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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的相关研究

卞樱芳 1 、 周　俊 2 、 王　栋 1 、 陈晓岗 �

【摘要】目的　调查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情况，探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 415 名大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和学习厌倦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普及率较高，调查中发现有 �8．8％的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且存在 12.0％的智

能手机成瘾者。手机成瘾人群的学习厌倦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人群。相关分析显示突显行为、戒断

行为明显和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回归分析提示行为不当和学习成绩是手机成瘾

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大学生普遍使用智能手机，学习厌倦心理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

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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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smartphone，and explor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Methods　41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and Learning Burnout Scale. Results　98.8％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smart 

phones.12.0％ of all participants exhibited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learning burnout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addic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appropriate conduct and with-

drawal behavi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inappropriate conduc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played a vital part in the cell phone addiction. Conclusion　Al-

most every college student uses smart phones.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learn-

ing burnou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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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已成

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由

于其具备接入无线网络的能力，开放性的操作系统，

功能强大及运行速度快等特点，受到人们，尤其大

学生的喜爱。不合理的使用智能手机，长期沉溺于

手机网络，过度的依赖于其带来的便利，甚至达到

了痴迷状态，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损害，便形成

了智能手机成瘾［1］，而大学生便是手机成瘾的主体

之一。网络成瘾可不同程度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带

来损害，也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虽有少量

研究报道智能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学业的影响，但是，

智能手机对大学生学习态度及心理健康各层面的影

响尚需进一步探讨。学习倦怠是一种消极的学习心

理，是由于学习压力或兴趣缺乏而导致的对学习感

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本研究旨在分析智能手

机与学习厌倦态度之间的相关性，探讨智能手机对

学习厌倦的影响。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无锡和长沙某高校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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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三个、四个公共课程班的大

学生共 415 人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415 份问卷，

收回问卷 415 份，其中智能手机使用者 410 人，有

效问卷 402 份，有效率 96.8％，男性 115 名，女性

287 名，理工科 289 名，文科 113 名。

1.2　调查工具

（1）个人基本资料：一般人口学资料及学习成

绩，学习成绩分为班级排名前 20％，班级排名前

20％~40％，班级排名前 40％~60％，班级排名前

60％~80％，班级排名后 20％；（2）自编大学生智

能手机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手机使用情况（是

否使用智能手机，对使用智能手机的态度，使用智

能手机的方式如发微信、聊 QQ、看新闻、购物、看

视频、订票等）；（3）智能手机成瘾问卷（SAS-C）［1］。

问卷含有戒断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突显行

为、应用软件（App）使用、App 更新 6 个维度，共

22 项，记分采用 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5
点记分。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重测信度为 0.93。

参照既往学者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的研究［2］，

将 SAS-C 项目得分大于或等于 77 分确定智能手机成

瘾者，将 SAS-C 的项目得分大于等于 66 分小于 77
分者界定为具有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组（SAS-C

边缘群体），将 SAS-C 的项目得分小于 66 分者界定

为“SAS-C 正常群体”，此方法仅为粗略界定本。（4）
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3］，该量表共 20 道测验，

包含三个维度，即情绪低落，反映大学生由于不能

很好地处理学习中的问题与要求，表现出倦怠、沮

丧、缺乏兴趣等情绪特征；行为不当，反映大学生

由于厌倦学习而表现出逃课、不听课、迟到、早退、

不交作业等行为特征；成就感低，反映大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体验到低成就的感受，或指完成学习任务时

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学习能力上的低成就感。该量表

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 个等级记分。

1.�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2．0 对调查得到的数据均进行了描

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检出情况

在调查中共 402 名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普及

率达 98.8％，其中 SAS-C 群体有 49 人，占 12.0％，

SAS-C 边缘群体有 74 人，占 18.0％，SAS-C 正常人

群 279，占 70％。在使用智能手机主要功能上，发

短信打电话占 65.2％，上网浏览网页占 80.3％，发

微信、QQ 占 92.6％，玩游戏占 38.9％，看电影、视

频占 42.6％，购物占 52.6％，听音乐占 75.6％。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手机成瘾情况

在人口学资料中，将不同性别、出生地、专业

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均 >0.05）。因选取的大学生主要集中在大

一二年级，大三大四学生较少，故仅对大一大二学

生手机成瘾得分进行比较，发现两组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均 >0.05）。依据手机成瘾检出情况，

对 SAS-C 群体、SAS-C 边缘群体、SAS-C 正常人群

进行比较，方差分析显示，三组人群间手机成瘾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手机成瘾在不同性别、专业、出生地、年级间的比较（x±
s/分）

项目 n 手机成瘾得分 t值/F值 P值

性别 男 115 56.17±17.86
0.056 0.971

女 287 56.09±15.30

专业 理工 289 56.83±16.53
0.93 0.376

文科 113 55.26±14.27

出生地 城市 168 57.37±13.47
1.52 0.116

农村 234 54.92±16.64

 年级 大一 230 54.71±15.73
0.93 0.34

大二 151 56.29±16.18

是否成瘾 成瘾人群 49 84.12±7.25

边缘人群 74 70.01±3.27 566.09 0.000

非成瘾人群 282 47.60±9.03

2.�　不同手机成瘾人群学习厌倦程度的比较

对 SAS-C 群体、SAS-C 边缘群体、SAS-C 正常

人群的学习厌倦得分进行方差分析，显示三组人群的

学习厌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P<0.01）。SAS-C 群体

与 SAS-C 边缘群体、SAS-C 正常人群相较，学习厌

倦得分显著升高。在学习厌倦的三个维度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成就感低方面，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得

分在三组不同手机成瘾人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经 LSD 检验，SAS-C 群体与 SAS-C 边

缘群体、SAS-C 正常人群相较，情绪低落、行为不

当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成就感低得

分在三组人群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手机成

瘾人群的学习厌倦情绪明显高于边缘人群和正常人

群，手机成瘾人群的厌学情绪更严重。见表 2。

2.4　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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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的普及率

较高，与 2015 年一项调查中智能手机持有率 84．9％

相比［4］，有明显上升。随着智能手机成本的降低，

给我们生活学习带来更多的便利，在大学生中普及

率也越来越高。在使用智能手机功能上，调查发现

大学生的微信、QQ、浏览网页使用率位居前三，是

使用频率最高的三项功能，而发短信、打电话等基

本功能使用频率较低，提示我们手机的这些基本功

能已不能满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娱乐等多样化

的需求。智能手机连接互联网，已具备了网络的多

项功能，类似于网络成瘾或行为成瘾，大学生手机

成瘾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和学习问题。本研

究发现智能手机成瘾率占 12％，边缘人群占 18％，

与国内李洋等使用相同成瘾量表发现的成瘾率接

近［4］，而与李昌镐等［5］调查的 35.2％的韩国大学生

智能手机成瘾率差距较大，考虑到测量工具不同、

文化差异等因素，该结果尚需进一步探讨。在本研

究中，手机成瘾得分在性别、专业、城乡、年级之

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与网络成瘾呈现性别、城

乡差异不同［6］，手机成瘾有其特殊性，智能手机普

及率较高、轻巧、携带方便，其娱乐功能不局限于

地域空间的限制，加上城乡经济收入差距的逐步缩

小，城乡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趋于一致，因此手机成

瘾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呈现差异。

通 过 三 组 人 群 的 比 较 发 现 ， S A S - C 群 体 比

SAS-C 边缘群体、SAS-C 正常人群出现明显的学习

厌倦情绪。SAS-C 边缘群体虽比 SAS-C 正常人群成

瘾水平高，但差异未达统计学意义。从整体趋势观

察，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水平越高，对手机越发依

赖，学习厌倦就越严重，就更可能会表现出学习适

应不良。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者比非

成瘾人群会出现严重的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国内

盛红勇也曾发现，上课经常使用手机的学生学习厌

将智能手机成瘾各维度与学习厌倦量表的各维

度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3 所示学习厌倦的行为不当

与手机成瘾的七个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均表现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 值在 0.100～0.191）。

学习厌倦的情绪低落与手机成瘾的戒断行为、突显

行为方面存在正相关（P<0.05，r=0.129，r=0.127），

学习厌倦其余各维度与手机成瘾各维度之间无明显

相关性（P>0.05）。

以智能手机成瘾总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

龄、专业、学习成绩、学习厌倦各维度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行为不当、学习成绩两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见表 4，多元回归系

数为 0.274，行为不当和学习成绩能够共同解释大学

生手机成瘾 15.5％的变异量。

表 2　不同SAS－C状态群体学习厌倦评分的比较（x±s/分）
SAS-C状态 人数 厌倦总得分 情绪低落得分 行为不当得分 成就感低得分

成瘾人群 49 67.00±9.63 26.4±4.94 20.73±3.65 19.92±3.19

边缘人群 74 61.46±8.95 23.81±4.35 18.47±3.91 19.18±2.92

正常人群 282 60.84±8.54 23.64±4.97 18.11±3.51 19.09±3.39

F 10.53 6.51 11.087 1.334

P 0.000 0.002 0.000 0.265

表 3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的相关系数（r值）

戒断行为 突显行为 社会安抚 消极影响 APP使用 APP更新

成就感低  0.056  0.034  0.039 0.026  0.026  0.004

行为不当 0.191* 0.137* 0.126*  0.100* 0.103* 0.180*

情绪低落 0.129* 0.127*  0.061  0.095  0.068 0.133

注*表示P<0.05

表 4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多元回归系数R2 决定系数R2 调整后 R2 R2标准误 R2变化量 F 值 P 值

行为不当 0.173 0.130 0.027 15.916 0.130 12.374 0.000

学习成绩 0.274 0.155 0.048 15.749 0.013 5.43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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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情绪更加严重［7］。大学生无心学习或对专业不感

兴趣，上课时间掏出手机来聊天、获取资讯来打发

时间，在课堂上注意力难以集中，可能会影响学习

效率，导致学习困难。我们的研究提示手机成瘾的

大学生很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对学习的厌倦情绪、出

现消极敷衍，以及逃课、逃学等行为不当现象。我

们的相关分析也发现行为不当与情绪低落与手机成

瘾得分存在正相关。已有研究也证实了网络成瘾的

大学生更容易出现学习倦怠，其情绪低落与行为不

当与网络成瘾因子存在正相关关系［8］。这可以解释

为大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去

玩手机，手机使用时间愈长，成瘾得分愈高，其表

现出学习厌倦的程度就更加严重，更多的呈现出不

良的行为如逃课、不爱听课、不努力、早退、迟到

等，也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厌倦、冷漠、不满

等表现，这些消极的表现会进一步驱使学生脱离现

实，沉浸于虚拟空间、网络社交满足自我的心理需

求，进而对现实中的学习和课堂更加厌恶，形成一

种恶性的循环。在我们的回归分析中，仅有行为不

当和学习成绩与手机成瘾得分有关，情绪低落并没

有纳入到回归方程，考虑可能与我们的样本量较小

有关。学习成绩是影响手机成瘾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项研究证实，学习成绩在自我控制能力和智能手

机成瘾之间存在调节关系，学习成绩较好，学习效

能感较强，可以引发良好的学习兴趣，学生愿意花

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对手机成瘾的可能性就

越小［4］。

综上所述，大学生普遍使用智能手机，且存在

12．0％的智能手机成瘾者。智能手机成瘾严重影响

大学生的学习观念。此外，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如

样本量较小、样本代表性有限、研究方法单一等，

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到更好的控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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