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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给人们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同时手机成瘾问题

也随之而生，且不断加重[1，2]。手机成瘾是指个体由

于过度依赖手机、花费较多时间使用手机而出现一

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一种新型成瘾行为[3]。研究

发现，手机成瘾不仅与个体身体健康 [4]、心理健康 [1，5]

密切相关，还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6]。

大量研究探讨了手机成瘾的前置变量，结果表

明，社交焦虑是导致手机成瘾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7]。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由于担心自己

无法给他人留下积极印象而体验到的恐惧、不安和

担忧 [8]。手机和网络匿名性、非即时性的特点能有

效缓解社交焦虑个体的被评价恐惧，他们更倾向于

使用手机弥补线下人际交往的缺失。这一方面满足

了社交焦虑个体社会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带来了

更高的手机成瘾风险 [9]。此外，在面对面社交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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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以及认知失败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使用交往焦虑量表、认知失败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对83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①社交焦虑与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

瘾显著负相关；②社交焦虑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还通过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

瘾水平；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该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相较于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认知失败的

中介效应对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作用更强。结论：认知失败是社交焦虑诱发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重要桥

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社交焦虑影响大学生认知失败进而导致手机成瘾的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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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its under⁃
line mechanism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ample of 838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about social anxiety, cognitive failure,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mobile phone addition. Results: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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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交焦虑个体为了降低不安、恐惧感，会更频繁

的使用手机，这同样增加了其手机成瘾的可能。因

此，社交焦虑水平是预测个体手机成瘾状况的有效

因素。

虽然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密切相关，但社交焦

虑对手机成瘾的作用机制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

不利于手机成瘾的预防与干预。先前的证据表明，

认知失败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认知失败（cognitive
failure）是指个体在完成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胜任

的任务时出现的认知失误 [10，11]，是个体工作记忆容

量低、注意控制能力弱的表现。Unsworth等指出工

作记忆容量较低以及注意控制能力弱的个体更难抵

制手机使用产生的分心效应，表现出更多的手机成

瘾行为 [12]。而有关社交焦虑与认知失败的研究表

明，社交焦虑是认知失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有研究指出，社交焦虑个体之所以会出现社交焦虑

是因为其在社交中采取“旁观者视角”看待自身，过

于关注内心感受，这容易引发自我损耗[10，14]，导致没

有足够的认知资源应付日常生活任务，从而发生认

知失败。自我控制资源有限理论指出，自我控制是

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使用，个体其他自我控制所依

赖的资源就会减少，较难达到既定的自我控制表现

标准，产生自我损耗，导致个体在后续任务上调节失

败[1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社交焦虑个体因为过度

关注自身消耗了自我控制资源，导致认知失败，而认

知失败进一步加剧了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使得个

体更加无法抵抗手机，增加手机成瘾的风险。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认知失败在社交焦虑对手

机成瘾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有效调

节自身情绪状态的自信程度，包括积极情绪调节效

能感和消极情绪调节效能感[16]。研究表明，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不仅能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7]，

还是成瘾等外化行为问题的重要保护性因素[18]。社

交焦虑本质上是多种负性情绪（恐惧、担忧等）的混

合，其对认知失败、手机成瘾的影响与自我控制资源

损耗密切相关，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能

较好地处理自身负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

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进而避免认知失败和手机成

瘾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

成瘾”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

综上所述，基于自我控制资源有限理论和相关

实证结果，本研究拟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

社交焦虑通过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手机

成瘾，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直接路径和前半

路径。具体而言，相比较于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的个体，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个体的社交焦虑更

容易诱发认知失败和手机成瘾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合肥市某高校计算机与信

息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食品学院的学生 847
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在线问卷测试，由辅导员配合

研究人员操作完成标准化团体测验。剔除一致回答

和作答时间短于 100s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83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94%。其中，男生 489 人

（58.4%），女生349人（41.6%）。536人（64%）来自城

市，302人（36%）来自乡村。

1.2 工具

1.2.1 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采用马弘等[19]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评估个体

的社交焦虑水平。该量表共15个项目，采用5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α系数为0.85。
1.2.2 认知失败量表 (Cognitive Failure Question⁃
naire, CFQ) 采用周扬等[20]修订的认知失败量表评

估个体的认知失败水平。该量表共25个项目，分为

干扰、记忆、人际失误、运动协调、人名记忆五个维

度，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出现的认知失

败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
1.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gulatory Emo⁃
tional Self-efficacy, RES） 采用文书锋等人 [21]修订

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评估个体的情绪调节自

我效能感水平。该量表共12个项目，包括表达积极

情绪自我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

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5点计分，得分

越高，说明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1.2.4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 采用Leung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

表评估个体的手机成瘾状况 [22]。该量表共 17个项

目，分为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以及低效性四个维

度。量表采用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手机

成瘾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6。
1.3 统计工具

采用 SPSS18.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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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Hayes的 SPSS宏程序 PROCESS进行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分析[23]。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

偏差，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18个，且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78%，小于40%的临

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交焦虑、

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之间

均存在显著负相关（详见表1）。所有数据在进一步

分析之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中，性别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

瘾相关显著（见表1），因此，在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处理。采用Hayes编制

的SPSS宏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具体应

用模型 8，对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

以及认知失败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

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及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进行

估计。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 2），社交焦

虑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β=0.30，P<0.001）；将社

交焦虑、认知失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交焦

虑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乘积项同时放入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焦虑显著

正向预测认知失败（β=0.36，P<0.001）和手机成瘾

（β=0.14，P<0.001），认知失败也显著正向预测手机

成瘾（β=0.36，P<0.001），且认知失败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07，0.21]不包括 0，说明

认知失败在社交焦虑诱发手机成瘾的过程中起中介

作用。此外，社交焦虑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

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认知失败（β=-0.08，P<0.01），说

明社交焦虑对认知失败的影响受到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的调节。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平均值加一个

标准差为高分组，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进

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高的个体相比，社交焦虑更容易使得情绪调节自

我效能低的个体出现认知失败（simple slop 高=0.46，
t=7.32，P<0.001；simple slope 低 =0.72，t=10.16，P<
0.001）。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分组、平均组（平

均数水平）以及高分组三个水平上，社交焦虑对手机

成瘾的直接效应值以及认知失败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 3所示。社交焦虑与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不能预测手机成瘾

（β=-0.0004，P=0.91>0.05），说明社交焦虑对手机成

瘾的直接效应不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1 性别

2 社交焦虑

3 认知失败

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5 手机成瘾

M±SD
0.58±0.49
47.1±9.13

55.26±14.67
40.55±7.26
53.72±10.07

1
1

-0.09**
-0.11**
0.04

-0.21***

2

1
0.41***

-0.29***
0.31***

3

1
-0.26***
0.45***

4

1
-0.20***

5

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注：M 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性别为虚拟变量，0=女，1=男。**P<0.01，***P<0.001。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手机成瘾

认知失败

手机成瘾

预测变量

性别

社交焦虑

性别

社交焦虑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社交焦虑×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性别

社交焦虑

认知失败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社交焦虑×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整体拟合指数

R
0.36

0.45

0.50

R2

0.13

0.20

0.25

F
62.74***

53.31***

54.69***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36
0.30

-0.15
0.36

-0.16
-0.08
-0.31
0.14
0.36

-0.06
-0.00

Bootstrap下限

-0.49
0.23

-0.28
0.30

-0.22
-0.13
-0.43
0.06
0.29

-0.12
-0.05

Bootstrap上限

-0.23
0.36

-0.03
0.43

-0.09
-0.02
-0.19
0.20
0.43
0.00
0.05

t
-5.60***
9.15***

-2.45*
11.26***
-5.01***
-3.07**
-5.05***
3.98***

10.66***
-1.90
-0.12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代入回归方程。*P<0.05，**P<0.01，***P<0.001。

表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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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水平下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显著预测手机成瘾，社交

焦虑越高的个体，手机成瘾程度越重，该结果与以往

研究一致[7]。手机成瘾本质是个体过度使用以及过

于依赖手机[22]。手机的社交功能能有效满足社交焦

虑个体的人际交往需要 [9]，因而他们花更多时间在

手机上，导致手机成瘾。此外，社交焦虑个体还通过

使用手机缓解负面情绪 [10，24]，这是他们更容易手机

成瘾的另一大原因。

以往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会引发人际关系缺失、

手机成瘾等行为问题 [8]，本研究则发现社交焦虑不

仅会引发行为问题，还可能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认

知失误。社交焦虑水平越高的个体，认知失误越多，

并进一步证实，认知失败在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社交焦虑对认知失败的影响受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交焦虑对认知失败的负面影

响。这与社交焦虑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身的特

点有关。社交焦虑是多种负面情绪的混合，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包括消极情绪调节效能感[16]。对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个体来说，即使在社交情

境中出现焦虑、恐惧等情绪，其更有信心处理这些负

面情绪，此时，社交焦虑不会消耗过多的自我控制资

源，能有效避免认知失败的产生，表现为社交焦虑对

认知失败的影响减弱。

本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社交焦虑是如何影响个

体的手机成瘾行为的，以及社交焦虑在什么条件下

对个体手机成瘾行为的影响更强/更弱，对移动互联

网时代促进个体合理使用手机、维护身心健康有一

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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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自我
效能感水平
M-SD

M

M+SD

效应值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0.13
0.15
0.13
0.13
0.13
0.11

Bootstrap
下限
0.05
0.10
0.07
0.10
0.05
0.07

Bootstrap
上限
0.22
0.21
0.20
0.17
0.2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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