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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带来的

消极影响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

它常被看作手机依赖、手机成瘾或问题性手机使用

的一种亚型，这种行为是“个体由于某种原因长时间

和高强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使个体的生理、心理和

行为等受到消极影响，并对正常的生活产生消极影

响，但尚未达到病理性或精神障碍程度的一种移动

社交网络使用行为”[1]。那么，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行为是如何发生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也

成为现有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往研究认为人格

因素、社会心理动机因素和负性情绪，以及这些因素

的交互关系是这一行为的重要风险性预测因素，例

如，缺乏自我控制形成的冲动性人格，社交不良形成

的社交焦虑情绪、寻求网络娱乐需求的娱乐消遣动

机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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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无聊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以及交往焦虑、自我控制、娱乐消遣在无聊与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间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中文版）、交往焦虑量表、自我控制量

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动机问卷和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评估问卷，按照分层整群取样方法选取全国

11所中学和大学的2872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置信

区间法检验中介作用的显著性。结果：（1）无聊、交往焦虑、娱乐消遣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均存在显著正向

相关，而自我控制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2）无聊、交往焦虑和娱乐消遣对问题性使用行

为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自我控制对问题性使用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3）交往焦虑、自我控制和娱乐

消遣动机在无聊与问题性使用行为关系间均存在中介作用，无聊对问题性使用行为的影响通过多条中介路径发生

作用，其中无聊→自我控制→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中介效应量最大。结论：无聊对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

用的影响，通过自我控制、交往焦虑、娱乐消遣动机的中介作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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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redom and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usage for
adolescent,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anxiety, self control and entertainment in boredom and problemat⁃
ic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Methods: A total of 2, 872 students from 11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were surveyed
by multiple state scale(Chinese version), social anxiety scale, self control scal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for mobile social
networks and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for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 usage, the spss18.0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 method with deviation correction was us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redom, social anxiety,
self control, entertainment and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s usage, while self-control and problem-based mobile so⁃
cial network use we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2)Boredom, social anxiety, self control and en⁃
tertainment had positively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s usage, while self-control had signifi⁃
cant negatively predictive effects on problem use behavior. (3)Social anxiety, self control and entertainment played a mediat⁃
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redom and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s usag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boredom
on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s usage was mediated by multiple chains intermediarie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
mediary was the chain relationship of boredom and self-control. Conclusion: The impact of boredom on the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s usage for adolescents is mediated by self-control, social anxiety and entertainment motivation.
【Key words】 Mobile social network; Boredom; Self-control;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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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是一种复合消极情绪，具有无聊感的青少

年常体验到缺乏刺激或挑战、焦虑、空虚、无精打采、

无趣、时间知觉过慢等 [3]。McHolland还认为，无聊

是一种内部的不满足、厌恶的体验，个体常选择通过

对外界的不良行为来释放或缓解这种负性心理状态
[4]。无聊作为一种十分典型的负性情绪，它与交往

焦虑一样对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具

有直接预测作用，是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5]。娱乐消遣作为一种社会心

理动机，相关研究也发现它是青少年使用移动社交

网络的重要影响因素[6]。无聊还与自我控制密切相

关，无聊高的青少年往往自我控制水平也较低，也更

容易产生冲动性行为，而且具有较高无聊的青少年

也更容易形成社交焦虑情绪，焦虑、空虚、无趣等是

其典型表现[7]。无聊也常使青少年寻求刺激来缓解

这种负性情绪，例如，进行网络社交、玩网络游戏、网

络信息浏览等 [8]。除此之外，交往焦虑、自我控制、

娱乐消遣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如有研究指出焦虑

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对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具有负性

预测作用[9]，即个体的焦虑水平越高，自我控制水平

越低；也有研究发现，那些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更倾

向于通过使用社交网络缓解焦虑水平，看视频、听音

乐和玩网络游戏则成为他们社交网络使用的主要目

的[10]，而那些自我控制较低的个体也更倾向于不受

控制地在移动社交网络中进行娱乐消遣活动[11]。因

此，无聊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它不但与社交焦虑、自

我控制、娱乐消遣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密切

关系，而且各变量间还存在相对复杂的作用机制。

由此可见，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

诸多原因中，某些特定的人格因素、情绪因素和社会

心理动机因素均是该问题的重要的风险性预测因

素。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无聊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行为间的作用机制，揭示自我控制、交往焦虑和

娱乐消遣在无聊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影

响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时间为2017年2～3月，选取内蒙古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湖北省、辽宁省、吉

林省、河北省和江苏省等8个省区的11所学校共发

放问卷 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 2872份，问卷有效率

为95.73%。被试的年龄区间为12～25岁，包括男生

1012人，女生 1860人；初中生 772人，高中生 1032
人，大学生1068人；城市生源地1276人，农区生源地

1596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中文版) 采用 Fahlman
等人编制，由刘勇等人修订的“多维状态无聊量表中

文版”[12]，修订后的量表共有 24个题目，由注意缺

乏、时间知觉 、低唤醒、高唤醒 和缺乏投入5个因子

构成。量表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

合～5代表完全符合”，因子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某

方面的无聊越凸显，总分得分越高表明无聊越凸

显。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
1.2.2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 Leary编制的“交往焦

虑量表”，量表中文版由彭纯子、龚耀先和朱熊兆修

订[13]，量表由15个项目构成，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

“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

表个体主观体验到的交往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谭树华和郭永玉修订

的“自我控制量表”(SCS)[14]，问卷由 19个题目组成，

包括工作/学习表现、节制娱乐、抵制诱惑、冲动控制

和健康习惯等 5个因子。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计

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各因子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某方面的自我控制水平越高，

越不易冲动行事，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整体自我控制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4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动机问卷 采用姜永志

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动机问卷”[2]，问

卷由26个题目组成，包括信息获取、关系维持、避免

焦虑、娱乐消遣、情感支持和自我展示等 6个因子。

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各因子得分越高表明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受某方面动机影响较大。本研究选取问卷中的

娱乐消遣因子用于研究分析。

1.2.5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评估问卷

采用姜永志编制的“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

用评估问卷”[15]，问卷由20个题目构成，包括黏性增

加、生理损伤、遗漏焦虑、认知失败和负罪感 5个因

子。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问卷总分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倾向越严重，各因子得分

越高表明青少年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某方面

倾向较为严重。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
各因子间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6～0.91间。

1.3 统计分析

1.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

验法，使用所有原始题目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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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后提取的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的20.88%，低于

40%的临界值，这表明本研究使用问卷法获得的数

据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数据可以进行的进一

步统计分析。

1.3.2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8.0软件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使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

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法检验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2 结 果

2.1 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呈现了各变量间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

系。结果发现，无聊与交往焦虑、娱乐消遣和问题性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均存在显著正向相关，但无聊

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向相关；交往焦虑与娱乐消遣、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均存在显著正向相关，

但与自我控制呈现显著负向相关；自我控制与娱乐

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存在显著负向相

关；娱乐消遣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存在显

著正向相关。

2.2 各相关变量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无聊与问题性

使用行为的关系，以无聊、交往焦虑、自我控制和娱

乐消遣为预测变量，以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为

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性别和年级因素是影响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

利用分层回归分析控制性别和年龄。由表 2可知，

无聊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交往焦虑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显

著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控制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娱乐消遣对问题性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表1 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P<0.05，**P<0.01，下同。

分层

第一层

第二层

因变量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问题性使用

预测变量

性别

年级

无聊

交往焦虑

自我控制

娱乐消遣

β
0.111
0.163
0.105
0.080

-0.597
0.247

t
5.957**
8.757**
8.004**
6.525**

46.813**
19.924**

R2

0.045

0.650

F
68.187**

886.096**

无聊

交往焦虑

自我控制

娱乐消遣

问题性移动社
交网络使用

M
SD

无聊

1
0.331**

-0.363**
0.296**
0.421**
2.712
0758

交往
焦虑

1
-0.227**
0.181**
0.295**
3.067
0.632

自我
控制

1
-0.309**
-0.729**
2.488
1.208

娱乐
消遣

1
0.477**
3.453
0.997

问题
使用

1
2.697
0.795

表2 各相关变量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回归分析

2.3 中介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无聊倾向、交往焦虑、自我控制、

娱乐消遣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的关系，采

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研究假设。研究将无聊

倾向作为自变量，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作为因

变量，交往焦虑、自我控制和娱乐消遣均作为中介变

量。最终得到如图 1的模型结构，该模型的拟合指

数为：χ2/df=4.469，RMSEA=0.078，GFI=0.956，NFI=
0.934，CFI=0.929，IFI=0.944。模型各拟合指数良

好，模型可以接受。

为确定模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性，使用偏差校

正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

检验，样本量选择为 5000。结果发现，链式间接效

应模型显著，这一模型总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

区间不含 0值[总效应 0.440, 95%置信区间CI(0.406,

0.475)]，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含 0
值[间接效应 0.331, 95%置信区间CI(0.301, 0.360)]，
交往焦虑、自我控制和娱乐消遣在无聊倾向与问题

性使用行为间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各中介路径及

其显著性详见表3。

交往焦虑

0.275** -0.228** 0.105** 0.101**
无聊倾向 0.252** 娱乐消遣 0.196** 问 题 性 移 动

社交网络使用

-0.515** -0.184** -0.392**
自我控制

图1 无聊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多重链式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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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无聊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影响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与比较

注 1：间接效应 1为无聊→交往焦虑→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间接效应2为无聊→交往焦虑→自我控制→问题性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间接效应3为无聊→交往焦虑→娱乐消遣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接效应4为无聊→交往焦虑

→自我控制→娱乐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接效

应5为无聊→自我控制→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接效

应 6为无聊→自我控制→娱乐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间接效应7为无聊→娱乐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

3 讨 论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无聊与交往焦虑、娱

乐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均存在显著的正

向关系，交往焦虑与娱乐消遣、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自我控制与无聊、交

往焦虑、消遣娱乐和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均

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表明在无聊对问题性移动

社交网络使用产生影响的过程，交往焦虑、自我控制

和娱乐消遣三个变量可能在其中起着某些间接作

用。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无聊、交往焦虑、自我控

制和娱乐消遣各变量均能显著预测问题性使用行

为，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姚梦萍等人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无聊感与手机依赖之

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无聊感与手机依赖间存在显

著的正向相关，而且无聊感能显著预测手机依赖。

同时该研究也揭示自控力能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手机

依赖行为，即自我控制能力越低的大学生更易产生

手机依赖行为[16]。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产生

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其中一些动机与消极情绪

存在密切关系，如，缓解消极情绪和无聊的动机是问

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发生的两种情绪性动机，通

过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可以缓解焦虑、抑郁、孤独、

无聊等消极情绪体验[17]。

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增多，青少年在无聊状态

中，更倾向于在各大社交网络间徘徊，“刷屏”、“跟

帖”等已经成为他们无聊时打发时间的主要行为，这

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高无聊个体更容易产生问题性

使用行为，具有无聊的个体往往自控能力较差，他们

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出于“忍不住”心理而无意识延

长了使用时间。当青少年因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而

“忍不住”频繁使用移动社交网络，他们的使用动机

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娱乐消遣动机是最主要的一个

社会心理动机。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人们使用社

交网络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心理需要，但长时间

的社交网络使用常会导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

用。如，研究者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发生机制进行

分析，发现逃避现实、打发时间、自我呈现、社会交

往、寻求归属、印象管理和自我提升等是影响社交网

络过度使用行为的重要心理动机[18]。现有网络使用

行为的研究也显示，心理健康水平低的个体生活满

意度水平也较低，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来缓解消

极的情绪，心理健康水平低可能潜在的激发了各种

心理动机去寻求相应的心理宽慰，并可能进一步导

致网络的过度使用[19]。Wang等人以996名中国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心理动机(自我呈现、打发时

间)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

自我呈现和打发打发时间的动机直接显著正向预测

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20]。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

的发展，青少年使用手机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收发

短信和打电话，而是扩展到其它功能应用，尤其是智

能手机APP越来越迎合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青少

年使用手机的目的已经转移到网络社交、玩网络游

戏、休闲娱乐、打发时间等。

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无聊对问题性移动社

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存在较为复杂的作用机制。本研

究发现，无聊一方面分别通过交往焦虑、娱乐消遣和

自我控制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产生影响，另

一方面还分别通过三条链式中介对问题性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无聊的青

少年可能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存在交往焦虑，而且他

们的自我控制水平相对较低，而基于智能手机终端

的移动社交网络所具有的功能，既能满足他们缓解

交往焦虑的需要，也能满足他们缓解无聊打发时间

的需要，而此时的青少年又是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

时期，不能合理安排和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和频率，

最终可能导致问题性使用行为的出现。从无聊对问

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整体影响来看，无聊更多

通过自我控制和娱乐消遣两条中介路径影响问题性

使用行为，这表明高无聊的青少年自我控制较低是

效应

总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1
间接效应2
间接效应3
间接效应4
间接效应5
间接效应6
间接效应7

效应值

0.331
0.027
0.024
0.005
0.002
0.202
0.018
0.049

Boot
标准误
0.015
0.004
0.004
0.002
0.004
0.012
0.002
0.006

Boot 95%
CI下限
0.331
0.019
0.017
0.002
0.001
0.117
0.014
0.038

Boot 95%
CI上限
0.360
0.038
0.033
0.009
0.003
0.228
0.023
0.061

效应比

(ab/c')
75.227%
8.157%
7.250%
1.510%
0.604%

61.027%
5.438%

1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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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产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原因，

高无聊的青少年寻求娱乐消遣的动机也是促使其产

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交往焦虑也是与无聊关系密切的心

理变量，高无聊的青少年存在较高的交往焦虑水平，

他们同样也会在移动社交网络中通过娱乐消遣来缓

解这种无聊状态和缓解交往焦虑的负性情绪。基于

使用与满足理论，正是因为娱乐消遣的使用动机满

足了他们降低负性情绪的需求，才会使移动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在频率和强度上逐渐增强，甚至产生问

题性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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