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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的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97
亿，较2018年底新增7992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高达 99.3%，网民群体中 10-19岁年龄段占比

达 19.3%，相比于 2019年 6月新增了 2.4%。网民的

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30.8个小时，较2018年底增加

3.2个小时。由此可见，中学生群体手机网民占比、

使用时长进一步增长，在给中学生生活、学习带来了

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一定

的不利影响。研究显示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

和强度会增加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
的可能性[1]。智能手机成瘾是指由于滥用手机而导

致使用者产生了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一种行为成瘾
[2]。智能手机成瘾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睡眠障碍、

注意缺陷、认知失败、羞怯以及人际关系困扰，甚至

可能导致抑郁、自杀等心理和行为问题 [3-8]。因此，

探究智能手机成瘾的形成机制，对于预防和干预中

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智能手机成瘾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同

伴关系、师生关系、家庭环境等，还受到个体内部心

理状态的影响[9，10]。相比家庭所拥有的客观环境来

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
tus，SSS)不仅能反映出个体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信

息[11]，还能预测个体自身的抑郁（消极）情绪、学习质

量、幸福感水平（积极情绪）以及身体健康等 [12，13]。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与周围群体比较后产生

的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14]。在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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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对剥夺—满意（Relative Deprivation-Gratifica⁃
tion, RD-G）模型指出，个体与参照群体相比之后，

会产生对自身有利或者不利地位的感知[15]，进而影

响个体的行为。与参照群体相比，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越高的个体，越能感知到自身的有利地位，体验到

更多的满意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个体，越能

感知到自身的不利地位，体验到更多的剥夺感。个

体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相对满意，则能够面

对现实；而体验到更多相对剥夺，则可能会导致个体

的逃避行为 [16]，例如智能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的

ACE模型认为，网络能够让个体暂时逃避现实的需

求得到满足，在现实中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如负

性情绪、压力情境）会通过上网来安慰自己[17]。在与

周围参照群体相比较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

个体就越有可能通过网络逃避现实，从而导致智能

手机成瘾。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体验更

多的是相对满意感，更少产生暂时性的心理逃避，这

样就能够弱化与网络的联系，进而抑制智能手机成

瘾。以往研究也发现，家庭客观环境和个人特征会

对智能手机成瘾产生影响[6，18]，但只有极少数研究关

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负向预测作

用[19]，且其关注的群体仅是大学生。

现有关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影

响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其间的中介机制[19]，缺乏对

其调节机制的考察，即什么条件下的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影响更大或更小。本研究在回

顾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感恩可能在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

用。感恩作为积极人格特质不仅在积极心理学研究

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20]，而且感恩在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中占据重要地位。感恩(gratitude)指个体在认

识到施恩者所给予自己的恩惠或帮助基础上产生的

一种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情感特质，是知、情、意、

行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社会道德意义的

人格特质 [21]。根据感恩的应对理论 [22]，在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相似时，高感恩个体往往能够采取更为积

极的应对策略、寻找更多的社会支持，有更好的社会

适应能力而且能够长久坚持，不需要网络来迅速实

现即时满足心理需求的目标，而是通过在现实中坚

持和追求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而能够抑制智能手机

成瘾；相反，低感恩个体更容易放弃，采取更为消极

的应对策略，更容易通过滥用手机等不良行为来逃

避现实。目前虽然缺乏感恩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与智能手机成瘾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有研究者指出，

感恩作为个体的积极人格特质，能够缓冲心理过程

对个体行为偏差的影响[23]。国内一项针对444名中

学生开展的调查发现，感恩能够显著调节个体认知

机制与中学生网上过激行为的关系[24]；国外的实证

研究也显示，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能有效缓解消极

养育方式对自杀意念的负面影响 [25]。由此我们推

测，感恩可能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

瘾的影响，在同等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下，相比于

低感恩个体，高感恩个体的智能手机成瘾程度更低。

鉴于以往缺乏中学生感恩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的交互作用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研究，本研究基于

网络成瘾的ACE模型和感恩的相关理论，探讨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作用，以及

感恩在该作用中发挥的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抽取来自湖南、河南两省

的6所中学共1253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实际收到

1253份，有效 1178份，有效率 94%。其中，男生 565
名，女生 613名；城市 523人，农村 655人；初一 423
人，初二 271人，初三 121人，高一 145人，高二 204
人，高三14人；平均年龄为14.94±1.58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苏双等人修订的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2]，包含 6个因子，共 22个条

目，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

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重。

1.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胡牡丽等人

编制的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26]，包含家庭

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个人在学校群体中的地位两个条

目。每一条目采用1到10级计分，选项从1到10分
别代表“最差”和“最好”。分值越大表示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

1.2.3 青少年感恩量表 采用何安明等人编制的

青少年感恩量表[21]。包括6个因子，共23个条目，采

取五点计分，选项从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和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感恩水平越高。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

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23.73%，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

方法偏差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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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智能手机成瘾、感恩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

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与感恩呈显著正相关；

感恩与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表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智能手机

成瘾、感恩相关关系分析（n=1178）

注：**P<0.01。
2.3 调节作用分析

由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感恩都是连续变量，

本研究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用Hayes编写的

PROCESS程序进行分析[27]，探讨感恩在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2所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力（β=-0.10，P<0.001），感恩对智能手机

成瘾产生负向影响（β=-0.16，P<0.001），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与感恩的交互项也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β=-0.08，P<0.01）。
表2 调节模型分析结果

注：**P<0.01, ***P<0.001。
为了进一步揭示感恩如何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将感恩按平均数正负一

个标准差分出高低组做简单斜率分析。当感恩水平

较低时（-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02，t=-0.55，P>0.05）；当

感恩水平较高时（+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

机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17，t=-4.36，
P<0.001，Bsimple从-0.02增强到-0.17）。这一结果表

明，随着感恩水平的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

手机成瘾的抑制作用呈明显上升趋势。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智能手

机成瘾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
[19]。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相比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个

体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适应能力与更多的社会支

持、经济资源[28]。而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拥有的经

济、人力与社会资源较少，面临着更多的家庭压力、

负性情绪问题。这对个体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水

平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还会产生更严重的物质

成瘾、吸烟行为[29，30]。网络世界构建的网络游戏、线

上社交等场景给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提供了新的场

景，使其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发泄负性情绪的需求

得到满足，这些可能都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于高

社会经济地位中学生更可能出现智能手机成瘾的原

因。社会比较理论也认为，相对于实际差距，与他人

主观比较后产生的差距对人的身心发展影响更大
[3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主观认知有可能放

大了这种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差距，增强了有利环

境对中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发现感恩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智能手

机成瘾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相比低感恩组，只有高

感恩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抑制作

用显著。这也说明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感恩对个

体产生交互作用时，符合“保护-保护因子模型”的

促进假说[32]，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感恩交互时，这

两种保护因子相互增强，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

用。就本研究而言，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保护作用

对于高感恩的个体更为显著。首先，相比于低感恩

个体而言，高感恩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

手机成瘾的抑制作用增强了。一方面，相比于低感

恩个体，高感恩个体在生活中更易感受到生活中的

积极信号，也就是更容易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中吸

取有利的一面，进而有效抑制智能手机成瘾；另一方

面，因为高感恩个体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能采取更

为积极的应对策略、更能够长久坚持、更不容易通过

手机滥用等不良行为逃避现实。其次，低感恩水平

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机成瘾没有发挥抑制

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感恩是一种关注生活积极面的

生活取向，而相比于高感恩个体，低感恩个体不管拥

有何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都难以改变其较少关注生

活中积极面的倾向，更容易感知到生活中的消极信

息，这就增加了智能手机成瘾的可能性。因此随着

个体感恩水平的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智能手

机成瘾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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