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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成瘾会引发一系列身

心问题[1，2]。大学生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高发群体，其

手机成瘾率可达18%-30.5%[3]。为缓解大学生成瘾

现状，有必要考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目前，

国内研究多关注人口学、人格、情绪、动机等影响因

素 [2]，却较少考察价值观因素的作用。物质主义是

一种极度重视物质拥有的价值观[4]。随着我国经济

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主义在国内大学生中越发盛

行 [5]，对大学生物质主义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必要重

点关注。已有国外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可能是智能

手机成瘾重要的前因[6，7]。研究者认为，高物质主义

者不仅倾向通过手机展现他们的形象和地位，还倾

向使用手机寻求快乐和即时满足，这导致其更易出

现智能手机成瘾[6]。

尽管已有研究对物质主义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

可能原因做了一定解释，但较少有研究针对当今大

学生本身的心理特点去探讨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

瘾的关系。自主需要满足指个体能控制自身行为和

获得心灵自由的满足感 [8]，而社交焦虑指在人际交

往情境中不自在的主观体验 [9]。调查显示，当代青

年表现出较高自主价值观 [10]，有很强的自主需求
[11]。而受社会转型、高校社交教育缺失等影响，社交

焦虑在当代大学生中十分严重和普遍 [12，13]。因此，

本研究拟选取自主需要满足与社交焦虑两个反映大

学生心理特点的变量，作为物质主义影响智能手机

成瘾可能的中介机制进行探讨。

有研究表明，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与智能

手机成瘾密切相关[14，15]。由于智能手机是当前网络

使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而智能手机成瘾也是个体

过度网络使用的集中反映[2]。而依据“失补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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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过度网络使用的原因是个体利用网络补偿在

现实中未满足的需要[16]。网络允许个体按自己意愿

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活动，让个体用自己可控的方式

与他人交流，从而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17，18]。同时，

网络还允许个体进行非面对面的交流[19]。这种方式

可减少人际间不良暗示，提高交流舒适度，缓解面对

面社交带来的担忧，从而满足个体人际交往需要
[20]。因此，当个体在现实中自主需要未满足，或因社

交焦虑导致人际交往需要未满足时，均可能过度使

用网络进行补偿性满足，导致智能手机成瘾。另外，

也有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会影响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

焦虑[6，21]。在国内文化中，物质主义很大程度源于面

子观念和重要他人的期望。并且，物质主义使个体

以财富多少建立自我价值，这会导致个体产生过多

上行社会比较，迫使个体追求更多物质财富，并强烈

体会到财富拥有的不可控性 [21-23]。因此，物质主义

会使个体感觉对物质的追求不基于自愿，自己也无

法有效控制周围环境和以自我决定的方式生活，损

害自主需要的满足 [21，22]。同时，物质主义具有爱慕

虚荣的特点，这不仅使个体担心他人对自身能力的

负性评价，还使个体过度关注自我表现，不停思考如

何不向他人展现自己的“弱者”形象[23，24]。这些均增

加了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的不确定感，导致更多社交

焦虑[25]。总之，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均可能在

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间起中介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自主需要的满足与社交焦虑呈

显著负相关[26]。个体自主感越强，便会获得更多掌

控感，使个体主动促进人际间的合作与依赖[26]。并

且，获得自主需要的支持还使个体有更多机会发展

应对社交情境的技能和问题解决策略[27]。这些均有

助于缓解个体的社交焦虑。因此，自主需要满足和

社交焦虑还可在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间起链式

中介作用。综上，本研究拟考察物质主义对智能手

机成瘾的影响，以及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的具

体中介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使用方便抽样，在国内三城市的数所高校选取

643名本科大学生（平均年龄 20.04±1.40岁）进行调

查。男生 341人，女生 302人。大一学生 219人，大

二学生223人，大三学生201人。来自城市学生241
人，农村学生402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物质主义量表 使用李静和郭永玉修订的

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28]。该量表有“以财物

定义成功”、“以获取财物为中心”和“通过获取财物

追求幸福”三个维度，一共 13个题项。量表按 1（很

不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计分。该量表在本研究

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
1.2.2 自主需要满足量表 使用汉化后的基本心

理需要量表[29]。该量表考察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情况。本研究选取自主需要满足维度进行考察。该

维度共7题，以7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64。
1.2.3 社交焦虑量表 使用自我意识量表中的社

交焦虑分量表中文版进行测查[9]。该量表总共6题，

按照 0-3 计分，从“一点儿也不像我”到“非常像

我”。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81。
1.2.4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使用苏双等编制的大

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30]。该量表有22个题目，分

为6个因子（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

响、APP使用和APP更新）。量表按 5点进行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2.0和AMOS24.0作为统计软件，利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描述统计、Pearson积差相关、结

构方程模型及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

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第一个公因子总共可解释

的变异为23.63%，低于40%的标准。因此共同方法

偏差在本研究中基本可忽略。

2.2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1呈现的是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

明，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物质主

义、自主需要满足、社交焦虑、智能手机成瘾两两间

呈显著相关。性别与物质主义和自主需要满足显著

相关，年龄与智能手机成瘾显著相关。

2.3 自主需要满足、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

虑的中介作用。设置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为潜

变量（用其维度作为指标），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

虑为显变量。同时，因性别与自主需要满足显著相

关，年龄与智能手机成瘾显著相关，将性别和年龄设

··61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置为模型的控制变量（设置性别指向自主需要满足、

年龄指向智能手机成瘾的路径）。最终模型如图 1
（为使模型图简洁，图1未标识潜变量的指标和控制

变量）。模型拟合指数为χ2/df=4.89，CFI=0.93，NFI=
0.91，IFI=0.93，RMSEA=0.08，证明拟合良好。图 1
所示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都显著。自主需要满足

和社交焦虑不仅分别在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间

起中介作用，还在两者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使用偏

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考察上述中介作用

的显著性。由表 2可看出，所有中介效应的 95%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0。因此，自主需要满足的中介作

用、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以及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

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

1.性别

2.年龄

3.物质主义

4.自主需要满足

5.社交焦虑

6.智能手机成瘾

M±SD
0.53±0.50

20.04±1.40
37.47±7.16
29.67±5.44
9.28±3.89

63.31±16.22

1
-

-0.05
-0.22***
0.09*

-0.01
-0.06

2

-
-0.05
0.03

-0.08
-0.14***

3

-
-0.25***
0.20***
0.32***

4

-
-0.41***
-0.32***

5

-
0.39***

6

-

表1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注：*P<0.05，***P<0.001。

自主需要满足

-0.27 -0.37 -0.14
物质主义 0.24 智能手机成瘾

0.14 0.30
社交焦虑

图1 自主需要满足与社交焦虑在物质

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用图

表2 自主需要满足、社交焦虑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在国内大学生中证实了物质主义与智能

手机成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6，

7]，提示物质主义这种价值观会对智能手机成瘾产生

正向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智能手机不仅可作为高

物质主义者炫耀物质所得的商品，还可作为其出现

不良感受后寻求即时快乐的工具[6]。这可部分解释

高物质主义者易智能手机成瘾的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分别

在物质主义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间起中介作用，

说明物质主义可通过影响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

两方面间接影响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水平。这证实

了以往研究关于物质主义会影响自主需要满足及社

交焦虑的结果[6，21]，也证实了自主需要满足及社交焦

虑与智能手机成瘾密切相关的结果[14，15，31]。高物质

主义者更多感到物质拥有的不可控性，也无法按自

己意愿行事，因而自主需要得不到满足[21，23]。同时，

高物质主义者过分在意外界评价和自我表现，也会

导致社交焦虑增加 [24，25]。之后，高物质主义者便成

瘾于智能手机，通过在网络中的自主选择及非面对

面的交流 [17，19]，去补偿现实中未满足的自主需要和

社交需要。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自主需要满足和社交焦虑

在物质主义与智能手机成瘾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说明物质主义还可通过自主需要满足-社交焦虑这

一中介链间接影响智能手机成瘾。此结果也证实了

以往自主需要满足与社交焦虑显著相关的结论[26]。

当物质主义导致自主需要得不到满足后，个体对社

交情境的掌控感便降低，且较少有机会训练和培养

自己的社交技能[26，27]，导致社交焦虑增高。随后，个

体又会陷入通过智能手机缓解社交焦虑的循环中。

总之，本研究提示要缓解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不仅

需关注物质主义这种普遍的价值观，也要关注大学

生自主需求和社交焦虑的心理特点，还要重视这些

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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