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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疗法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及共情能力的影响

牛临虹

【摘要】目的　研究正念疗法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及共情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校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存在手机依赖的大学生 800 名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0 例。对照组学生给予一般干预，观察组学生

给予采用正念疗法。观察分析两组学生干预前后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评分、孤独量表（UCLA）

评分、五因素心智觉知度量表（FFMQ）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及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评分和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评分。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MPAI 评分、UCLA 评分和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FFMQ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干预后交际困扰、交谈困扰、

异性困扰、待人接物困扰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干预后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幻

想力、个人痛苦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正念疗法能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正念

水平，缓解其焦虑情绪，降低大学生的孤独感与手机依赖度，进一步改善其人际关系，提高共情能

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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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mindfulness therapy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empathy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bile phone-dependent　　NIU Linhong.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of Shanxi Province，Changzhi 
04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indfulness therapy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em-

pathy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bile phone-dependent. Methods　A total of 800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bile 

phone-dependent in our schoo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400 cases）and an observation group（400 cases）by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indfulness therapy.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ndex（MPAI）

score，the loneliness scale（UCLA）score，the five-factor mental perception scale（FFMQ）score，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and the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cale scor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ndicator scale（IRI-C）score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

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MPAI，UCLA and S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FFMQ sco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 of communication disturbance，conversation disturbance，opposite-sex disturba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disturbance and tota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 of 

viewpoint selection，sympathy and care，fantasy，personal pain and tota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mindfulness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bile phone-dependent，relieve their anxiety，reduce their loneliness and dependence on mo-

bile phones，further improve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mprove their empathy ability，which is worthy of clini-

cal application.  

【Keywords】Mindfulness therapy；Mobile phone dependence；College student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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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手机娱乐性及功能性得

到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大学

生是使用手机的主要群体，但在享受手机便捷性的

同时，也危害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1］。我国大学生

手机依赖现象非常严重，有研究指出，大学生手机

依赖者占比约为 70％左右，影响大学生的社会交际

及情感反应，从而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2］。近年

来正念疗法在心理问题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但

目前关于正念疗法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及

共情能力的影响尚存在争议［3-4］。因此，本研究对此

展开初步探讨，旨在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校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800 名期间

存在手机依赖的大学生 800 名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

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 18 周岁；（2）手机依

赖指数量表（MPAI）评分≥ 17 分；（3）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依从性较差者；（2）合并抑郁症、焦

虑症等其他精神疾病者。本研究获我校伦理委员会

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400 例。观察组男 200 例，女 200
例，年龄 18～22 岁，平均年龄（21.33±2.05）岁。

对照组男 202 例，女 198 例，年龄 20～23 岁，平均

年龄（22.94±2.13）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干预，要求大学生每周五 8：

00～12：00、14：00～17：00 不得使用手机。观察组

给予正念疗法，要求大学生每周三下午或每周五晚

上接受正念团体辅导，辅导内容为禅定，3 h/ 次。大

学生自己选择一个可注意的对象，如某单词、短语

或图片、声乐等，也可选择自身的运动感觉、身体

感觉等。确定注意对象后，大学生以轻松、舒适地

姿势坐着，闭上双眼做腹部呼吸放松训练，时长 1 

min；调整呼吸，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所确定的注意

对象上，若在训练中大学生因出现使用手机的想法

而注意力转移时，需随时将注意力返回至注意对象

上。每间隔 10 min 休息 2 min。两组均干预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评分评估学生干预前后手机

依赖情况。该量表由黄海等［5］设计编制，包括 17 个

条目、4 个因子，即为失控性、戒断性、低效性、

逃避性，采用 5 点计分法评分，总分范围 17～85
分，分数越高，手机依赖度越重，量表 Cronbach’

s alpha 系数为 0.91。（1）采用孤独量表（univesity of 

california of los angels，UCLA）评分评估学生干预前

后孤独感情况。‘该量表由王登峰等［6］修订编制，包

括 20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评分，≥ 44 分表示

高度孤独，43-39 分表示中度孤独，38-33 分表示轻

度孤独，32-28 分表示一般孤独，≤ 28 分表示不孤

独，分数越高，孤独感越重，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4。（3）采用五因素心智觉知度量表（five-

factor mental awareness scale，FFMQ）评分评估学生

干预前后正念水平。该量表由 Baer 等［8］编制，包括

39 个条目、5 个因子，即为观察、描述、有觉知的

行动、不判断、不反应，采用 5 点计分法评分，总

分 39～195 分，分数越高，正念水平越高，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4。（4）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分评估学生干

预前后焦虑水平。该量表由段泉泉等［7］设计，包括

20 个条目，其中＜ 50 分代表无焦虑，50～59 分代

表轻度焦虑，60～69 分代表中度焦虑，≥ 70 分代表

重度焦虑，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5）

采用郑日昌等［9］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评估

学生干预前后人际关系能力，包括 28 个条目、4 个

因子，即为交际困扰、交谈困扰、异性困扰、待人

接物困扰，总分≥ 20 表示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严重，

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9。（6）采用中文

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Chinese version of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C）评分评估学生干预前后共情

能力，该量表由张凤凤等［10］研究编制，包括 22 个条

目、4 个因子，即为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幻想力、

个人痛苦，采用 5 点计分法评分，总分范围 22～110
分，分数越高，共情能力越高，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5。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处理研究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

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MPAI 评分和 UCLA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MPAI 评分和 UCLA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MPAI 评分和 UCLA 评分较前降低，且观察组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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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干预前后MPAI评分和UCL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MPAI（分） UCLA（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0） 52.31±10.61 31.96±8.44* 36.98±9.76 26.41±5.84*

对照组（n=400） 53.12±10.54 45.19±9.28* 36.42±9.43 30.02±5.22*

t 1.083 21.093 0.825 9.217

P 0.279 0.000 0.409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 FFMQ 评分及 SA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FFMQ 评分和 SAS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FFMQ 评分较前升高，SAS 评分较前降低，且观察组

的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干预前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交际困扰、交谈困扰、异

性困扰、待人接物困扰评分及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交际困扰、交谈

困扰、异性困扰、待人接物困扰评分及总分较前降

低，且观察组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干预前后 IRI-C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观点采择、同情关怀、

幻想力、个人痛苦评分及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观点采择、同情关

怀、幻想力、个人痛苦评分及总分较前升高，且观

察组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2　两组干预前后FFMQ评分及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FFMQ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0）33.22±11.36 58.77±12.31* 67.39±14.33 32.96±8.71*

对照组（n=400）33.46±12.35 46.74±11.39* 67.08±14.26 51.08±8.69*

t 0.286 14.346 0.306 29.454

P 0.774 0.000 0.759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交际困扰 交谈困扰 异性困扰 待人接物困扰 总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0）4.84±1.63 1.55±0.25* 5.22±1.52 1.22±0.47* 5.44±1.84 2.17±0.33* 4.63±1.42 2.13±0.44* 22.94±6.44 8.42±2.11*

对照组（n=400）4.75±1.82 2.32±0.63* 5.52±1.33 2.44±0.81* 5.68±1.33 3.98±1.13* 4.57±1.38 3.28±1.98* 22.73±6.19 10.25±1.38*

t 0.736 22.720 2.970 26.054 2.114 30.750 0.606 11.339 0.403 14.516

P 0.461 0.000 0.003 0.000 0.034 0.000 0.544 0.000 0.687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干预前后IRI-C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点采择（分） 同情关怀（分） 个人痛苦（分） 幻想力（分） 总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0）7.46±2.01 10.63±3.25* 11.63±4.22 15.29±5.37* 8.77±2.84 12.36±2.65* 8.71±1.22 13.94±3.44* 55.41±12.98 68.97±12.42*

对照组（n=400）7.53±2.12 9.62±1.63* 11.84±4.53 13.74±5.11* 8.49±2.36 10.09±2.37* 8.66±1.54 10.94±13.82* 54.71±11.33 59.54±11.80*

t 0.479 5.555 0.678 4.181 1.516 12.770 0.508 4.212 0.812 11.00

P 0.631 0.000 0.497 0.000 0.129 0.000 0.610 0.000 0.416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手机依赖是一种过度使用手机而造成手机使

用者社会和心理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部分依赖者

程度严重时会出现冒汗、头晕及心悸等生理失调反

应［11］。手机依赖不仅会对大学生身体状态造成影响，

还会影响大学生的社会交际，容易出现沟通障碍等

问题，导致大学生注意力减弱，影响情感反应，不

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12］。正念疗法是一种基于

冥想、禅修等修行方式而提炼的心理疗法，可能对

手机依赖大学生具有一定干预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 MPAI 评分、

UCL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正念疗法可减轻手

机依赖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可缓解其孤独感，

与既往报道［13］相符。部分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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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的孤独感、寂寞感，而手机凭借随时取用和

诸多的娱乐功能已成为大学生排遣孤独感的重要工

具，停止使用手机会引起较为强烈的空虚感和孤独

感觉；而为了消除这种孤独感，大学生又会开始使用

手机，逐渐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对手机的依赖。正

念疗法是一种借助正念禅修来处理疾病、疼痛及压

力的心理治疗手段，用于对手机有一定依赖感的大

学生心理干预中，可帮助其有意识地觉察自身对手

机产生的依赖感，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转移对

手机的注意力，降低手机依赖度。正念疗法区别于

一般干预手段，不会批判、评价大学生对手机的依

赖行为，而是辅导、引导大学生逐渐转移对手机的

注意力，避免其沉迷于手机，增加其对现实生活的

兴趣，逐渐排遣孤独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 SAS 评分低于

对照组，FFMQ 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正念疗法可缓

解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提高正念水平，与

既往报道［14］相符。对手机依赖大学生采用一般干预

措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质，而手机依赖的大学生

正常社交活动较少，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在强制干

预下更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且在无法使用手机的

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虚感，故效果欠佳。成瘾个

体是由于“正念缺失”状态所包含的一系列情绪反应

及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空虚感会导致大学生采用其

他物质所满足自己。经正念疗法干预后可消除大学

生的正念缺失状态，使大学生正确对待手机软件信

息，基本能做到对各类手机 APP 推送信息的觉察但

不立刻做出反应，从而消除停止使用手机时所产生

的焦虑感和空虚感，提高正念水平。

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人际关系调查发现，

观察组干预后交际困扰、交谈困扰、异性困扰、待

人接物困扰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提示正念疗法

可提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既往报

道［15］相似。部分手机依赖大学生在进入校园后，会

因为言语木讷、学习成绩或外表、家庭环境等产生

自卑心理，不敢主动与他人交际，逐步出现孤独感

和寂寞感；而面对娱乐性极高的智能手机，往往会过

度使用手机功能，易形成难以戒断的心理，产生依

赖行为，而长时间单独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所获得满

足感和愉悦感逐步增加，进一步减少社会活动，影

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正念疗法要求大学生形

成对手机信息的基本察觉，但并非时刻对手机信息

做出立即回应的行为，可有效改善手机依赖情况。

同时，正念疗法为一种团体疗法，会逐步增加大学

生现实社交活动，提高社交技能，提升其对现实社

交的意向，改善其社交环境，进一步降低对手机的

依赖感，形成良性循环。

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共情能力的评估发现，

观察组干预后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幻想力、个人

痛苦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提示正念疗法可提高

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共情能力，与既往报道［16］相符。

大学生反复过度使用手机会产生精神行为障碍，而

在停止或减少使用手机时会发生戒断反应，严重时

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躯体症状，损伤其共情能力。

正念疗法能在早期觉察到大学生因停止使用手机而

产生的消极思维模式，促使大学生面对问题而不是

逃避困难，通过冥想缓解戒断反应所引起的种种压

力，调节情绪，提升自我感受，培养对他人的共情

能力和积极态度。此外，正念疗法的核心技术为集

中注意力，能帮助大学生觉察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状

态，注重顺其自然、不做评判，通过将注意力集中

于所选注意对象，转移对自身需求的关注度，逐步

观察注意对象的细节，提升对注意对象的积极态度，

降低手机依赖度的同时提高共情能力。

综上所述，正念疗法能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的

正念水平，缓解其焦虑情绪，降低大学生的孤独感

与手机依赖度，进一步改善其人际关系，提高共情

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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