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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6月，我国使用智能手机的网民人

数规模达7.88亿，占整个网民比例的98.3%，且其中

20-29岁年龄段的占比最高 [1]。由此带来一个与心

理健康密切相关的问题——手机成瘾，指由于过度

使用手机而导致对手机产生强烈的依赖感，进而给

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功能造成不良影响[2]。在生理

上，若长时间处于手机的磁场中可能会引起心率变

异和增加患颅内肿瘤的风险[3，4]。在心理上，手机成

瘾和孤独感、负性情绪等均显著相关[5，6]。虽然国内

外已有很多学者关注手机成瘾，但大多只探究手机

成瘾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手机成瘾单一方面的

影响因素，很少同时从家庭成长环境和个体心理特

征两个层面对手机成瘾的预测机制进行实证研究。

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的重要家庭成长经历——童年

期心理虐待对手机成瘾的预测，并探讨个体心理特

征（自尊和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有研究者提出，生长在虐待家庭环境的儿童较

难完成阶段性发展任务，进而会导致一系列内外化

问题 [7]。心理虐待是重要的虐待类型之一，主要包

括拒绝、恐吓、孤立、剥削和无视儿童的情感需要等

行为[8]，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9]。童年

期的心理虐待反映了不良的教养方式，而父母的教

养行为对儿童问题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0]。例如，在

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虐待经历能够直接预测手机成

瘾[11]。但是儿童经历了受虐待行为后是如何导致手

机成瘾的，这其中的机制还尚未清楚。因此本研究

将对心理虐待和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再次进行验

证，并对该预测关系的机制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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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作为重要的生态

系统会影响个体心理特征的发展[12]。实证研究也发

现，童年期的虐待作为不利的成长环境，会影响个体

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如形成较低的自尊[13]。自尊

是个体对自身价值、优势和重要性的整体感知 [14]。

高自尊能够促进个体积极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结果，

如较高的主观幸福感[15]；低自尊可能会诱发一些不

良后果，如手机成瘾[16]。由此假设自尊在心理虐待

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作为个体重要优势的心理弹性，也会受父

母教养方式的影响[17]。心理弹性主要指在经历威胁

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事件后，个体具有的恢复并保持

良好适应的动态系统的能力[17]。研究发现，积极的

教养方式能够带给孩子温暖的包容支持，成为孩子

坚强的心理后盾，因而促进心理弹性良好发展；相

反，消极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较低的心理

弹性水平[18]。研究还发现，虐待作为一种典型的消

极教养方式，能负向预测心理弹性 [9]。心理弹性低

的个体在经历消极的生活事件后，不能积极有效地

解决问题，而可能放纵自己去网络逃避和发泄，导致

过度使用网络[19]。由此，本研究假设心理弹性也是

心理虐待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变量。

Connell等人提出积极的自我观念是影响心理

弹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在Masten团队列出的

心理弹性促进和保护性因子清单中，儿童对自我的

积极评价（如自信、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

对心理弹性发展起正向预测作用的重要个体特征
[21]。其中高自尊意味着对自我的能力更有信心，更

能采取积极的策略，进而有助于心理弹性的发展。

因此，代表个体自我观的重要概念——自尊可能是

心理弹性的重要预测变量。研究也发现，自尊能够

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弹性[22]。本研究假设除了自

尊和心理弹性各自的中介作用，还存在序列中介作

用：心理虐待可能通过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

效应预测手机成瘾。

综上，本研究考察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与大学

生手机成瘾的关系，以及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中介效

应，深入揭示手机成瘾的影响机制，为相关干预计划

提供实证依据。

1 方 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共抽取 601名本科生进

行问卷调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84 份，问卷有效率

为97.17%。其中男生319人，女生265人；来自城市

172人，城镇 146人，农村 266人；被试年龄在 17-2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16±1.3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国内研究者编制的大

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23]，共 22个项目，分别涉及

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等六个方

面。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手机成瘾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2 心理虐待量表 采用潘辰和邓云龙修订后

的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24]。主要涉及贬损、纵容、干

涉、恐吓和忽视，共 23个项目。5点计分，得分越高

代表受到心理虐待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中文版
[25]，共10个项目。4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

越高。根据国内研究，原量表的第八题在中国文化

下适用性一般，删除后量表的信度显著提高[26]。本

研究中分析数据时保留剩余九个题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4 心理弹性量表 选用于肖楠和张建新修订

的心理弹性量表（CD-RISC）[27]。共 25个项目，5点

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心理弹性的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1.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2.0进行数据整理、描述统计和相关

分析，中介效应的检验选用Hayes开发的PROCESS
程序[28]。

1.4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结果显示，特征值

大于1的因子有13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22.99%，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中

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显著正相关，自尊、心理弹

性和手机成瘾显著负相关；心理虐待与自尊、心理弹

性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见表1。
2.2 自尊和心理弹性在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之间

的中介作用

采用 SPSS宏 Process2.16检验自尊和心理弹性

在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生源地和年龄人口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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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后，心理虐待正向预测手机成瘾，负向预测自尊和

心理弹性；自尊正向预测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手机成

瘾；心理弹性对手机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采用Hayes提供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8]。如表3所示，除

心理虐待→自尊→手机成瘾路径之外，其他各路径

的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说明自尊的中介效应

不显著，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以及自尊和心理

弹性的序列中介效应也显著。

变量

1性别 a

2生源地 b

3年龄

4心理虐待

5自尊

6心理弹性

7手机成瘾

M
-
-

20.16
18.88
30.84
88.14
56.44

SD
-
-

1.32
14.24
4.21

15.36
15.42

1

-
-

-0.08
-0.03
0.02

-0.20**

2

-
-

-0.06
-0.11**
-0.04
-0.14**

3

-
-0.08
-0.03
-0.02
-0.15**

4

-
-0.24**
-0.29**
0.45**

5

-
0.39**

-0.20**

6

-
-0.24**

表 1 本研究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性别 a、生源地 b均为虚拟变量，男生=1，女生=0；农村=1，城市=0，*P<0.05，**P<0.01，下同。

变量

性别

生源地

年龄

心理虐待

自尊

心理弹性

R2

F

方程1（因变量：自尊）

β
0.03

-0.11
-0.03
-0.25

0.08
11.79**

95%CI
[-0.05, 0.11]
[-0.19, -0.03]
[-0.11, 0.05]
[-0.33, -0.17]

t
0.71

-2.74**
-0.67
-6.29**

方程2（因变量：心理弹性）

β
-0.02
-0.03
-0.03
-0.21
0.34

0.19
27.96**

95%CI
[-0.10, 0.05]
[-0.10, 0.05]
[-0.10, 0.05]
[-0.29, -0.13]
[0.26, 0.41]

t
-0.54
-0.78
-0.75
-5.40**
8.66**

方程3（因变量：手机成瘾）

β
0.14

-0.11
-0.09
0.38

-0.08
-0.11

0.27
35.55**

95%CI
[0.07, 0.21]

[-0.18, -0.04]
[-0.16, -0.02]
[0.31, 0.46]

[-0.16, -0.01]
[-0.18, -0.03]

t
3.81**

-3.04*
-2.39*
10.05**
-2.04*
-2.69**

中介效应路径

总间接效应（心理虐待→手机成瘾）

心理虐待→自尊→手机成瘾

心理虐待→自尊→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心理虐待→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效应值

0.05
0.02
0.01
0.02

Boot标准误

0.02
0.01
0.01
0.01

95% CI
[0.03, 0.09]

[-0.01, 0.05]
[0.01, 0.02]
[0.01, 0.05]

相对中介效应（%）

11.89%
4.73%
2.10%
5.06%

表 2 本研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图1 变量间关系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对手机

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1，与以往研

究结果一致[29]，说明心理虐待是造成大学生手机成

瘾的重要风险因素。在中国传统观念“打是亲，骂是

爱”影响之下，生活中抚养者对于儿童进行心理虐待

的现象并不罕见。心理虐待作为最常见的一种虐待

形式，不仅增加了个体的脆弱性[30]，还会对心理造成

很多长期的负面影响，例如低自尊、抑郁等[31]。父母

若对子女有较多不良教养行为，子女就渴望从其他

途径获得慰藉，由于手机可以制造虚拟、隐蔽的空间

达到该目的，长时间如此便形成手机成瘾[32]。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在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成立，与假设 2不一致。这可

能是由于模型中加入了心理弹性变量后导致中介效

应路径的改变，后续的序列中介成立也支持了这

点。心理虐待通过心理弹性对智能手机成瘾有负向

的预测，因此假设3成立。由此看来，不利环境可以

改变个体心理弹性水平，同时个体在可控范围内的

不利环境下可以通过提高心理弹性水平，进而使自

己能够适应良好，也称作“钢化效应”。但是在过度

不利的环境下，个体心理弹性易发生“敏化效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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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水平降低[33]。可能是由于过多负性事件导致个体

自我调节机制不堪重压，进而适应不良。童年期心

理虐待经历一般是经常发生的行为[34]，因此个体遭

受心理虐待的经历抑制了其心理弹性的健康发展
[35]，进而产生手机成瘾。

本研究还发现，心理虐待通过自尊和心理弹性

的序列中介效应预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这一结果

也是反映了大学生的自尊和心理弹性密切联系，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0]。总体而言，序列中介效应

揭示了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如何通过自尊和心理弹

性共同作用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机制。童年期经

常遭受心理虐待的个体与其抚养者的关系较为紧

张，使得个体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和自我评价。

在成长关键时期长期处于被恐吓、忽视等状态，个体

倾向采取逃避等消极态度，质疑自己的能力，不利于

促进个体自尊的积极发展[36]。低自尊个体的积极控

制感通常较低，不会主动修复自身的负面情绪，也不

会采取积极的策略解决问题，因此缺少应对日常负

性生活事件的资源，进而抑制了心理弹性的发展，提

高了手机成瘾的倾向。由于使用手机上网、聊天等

能够创造一个虚拟环境，通过手机能够避免和他人

直接接触的机会，从而减少被他人拒绝或者消极评

价的可能性。长此以往，频繁地使用手机导致了成

瘾的倾向。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期心理虐待对大学生手机成

瘾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深入了解遭受过心理虐待的

个体手机成瘾的过程。在今后对手机成瘾的干预方

案制定中，不仅要考虑个体自身心理因素，还可同时

结合家庭环境状况进行干预，以达到最佳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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