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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数据，截止2018年8月，全国移动电

话用户总数约 15.4亿户，移动宽带用户总数约 12.8
亿户，手机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而手机过度使用也成为一种新的行为问题随之出

现，被称为手机成瘾 [1]（mobile phone addiction）。与

网络成瘾相比，手机成瘾更多是由于社交网络服务

的使用 [2]。人们使用手机的最主要动机是人际交

往；在手机的诸多应用中，社交应用（如微信、QQ）的
使用也是最频繁的 [3，4]。手机与网络为人们提供了

一个相对安全、便捷的社会交往环境，但过度依赖手

机进行社会交往，则可能会形成手机社交成瘾，给人

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危害。借鉴已有对手机成

瘾和网络关系成瘾的界定[5-7]，手机社交成瘾是指人

们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依赖

使用手机建立、发展和维持社会关系，是手机成瘾的

重要内容之一。

已有研究发现，人格是手机成瘾的重要影响因

素，如自尊、尽责性等因素能够负向预测手机成瘾，

而神经质、社交焦虑、孤独感等因素则与手机成瘾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8-12]。其中，自尊是影响手机成瘾的

稳定因素之一，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形成手机成瘾[11，

13]。手机社交成瘾是手机成瘾的重要内容，因此本

研究认为，自尊可以负向预测手机社交成瘾。已有

研究发现，自尊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会通过一些中介

变量来实现，其中包括社会交往变量，如人际适应性
[13]。人际敏感性（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是个体对

他人情绪和行为表现的反应过度敏感的倾向，尤其

是对他人的批评和拒绝过于敏感[14]。人际敏感性高

的人往往表现为对社交拒绝过度反应、社交焦虑和

退缩、羞怯等，对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15]。研究发

现，人际敏感性高的人更可能会表现出成瘾行为，如

药物成瘾、网络成瘾，人际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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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手机成瘾和网络社交成瘾[16-19]。

根据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
ry），自尊是个体评价自己社会关系状况的指标器；

低自尊者会感知到自己的社会融入需求难以满足，

他们会长期认为自己处于低关系评价中，从而会导

致他们对负面评价及被拒绝更为敏感，即人际敏感

性更高[20]。经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高爽等人的元

分析研究发现，自尊与人际敏感性之间存在稳定的

负相关（r=-0.339）[21]。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

人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间起中介作用。

有研究比较了中美两国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情况

发现，中国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高于美国，有研究

者认为这与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22，23]。对于国家文

化的差异，Hofstede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区分，

即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和

刚毅/温柔[24]。其中，中美间差异最大的是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维度[25]。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松散的，人们更多地考虑关注自己及其直系

亲人；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隶属于某个集体，该集

体会保护他们，以换取成员对它的忠诚，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更加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4]。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

之间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的发展与心理状态
[26]。集体/个体主义文化间的差异，可能会与某些个

体变量（如自尊）相互作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使得

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作用放大，从而造成了中国网

络成瘾率高于美国。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在国家层

面上是一个维度的两极，而在个体层面是两个维度，

即集体主义倾向和个体主义倾向[25]。集体主义倾向

更加重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联系，理论上与人际互

动的关系更紧密，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个体层面的集

体主义倾向在自尊、人际敏感性和手机社交成瘾三

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由于以往关于集体主义倾向

在手机或网络成瘾形成机制中所具作用的研究较

少，因此本研究对集体主义在自尊、人际敏感性和手

机社交成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做探索性分析，而不

做具体假设。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了湖北省某高校学生

694人，剔除了有缺失值的数据后，共得到有效数据

615人，其中男生279人、女生336人，大一145人、大

二207人、大三182人、大四81人，理工科314人、文

管类280人，艺体类21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手机社交依赖 采用熊婕等人编制的大学

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中社交抚慰分量表，该分量表

包含三个项目，采用李克特1~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

明手机社交依赖越强[5]。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0.79。
1.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中译版[27]，并

根据申自力和蔡太生的建议，条目 8修订为否定表

达“我觉得我无法获得别人更多尊重”[28]。该量表包

括 10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1~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

明自尊越积极，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1.2.3 人际敏感性 采用 SCL-90中人际敏感性分

量表，该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采用李克特0~4点计

分，分数越高表明人际敏感性越强[29]，本研究中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0.85。
1.2.4 集体主义 采用于米翻译修订的Edwin等人

编制的集体主义倾向量表[30]，为适合大学生样本，本

研究将部分词汇做了修改，如将“同事”改为“同学”

或“朋友”。本量表包括8个项目，采用1~6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集体主义倾向越强。本研究中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0.76。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统计检验，将所有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共析出特

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5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

解释率为22.19%，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

调查数据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

2.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社交成瘾、自尊和人际

敏感性三者之间均有显著相关，这表明可以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此外，性别和年龄与手机社交成瘾之

间没有显著关系，因此接下来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分析。见表1。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将所有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分别运用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4和59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及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检验。在分析中，均采用 bootstrap 法通

过抽取 1000 个Bootstrap 样本估计各种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人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关系间的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自尊对手机社交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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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力显著，说明人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

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发现，中介

作用效应量为-0.11，95%CI为[-0.15, -0.08]。
集体主义倾向对该中介模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

果如表 3所示。各交互项的Bootstrap检验发现，仅

自尊与集体主义的交互项对人际敏感性的作用显

著。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当集体主义水平低于

均数一个标准差、等于均数和高于均数一个标准差

时，自尊对人际敏感性的效应分别为-0.28、-0.35
和-0.42，可见随着集体主义倾向越来越强，自尊对

人际敏感性的预测力也越来越强。

1手机社交成瘾

2自尊

3人际敏感性

4 集体主义倾向

5 性别

6 年龄

M
2.55
2.99
1.32
4.18
—

19.86

SD
0.90
0.43
0.64
0.60
—

1.5

1
—

-0.25***
0.37***

-0.08
-0.05
0.03

2

—

-0.35***
0.31***
0.01

-0.03

3

—

-0.08
-0.08
0.10*

4

—

0.04
-0.06

5

—

-0.09*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下同。性别设定女性为1，男性为0。

因变量

自尊

人际敏感

R2

F

人际敏感

β
-0.35

0.12
82.86***

t
-9.10***

95%CI
[-0.42, -0.27]

手机社交成瘾

β
-0.14
0.32

0.16
56.42***

t
-3.58***
8.15***

95%CI
[-0.22, -0.06]
[0.24, 0.40]

因变量

自尊

集体主义

自尊×集体主义

人际敏感

人际敏感×集体主义

R2

F

人际敏感

β
-0.35
0.02

-0.07

0.13
29.36***

t
-8.84***
0.54

-2.03*

95%CI
[-0.43, -0.27]
[-0.06, 0.10]
[-0.14, -0.002]

手机社交成瘾

β
-0.14
-0.01
-0.03
0.32

-0.04
0.16

22.85***

t
-3.40***
-0.37
-0.75
8.04***

-1.16

95%CI
[-0.22, -0.06]
[-0.09, 0.06]
[-0.10, 0.04]
[0.24, 0.40]

[-0.11, 0.03]

表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以上结果发现，集体主义只调节了该中介

模型的前半段路径。不论集体主义倾向水平如何，

人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间的中介作用均

显著；当集体主义水平低于均数一个标准差、等于均

数以及高于均数一个标准差时，人际敏感性在自尊

与手机社交成瘾间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0、-
0.11和-0.12。可见随着集体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人

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间的中介作用也越

来越强。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出现手机社交

成瘾，而人际敏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对于该中介作用，自尊的社会计量器

理论和网络成瘾的ACE理论可以给予解释。社会

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在个体维持其社会关系中具

有重要作用，能够反映个体社会关系优劣状况。当

个体不被他人所接纳、社会关系出现问题时，会导致

个体感受到自尊状态的降低，从而让个体能够采取

行动来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如果个体长期无

法从环境中获得满意的社会关系，他们便会形成特

质性的低自尊。反过来，个体长期形成的特质性低

自尊，会让个体的社会计量器一直处于警报状态，他

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不良的，因此他们在人际

交往中对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否定信息格外敏感，以

免他人的拒绝再一次降低自尊水平[20]。因此，低自

尊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人际敏感性[21]。

人际敏感性高的人通常会表现出各种社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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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他们会对社交拒绝更加的敏感、并反应过度，会

产生社交焦虑等情绪困扰，不愿表达自己的情绪和

社交需求[21]。因此，现实中他们的社交需求往往难

以得到满足。而手机和网络则给了他们满足社交需

要更为安全的途径。网络成瘾的ACE理论认为，网

络之所以会吸引人并致人成瘾，是因为它具有三个

特征，即匿名性（Anonymity）、便利性（Convenience）
和逃避现实（Escape）[31]。手机社交也具有以上特

点，尤其是手机作为网络终端，各种社交APP让手

机网络社交更加便利。手机社交的匿名性可以让人

们做自己之所想，而不必过多担心自己的言行会给

自己带来伤害；便利性则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陌

生人建立联系，拥有具有支持性的社交关系。这对

于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社交需求的人而言更为重要，

因此人际敏感的人群更可能会逃避现实而沉浸于手

机社交中。此外，手机社交是一种非面对面、非即时

性的间接交流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更多的缓

冲，个体在其中能有更多反应时间，从而有更高的控

制感，并且能够隐藏流汗、脸红等导致负面评价的表

现，从而使社会交往更加安全[9]。因此，人际敏感性

高的人们更愿意选择手机作为自己社会交往的媒

介，而对手机社交有更高的依赖。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低自尊会导致手机社交成

瘾，其中一条可能的作用机制是：低自尊会导致个体

在人际交往中对评价信息格外敏感，从而导致社交

困难，使得自身的社交需要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而

手机社交由于其具有匿名性、便利性、间接性等特

点，可以为人际敏感人群提供更加可控、安全、广阔

的社交环境，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从而导致低自

尊者更加依赖手机建立、维持社会关系。

本研究还发现，集体主义倾向在上述中介作用

前半段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与低集体主义被

试相比，高集体主义被试的自尊与人际敏感性的负

向关系更紧密，从而导致高集体主义被试中人际敏

感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成瘾间的中介作用更强。根

据社会计量器理论，自尊是社会关系状态的计量器，

低自尊会导致人际敏感。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集体

主义文化下，自尊的社会计量功能会更加敏感，究其

原因可能与自我的文化差异性有关。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文化与自我有着密切的联

系，文化通过对自我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认

知、动机、情绪和行为[32]。有研究者将自我区分为独

立型自我和依赖型自我，前者强调关注和表达自身

独特的内在特质，后者强调自身与他人的内在联系；

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多地拥有独立型自我，而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则更多是依赖型自我[32]。还有

学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下集体自我和公众自我在

自我中所占的位置较个体自我更为重要[33]。与自我

相对应，自尊也是具有多元性的，杨国枢等人认为中

国人有四种形式的自尊，即个人取向自尊、家庭取向

自尊、关系取向自尊和他人取向自尊，并且对于集体

主义文化下成长的中国人而言，后三种社会取向自

尊更为重要[34]。因此，集体主义倾向更高的个体，他

们的自尊中社会取向自尊所占比重会较低集体主义

者更大，他们的自尊对社会关系状态好坏更加敏感，

从而使得自尊对人际敏感性的预测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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