬ 达到较高
水平ꎮ
１.３　 实验设计与程序　 研究比较 ４ 组被试在有无声
音干扰下抑制控制ꎬ因变量为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ꎬ其值

越大ꎬ说明抑制控制越差ꎬ计算方式为不一致条件下
的反应时间减去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间ꎮ 同时比较
实验前后渴求感的变化以及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和渴求
感前、后测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程序分为 ４ 个阶段:第一
阶段(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为被试筛选ꎻ第二
阶段(２０１９ 年 ５—８ 月)为手机渴求感前测ꎻ第三阶段
(２０１９ 年 ５—８ 月)为抑制控制测量ꎬ实验组 １ 和对照
组 １ 完成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的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ꎬ实
验组 ２ 和对照组 ２ 在无干扰条件下完成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
务ꎻ第四阶段(２０１９ 年 ５—８ 月)为手机渴求感后测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ꎬ
利用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组别被试抑制控制能力的差
异ꎬ使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报告实验前后被试渴求感的
改变ꎬ同时分析抑制控制与渴求感的相关关系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４ 组被试在有无声音干扰下的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

完成情况　 首先ꎬ比较 ４ 组被试在有无声音干扰下的
反应时间ꎬ并计算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ꎮ 从表 １ 可以看
出ꎬ手机依赖大学生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的抑制控制
能力最差ꎬ平均抑制冲突效应量为 ６６.２３ ｍｓꎬ其次是无
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的抑制控制能力(４５.５２ ｍｓ)ꎻ非
依赖组的抑制控制能力较好(３５.５５ ｍｓ)ꎮ

４ 组被试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 ＝ １９.３４ꎬＰ<０.０１)ꎮ 多重比较结果发现ꎬ４ 组被试
两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即无论
有无手机震动铃声干扰ꎬ手机依赖组的抑制控制都要
差于非依赖组ꎬ但有干扰条件下手机依赖组的抑制控
制表现更差ꎮ
２.２　 完成抑制控制任务前后 ４ 组被试手机渴求感的

变化　 在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任务中手机依赖组渴求
感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而无干扰条件下
的手机依赖组和非依赖组渴求感前后测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 ４ 组被试反应时间和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值(ｘ±ｓ)

有无声音干扰 组别 人数 一致条件 / ｍｓ 不一致条件 / ｍｓ 中性条件 / ｍｓ 平均反应时间 / ｍｓ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
有 实验组 ２０ ５１０.７７±３４.３２ ５７７.００±３２.１２ ５３０.５２±７６.８６ ５３９.４３±３８.７７ ６６.２３±１５.３１

对照组 ２０ ４２３.４７±４７.３０ ４６８.９９±５５.３６ ４３３.５８±６７.７１ ４４２.０１±３２.１２ ４５.５２±１５.５６
无 实验组 ２０ ４８６.６６±５０.０５ ５４１.４４±４７.３０ ５０５.３６±５５.３６ ５０４.９２±４８.６３ ５４.７８±１５.２２

对照组 ２０ ４１７.７０±３０.８７ ４５３.２５±３２.１２ ４２４.２３±７６.８６ ４３１.７３±３８.２８ ３５.５５±９.２７

表 ２　 完成任务前后 ４ 组被试渴求感得分比较(ｘ±ｓ)

前后测
有声音干扰

实验组(ｎ ＝ ２０) 对照组(ｎ ＝ ２０)
无声音干扰

实验组(ｎ ＝ ２０) 对照组(ｎ ＝ ２０)
前测 ３６.７５±１３.３８ ３１.３０±１０.３６ ４２.８０±９.３３ ３３.１０±１４.１６
后测 ５５.５５±１０.８１ ３３.２５±１１.９９ ４５.２０±７.９９ ３２.２０±１２.２９
ｔ 值 －６.０２∗∗ －０.７１ －１.８０ ０.５７

　 注:∗∗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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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抑制控制与渴求感的关系 　 分析各组 Ｓｔｒｏｏｐ 冲
突效应量与渴求感前、后测得分之间的关系ꎬ结果发
现ꎬ实验组 １ 和实验组 ２ 中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与渴求
感后测得分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１ꎬ０.５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但是在非依赖组未发现两者之间相关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研究发现ꎬ无论有无手机震动铃声干扰ꎬ手机依

赖大学生抑制控制均差于非依赖大学生ꎬ提示手机依
赖大学生存在抑制控制受损ꎬ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
致[８－１１] ꎮ 特别是手机依赖大学生对手机相关线索的
抑制相比较非依赖组更加困难ꎬ可能是因为当听到手
机震动铃声时ꎬ会唤起手机依赖大学生对使用手机的
记忆ꎬ产生对手机使用的渴求感ꎮ 而相关抑制控制训
练可以提高问题行为者的抑制控制能力ꎮ 有国外研
究通过让超重者对健康食品进行 Ｇｏ 反应(按 Ｇｏ 键ꎬ
做趋近反应)ꎬ对高能量食品进行 ＮｏＧｏ 反应(按 ＮｏＧｏ
键ꎬ做回避反应)ꎬ以提高超重者对高能量食物的抑制
能力ꎬ结果发现ꎬ超重者在干预后表现出体重的更多
下降、日常饮食摄入的减少和相对少的高能量食物的
摄入ꎬ且在长期的跟踪后发现ꎬ干预组在 ６ 个月之后体
重持续下降[１８] ꎬ提示手机依赖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抑制
控制训练提升ꎮ

此外ꎬ研究发现ꎬ在手机震动铃声干扰下ꎬ手机依
赖组大学生渴求感前后测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说
明手机震动铃声唤起了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渴求感ꎮ
而在一般抑制控制任务中并未发现渴求感后测成绩
提高ꎬ可能是因为一般抑制控制任务消耗的资源较
少ꎬ不会引发渴求感显著上升ꎮ 相比较而言ꎬ非依赖
组抑制控制资源较多ꎬ在实验过程中消耗较少ꎬ因此
非依赖组没有发现渴求感变化ꎮ

研究还发现ꎬ手机依赖组 Ｓｔｒｏｏｐ 冲突效应量与渴
求感后测得分呈正相关ꎮ 自我控制力量模型认为在
自我控制资源消耗之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自我损
耗”ꎬ而在自我损耗后会产生更多的冲动想法和行为ꎬ
渴求感就是一种冲动性想法ꎮ 手机依赖组相比较非
依赖组抑制控制较差ꎬ他们本身的自我控制资源稀
缺ꎬ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ꎬ稀缺的自控资源又进一
步损耗ꎬ导致冲动性想法即对手机的渴求感上升ꎮ 这
也是手机依赖行为维持的重要动机因素ꎬ同时也是手
机依赖难以戒除的心理原因ꎮ

综上所述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大学生同时存在一
般和手机相关线索抑制控制困难ꎬ在完成手机相关抑
制控制任务后渴求感显著提升ꎬ抑制控制和渴求感有

着密切关系ꎮ 提示可以通过抑制控制训练来干预手
机依赖行为ꎬ特别是对手机相关线索的抑制控制的训
练ꎬ此外干预研究还要注意减少手机依赖群体对手机
使用的渴求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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