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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中学生亲子亲合现状ꎬ探讨手机依赖与亲子亲合的关系ꎬ为开展相关防控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选取深圳市初中和高中各 ５ 所学校的 ３ ９９２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对其手机依赖与亲子亲合现

状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ꎮ 结果　 中学生父子亲合平均得分为(３４.３４±９.６７)分ꎬ母
子亲合平均得分为(３８.１４± ８.３５) 分ꎮ 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阶段ꎬ母子亲合得分均高于父子亲合得分( ｔ 值分别为 １２.０７ꎬ
１４.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父子亲合、母子亲合得分均与手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０ꎬ－０.１７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ꎬ亲子亲合得分越低ꎬ手机依赖得分越高ꎮ 结论　 家庭在中学生手机依赖防控中的作用不容忽视ꎬ加强亲子亲合、
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有助于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ꎬ减少手机成瘾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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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亲合通常指父母和孩子间的亲密情感联系ꎬ
可通过双方的积极互动和亲密感体现[１] ꎮ 作为亲子

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ꎬ亲子亲合通常被认为是儿童健

康发展的基础[２] ꎮ 研究表明ꎬ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

减少儿童抑郁、孤独、焦虑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ꎬ而
亲子关系不良将增加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３－４] ꎮ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ꎬ手机已经成为越来

越普及的电子产品ꎮ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７ 年通

信业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１４.２ 亿ꎬ移
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 １０２.５％[５] ꎮ 随着手机的高度

普及ꎬ手机过度依赖也成为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ꎮ
长期使用手机不仅对青少年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影响ꎬ
还与头疼、耳鸣、抑郁、焦虑、孤独等身心问题密切相

关[６] ꎮ 有研究显示ꎬ亲子沟通的质量与大学生网络成

瘾密切相关ꎬ亲子沟通良好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可能

性较低[７] 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深圳市中学生亲子亲合
现状ꎬ探讨中学生手机依赖与亲子亲合的关系ꎬ为开

展相关防控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１０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ꎬ首先按学段将深圳市的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 ２
层ꎬ再在深圳市的初中和高中学校中各抽取 ５ 所ꎬ在抽

中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３ 个班级ꎬ对选中班级的

所有学生进行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４ ５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

问卷 ３ ９９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８. ７％ꎮ 其中初中生

１ ７６４ 名ꎬ 高 中 生 ２ ２２８ 名ꎻ 男 生 ２ １３６ 名ꎬ 女 生

１ ８５６ 名ꎮ
１.２　 方法　 根据知情同意原则ꎬ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

表ꎬ调查现场使用统一指导语ꎮ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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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ꎬ告知调查意义、主要内容及相关注意事项等ꎮ
调查时以班级为单位由学生独立作答ꎬ调查员负责现

场答疑并回收问卷ꎮ 主要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手
机使用情况和亲子亲合情况ꎮ 采用陶舒曼等[８] 编制

的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进行学生手机依赖

状况评价ꎬ问卷共计 １３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点计分ꎬ总分

１３ ~ ６５ 分之间ꎬ采用百分位数法将手机依赖状况分为

３ 类:<１５ 分为“无或低度依赖”ꎬ１５ ~ ２６ 分为“中度依

赖”ꎬ> ２６ 分为 “ 高度依赖” [６] ꎮ 本研究中ꎬ 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采用亲子亲合量表进行亲子

亲合状况的评价ꎬ该量表共计 １０ 个条目ꎬ分为题目完

全相同的父亲和母亲 ２ 个分量表[９－１０] ꎮ 采用 ５ 点计

分ꎬ其中第 ３ꎬ４ꎬ８ꎬ９ 条为反向计分题ꎬ本研究中父子亲

合量表和母子亲合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８ꎬ
０.８５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不同

特征学生亲子亲合得分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不同手机依

赖程度学生亲子亲合关系得分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ꎬ手
机依赖与亲子亲合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分

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亲子亲合现状　 中学生父子亲合平均得

分为(３４.３４±９.６７)分ꎬ母子亲合得分为(３８.１４±８.３５)
分ꎮ 初中阶段男生父子亲合得分高于女生ꎬ女生母子

亲合得分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ꎻ高中阶段女生母子亲合得分高于男生 ( 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学段男女生亲子亲和得分比较(ｘ±ｓ)

学段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 ｔ 值 Ｐ 值
初中 男 ９６３ ３４.９８±９.５９ ３７.５１±８.６７ －６.０８ <０.０１

女 ８０１ ３３.９２±１０.０６ ３９.１５±８.４８ －１１.２４ <０.０１
小计 １ ７６４ ３４.５０±９.８２ ３８.２５±８.６２ －１２.０７ <０.０１

ｔ 值 ２.２５ －３.９９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高中 男 １ １７３ ３４.２３±９.２４ ３７.０３±８.１０ －７.８０ <０.０１
女 １ ０５５ ３４.２１±９.８８ ３９.１８±８.０２ －１２.７０ <０.０１
小计 ２ ２２８ ３４.２２±９.５５ ３８.０５±８.１３ －１４.４１ <０.０１

ｔ 值 ０.０６ －６.３０
Ｐ 值 ０.９５ <０.０１

合计 ３ ９９２ ３４.３４±９.６７ ３８.１４±８.３５ －１８.７８ <０.０１

２.２　 不同手机依赖程度中学生亲子亲合得分比较　
初中生中度及以上手机依赖者占 ６６. ３８％ ( １ １７１ /
１ ７６４)ꎬ高中生中度及以上手机依赖者占 ７４. ８７％
(１ ６６８ / ２ ２２８)ꎮ 父子亲合得分无或低度手机依赖学

生为(３６.４３±９.９１)分ꎬ中度依赖学生为(３４.３６±９.１７)
分ꎬ高度依赖得分为(３０.７１±９.７５)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 ＝ ７７.０９ꎬＰ<０.０１)ꎻ母子亲合得分无或低度手机

依赖学生为(３９.６８±８.２６)分ꎬ中度依赖学生为(３８.２０±
７.９４)分ꎬ高度依赖得分为(３５.３０±９.０５)分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 ＝ ６０.２８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亲子亲合与手机依赖的相关性分析　 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得分均与手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ꎬ按学段和

性别分层后ꎬ此负相关关系仍然存在(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不同手机依赖程度学生亲子亲合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手机依赖程度 统计值
初中生

人数 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

高中生

人数 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
男 无或低度 ３３１ ３６.９５±９.４２ ３８.５６±９.０１ ３２３ ３６.５６±９.５８ ３９.２３±７.８６

中度 ５０７ ３４.８１±９.４７ ３７.６７±８.２１ ６２６ ３３.９０±８.７２ ３６.６６±７.７１
高度 １２５ ３０.４４±８.９３ ３４.０８±８.８１ ２２４ ３１.８２±９.４５ ３４.８９±８.７９

Ｆ 值 ２２.０５ １２.５９ １８.８７ ２０.９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女 无或低度 ２６２ ３６.３２±１０.１４ ４０.６０±８.０８ ２３７ ３５.６２±１０.７４ ４０.８４±７.６７
中度 ４２２ ３３.８１±９.４７ ３９.４５±８.０４ ６１１ ３４.８６±９.１４ ３９.３６±７.５６
高度 １１７ ２８.９５±１０.１７ ３４.８０±９.５１ ２０７ ３０.６８±１０.２０ ３６.７６±９.１０

Ｆ 值 ２２.９９ ２０.３９ １７.４８ １５.０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无或低度 ５９３ ３６.６８±９.７４ ３９.４６±８.６６ ５６０ ３６.１６±１０.０９ ３９.９１±７.８１
中度 ９２９ ３４.３５±９.４８ ３８.４８±８.１８ １ ２３７ ３４.３７±８.９４ ３８.００±７.７５
高度 ２４２ ２９.７２±９.５６ ３４.４３±９.１４ ４３１ ３１.２７±９.８２ ３５.７９±８.９８

Ｆ 值 ４５.５７ ３０.９５ ３３.２６ ３２.２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３　 不同学段男女生亲子亲合与手机依赖得分的相关系数( ｒ 值)

学段 性别 人数 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
初中 男 ９６３ －０.２０ －０.１４

女 ８０１ －０.２４ －０.２０
小计 １ ７６４ －０.２２ －０.１６

高中 男 １ １７３ －０.１９ －０.２０
女 １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１６
小计 ２ ２２８ －０.１８ －０.１７

合计 ３ ９９２ －０.２０ －０.１７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家庭亲子关系以及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均是值

得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初中阶段

父子亲合平均得分为(３４.５０±９.８２)分ꎬ母子亲合平均

得分为(３８.２５±８.６２)分ꎬ中学阶段母子亲合得分高于

父子亲合得分ꎮ 国内关于亲子亲合的研究较少ꎬＳｈａｏ
等[１] 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ꎬ父母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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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的儿童母子亲合得分为(２３.１０±５.４０)分ꎬ父子

亲合得分为(２３.４７±５.３９)分ꎬ非留守儿童母子亲合得

分为(２５.４２±４.９６)分ꎬ父子亲合得分为(２５.０６±５.０８)
分ꎬ均低于本次调查结果ꎮ 可能与研究对象家庭经济

及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ꎮ Ｓｈｅｋ[１１] 在中国香港的调查

显示ꎬ未接受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ＣＳＳＡ)的家庭父子关系要优于接受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家庭ꎮ 倪啸旻[１２] 在南京医学生

中的调查也显示医学生的亲子关系在性别、生源地

(城镇或农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ꎮ 亲子关系是一个

重要的家庭因素ꎬ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其他家庭因素

比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发展更重要[１] ꎮ 亲子亲

合作为家庭和亲子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值得更

深入的研究ꎮ
本研究显示ꎬ不同手机依赖程度的学生亲子亲合

得分有差异ꎬ手机依赖程度越高ꎬ亲子亲合得分越低ꎮ
同时ꎬ相关分析显示ꎬ父子亲合、母子亲合得分均与手

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ꎬ与陈玉娟等[７ꎬ１３]研究结果相似ꎮ
此外ꎬ另一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有负

向预测作用ꎬ而孤独感对手机成瘾倾向有正向预测作

用ꎬ并认为大学生社会支持对手机依赖倾向的影响通

过孤独感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１４] ꎮ 亲子亲合与手

机依赖呈相关性ꎬ但是具体相互作用机制有待后续进

行深入研究探明ꎮ
综上所述ꎬ亲子亲合作为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反

映维度值得广泛关注ꎬ亲子亲合与手机依赖呈负相

关ꎬ在中学生手机依赖防控中家庭的作用不容忽视ꎬ
加强亲子亲合、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有助于青少

年合理使用手机ꎬ减少手机成瘾的发生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ＳＨＡＯ ＪꎬＺＨＡＮＧ ＬꎬＲＥＮ Ｙꎬｅｔ ａｌ.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ꎬｂａｓｉｃ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Ｊ]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８ꎬ
９:１０２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ｐｓｙｇ.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３.

[２] 　 ＺＨＡＯ ＪꎬＬＩＵ ＸꎬＷＡＮＧ Ｍ.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ꎬｆｒｉｅ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Ｎｅｇｌꎬ２０１５ꎬ４８:１９０ － １９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ｈｉａｂｕ.
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５

[３]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Ｒ ＪꎬＳＡＭＥＫ Ｄ ＲꎬＷＩＬＳＯＮ Ｓꎬｅｔ ａｌ.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
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２９(１０):１－１５.

[４] 　 ＢＲＡＤＦＰＲＤ Ａ ＢꎬＢＵＲＮＩＮＧＨＡＭ Ｋ ＬꎬＳＡＮＤＢＥＲＧ Ｊ Ｇ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ｐｏｕｓ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 .Ｊ Ｍａｒｉｔ Ｆａｍ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４３(２):２９１－３０７.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２０１７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１４６２８５ /
ｎ１１４６３５２ / ｎ３０５４３５５ / ｎ３０５７５１１ / ｎ３０５７５１８ / ｃ６０４７２５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６] 　 黄园园ꎬ谌丁艳ꎬ周丽.深圳市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及影响因素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９):１４１４－１４１６.
[７] 　 陈玉娟ꎬ李立ꎬ胡艳华ꎬ等.河北省大学生亲子沟通与网络成瘾的

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２):２２１－２２３.
[８] 　 陶舒曼ꎬ付继玲ꎬ王惠ꎬ等.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编制及

其在大学生中的应用[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１):２６－２９.
[９] 　 张露.中学生父母控制及其与亲子亲合的关系研究[ Ｄ].福州:福

建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１.
[１０] 王美萍ꎬ张文新.青少年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的发展特征[ Ｊ] .

心理科学ꎬ２００７ꎬ３０(５):１１９６－１１９８.
[１１] ＳＨＥＫ Ｄ Ｔ Ｌ.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Ｊ] . Ｊ Ｇｅｎｅ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０５ꎬ
１６６(２):１７１－１８８.

[１２] 倪啸旻.医学生亲子关系、自我概念和安全感的关系研究[ Ｄ].南
京:南京中医药大学ꎻ ２０１３.

[１３] 马娜ꎬ吴涛ꎬ王库ꎬ等.大学生亲子亲和与自我同一性:孤独感的中

介作用[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５(１):８３－８７.
[１４] 刘文俐ꎬ蔡太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关系:孤独的

中介作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５):９２６－９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０


(上接第 １３４１ 页)
[１４] 刘静ꎬ刘元元ꎬ吉园依ꎬ等.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自我效能量表的

编制[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１１):９９５－１０００.
[１５] 詹佩芬ꎬ李景美.基隆市青少年发展性资产与社会人口学特性分

析研究[Ｊ] .健康促进暨卫生教育杂志ꎬ２０１３(３６):１－２２.
[１６]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 ＤꎬＬＡＵＲＡ ＲꎬＫＵＲＺ Ａ Ｓꎬｅｔ ａｌ.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ｃａｎ ｓｗａｈｉｌｉ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Ｊ] .Ｃｈｉｌｄ Ｙｏｕｔｈ Ｃａｒｅ Ｆｏｒｕｍ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２３－
４３.

[１７] ＭＵＲＰＨＥＹ Ｄ ＡꎬＬＡＭＯＮＤＡ Ｋ ＨꎬＣＡＲＮＥＹ Ｊ Ｋꎬ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ａ ｂｒｉｅ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Ｊ]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４ꎬ３４(３):１８４－１９１.

[１８]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Ｍ ＧꎬＴＲＡＶＩＳ ＨꎬＢＲＩＤＧＥＴ Ｌ Ｈ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ｒａｃｅ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Ｊ] .Ｊ Ｒａｃ Ｅｔｈ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ｐａｒꎬ２０１９ꎬ６(１):７７－８５.
[１９] ＬＥＦＦＥＲＴ ＮꎬＢＥＮＳＯＮ Ｐ ＬꎬＳＣＡＬＥＳ Ｐ Ｃꎬ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

ｓｅ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Ａｐｐｌｉ Ｄｅｖ Ｓｃｉꎬ１９９８ꎬ２(４):２０９－２３０.

[２０] ＦＲＥＮＣＨ Ｓ ＡꎬＬＥＦＦＥＲＴ ＮꎬＳＴＯＲＹ Ｍꎬｅｔ ａｌ.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ｂｉｎｇｅ / ｐｕｒｇｅ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Ｊ] .Ｊ
Ａｄｏｌ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１ꎬ２８(３):２１１－２２１.

[２１]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ＡꎬＰＡＲＣＥＬ ＧꎬＢＡＵＭＬＥＲ Ｅꎬｅｔ 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Ｊ] .Ｓｏｃ Ｓｃｉ Ｍｅｄꎬ２００６ꎬ６２(７):１６２８－
１６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８

４４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４０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