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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ꎬ为预防大学生手机依赖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通过多阶段抽样的方法ꎬ对安徽省合肥市 ２ ５０２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和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ꎮ 结果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生源地、是否恋爱、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

及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８. ２５ꎬ１７. ７１ꎬ８. ０９ꎬ７３. ４６ꎬ１９. ５８ꎬ７. ４８ꎬ１７. ４３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结果表明ꎬ手机依赖和心理韧性各维度之间呈负相关( ｒ ＝ －０.３５ ~ ０.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

果表明ꎬ女性、未恋爱、低年级、每天使用手机时间短以及较强的心理韧性是手机依赖的保护因素ꎻ相比较生源地为城市而

言ꎬ农村为保护因素ꎬ而城镇则为危险因素ꎻ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 ３ 个心理韧性维度得分上手机依赖均呈负性相

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６ꎬ０.５５ꎬ０.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ꎬ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可

以减少手机依赖程度ꎬ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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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手机不断更新的自媒体软件和各种服务平

台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ꎬ也增加了一些困扰ꎮ 越来越

多的人沉迷于手机的娱乐功能ꎬ甚至影响正常的生

活[１] ꎮ 手机依赖是一种在手机中消耗过多的精力和

时间ꎬ影响个体正常生活和社会活动ꎬ进而可能损害

心理认知和社会功能的现象[２] ꎮ 国内外研究发现ꎬ手
机成瘾与焦虑、压力、抑郁甚至生理性损伤都有关系ꎬ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容忽视[３－４] ꎮ 大学生在校时间相

对自由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ꎬ如果自我管理能力较

差ꎬ往往使用手机的时间较长ꎬ很容易产生手机依赖

心理ꎮ 心理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作为一种正向积极的反应

能力ꎬ对于个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效能有着正向预测

作用[５－６] ꎬ反映了当个人处于不利环境、面对困难和情

绪失落时所产生的抗压能力和良好适应能力[７] 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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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探索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心理韧性对其

预测作用ꎬ为预防大学生手机依赖、促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９ 月ꎬ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对合肥市内 ５ 所高校(安徽医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安徽水利水

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在读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ꎬ具体

方法为:将合肥市的全部高校依次列出并标号ꎬ然后

采取抓阄的方法从中抽取 ５ 所高校ꎻ再从每个年级中

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ꎬ规定每间隔一定数量班级抽取

１ 个班级ꎬ所抽中班级的全部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在

问卷首页设置知情同意书ꎬ将签署知情同意且内容填

写完整的问卷资料纳入研究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７５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５０２ 份ꎬ有效问卷率为 ９０.９８％ꎮ 其中

男生 １ １８７ 名ꎬ女生 １ ３１５ 名ꎻ年龄为 １８ ~ ２６ 岁ꎬ平均

(２０.２６±１.５７)岁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为独

生子女、是否恋爱、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使用手

机年限以及每天使用手机时间等ꎮ
１.２.１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最初由胡月

琴[８]等编写ꎬ后由李海垒等[９] 修订ꎬ共包括 ２７ 个问

题ꎬ如“在处理困难问题时ꎬ我会集中注意力应对”等ꎻ
采用 ５ 点评分法ꎬ由 １ ~ ５ 表示依从性逐渐增加ꎬ其中

部分题目反向计分ꎬ分为情绪控制、目标专注、积极认

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 ５ 个维度ꎮ 本次研究中该量表

能够很好地测量心理韧性ꎬ具有较好的内容和结构效

度ꎬ内部一致信度系数为 ０.７７ꎮ
１.２.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此量表为熊婕

等[１０]编制ꎬ共 １６ 个题目ꎬ分成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
交抚慰、心境改变 ４ 个维度ꎻ使用 ５ 点计分法ꎬ从 １ ~ ５
识别程度逐渐增强ꎮ 本研究将手机依赖得分按照标

准进行划分ꎬ≥４８ 分为手机依赖[１１] ꎮ 本研究中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ꎬ内部一致信度系

数为 ０.９２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和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

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ꎮ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之间

的手机依赖差异使用 χ２ 检验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分析用

于分析手机依赖和心理韧性维度之间的相关性ꎻ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和心理韧

性得分纳入方程ꎬ检验其对回归的贡献程度ꎻ所有的

检验均为双侧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手机依赖报告率比较　
大学生中的手机依赖者有 ７７７ 名ꎬ依赖率为 ３１.０６％ꎮ
手机依赖报告率在性别、生源地、是否恋爱、每天使用

手机时间、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家庭经济情况间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手机依赖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手机依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１８７ ４１８(３５.２) １８.２５ <０.０１

女 １ ３１５ ３５９(２７.３)
年级 大一 ８１６ ２３５(２８.８) １９.５８ <０.０１

大二 ７４７ ２２８(３０.５)
大三 ５４０ １６７(３０.９)
大四 ２９０ ９３(３２.１)
大五 １０９ ５４(４９.５)

生源地 城市 ５０１ １５２(３０.３) １７.７１ <０.０１
城镇 ６４５ ２４２(３７.５)
农村 １ ３５６ ３８３(２８.２)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９８２ ３３６(３４.２) ７.４８ <０.０１
否 １ ５１９ ４４１(２９.０)

是否恋爱 是 ７５６ ２６５(３５.１) ８.０９ <０.０１
否 １ ７４６ ５１２(２９.３)

家庭情况 双亲 ２ ３６１ ７２９(３０.８) １.７６ ０.４１
单亲 １３０ ４６(３５.４)
孤儿 １０ ２(２０.０)

家庭经济情况 很贫困 １７８ ６９(３８.８) １７.４３ <０.０１
较贫困 ６５６ １９５(２９.７)
中等 １ ５２５ ４５４(２９.８)
较富裕 １０６ ３９(３６.８)
很富裕 ３７ ２０(５４.１)

使用手机年限 / 年 <１ ３９７ １２５(３１.２) ０.３０ ０.９９
１~ ７０５ ２２３(３１.６)
２~ ４９２ １５４(３１.３)
３~ ３７６ １１４(３０.３)
≥４ ５３１ １６２(３０.５)

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 ｈ <４ １ １３２ ２７７(２４.８) ７３.４６ <０.０１
４~ ９９０ ３２１(３２.４)
８~ ２８０ １２８(４５.０)
≥１２ ９８ ５３(５４.１)

　 注:部分项目存在人数缺失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大学生心理韧性和手机依赖各维度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

相关分析　 由于量表得分并不完全满足正态分布ꎬ对
心理韧性和手机依赖的各维度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不同变量之间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ꎬ即手机依赖的得分基本随着心理韧性得分的增

高而降低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心理韧性和手机依赖

各维度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系数(ｎ ＝ ２ ５０２ꎬｒ 值)

心理韧性
戒断

症状

突显

行为

社交

抚慰

心境

改变

手机依

赖总分
目标专注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６
情绪控制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４１
积极认知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１６
家庭支持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２
人际协助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２５
心理韧性总分 －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３３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手机依赖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及心理韧性的

预测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对手机依赖有意义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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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别(１ ＝男ꎬ２ ＝女)、生源地(１ ＝城市ꎬ２ ＝城镇ꎬ３ ＝
农村)、是否恋爱(１ ＝是ꎬ２ ＝否)、每天使用手机时间(１
＝ <４ ｈꎬ２ ＝ ４ ~ <８ ｈꎬ３ ＝ ８ ~ <１２ ｈꎬ４ ＝ ≥１２ ｈ)、年级(１ ＝
一年级ꎬ２ ＝二年级ꎬ３ ＝三年级ꎬ４ ＝ 四年级)、是否为独

生子女及家庭经济情况]纳入回归方程ꎬ同时将心理

韧性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也一并纳入方程中ꎬ对于有序

分类变量如生源地ꎬ需要设置哑变量之后再纳入方

程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ꎬ女性、未恋爱、低年

级、每天使用手机时间短是手机依赖的保护因素ꎻ相
比较生源地为城市而言ꎬ生源地在农村为保护因素ꎬ
而城镇则为危险因素ꎮ 较强的心理韧性以及情绪控

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３ 个维度得分与手机依赖负

性相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手机依赖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５０２)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４９ ０.１０ ２５.３８ ０.００ ０.６１(０.５１~ ０.７４)
年级 ０.１０ ０.０４ ６.４３ ０.０１ １.１１(１.０２~ １.２０)
是否恋爱 －０.２２ ０.１０ ４.６７ ０.０２ ０.８０(０.６５~ ０.９８)
每天使用手机时长 ０.４３ ０.０６ ５６.７１ ０.００ １.５４(１.３５~ １.７２)
生源地
　 城镇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２５ ０.０３ １.１７(０.８９~ １.５４)
　 农村 －０.１７ ０.１３ １.８４ ０.７５ ０.８４(０.６６~ １.０８)
情绪控制 －１.０３ ０.０９ １４３.５１ ０.００ ０.３６(０.３０~ ０.４２)
家庭支持 －０.５９ ０.１１ ３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５５(０.４５~ ０.６８)
人际协助 －０.２４ ０.０８ ８.６１ ０.００ ０.７９(０.６７~ ０.９２)
心理韧性总得分 －１.４６ ０.１２ １４２.５６ ０.００ ０.２３(０.１８~ ０.２９)

３　 讨论

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ꎬ
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ꎮ 研究显示ꎬ大
学生群体手机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了大学生手机使用

时间的平均水平[１２] 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ꎬ大学生手机

依赖率为 ３１.０６％ꎬ高于国内其他研究[１３] 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结果显示ꎬ手机依赖和心理韧性的各维度之间

存在负相关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也表明ꎬ较强的心理韧

性对于手机依赖有一定的预防和预测作用ꎮ
本调查发现ꎬ手机依赖受很多因素影响ꎮ 首先ꎬ

不同性别学生的手机依赖率有差异ꎬ回归结果显示女

生是保护性因素ꎬ与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 ꎮ 相对于

女生ꎬ男生可能在网络游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ꎬ与国

内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７] ꎮ 由于大学生中谈

恋爱的现象非常普遍ꎬ且情侣双方需要经常联系和互

动ꎬ手机就成为彼此联络和加深感情的工具ꎬ增加了

手机的使用时间和依赖程度ꎮ 此外ꎬ不同年级大学生

手机依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高年级明显高于低

年级学生ꎮ 随着年级的增长ꎬ课程增多ꎬ业余时间和

课外活动减少ꎬ大学生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消

耗在手机上ꎬ从而增加了手机依赖的程度ꎮ
本次研究还发现ꎬ来自城市和农村大学生的手机

依赖率低于城镇大学生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与城

市相比ꎬ城镇为手机依赖危险因素ꎬ而农村则为保护

性因素ꎬ与张霞等[１８－１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来自农村的

学生经济状况可能没有来自城市和城镇学生好ꎬ手机

的性能和价格稍低ꎬ使用手机的频率可能也不会很

高ꎬ具体原因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探索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结果表明ꎬ大学生心理韧性和手

机依赖呈负相关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心理韧性总

分与手机依赖负性相关ꎬ而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

协助 ３ 个维度对手机依赖也有明显的贡献ꎮ 心理韧性

作为一种正向的心理效应ꎬ代表一个人应对挫折和困

难的反弹能力ꎮ 心理韧性较强的人拥有较强的自我

管理、自我约束能力ꎬ并且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表现

出很强的适应能力ꎮ 而形成手机依赖的一部分原因

即是缺乏自我管理和纠正的能力ꎬ难以克服手机所带

来的快感和新鲜感ꎮ 所以当个人拥有较强的心理韧

性时ꎬ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很好地避免

在手机上花费过多的时间ꎬ从而降低手机依赖的发生

率ꎮ 而组成心理韧性的 ５ 个维度中ꎬ仅有情绪控制、家
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３ 个维度对手机依赖的预测有统计

学意义ꎮ 其中情绪控制即通过对自身情感和情绪的

调节ꎬ合理地控制和约束自身行为ꎬ达到有效减少手

机依赖的作用ꎮ
大学生是承接课堂、面向社会的中流砥柱ꎬ是将

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时代人才ꎮ 手机在发挥着为生活

提供便利的同时ꎬ也应该合理规避其给大学生带来的

不良结局ꎮ 在教育大学生减少手机依赖的同时ꎬ应该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ꎬ将更多的大学生从手机中

解放出来ꎬ积极参与到生活和学习中去ꎮ 最后ꎬ对于

存在手机依赖的大学生可以适当给予心理支持ꎬ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ꎬ 尽量减轻手机依赖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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