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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和在校体力活动的现状特征及其内在

联系。方法：运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国际体力活动量表，

对1 8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处于中低水平，能感知到中度

的人际关系困扰，其在校体力活动处于中度水平；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在手机成瘾维度上

差异显著（低成瘾组高于高成瘾组），且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高于女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

困扰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负向影响皆显著（P＜0.001）；在手机成瘾与大学生在校体力

活动的影响链上，高度的人际关系困扰具备调节效应，中、低度的人际关系困扰不具备调节

效应。结论：尽管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处于中度水平，但却面临着手机成瘾和人际关系困

扰问题；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在校体育活动水平越低；男生的在校体力活动水平

高于女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是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制约因素；在高度水平的人际

关系困扰调节作用下，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负面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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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s’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and the intrinsic connec‐

tion. Methods: 1 898 undergraduate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

cy Scale, 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to do an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tendency of undergraduates’mo‐

bile phone addition was at a medium-low level, and undergraduates could perceive the medium

leve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and undergraduates’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wa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bout the undergraduates’physical ac‐

tivity in the college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low-addic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high-addiction group), there was gender differences as well (males who addicted were much

more than females); there were negative significant effects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on undergraduates’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P＜

0.00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igh leve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was significant

that in the influence chain of undergraduates’mobile phone add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whil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dium level or low leve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

turbance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hat influence chain. Conclusions: In the college, although un‐

dergraduates have the 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 they are facing the trouble of mobile phone ad‐

di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the more serious the undergraduates’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the lower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In addition,

male undergraduates have higher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than femal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a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undergraduates’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further more, mobile phone addic‐

tion has an even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undergraduates’physical activity under th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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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high leve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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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设备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冲

击力（廖慧云 等，2016）。据第 47 次《公共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

9.86 亿，其中，学生网民最多（占比 21.0%）。手机成瘾不

仅会降低睡眠质量，产生倦怠、拖延等消极情绪（连帅磊

等，2018；刘庆奇 等，2017；Kim et al.，2015）还会增多

屏前时间、久坐行为，直接、间接干扰学生从事体力活动

（Lee et al.，2017；Kim et al.，2015）。来自韩国样本的调

查发现，尽管手机成瘾会引发青少年一系列不良生活习

惯，但对于具备行为自我管理能力的大学生，手机成瘾

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效应还需审慎视之（Dang et al.，

2018）。探究明晰手机成瘾与大学生体力活动的内在联

系，对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是在非学习、工作

情况下，个体强迫性、冲动性、依赖性地过度高频使用手

机的一种不良心理或行为状态（Lee et al.，2014a）。过度

使用手机或依赖手机使用可能使人产生一种无成瘾物

质作用下的成瘾行为（Kim et al.，2015），并产生如下特

征 ：漠视周围环境而过度/失控使用手机（Lee et al.，

2014a），忽视现实生活而心智过度依赖手机（陈欢 等，

2017），戒断使用手机时伴有焦虑、失落等（刘海娟 等，

2016）。有研究表明，手机成瘾会降低自我认同感和自

我和谐能力，影响大学生社会行为的认知、态度、决策、

表达和体验（连帅磊 等，2018）；手机成瘾者易沉迷于以

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网络资讯、技术操作等），相应

地，其体力活动的时间、机会和资源会被大量屏幕时间

或久坐行为占用、替代（马生霞 等，2018；Kim et al.，

2015），因此，成瘾者常伴有较弱的运动动机和兴趣，以

及“低频率、短持时、小强度”等运动特征，其体力活动亦

难达到理想的推荐量标准（朱淦芳，2017）。

还有研究发现，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体自我调适能

力，并使之表现出相应的行为范式和特征（Bandura，

1978）。近年，心理学界在探讨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机

制时发现，作为负性人际环境感知，人际关系困扰（inter‐

personal disturbance）是体力活动的一个干扰因素（王富

百慧 等，2018）。研究表明，当个体感知到人际关系困

扰，便会引发焦虑、孤独、羞怯等心理反应，影响青少年

的社会适应和体育锻炼践行（雷希 等，2018；王富百慧

等，2018），这种人际困扰会使人产生自我价值危机感，

对积极社会行为产生排斥情绪，形成低水平的体力活动

（代俊 等，2018）。

此外，人际关系困扰是手机成瘾的一个诱因。社会

调适理论认为，人际氛围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的辐射功

效（Lepore et al.，2002）。当感知到人际困扰，主体会对

周围环境和人产生消极评价，降低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

适应性，反而会增加手机使用的依赖和成瘾几率（张雪

凤 等，2018）；相较于现实社交，由于手机线上社交具有

“减少更多社会线索”“避免被他人直接评价”“减少现实

社交焦虑水平”等优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感受到

人际关系困扰的个体会习惯性地“移情”至虚拟世界，并

通过手机线上社交来实现自尊维护、情感宣泄（Lee et

al.，2014b）；现实缺乏人际安全感或产生人际关系困扰，

会诱使人将注意移至虚拟网络并从中寻求心理安慰、情

感支持和关怀，进而导致手机成瘾（Shapira et al.，2000）。

基于此，通过实证调查探析如下问题：1）大学生手

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及在校体力活动现状特征；2）大

学生在校体力活动是否存在手机成瘾倾向上的差异；3）

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直接

影响；4）在手机成瘾影响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时，人际

关系困扰是否具备调节效应。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依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在浙江省、江苏省按省会、

一般城市划分两类，上海市按东、南、西、北划分为 4 个

区域，在各类城市/区域选取 1 所高校（共 8 所），每所高

校随机选取约 300 名被试填写量表，共回收 2 482 份量

表。以“填答时间不在 150～600 s 间”“任意强度体力活

动的频率或时间数据缺失”“反向题检验”“规则性填答”

等为无效问卷判定标准，最终确定 1 898 份有效问卷，有

效率80.14%。其中，年龄为（19.310±0.974）岁；男864人，女

1 034 人 ；大一 521 人，大二 695 人，大三 419 人，大四

263 人。

1.2 工具

1.2.1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熊婕 等 ，2012）由戒断症状

（6 题）、突显行为（4 题）、社交抚慰（3 题）和心境改变

（3 题）共 4 个维度 16 题构成。采用 Likert 5 点法，从“非

常不符合（1 分）”到“非常符合（5 分）”，总分表示被试手

机成瘾倾向水平。各题项理论均值 3 分，故量表总分理

论均值应为 48 分。本次测得：各题项偏度绝对值 0.010～

0.809，峰度绝对值 0.128～0.773，标准差最小值 1.095，K-S

正态分布检验不显著（P=0.411＞0.05，df=1 989）。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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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为 0.927，分半信度 0.899，分量表 Cronbach’s

α为 0.823～0.950，题总相关 0.430～0.788（P＜0.01，表 1）。

1.2.2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人际关系诊断量表（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

agnostic Scale，ICDS）（郑日昌 等，1996）旨在评估日常人

际“交谈沟通”“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异性交往”等

4 个方面感知的困扰情况，各维度各含 7 题（共 28 题）。

采用“是（1 分）”或“否（0 分）”的 2 级法，总分表示被试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根据郑日昌等（1996）测算经验，以

得分 0～8、9～14 和 15～28 划分为低（1）、中（2）、高（3）

的 3 组，并以此作为人际关系困扰评定指标。本次测得：

各题项偏度绝对值 0.038～1.823，峰度绝对值 0.106～

2.001，标准差最小值 0.235，K-S 正态分布检验显著（P=

0.00＜0.05，df=1 989）。量表 Cronbach’s α为 0.922，分半

信度 0.887，分量表 Cronbach’s α为 0.767～0.823，题总相

关 0.484～0.660（P＜0.01，表 1）。

1.2.3 国际体力活动量表

国际体力活动量表简版（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

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PAQ-SF）（Meeus et al.，2011）

共 7 个题项，其中，6 题是询问被试体力活动情况，1 题是

评估被试久坐时间。结合题意加入“在校的”，如“在校

的最近 7 天内，您有几天做了适度的体力活动”。 IPAQ-

SF 旨在考察不同强度活动的周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其

中，步行 MET 赋值 3.3，中等强度活动赋值 4.0，高强度活

动赋值 8.0。

参照前人测算经验进行数据清理、截断、异常值剔

除，以及体力活动评价与分组（樊萌语 等，2014）。体力

活动分为高、中、低组（表 2），研究以体力活动分组变量

作为在校体力活动的评估指标（以下简称“在校体力活

动”）。本次测得：在校体力活动（即分组）M±SD 为

2.050±0.807，偏度绝对值为 0.093，峰度绝对值 1.460，

K-S 正态分布检验不显著（P =0.070＞0.05，df=1 989）。

1.3 施测过程

采用网上填答法，利用问卷星在线网络问卷调查平

台，于 2018 年 12 月 5～11 日、12 月 18～24 日，分 2 次对抽

样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施测前，由联络、推广的负责人

或教师解释指导语，告知调查匿名性、保密性及其用途，

并在保证被试同意、自愿填答的基础上完成问卷填答，

填答时间范围设定在 150～600 s。施测中获得被试性别

（1=女，2=男）、年龄、年级等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网络

问卷填答为即答即交的形式，以抽样高校为单位，集体

填答和个别单独填答相结合的形式采集数据，填写完成

由被试提交完成。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网上填答完成的数据利用 Excel（2016 版）对各备选

答案赋值，将数据导入 SPSS 24.0 和 AMOS 24.0 分析软

件。剔除无效问卷后，对有效数据进行反向题、相关潜变

量得分计算等处理。利用可靠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测试工具的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

效度等。运用描述性统计对相关变量进行正态分布检

验、参数检验等。在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运用相关性分

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

生在校体力活动的直接影响。利用 Bootstrap 法分析手机

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间接影响，即考察人际关

系困扰的调节效应（陈瑞 等，2013；Hayes et al.，2013）。

1.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程序控制和 Harman 单因素检验相结合的方式，

考察施测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1）程序控制：在国

表1 各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标

Table 1 Indice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bout Each Scales

量表

MPATS

ICDS△△

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

0.946

0.953

Bartlett-test

16 071.712

19 746.883

df

120

378

P

0.000

0.000

CCR

62.267

69.910

验证性因子分析

χ2/df

3.815

5.788

df

98

318

GFI

0.901

0.925

NFI

0.916

0.931

IFI

0.922

0.922

NNFI

0.904

0.907

CFI

0.922

0.922

RMSEA

0.072

0.075

SRMR

0.043 1

0.047 3

注：CCR为累积贡献率（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为修正模型，即 ICDS采用MI（modification indices）修正指数法进行模型修正，验证性

因子分析各指标为修正后的指标。

表2 体力活动分组标准

Table 2 Grouping Criteria of Physical Activity

分组

高

中

低

标准

满足以下2条标准中的任意1条：

1）高强度体力活动≥3天，且周总体力活动水平

≥1 500 MET-min/周

2）3种强度体力活动合计≥7天，且周总体力活动水平

≥3 000 MET-min/周

满足以下3条标准中的任意1条：

1）高强度体力活动≥20 min/天，且合计≥3天

2）中等强度和/或步行≥30 min/天，且合计≥5天

3）3种强度体力活动合计≥5天，且周总体力活动水平

≥600 MET-min/周

满足以下2条标准中的任意1条：

1）没有报告任何强度的体力活动

2）报告了这些体力活动，但尚不满足上述中、高分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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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一流期刊文献选用成熟且被证实较高信效度的测量

工具；设计问卷时，在指导语中利用着重标注、加粗、斜

体等方式，强调“调查只为科研使用”；施测前解释指导

语，并反复强调调查的匿名性和保密性。2）Harman 单因

素检验：对所有题项（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进行单因素

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最终提取了 8 个特征根

值大于 1 的因子，且第 1 因子变异率为 21.273%（＜40%）。

证实施测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接受。

2 结果

2.1 大学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和在校体力活动的现状特征

描述性统计得知（表 3）：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处于

中低水平，其人际交往困扰和在校体力活动皆处于中度

水平。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

和在校体力活动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性别

Wilks’λ 显著（组内平方和/总平方和，P＜0.05），性别

Levene’s 误差方差等同性检验，手机成瘾（P=0.082）和在

校体力活动（P=0.061）不显著（P＞0.05），接受原假设；人

际交往困扰显著（P=0.001），拒绝原假设。组间方差分析

显示（表 4）：在校体力活动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1，1896）=

33.935，P＜0.001］，解释了 1.8% 的变异；手机成瘾、人际

关系困扰和在校体力活动在年级上具有同一性（P＞

0.05）。多重比较得知，相较于男性，女大学生在校体力

活动水平更低（1.940±0.781）。

为检验在校体力活动在手机成瘾倾向上是否存在差

异，将有效数据按手机成瘾得分降序排列，选择 27% 高

分和 27% 低分数据（各 513 人）重新编码为“高成瘾组

（1）”“低成瘾组（2）”，以组别为自变量，在校体力活动

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Levene’s 误差方差等同

性检验中，在校体力活动不显著（P=0.457＞0.05），接受

原假设。t 检验显示（表 5），在校体力活动在组别上的差

异显著（P＜0.001，95% CI：-0.381，-0.191），即相较于低

成瘾组（2.190±0.775），高成瘾组在校体力活动水平更低

（1.900±0.809）。

2.2 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影

响效应

相关性分析显示（表 5）：1）性别与在校体力活动显

著正相关（r=0.236，P＜0.01）；2）手机成瘾（r=-0.135）、人

际关系困扰（r=-0.460）、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r=

-0.180）皆与在校体力活动显著负相关（P＜0.01）；3）手

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显著正相关（r=0.248，P＜0.01）。

分别以性别、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手机成瘾×

人际关系困扰为自变量，在校体力活动为因变量，采用强

行进入法分别进行 4 组回归分析（表 6）：性别［F（1，1896）=

111.730］、手机成瘾［F（1，1896）=35.020］、人际关系困扰

［F（1，1896）=508.813］、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F（1，1896）=

63.349］对在校体力活动的负向影响皆显著（P＜0.001），

分别解释了 5.5%、1.8%、21.1% 和 3.2% 的变异。

结合前人经验（Hayes et al.，2013），考察手机成瘾对

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间接影响：1）人际关系困扰在手

机成瘾与在校体力活动的影响链中发挥调节作用

［F（3，1894）=172.552，P＜0.001，R2=0.215］，其 中 ，手 机 成

瘾×人际交往困扰对在校体力活动的影响显著（β =

-0.052，t=-2.506，P=0.012，95% CI：-0.092，-0.011）；2）按

均值/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区分 3 个程度（低、中、高）的人

表3 各量表的均值和标准差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about Each Scales M±SD

量表

MPATS

ICDS

PA-S

性别

女（n=1 034）

53.530±12.504

8.040±6.519

1.940±0.781

男（n=864）

44.040±13.629

7.940±7.568

2.390±0.797

年级

大一

41.680±12.145

8.540±6.668

2.020±0.807

大二

44.610±12.776

7.670±6.794

2.060±0.808

大三

45.350±12.466

8.110±6.658

2.110±0.821

大四

42.310±14.248

8.610±7.135

2.040±0.796

总体

43.66±12.787

8.02±6.789

2.05±0.807

表4 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检验

Table 4 Main Effect Test on Gender and Grade

变异来源

性别

年级

因变量

手机成瘾

人际关系困扰

在校体力活动

手机成瘾

人际关系困扰

在校体力活动

df

1

1

1

3

3

3

MSE

907.780

54.462

20.893

943.570

108.181

0.099

F

1.628

1.185

33.935***

1.850

2.353

0.160

P

0.058

0.277

0.000

0.091

0.070

0.923

R2

0.001

0.001

0.018

0.001

0.004

0.000

注：MSE为均方；*** 表示F在0.001水平上显著。

表5 Pearson双变量双侧相关系数

Table 5 Statistics of the Bivariate Bilateral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变量

性别（1）

手机成瘾（2）

人际关系困扰（3）

手机成瘾×

人际关系困扰（4）

在校体力活动（5）

（1）

1

0.017

-0.003

0.014

0.236**

（2）

1

0.897**

-0.135**

（3）

1

0.303**

-0. 460**

（4）

1

-0.180**

（5）

1

注：**表示P＜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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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困扰发现，在手机成瘾影响在校体力活动时，仅

有高度人际交往困扰的调节效应达显著水平（P=0.013＜

0.05，95% CI：-0.103，-0.012），而低度、中度人际交往困

扰 的 调 节 效 应 皆 不 显 著（P＞0.05，95% CI：-0.028，

0.055；-0.051，0.016）。遵循陈瑞等（2013）观点，高度的

人际关系困扰能调节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

的影响，而低度或中度人际关系困扰不具备调节的

功效。

3 讨论

3.1 大学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和在校体力活动的现

状特征讨论

描述性统计得知，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处于中低

水平，该结果与 Rosenberg（2010）关于“儿童青少年的手

机成瘾倾向较为严重”这一观点呈现差异。究其原因：

1）自我控制是大学生应对手机成瘾的一个保护因素（张

亚利 等，2018）。与中学阶段青少年（12～17 岁）相较，

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几近成熟、稳定，基本具备了一定的

行为自我调控能力，能够相对合理地利用和分配自主时

间，并在手机使用冲动、欲望和依赖性上表现出较好的

控制和克制（谭树华 等，2008）。2）随着移动终端设备

的普及与发展，大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还可能利用

其他设备（电脑、平板电脑等）进行网络社交、网游、网

购、观看网络短视频或直播等。尽管在我国网民群体

中，大学生占据较高比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1），但因其普遍较高的移动终端设备占有量，可能在

电脑等设备的使用率上不低于甚至高于手机的使用率。

3）受社会称许性行为或霍桑效应影响，大学生对自身不

良心理或行为状态的评价可能存在“优而高评、劣而低

评”。因此，相较于其他年龄段青少年，大学生手机成瘾

倾向处于中低度水平。

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普遍能够感知到中度

的人际交往困扰，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杨栩

等，2016）。人际关系困扰是个体与周围人际交往过程

中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心理上的矛盾或冲突（雷希 等，

2018）。在社会适应性的发展阶段，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技巧和沟通方式等方面尚未成熟，难免因自身的羞怯感

和孤独易感性而产生社交回避（张雪凤 等，2018）。从

男、女性格特质的角度看：男生的性格趋于活跃、外向、

好冲动，在人际互动中难免因竞争、合作、矛盾、冲突等

产生社交苦恼；相较之下，尽管女生的性格趋于文静、内

向、谦和，但因其人际氛围的高度敏感性，在人际交往中

可能因意愿或目的不被认同而较易感受到压力或困扰

（Hankin et al.，2001）。正如社会排斥理论阐释的，不论

男性还是女性，个体的行为意愿、目的、范式难免会与群

体出现分歧，导致儿童青少年普遍存在一定的交往困扰

（Nesdale et al.，2014）。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处于中度水平，该

结果与前人部分观点一致（李先雄 等，2018）。有研究

表明，闲暇时间里，相当数量大学生宁愿选择室内学习、

娱乐休闲，也不愿到户外进行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锻炼

活动（董宝林，2017b），被大量屏前静态时间（使用手机

等设备的时间）、久坐久卧时间占用，导致低运动能量消

耗活动越来越多，体力活动量却大幅减少（Harvey et al.，

2013），而且，除必须完成体育课学习或参加体育社团等

活动外，低强度的区间慢走、散步等已然成为许多大学

生日常体力活动的主要形式（张青华，2018）。因此，大

学生在校体力活动始终处于中低度水平（李先雄 等，

2018）。数据分析还发现，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水平存

在性别差异（女性＜男性），究其原因：女生普遍日常生

活中会选择低强度（家务劳作、散步、慢跑）或无对抗（瑜

伽、形体操）的体力活动作为度过闲暇的主要途径；相较

之下，男生在进行体育锻炼时较喜欢从事具有竞争对

抗、博弈争胜的运动项目（篮球、足球、网球等），因此，男

生在校体力活动比女生更活跃、积极，活动量水平也相

对较高，该结果与前人观点一致（李先雄 等，2018）。

独立样本 t 检验还发现：手机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的

在校体力活动量存在差异，其中，非成瘾组要高于成瘾

组。从某种程度上讲，成瘾者较易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

的网络资讯或软件操作并从中获得新鲜感和满足感，产

生手机过度依赖或戒断困难等心理反应，往往会不受控

地占用大量空闲或余暇资源使用手机，并让手机依赖倾

向主导行为意向而表现出过多的屏前静态时间，降低或

表6 各前因变量对在校体力活动的单独回归分析

Table 6 Respectiv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Antecedent Variable on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College

变量

性别

手机成瘾

人际关系困扰

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

在校体力活动

B

0.443

-0.109

-0.482

-0.079

SE

0.042

0.018

0.021

0.010

β

0.236***

-0.135***

-0.460***

-0.180***

t

10.570

-5.918

-22.557

-7.959

F

111.730

35.020

508.813

63.349

R2

0.055

0.018

0.211

0.032

注：SE为标准误；R2为统计效应大小，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单独的解释力；*** 表示F值达到0.001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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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体力活动（Kim et al.，2015；Patton et al.，2016）。因

此，相较而言，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在校体力

活动水平越低，该结果与前人结论基本吻合（朱淦芳，

2017）。

3.2 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影

响效应讨论

首先，分析证实，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

的负向影响显著，该结果与部分前人观点一致（Kim et

al.，2015；Lepp et al.，2013）。网络社交、App 购物、游戏

等手机操作被公认为屏前静态行为或久坐行为（Rosen‐

berg et al.，2010）。通常情况下，手机成瘾倾向严重的大

学生，会习惯性地漠视周围环境、忽视现实人际交往，易

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虚拟网络世界而增加静态屏前

行为，影响日常在校体力活动的执行和体验；而且，成瘾

者的情绪变化无常、稳定性较差，会因戒断手机使用而

产生不安、焦躁等情绪（Park et al.，2011），并惯于将生活

关注点聚焦于手机网络资讯获取或手机技术操作体验

上，从而增加久坐/久卧静态行为，干扰正常体力活动。

正如 Kautiainen 等（2005）和 Owen 等（2010）阐释的，过度

使用手机是一种不活跃的不良行为，它会引发一系列负

面心理反应（如社会排他性、学习拖延倾向、孤独易感

性），并因低水平的能量消耗而增加青少年的肥胖症发

病率、降低日常体力活动水平。

其次，分析还证实，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在校体

力活动的负向影响显著，该结果与部分前人观点一致

（代俊 等，2018）。社会支持理论研究认为，社会环境传

达的情感和关怀会激发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感、自我认同

感，使之社会行为更具活力和热情（董宝林，2017）。人

际关系是每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需要面临的重

要问题（唐文清 等，2018）。从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看，

在人际互动交往中，若大学生感知到的困扰越严重，越

易产生自我孤立、社会退缩、消极自我呈现、低满意度等

心理，使之更倾向于扩大压力源（如竞争、矛盾、冲突）的

负面影响，从而对积极的社会行为产生抵触、排斥情绪，

并呈现出低活跃度、懈怠惫懒、拖延逃避等体力活动状

态。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基本心理需求（关系需求等）得

不到满足会导致动机外化，甚至处于无动机状态，使人

的活动执行和保持受到抑制（Ryan et al.，2000）。可见，

作为大学生社会适应性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危险因素，人

际关系困扰会改变大学生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思维图

式，影响社会实践的选择、表达、体验，制约大学生在校

体力活动水平。

此外，研究利用 Bootstrap 分析法证实了，在手机成瘾

影响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时，高度的人际关系困扰具备

调节效应，而低度或中度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效应不显

著。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相关观点，外部环境对主体的

心理与行为皆具有辐射和调试功效（Bandura，1978）。

在现实生活中，当大学生因缺乏人际安全感，或因人际

关系不和谐而感到极度苦恼和困扰时，往往会预期自己

可能正面临或遭受低社会评价（张雪凤 等，2018），从而

导致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社会排他性、自我孤立）和

消极的应对方式（朱从庆 等，2016），制约在校体力活动

的具体实践；对于社会适应发展期的大学生，外部情境

引发的消极生活体验越多，可能越易诱使自我偏好“移

情”至手机线上互动，以此来弥补现实无法获得的自尊

维护、心理安慰、关怀和情感支持。因此，严重的人际关

系困扰不仅会加剧失控、依赖手机的使用频率，产生严

重的手机成瘾倾向（唐文清 等，2018；张雪凤 等，2018），

还会导致大学生不愿或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交流（张

雪凤 等，2018），而呈现非活跃的生活状态和低水平的

体力活动，即在高水平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作用下，手

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研究证实了三元交互理论在本研究领域的适用性（Ban‐

dura，1978）。

4 结论

尽管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处于中度水平，但却面临

着手机成瘾和人际关系的困扰；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

越严重，在校体育活动水平越低，男生的在校体力活动

水平高于女生；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是大学生在校

体力活动的内、外制约因素；在高度水平的人际关系困

扰调节作用下，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负面

影响更大。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来

考察变量间的内在联系，因手机成瘾的社会因素、心理

因素，以及施测操作中存在的复杂干扰因素，对各变量

的影响效应判断尚需通过纵向研究、准实验研究来论证

和检验，这亦是未来研究补充的方向。

参考文献：

陈欢，王丽，乔宁宁，等，2017.成年人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的初步编制

［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4）：645-649.

陈瑞，郑毓煌，刘文静，2013.中介效应分析：原理、程序、Bootstrap方

法及其应用［J］.营销科学学报，9（4）：120-135.

代俊，陈瀚，2018.社会生态学视角下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行为的影

响因素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30（4）：371-377.

董宝林，2017a.健康信念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影响的调查

分析［J］.体育学刊，24（3）：115-122.

董宝林，2017b.我国大学生体育锻炼投入：测量、前因与后效［J］.天

津体育学院学报，32（2）：176-184.

樊萌语，吕筠，何平平，2014.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体力活动水平的

计算方法［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35（8）：961-964.

雷希，王敬群，张苑，等，2018.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困扰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26（4）：808-810.

李先雄，阳慧敏，杨芳，2018.校园环境对在校大学生身体活动参与

度的影响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1）：74-81.

连帅磊，刘庆奇，孙晓军，等，2018.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

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34（5）：

595-604.

廖慧云，钟云辉，王冉冉，等，2016.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自尊及羞

怯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5）：

852-855.

刘海娟，姚德雯，2016.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关系

［J］.心理与行为研究，14（3）：406-410.

刘庆奇，周宗奎，牛更枫，等，2017.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中

介与调节作用分析［J］.心理学报，49（12）：1524-1536.

马生霞，曹振波，2018.久坐行为间断干预对血糖、胰岛素和血脂影

响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54（4）：75-91.

谭树华，郭永玉，2008.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16（5）：468-470.

唐文清，黄献，王恩界，2018.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人际关系困扰

和孤独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2（12）：1045-1049.

王富百慧，王元超，谭芷晔，2018.同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

的影响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4（5）：18-24.

熊婕，周宗奎，陈武，等，2012.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6（3）：222-225.

杨栩，徐洁，2016.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

与探索，26（10）：109-113.

张青华，2018.澳门大学生与高中学生体力活动状况的比较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4（4）：98-102.

张雪凤，高峰强，耿靖宇，等，2018.社交回避与苦恼对手机成瘾的影

响：孤独感、安全感和沉浸的多重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36（3）：494-497.

张亚利，陆桂芝，宋相梅，等，2018.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性在自尊

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2（5）：73-77.

郑日昌，1999.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EB/OL］.［2021-02-03］.http：//www.cac.gov.cn/2021-02/

03/c_1613923423079314.htm.

朱从庆，董宝林，2016.人格特质与大学生锻炼动机：情绪调节方式

的中介效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1）：94-100.

朱淦芳，2017.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现状与体育锻炼相关研究［J］.福

建体育科技，36（2）：61-64.

BANDURA A，1978.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J］.

Am Psychol，33（4）：344-358.

DANG A K，NATHAN N，LE Q N H，et al.，2018. Associations be‐

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Vietnamese

youths and adolescents［J］. Child Youth Serv Rev，93（3）：36-40.

HANKIN B L，ABRAMSON L Y，2001.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f‐

ferences in depression：An elaborated 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

actional stress theory［J］. Psychol Bull，127（6）：773-796.

HARVEY J A，CHASTIN S F M，SKELTON D A，2013. Prevalence

of sedentary behavior in older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10（12）：6645-6661.

HAYES A F，SCHARKOW M，2013. 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

sis：Does method really matter？［J］. Psychol Sci，24（10）：1918-

1927.

KAUTIAINEN S，KOIVUSILTA L，LINTONEN T，et al.，2005.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adolescents［J］. Int J Obes，29（8）：

925-933.

KIM S E，KIM J W，JEE Y S，2015.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in Korea［J］. J Behav Addict，4（3）：200-205.

LEE H，AHN H，CHOI S，et al.，2014a. The SAMS：Smartphone ad‐

di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verification［J］. J Med Sys，38（1）：

1-10.

LEE J E，JANG S I，JU Y J，et al.，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poor and short sleep among Ko‐

rean adolescent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Korean children &

youth panel survey［J］. J Korean Med Sci，32（7）：1166-1172.

LEE Y K，CHANG C T，LIN Y，et al.，2014b. The dark side of smart‐

phone usage：Psychological traits，compulsive behavior and tech‐

nostress［J］. Comput Hum Behav，31（31）：373-383.

LEPORE S J，GREENBERG M A，2002. Mending broken hearts：Ef‐

fects of expressive writing on mood，cognitive processing，social

adjustment and health following a relationship breakup［J］. Psychol

Health，17（5）：547-560.

LEPP，ANDREW，BARKLEY，et al.，2013.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ell phone use，physical and sedentary activity，and cardiore‐

spiratory fitness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J］. 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10（1）：79-79.

MEEUS M，VAN E I，WILLEMS J，et al.，2011. Is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PAQ-SF）valid for as‐

sess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 Disabil

Rehabil，33（1）：9-16.

NESDALE D，ZIMMER ‐ GEMBECK M J，ROXBURGH N，2014.

Peer group rejection in childhood：Effects of rejection ambiguity，re‐

jection sensitivity，and social acumen［J］. J Soc Issues，70（1）：12-28.

OWEN N，HEALY G NMATTHEWS C E，DUNSTAN D W，2010.

Too much sitting：The population health science of sedentary behav‐

ior［J］. Exerc Sport Sci Rev，38（3）：105-113.

PARK B W，LEE K C，2011. The effect of users’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tial factors on the compulsive usage of the smartphone［J］.

Ubiquitous Comput Multimedia Appl，151（2）：438-446.

PATTON G C，SAWYER S M，SANTELLI J S，et al.，2016. Our fu‐

ture：A Lancet commission on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J］.

Lancet，387（10036）：2423-2478.

ROSENBERG D E，NORMAN G J，WAGNER N，et al.，2010. Reli‐

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eden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SBQ）

for adults［J］. J Phys Act Health，7（6）：697-705.

RYAN R M，DECI E L，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

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and well-being

［J］. Am Psychol，55（1）：68-78.

SHAPIRA N A，GOLDSMITH T D，KECK P E JR，et al.，2000. Psy‐

chiatric features of individuals with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J］. J

Affective Disorders，57（1）：267-272.

（收稿日期：2019-05-30； 修订日期：2021-02-05； 编辑：尹航）

80



陈敐，等：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在校体力活动的影响：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

雷希，王敬群，张苑，等，2018.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困扰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26（4）：808-810.

李先雄，阳慧敏，杨芳，2018.校园环境对在校大学生身体活动参与

度的影响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1）：74-81.

连帅磊，刘庆奇，孙晓军，等，2018.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

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34（5）：

595-604.

廖慧云，钟云辉，王冉冉，等，2016.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自尊及羞

怯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5）：

852-855.

刘海娟，姚德雯，2016.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关系

［J］.心理与行为研究，14（3）：406-410.

刘庆奇，周宗奎，牛更枫，等，2017.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中

介与调节作用分析［J］.心理学报，49（12）：1524-1536.

马生霞，曹振波，2018.久坐行为间断干预对血糖、胰岛素和血脂影

响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54（4）：75-91.

谭树华，郭永玉，2008.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16（5）：468-470.

唐文清，黄献，王恩界，2018.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人际关系困扰

和孤独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2（12）：1045-1049.

王富百慧，王元超，谭芷晔，2018.同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

的影响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4（5）：18-24.

熊婕，周宗奎，陈武，等，2012.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6（3）：222-225.

杨栩，徐洁，2016.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

与探索，26（10）：109-113.

张青华，2018.澳门大学生与高中学生体力活动状况的比较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4（4）：98-102.

张雪凤，高峰强，耿靖宇，等，2018.社交回避与苦恼对手机成瘾的影

响：孤独感、安全感和沉浸的多重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36（3）：494-497.

张亚利，陆桂芝，宋相梅，等，2018.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性在自尊

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2（5）：73-77.

郑日昌，1999.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EB/OL］.［2021-02-03］.http：//www.cac.gov.cn/2021-02/

03/c_1613923423079314.htm.

朱从庆，董宝林，2016.人格特质与大学生锻炼动机：情绪调节方式

的中介效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1）：94-100.

朱淦芳，2017.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现状与体育锻炼相关研究［J］.福

建体育科技，36（2）：61-64.

BANDURA A，1978.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J］.

Am Psychol，33（4）：344-358.

DANG A K，NATHAN N，LE Q N H，et al.，2018. Associations be‐

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Vietnamese

youths and adolescents［J］. Child Youth Serv Rev，93（3）：36-40.

HANKIN B L，ABRAMSON L Y，2001.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f‐

ferences in depression：An elaborated 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

actional stress theory［J］. Psychol Bull，127（6）：773-796.

HARVEY J A，CHASTIN S F M，SKELTON D A，2013. Prevalence

of sedentary behavior in older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10（12）：6645-6661.

HAYES A F，SCHARKOW M，2013. 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

sis：Does method really matter？［J］. Psychol Sci，24（10）：1918-

1927.

KAUTIAINEN S，KOIVUSILTA L，LINTONEN T，et al.，2005.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adolescents［J］. Int J Obes，29（8）：

925-933.

KIM S E，KIM J W，JEE Y S，2015.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in Korea［J］. J Behav Addict，4（3）：200-205.

LEE H，AHN H，CHOI S，et al.，2014a. The SAMS：Smartphone ad‐

di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verification［J］. J Med Sys，38（1）：

1-10.

LEE J E，JANG S I，JU Y J，et al.，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poor and short sleep among Ko‐

rean adolescent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Korean children &

youth panel survey［J］. J Korean Med Sci，32（7）：1166-1172.

LEE Y K，CHANG C T，LIN Y，et al.，2014b. The dark side of smart‐

phone usage：Psychological traits，compulsive behavior and tech‐

nostress［J］. Comput Hum Behav，31（31）：373-383.

LEPORE S J，GREENBERG M A，2002. Mending broken hearts：Ef‐

fects of expressive writing on mood，cognitive processing，social

adjustment and health following a relationship breakup［J］. Psychol

Health，17（5）：547-560.

LEPP，ANDREW，BARKLEY，et al.，2013.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ell phone use，physical and sedentary activity，and cardiore‐

spiratory fitness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J］. 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10（1）：79-79.

MEEUS M，VAN E I，WILLEMS J，et al.，2011. Is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PAQ-SF）valid for as‐

sess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 Disabil

Rehabil，33（1）：9-16.

NESDALE D，ZIMMER ‐ GEMBECK M J，ROXBURGH N，2014.

Peer group rejection in childhood：Effects of rejection ambiguity，re‐

jection sensitivity，and social acumen［J］. J Soc Issues，70（1）：12-28.

OWEN N，HEALY G NMATTHEWS C E，DUNSTAN D W，2010.

Too much sitting：The population health science of sedentary behav‐

ior［J］. Exerc Sport Sci Rev，38（3）：105-113.

PARK B W，LEE K C，2011. The effect of users’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tial factors on the compulsive usage of the smartphone［J］.

Ubiquitous Comput Multimedia Appl，151（2）：438-446.

PATTON G C，SAWYER S M，SANTELLI J S，et al.，2016. Our fu‐

ture：A Lancet commission on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J］.

Lancet，387（10036）：2423-2478.

ROSENBERG D E，NORMAN G J，WAGNER N，et al.，2010. Reli‐

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eden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SBQ）

for adults［J］. J Phys Act Health，7（6）：697-705.

RYAN R M，DECI E L，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

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and well-being

［J］. Am Psychol，55（1）：68-78.

SHAPIRA N A，GOLDSMITH T D，KECK P E JR，et al.，2000. Psy‐

chiatric features of individuals with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J］. J

Affective Disorders，57（1）：267-272.

（收稿日期：2019-05-30； 修订日期：2021-02-05； 编辑：尹航）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