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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依恋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ꎬ为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病理性症

状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依恋量表[包括关系问卷(ＲＱ)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ＥＣＲ)]、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ＧＷＢ)、手机

成瘾指数量表(ＵＣＬＡ)ꎬ对河南师范大学与新乡医学院的 １ ４５５ 名大学生进行测评ꎻ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ＥＣＲ 测得的依恋类型结果中ꎬ安全型占 ３６.８５％ꎬ迷恋型占 ２０.４５％ꎬ恐惧型占 ２２.０２％ꎬ冷漠型占 ２０.６８％ꎮ 不同依恋

类型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９.０３２ꎬ１６.０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手机依赖与依恋

焦虑呈正相关( ｒ＝ ０.３１５ꎬＰ<０.０１)ꎬ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 ｒ＝ －０.３０８ꎬＰ<０.０５)ꎮ 依恋焦虑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交互效应

对手机依赖有正向预测作用(β＝ ０.３３８ꎬｔ＝ ２.１７４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依恋焦虑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

作用ꎬ可以通过调节内在主观幸福感改善焦虑型依恋个体手机依赖症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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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恋(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是由幼儿与重要抚养者建立起

来的互相影响的一系列动机、应对的复杂心理行为系

统[１]ꎮ Ｈａｚａｎ 等最早将 Ｂｏｗｌｂｙ 的幼儿依恋模式拓展

到成人依恋研究中ꎬ随后 Ｂｒｅｎｎａｎ 等采用维度法来探

讨依恋风格ꎮ 至此ꎬ依恋研究分类从安全型、迷恋型、
恐惧型、冷漠型的类型说衍生出依恋焦虑维度与回避

维度的维度说[２]ꎮ
已有研究证实ꎬ依恋风格的差异会影响信息加工

过程ꎬ包括在认知早期阶段的感知觉、注意、记忆及后

期阶段的评价与归因等[３]ꎮ 同时ꎬ在情绪信息的管

理、调节上ꎬ不同依恋类型也存在不同的加工方式[４]ꎮ
临床也证明ꎬ依恋与情绪调节障碍相关ꎬ早期不合理

的终端依恋会导致抑郁[５]ꎻ且依恋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ＴＳＤ)的治疗与恢复有重要作用[６]ꎮ 另外ꎬ不安全

依恋者在负性病痛刺激下恐惧增高ꎬ痛阈降低且敏

感ꎬ而安全型依恋有利于缓解病痛症状[７]ꎮ
大学生手机依赖者已成为一种新型庞大的暴露

群体[８]ꎮ 手机依赖作为一种成瘾状态与早期个性及

孤独感有关ꎬ而主观幸福感作为自我在积极情绪心理

状态下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ꎬ可能是手机依赖的重

要内在原因ꎮ 本研究基于大量文献ꎬ试图寻找依恋在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ꎬ
以期获得有关依恋及手机依赖方面的理论基础ꎬ并进

一步探究手机依赖的内在心理机制ꎬ改善大学生手机

依赖的病理性症状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４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

方法ꎬ以年级分层ꎬ班级为单位ꎬ在河南师范大学一至

四年级中分别选取 ５ 个班级ꎬ在新乡医学院 ５ 个年级

分别选取 ６ 个班级ꎬ共对 ５０ 个班级 １ ５００ 名大学生进

行匿名调查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４５５ 份ꎬ回收有效率为

９７.００％ꎮ 其中男生 ７２２ 名ꎬ女生 ７３３ 名ꎮ 年龄范围 １７
~２７ 岁ꎬ平均年龄为(２０.３２± ０.８８)岁ꎮ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依恋量表　 含关系问卷(ＲＱ)和由 Ｂｒｅｎｎａｎ 等

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ＥＣＲ)ꎮ ＲＱ 包括 ４ 段短

文ꎬ描述 ４ 种依恋类型ꎬ分别为安全型、迷恋型、恐惧

型、冷漠型ꎬ要求调查对象选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恋类

型ꎮ ＥＣＲ 包括 ３６ 个项目ꎬ分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 ２
个维度ꎬ各 １８ 个项目ꎮ 量表为 ７ 点计分ꎬ高于 ４ 分为

高焦虑、高回避ꎬ低于 ４ 分为低焦虑、低回避ꎮ 该量表

由北京大学李同归等修订ꎬ依恋回避分量表和依恋焦

虑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 和 ０.７７[９]ꎮ
１.２.２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采用由 Ｌｅｕｎｇ[１０] 基于临

床通用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４ 版(ＤＳＭ
－ＩＶ)中有关成瘾的诊断标准编制的量表ꎬ经回译后得

到中文版本ꎮ 量表由 １７ 个项目组成ꎬ包括失控性、戒
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４ 个因子ꎮ 采用 ５ 点计分ꎬ得分

越高表示手机依赖倾向越明显ꎮ 受试者在 １７ 个条目

中ꎬ对其中 ８ 个条目做出肯定回答ꎬ即被界定为手机依

赖者ꎻ本研究手机依赖总分>６８(项目平均分>４)为重

度手机依赖ꎮ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２.３　 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 　 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

中心编制ꎬ含 ３３ 题ꎬ得分越高ꎬ幸福度越高ꎮ 除了评定

总体幸福感ꎬ该量表还通过将其内容组成 ６ 个分量表

对幸福感的 ６ 个因子进行评分ꎬ分别为对健康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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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精力(Ｅ)、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Ｓ)、忧郁或愉快

的心境(ＳＨ)、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Ｏ)以及松弛与紧

张(ＲＴ)ꎮ 量表由段建华[１１] 改编修改ꎬ内部一致性系

数男性为 ０.９１ꎬ女性为 ０.９５ꎻ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ꎬ熟悉

调查相关技巧、调查表的内容及可能遇到的问题ꎻ调
查正式实施前对 ６０ 名学生进行预实验ꎬ严格遵照分层

整群抽样要求ꎬ确保抽样过程的随机性与代表性ꎻ调
查过程中ꎬ灵活运用多种调查技巧提高调查对象的依

从性和应答率ꎻ资料的整理和录入由两人独立完成ꎬ
确保问卷质量以及录入的准确性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ꎬ检
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依恋类型大学生手机依赖、主观幸福感得分

比较　 大学生依恋类型中ꎬ安全型占 ４０. １４％ (５８４ /
１ ４５５)ꎬ迷恋型占 ２２. ６８％ ( ３３０ / １ ４５５)ꎬ恐惧型占

２４.１９％(３５２ / １ ４５５)ꎬ冷漠型占 １２.９９％(１８９ / １ ４５５)ꎮ
安全型、迷恋型、恐惧型、冷漠型手机依赖得分分别为

(３９.４９ ± １０. ０９)ꎬ ( ４５. ３６ ± ９. ８５)ꎬ ( ４４. ４３ ± １１. ３３)ꎬ
(３９.６５±９. １２) 分ꎬ主观幸福感得分分别为 ( ７７. ２３ ±
１１.６５)ꎬ(７２. ７３ ± １２. ２３)ꎬ ( ７３. ４７ ± １１. ７３)ꎬ ( ７２. ９１ ±
１２.１２)分ꎮ不同依恋类型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

感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Ｆ 值分别为 ９. ０３２ꎬ
１６.０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依恋、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相关分析　
手机依赖及各因子均与依恋焦虑呈正相关ꎬ与主观幸

福感及各因子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依恋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１ ４５５)

手机依赖

及各因子
依恋回避 依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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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驰

与紧张

主观幸

福感总分
失控性 ０.１４９ ０.２７６∗∗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８∗

戒断性 ０.１８８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０∗ －０.２２３∗ －０.２８８∗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２∗ －０.１６４∗ －０.３４２∗

逃避性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６３∗ －０.３６３∗∗ －０.２５１∗ －０.３１１∗∗ －０.１９１∗∗ －０.３１７∗∗

低效性 ０.１６９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３∗∗ －０.２６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６６∗

手机依赖 ０.１５１ ０.３１５∗∗ －０.２１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１∗ －０.２５９∗ －０.２１２∗ －０.１５３∗ －０.３０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依恋在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

首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ꎬ以手机依赖为结果

变量ꎬ将主观幸福感与依恋焦虑(回避)维度作为第一

层预测变量ꎬ主观幸福感与依恋焦虑或回避维度的交

互效应为第二层预测变量建立阶层回归方程ꎬ考察依

恋焦虑或回避是否在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

调节作用ꎮ 结果显示ꎬ当依恋焦虑维度与主观幸福感

的交互效应作为第二层预测变量进入方程后ꎬ回归方

程总体显著ꎬＲ２ 的变化为 ０.０２９ꎬＦ ＝ １７.３６２ꎬＰ<０.０１ꎮ
依恋焦虑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交互效应对依赖有正

向预测作用(β ＝ ０.３３８ꎬｔ ＝ ２.１７４ꎬＰ<０.０５)ꎮ 即依恋焦

虑在孤独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作用ꎬ而依恋回避

在孤独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３ꎮ

表 ２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依恋回避维度对手机依赖的层次回归分析(ｎ＝ １ ４５５)

步骤 Ｒ２ 值 调整后 Ｒ２ 值 Ｆ 值 Ｂ 值 β 值 ｔ 值
第一层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９ １７.８８６∗∗ － － －

主观幸福感 － － － ０.４３４ ０.２９２ ５.７６５∗∗

依恋回避 － － － －１.２１３ －０.０６３ －１.２７９
第二层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８ １０.９７２∗∗ － － －

主观幸福感×依恋回避 － － －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７６
　 注:∗∗Ｐ<０.０１ꎮ

表 ３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依恋焦虑维度对手机依赖的层次回归分析(ｎ＝ １ ４５５)

步骤 Ｒ２ 值 调整后 Ｒ２ 值 Ｆ 值 Ｂ 值 β 值 ｔ 值
第一层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４ ２０.１７８∗∗ － － －

主观幸福感 － － － ０.２５５ ０.１６７ ３.３９３∗∗

依恋焦虑 － － － ０.６６７ ０.２３８ ４.７２６∗∗

第二层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９ １７.３６２∗∗ － － －
主观幸福感×依恋焦虑 － － － ０.３３８ ０.１２２ ２.１７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大学生依恋类型安全型占 ３６.８５％ꎬ迷恋型

占 ２０.４５％ꎬ恐惧型占 ２２.０２％ꎬ冷漠型占 ２０.６８％ꎬ与国

内李同归等[１２]对理工类大学生的依恋类型调查结果

基本一致ꎬ体现了 ＥＣＲ 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测量的相

对稳定性ꎮ 不同依恋类型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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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ꎬ迷恋型与恐惧型依恋个体手机依赖状

况高于安全型与冷漠型依恋ꎬ结合依恋风格的类型说

与维度说[２]ꎬ迷恋型与恐惧型依恋均对应依恋焦虑ꎮ
焦虑型依恋者手机依赖症状更为明显ꎬ可能与焦虑型

依恋的过度激活策略有关[１３]ꎬ即个体倾向加强负性情

绪状态与夸大刺激威胁ꎬ过度追求亲密关系ꎬ在现实

框架下转移于手机ꎮ 不安全依恋(迷恋型、恐惧型、冷
漠型)者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安全型依恋ꎬ已有

研究得出焦虑型依恋(迷恋型、恐惧型)个体对外界刺

激均表现出过度警惕、过分索求[１４]ꎬ回避型依恋(冷漠

型、恐惧型)个体对刺激有负性偏向[１５]ꎬ可以反映出不

安全依恋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失败ꎬ推测其心理孤

独、主观幸福感低落ꎮ
依恋、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ꎬ手机依赖及各因子与依恋焦虑均呈正相关ꎬ
可能由于焦虑个体有更多的负性倾向[１６]ꎬ极易出现依

赖行为ꎮ 且与已有研究提出依恋焦虑个体倾向于社

会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社会关系解体ꎬ对社会支持变化

的影响敏感相符合[１７]ꎮ 本研究显示ꎬ手机依赖及各因

子与主观幸福感均呈负相关ꎮ 国内外众多研究都揭

示ꎬ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成瘾者均存在主观幸福感

低ꎬ内心孤独感高的现象ꎮ
依恋焦虑在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而依恋回避在主观幸福感与手机

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不同焦虑

程度依恋个体可以调节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之间

的关系ꎮ 已有研究证实ꎬ在不同依恋风格中ꎬ焦虑型

更倾向于对分离相关的事件做反应ꎬ易于调整分离的

情绪、情感事件[１８]ꎬ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均可以在

情感分离的角度上考虑ꎮ 同时ꎬＳｅｌｃｕｋ 等[１８] 在行为实

验中得出ꎬ不同依恋类型通过激活安全依恋表征ꎬ降
低焦虑、回避依恋ꎬ在内隐、外显压力上存在差异性的

程度恢复ꎻ焦虑型依恋在外显压力上仅有较小程度的

恢复ꎬ而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心理情绪

状态ꎬ也说明了焦虑型依恋个体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敏感性ꎮ 提示主观幸福感是焦虑型依恋个体手机依

赖的重要突破口ꎮ
本研究作为横断面调查研究ꎬ可以为后期深入的

实验研究提供思路ꎮ 不足之处在于时间上缺乏连续

纵向的动态分析ꎬ调查对象仅代表心理发展的一个阶

段ꎮ 当前ꎬ神经电生理研究的推动ꎬ已得出不同依恋

风格在认知处理上的脑电成分、作用脑区存在差异

性[１９]ꎬ而不同依恋风格的作用机制亟待在各个认知加

工阶段细化ꎬ相继的研究可以针对不安全依恋的临床

生理症状ꎬ结合脑信息处理的 ＥＲＰ、ｆＭＲＩ 等技术ꎬ深入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作用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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