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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关机一小时

　 ———家庭生活与移动电子产品关系调查报告

　 《婚姻与家庭》 杂志

摘　要：　 ７３ ３％的人手机 ２４ 小时开机； ４７ ２％ 的人陪伴配偶时使用智

能手机 ／ 平板电脑； ２６ ３％的父母在陪伴孩子时会用手机； 仅

７ ５％的人在家庭聚会中不玩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９ ５％ 的人

不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６０ １％的人感到配偶玩智能手机 ／ 平

板电脑的时间过长， ３２ ３％的人感到使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疏远了和家人的关系。 为此建议每天关机一小时。

关键词：　 移动电子产品　 家庭关系　 个人健康　 养育质量

一　研究背景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以难以量化的速度， 在短短 １０ 年间， 全方位改变

了我们获取信息和沟通、 交流的方式。 一方面， 我们越来越满足于它们为我

们提供的丰富、 精彩、 便利的生活。 与此同时， 我们已经被牢牢地拴在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在它们身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 习惯于 ２４ 小时在线

状态， 生怕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 随时想要掌握其他人的状况。 我们不得

不承认，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改变了人类的个体行为方式———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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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低头族” 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它们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 我在你面前， 你却在低头看智能手机”， 这是对智

能手机 ／平板电脑侵入人际关系最无奈又真实的写照。

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家庭生活。 伴侣们各自忙着刷微信、 刷微

博， 父母们在陪伴孩子时也难以放下智能手机， 这样的情形举目皆是。 在亲

人之间， 陪伴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们需要正视科技带给我们的影响。 基于此， 《婚姻与家庭》 杂志委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实施 “家庭生活与移动电子产品关系” 调查， 了解

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产品对家庭关系、 家庭幸福感带来的影

响； 通过睡眠质量和成瘾症状两个方面， 了解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对个人身

心健康的影响， 进而倡导有限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回归面对面沟通的生活

理念， 探寻家庭成员之间沟通表达的最佳方式， 建设健康有爱的家庭关系。

二　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研究小组设计。 本

次问卷在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历年全国婚姻质量与亲子养育等方面调查的数

据基础上， 提取适合网络快速作答的简式版本， 对移动电子产品使用情况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 被调查者的基本人群信息、 智能手机 ／平板

电脑等移动电子产品拥有和使用状况、 家庭幸福感评估、 家庭关系、 养育质

量、 睡眠质量和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依赖症状等几个方面。 分为男性版本和

女性版本让两性分别作答。

1 移动电子产品拥有和使用情况

问卷设置包括家庭中拥有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览器的数

量； 在与配偶、 孩子共同活动时， 是否尽量避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是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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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动电子产品安抚孩子； 家庭聚会时的移动电子产品使用情况； 智能手机

是否设有关机时间； 是否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关灯后是否继续使用移动电

子产品等， 共 １１ 题。

2 家庭幸福感

幸福感是评价者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 本次调查我们从婚姻关系和

亲子养育两个角度， 选择最为核心的问题， 请被调查者评估自己的家庭幸

福感。

（１） 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包括主观婚姻幸福感、 家庭支持感、 家庭角色满意度和家庭幸

福感 ４ 个维度。

在调查中， 我们请被调查者评估自己当前婚姻的幸福程度， １ 代表非常

不幸福， ７ 代表非常幸福， 平均分为 ５ ５３ ± １ ３４ 分， 显著高于 ２００８ 年的全

国常模 （４ ６９ ± １ ３２ 分）， 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东

部发达地区， 而且年龄偏低， 意味着婚龄较低， 也可能是被调查者的教育程

度较高等原因导致的。

使用家庭支持感问卷评估被调查者的家庭支持感。 该问卷的理论得分范

围为 ４ ～ １６ 分， 得分越高， 表明家庭支持感越好， 包括我感到我的配偶很爱

我、 我感到我的家庭非常温暖等 ４ 题。 该问卷在本次调查中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 ８５。 本次被调查者的家庭支持感为 １３ ４１ ± ２ ３７ 分， ２９ ６％的人充分

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 １８ １％的人感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较少。

调查还发现， 男性 （１２ ８７ ± ２ ９０ 分） 感受到的家庭支持感低于女性

（１３ ６０ ± ２ １３ 分）。

使用家庭角色满意度问卷评估被调查者的角色满意度， 包括被调查者对

自己作为好丈夫 ／好妻子的满意度、 对于配偶作为好丈夫 ／好妻子的满意度、

对自己作为好妈妈 ／好爸爸的满意度三个方面。 问卷的理论得分范围为 ３ ～

２１ 分， 得分越高， 表明家庭角色满意度越高。 男性版本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０ ７８， 女性版本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６７。 调查结果显示， 男性的家庭

角色满意度为 １７ ３１ ± ２ ２３ 分， 女性的家庭角色满意度为 １６ １７ ± ２ ６０ 分。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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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请被调查者给自己的家庭幸福感评分， 并询问他们认为多少分以

上的家庭是幸福的， 根据两者的差值， 将被调查者分为主观家庭幸福 （前

者评分大于后者） 和主观家庭不幸福两类 （前者评分小于后者）。 结果显

示， ２４ ９％的已婚被调查者属于主观家庭不幸福者。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女

性 （２６ ９％ ） 中主观家庭不幸福者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 （１８ ９％ ）。 被调查

者家庭幸福感的中位数是 ８０ 分， 将自评家庭幸福感大于等于 ８０ 分的被调查

者， 定义为高幸福标准家庭； 将自评家庭幸福感小于 ８０ 分的被调查者， 定

义为低幸福标准家庭。 结果显示， ２４ ２％的被调查者属于低幸福标准家庭。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女性 （２６ ５％ ） 中低幸福标准家庭的比例显著高于男

性 （１７ ２％ ）。

（２） 养育质量。

本次调查选取了父母教养行为问卷中的 ３ 题评估养育质量， 问卷的理论

得分范围为 ３ ～ １５ 分， 得分越高， 表明养育质量越高。 这 ３ 题在本次调查中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７４１。 本次被调查者的养育质量平均分为 １２ ４４ ±

２ ０２ 分， ４８ ９％的被调查者养育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男性 （１１ ６５ ± ２ ２３

分） 的养育质量低于女性 （１２ ７２ ± １ ８６ 分）。

3 个人健康

（１） 睡眠质量。

从匹兹堡睡眠质量问卷中选取了 ４ 题评估被调查者的睡眠质量， 包括主

观睡眠质量、 日间倦怠、 入睡时长和是否有夜间早醒、 易醒等问题。 该问卷

最低分 ４ 分， 最高分 １６ 分。 得分越高， 表明睡眠质量越好。 本次调查被调

查者的平均分为 １１ ２０ ± ２ ６３ 分。

（２） 移动电子产品依赖状况。

使用 “移动电子产品成瘾评估问卷” 调查被调查者对移动电子产品的

依赖状况， 该问卷改编自网络成瘾问卷， 共 ７ 题， 包括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感

到自己离不开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产品、 每次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

脑实际所花的时间是否都比原定时间要长等。 该问卷最低分 ７ 分， 最高分

２８ 分， 得分越高， 表明对移动电子产品的依赖状况越严重。 本次被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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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动电子产品依赖症状平均分为 １９ ２４ ± ４ ３６ 分。

4 答卷质量检验的设计

基于以往调查经验， 如果不能有效鉴别， 将影响整个调查结果的可靠

性。 本次调查同时使用了 ３ 种答卷质量的检验方法： 作答一致性、 作答正确

性、 作答反应时。 为了评估前两者， 在问卷中设计混入了答卷效度题。 作答

反应时则评估整体答卷时间是否异常。

（二）取样方法

根据本次调查的内容和目的， 我们设定的目标被调查者为 ２０ 岁以上适

婚及已婚人群。 我们选择 《婚姻与家庭》 杂志新媒体 （包括微信、 微博、

网站）、 大众网络媒体 （搜狐新闻、 网易新闻、 腾讯新闻论坛、 央视网、

ＭＳＮ 中文网、 Ｏｎｌｙｌａｄｙ）、 亲子类网站 （太平洋亲子网、 悠贝网）、 微信公众

号 （人民网 －人事解读、 创意盒子等） 和 ＡＰＰ （播种网） 等受众与我们的

目标被调查者重叠的平台进行调查推广。

本次调查采取在线调查的方式， 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开始， 于 ４ 月 １８ 日

结束， 共收取了 １３１２２ 份调查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 ５４０７ 份。

三　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地区分布

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来自全国 ２７ 个省、 ４ 个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 其

中， ５５ ６％的被调查者来自东部省市、 １５ ９％ 的被调查者来自中部地区、

９ ３％的被调查者来自西部地区、 ４ ５％ 的被调查者来自东北地区， 另有

０ １％的被调查者来自港澳台地区， １４ ６％ 的被调查者没有填写地区信息

（见图 ６ － １）。 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 其中以东部地区

为主。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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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　 被调查者的地区分布

（二）性别比例

在参与调查的 １３１２２ 人中， 男性占 ３９ ３％ ， 女性占 ６０ ７％ 。

（三）年龄分布

参与调查的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 ２８ ０１ ± ７ １８ 岁， 其中年龄最大者 ６８

岁， 年龄最小者 １８ 岁， ３９２ 人未填写准确年龄。

从年龄段分布来看， ２０ 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 ９ ７％ ， ２１ ～ ３０ 岁的被调

查者占 ６３ ２％ ， ３１ ～ ４０ 岁的被调查者占 ２０ ３％ ， ４１ ～ ５０ 岁的被调查者占

５ ３％ ， ５１ ～ ６０ 岁的被调查者占 １ ２％ ， ６０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占 ０ ２％ 。 在

年龄结构上， 此次调查对象以青年被调查者为主 （见图 ６ － ２）。

（四）婚姻子女状况

单身无子女的被调查者占 ４４ ６％， 单身有子女的被调查者占 ５ ０％， 已婚

有子女的被调查者占 ３６ ３％， 已婚无子女的被调查者占 １４ １％ （见图 ６ －３）。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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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被调查者的年龄构成

图 ６ －３　 婚姻子女状况

２６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关机一小时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只有 １ 个孩子。 在有孩子的被调查者中， 有 １ 个孩子

的占 ８３ ３％ 。

（五）教育程度

参加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中，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 １５ ８％ ， 大专学历

的占 ２７ ８％ ， 大学本科学历的占 ４５ ３％ ， 硕士学历的占 ８ ５％ ， 博士及以上

学历的占 ２ ６％ 。 在学历构成上， 以大专和本科学历的被调查者为主。

（六）行业和职业构成

参加调查的被调查者的行业和职业构成非常广泛， 来自 ２９ 种行业的 １４

种岗位。 其中有职业的被调查者占 ７８ ８％ ， 全日制学生占 ９ ３％ ， 其他类占

１１ ９％ 。 被调查者所从事的行业情况见表 ６ － １。

表 ６ －１　 被调查者的行业构成情况

单位： 人， ％

行业 人数 百分比

教育 ／ 培训 ／ 科研 ／ 院校 １９２０ １４ ６３

ＩＴ ／ 软硬件服务 ／ 电子商务 ／ 因特网运营 １３１８ １０ ０４

家具 ／ 工艺品 ／ 玩具 ７６７ ５ ８５

服装 ／ 纺织 ／ 皮革 ７６０ ５ ７９

批发 ／ 零售 ７４３ ５ ６６

快速消费品（食品 ／ 饮料 ／ 化妆品） ６９４ ５ ２９

会计 ／ 审计 ５７４ ４ ３７

通信 ／ 电信运营 ／ 网络设备 ／ 增值服务 ４８９ ３ ７３

家电 ４２７ ３ ２５

医疗 ／ 护理 ／ 保健 ／ 卫生 ３９７ ３ ０３

制造业 ３３７ ２ ５７

房地产开发 ／ 建筑工程 ／ 装潢 ／ 设计 ３１５ ２ ４０

银行 ／ 保险 ／ 证券 ／ 投资银行 ／ 风险基金 ３０６ ２ ３３
餐饮 ／ 娱乐 ／ 旅游 ／ 酒店 ／ 生活服务 ２６８ ２ ０４
广告 ／ 公关 ／ 媒体 ／ 艺术 ２２５ １ ７１
汽车及零配件 ３００ ２ ２９

贸易 ／ 进出口 １４５ １ １１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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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人数 百分比

交通 ／ 运输 ／ 物流 １３４ １ ０２
法律 １２６ ０ ９６
航天 ／ 航空 ／ 能源 ／ 化工 １１５ ０ ８８
制药 ／ 生物工程 ／ 医疗设备 ／ 器械 １１１ ０ ８５
机械 ／ 设备 ／ 重工 ９９ ０ ７５
农业 ／ 渔业 ／ 林业 ８８ ０ ６７
出版 ／ 印刷 ／ 包装 ６３ ０ ４８
物业管理 ／ 商业中心 ６１ ０ ４６
电子技术 ／ 半导体 ／ 集成电路 ５９ ０ ４５
中介 ／ 咨询 ／ 猎头 ／ 认证 ４２ ０ ３２
仪器仪表 ／ 工业自动化 ４０ ０ ３０
办公用品及设备 ３９ ０ ３０
其他行业 ２１６０ １６ ４６

　 　

被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情况见表 ６ － ２。

表 ６ －２　 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情况

单位： 人， ％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行政 ／ 后勤人员 １７１６ １３ １ 管理人员 ７０８ ５ ４
销售人员 １３１０ １０ ０ 市场 ／ 公关人员 ６９５ ５ ３
全日制学生 １２２５ ９ ３ 技术 ／ 研发人员 ６０２ ４ ６
财务 ／ 审计人员 ９５８ ７ ３ 文职 ／ 办事人员 ５６３ ４ ３
人力资源 ８７８ ６ ７ 专业人士 ４５２ ３ ４
教师 ８２４ ６ ３ 顾问 ／ 咨询 ９７ ０ ７
生产人员 ７６６ ５ ８ 其他 １５６６ １１ ９
客服人员 ７６２ ５ ８

　 　

（七）家庭月收入水平

参加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 家庭月收入在 ５０００ 元及以下的， 占

２５ ０％ ； 家庭月收入为 ０ ５ 万 ～ １ 万元的， 占 ３２ ５％ ； 家庭月收入为 １ 万 ～

１ ５ 万元的， 占 １８ ７％ ； 家庭月收入为 １ ５ 万 ～ ２ 万元的， 占 １０ ６％ ； 家庭

月收入为 ２ 万 ～ ２ ５ 万元的， 占 ５ ０％ ； 家庭月收入 ２ ５ 万 ～ ３ 万元的，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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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 家庭月收入 ３ 万元以上的， 占 ５ ６％ 。 本次调查的被调查者主要为

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 这可能是因为半数被调查者来自东部地区。

四　研究成果

（一）移动电子产品的拥有和使用情况

1 每户家庭移动电子产品拥有量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调查者家里共有几部智能手机、 几台平板电脑和几

部电子书阅览器。 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家庭拥有 ２ ～ ３ 部智能手机， 至少

有 １ 部智能手机， 最多有 ８ 部智能手机； 半数家庭拥有一台平板电脑， 有

２６ ３％的家庭没有平板电脑， 少数家庭拥有 ３ 台平板电脑 （３ ９％ ）。 相比

较而言， 电子书阅览器的普及程度相对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 每百户家庭拥

有 ３９ 个电子书阅览器 （如 ｋｉｎｄｌｅ）。 具体的拥有情况见表 ６ － ３。

表 ６ －３　 每户家庭的移动电子产品拥有情况

单位： 部 ／台 ／个；％

数量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电子书阅览器

没有 — ２６ ３ ６４ ３

１ ７ ５ ４９ ０ ２６ ４

２ ２６ ６ １６ ５ ７ ６

３ ２９ ８ ３ ９ １ １

４ ～ ５ ２７ １ ４ ２ ０ ５

５ 以上 ９ ０ — ０ １

　 　

2 移动电子产品的基本使用情况

（１） 智能手机开机时间。

智能手机已经渐渐消融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界， 大多数人已经习

惯于 ２４ 小时在线的生活。 调查发现， ７３ ３％的被调查者的智能手机 ２４ 小时

开机， 仅有 ２６ ７％的被调查者设有关机时间。 在设置了关机时间的调查对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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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 最常见的是在 ２２ ～ ２３ 点关机， 在第二天 ６ ～ ７ 点开机， 为生活留下了

大约 ８ 小时的无打扰时间。

（２） 家庭聚会时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

人们相聚在一起时，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方式， 影响着彼此之间的亲密

感。 在聚会中， 大家一起玩同一个移动电子产品， 通过分享其中的内容， 彼

此间的情感联系得到了加强； 如果大家各玩各的移动电子产品， 那么实际上

只是与自己的移动电子产品建立联系， 并且用它拒绝了身边人的靠近， 导致

关系的疏远。

为了区分这两种使用方法， 我们询问被调查者在家庭聚会中是否使用移

动电子产品、 又是如何使用的。 结果发现， 人们在家庭聚会时使用移动电子

产品的现象比较普遍， 并且各自玩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要多于玩同一个移动

电子产品的状况。 ４３ ０％的被调查者表示， 有时会发现人们在家庭聚会中各

自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１１ ０％的被调查者表示， 经常发现人们在家庭聚

会中各自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仅有 ７ ５％的被调查者表示， 人们在家庭

聚会中从不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见表 ６ － ４）。

表 ６ －４　 家庭聚会中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

单位： ％

使用频率 各自玩智能手机 玩同一个智能手机

从不 ７ ５ ２２ １

很少 ３８ ５ ３８ ６

有时 ４３ ０ ３４ ９

经常 １１ ０ ４ ５

　 　

我们发现， 当前的家庭聚会已经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聚， 聚会模式

变成 “人 ＋ 智能手机 ＋ 人”。 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上， 独享 （各自玩智能手

机） 和共享 （多人玩同一个智能手机） 的方式在家庭聚会中都会出现， 几

乎都各占一半， 但独享的方式更为普遍。 这或许意味着， 移动电子产品的使

用一方面造成了人们现实交往中的疏离， 而对它的分享又能拉近彼此之间的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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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但不管怎样， 移动电子产品在聚会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３） 陪伴家人时，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①陪伴配偶时，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除了在家庭聚会中， 在与配

偶相处时， 人们也难以放下手中的移动电子产品。 调查发现， ４７ ２％的被调

查者在下班后陪伴配偶时， 仍可能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节假日时， 这

一比例略有下降， 为 ４３ ０％ （见图 ６ － ４）。

图 ６ －４　 陪伴配偶时的移动电子产品使用情况

②陪伴孩子时，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我们选择子女未成年 （最

小的孩子的年龄小于等于 １８ 岁， 下同） 的被调查者， 来了解陪伴孩子时父

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结果显示， ２６ ３％的父母在工作日下班后陪伴

孩子时仍可能会用智能手机， 而在节假日这一比例上升至 ３３ ４％ 。

（４） 用电子产品安抚孩子的状况。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 有些父母———尤其是孩子年龄比较小的父母，

有时会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安抚孩子或者让孩子独自待会儿。 本次调查

发现， ３６ ６％的被调查者有时会这样做， 有 ４ ７％ 的被调查者经常这样做，

１６ ７％的被调查者表示从不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安抚孩子或者让孩子独

自待会儿， ４２ ０％的被调查者表示很少这样做。 这表明， 大多数人对于孩子

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的态度比较谨慎， 不把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当作安抚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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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工具， 但也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有时会这样做。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被调查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 “有时” 或 “常常”

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产品安抚孩子。

（５） 睡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调查发现， 仅有 ９ ５％的被调查者从不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１３ ８％的

被调查者每月有 １ ～ ３ 次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１４ ７％的被调查者每周至少

有 １ 天会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６２ ０％的被调查者每天带着移动电子产品上

床 （见图 ６ － ５）。

图 ６ －５　 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的情况

在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的被调查者中， 仅有 １４ １％ 的人从不在晚上关

灯后玩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见图 ６ － ６）， １１ ８％的人每月有１ ～

３ 次在晚上关灯后玩移动电子产品， ２３ ８％的被调查者每周至少有 １ 次在晚

上关灯后继续玩移动电子产品， ５０ ３％的人每天晚上关灯后继续玩移动电子

产品。 与男性 （４２ ６％ ） 相比， 女性 （６９ ０％ ） 中有更多人习惯于每天带

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有更多女性 （４２ ３％ ） 习惯于每天关灯后继续玩移动

电子产品， 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２７ ０％ 。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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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６　 关灯后继续玩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二）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与婚姻家庭关系

1 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与婚姻幸福感

从与婚姻幸福感的关系来看， 平时下班后和周末 ／节假日陪伴配偶时都

可能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者， 他们的婚姻幸福感显著低于陪伴配偶时

不用和有时用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者。

调查还发现， 晚上关灯之后继续玩移动电子产品的频率越高， 婚姻满意

度就越低 （Ｆ ＝ １４ ０７， Ｐ ＜ ０ ０１）。 如果总是专注于自己的掌中世界， 对于

夫妻之间的沟通是不利的。

2 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与家庭幸福感的降低

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对于被调查者婚姻关系的影响是明显

的， 也容易带来婚姻中的冲突。 在已婚被调查者中， ６０ １％的人感到配偶玩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的时间过长， 在这一点上男性和女性的感受基本相似。

并且， 这种不满是相互的， ４３ 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家人表达过对他 ／她玩智

能手机 ／平板电脑的不满。 那些在陪伴配偶时仍然玩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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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家人对他们这方面的不满也更多一些。

从对家庭幸福感和家庭角色满意度的影响来看， 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

情况下，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陪伴配偶时玩移动电子产品意味着更低的角

色满意度 （β ＝ － ０ １５， Ｐ ＜ ０ ０１） 和更低的家庭幸福感 （β ＝ － ０ ０９， Ｐ ＜

０ ０１）。 并且， 这种影响对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都是相似的。 也就

是说， 陪伴配偶时无法放下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者， 他们对自己是个好丈

夫 ／好妻子的满意度更低， 他们的家庭幸福感也更低。

家庭幸福感不同的家庭， 在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习惯上也有一些不一

样。 如图 ６ － ７ 所示， 在高幸福感家庭的被调查者中， 有更高比例的人在陪

伴配偶时从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而低幸福感家庭被调查者中， 有更高比例

的人在陪伴配偶时总是 （工作日下班后和节假日都使用） 使用移动电子产

品。

图 ６ －７　 不同幸福感家庭的被调查者在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

在调查中， 我们进一步询问了被调查者在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的时间比例。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不管是平时下班之后， 还是周末或节假日，

在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时间长短并不直接影响被调查者的婚姻满

意度、 家庭幸福感和角色满意度。 这提示我们， 在陪伴配偶时， 用不用移动

电子产品是与家庭幸福感有关的关键因素， 而并不在于使用时间的长短。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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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夫妻间的 “电子情敌”， 当我们沉溺于掌中世界

时， 不免忽略了身边伴侣的需求和感受。 或许，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移动电子

产品的生活， 但至少可以尽量做到在陪伴配偶时放下智能手机。

3 移动电子产品使用与家庭关系疏远

那么， 被调查者自身是否感受到了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对家庭关系产生

的影响？ 在调查中， 我们请被调查者从总体上评估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给自己

和家人关系带来的影响。 结果发现， ３２ ３％的被调查者感到使用智能手机 ／平

板电脑让自己和家人的关系 “更疏远”， ６０ ０％的被调查者认为 “没影响”，

仅有 ７ ７％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移动电子产品让自己和家人 “更亲密”。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已婚无子女、 已婚有子女和单身有子女的 ３ 类被调

查者， 对于使用移动电子产品对自己与家人关系影响的感受是相似的。 但男

性和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明显不同， 有更多的女性 （３６ ３％ ） 感到

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让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更疏远， 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２２ ４％ 。

调查还发现， 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在这一点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２６ ～ ３５ 岁和 ３６ ～ ４５ 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中， 有更高比例的人认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的使用让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更疏远， 有更少的人认为智能手机 ／平

板电脑让自己和家人关系更亲密； 而 ４５ 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的态度恰好与

之相反， 他们中有更多人认为使用智能手机 ／电子产品能让自己和家人关系

更亲密 （见图 ６ － ８）。

从被调查者的移动电子产品使用习惯来看， 感到移动电子产品让自己和

家人关系 “更亲密” 的被调查者， 在家庭聚会时各自玩移动电子产品的情

况， 少于感到移动电子产品让自己和家人关系 “更疏远” 的被调查者； 而

共同玩同一个移动电子产品的情况多于后者。

这说明， 移动电子产品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 既可以起到促进人际关系

的作用， 又可以让彼此的关系疏远，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 “人 ＋ 机器 ＋

人” 的关系， 是用手中的移动电子产品挡在家人和自己之间， 还是与家人

共同分享它们提供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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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８　 移动电子产品使用对自己和家人关系的影响

（三）移动电子产品与亲子养育的关系

1 对孩子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态度

调查发现， 在子女未成年的被调查者中， ２８ ９％的人感到孩子玩智能手

机 ／平板电脑的时间过长。 进一步将孩子按年龄划分为 ３ 岁以下、 ３ ～ ６ 岁、

７ ～ １１ 岁和 １２ ～ １８ 岁 ４ 个年龄段。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在孩子处于不同年

龄段时， 父母对他们玩移动电子产品时间是否过长的感受差异显著， 孩子年

龄在 １２ ～ １８ 岁的父母， 有一半人感到孩子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

（见图 ６ － ９）。

就像前文所说， 现在有些父母， 尤其是孩子年龄比较小的父母， 有

时会使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安抚孩子， 这为孩子提供了接触和使用它们

的机会。 另一个值得父母思考的调查结果是， 在 “有时” 和 “经常” 用

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安抚孩子的父母中， 有更高比例的人 （３７ ５％ ） 认

为孩子玩这一类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 “从不” 和 “很少” 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安抚孩子的父母有这种感受的比例为 １４ ２％ ， 两者存在显著差

异。

这提示， 不少父母一方面不赞同孩子玩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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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９　 孩子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态度

产品， 另一方面， 正是他们把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递给了孩子， 因为在很多

时候， 它们的确是不错的 “保姆”， 能让忙碌、 疲惫或者抽不开身的父母们

得到一些暂时的解放。 但我们在享受移动电子产品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不免

忧虑它带来的不良后果， 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

我们内心， 有一个明智的声音一直在警示这种危险。 但是， 为了眼前的便

捷， 我们可能一次次忽视这种声音。

2 移动电子产品使用与养育质量降低

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降低了亲子关系的品质， 这在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方面， 陪伴孩子时仍可能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父母的养育质量 （１２ １１ ±

１ ８８）， 显著低于陪伴孩子时尽量避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父母 （１２ ６１ ±

２ ０２）。 另一方面， 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有时不能放下智能手机的父母更少

地感到来自孩子的爱， 在他们中仅有 ４８ ６％ 的人感到孩子非常爱自己； 而

陪伴孩子时尽量避免使用智能手机的父母中有 ８０ ０％ 的人感到孩子非常爱

自己。 在这一点上， 男性和女性的情况相似。

不过， 陪伴孩子时无法放下智能手机， 给母亲角色带来的影响超过父

亲。 在控制年龄的前提下， 陪伴孩子时无法放下智能手机， 与更低的母亲角

色满意度有关 （β ＝ － ０ １２， Ｐ ＜ ０ ０１）， 而对父亲角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β ＝ ０ ０６，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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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电子产品的使用与个人健康

1 电子产品对睡眠质量的侵入

睡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对睡眠质量的损害很明显。 如图 ６ － １０ 所示，

随着睡前使用电子产品频率的提高， 睡眠质量随之降低。

图 ６ －１０　 使用电子产品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这表明， 无法控制在睡前不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者， 睡眠质量相

对较差， 白天也会有更多的困倦感。 调查发现， 在习惯于睡觉前玩智能手机

的被调查者中， 有更多人存在入睡困难， 这个群体中 ２８ １％ 的人入睡时间

超过 ６０ 分钟， 这一比例是从不带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上床者的 ５ 倍， 后者仅

为 ５ ５％ 。 在习惯于每天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的被调查者中， ３１ ４％的人每

周超过 ３ 天在白天有困倦感， 远高于从不 （１４ ５％ ） 和很少 （每月 １ ～ ３

次， １６ ０％ ） 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的被调查者。
2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依赖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 ４９ ３％的被调查者对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的依赖症状超

过平均水平， １８ ３％的被调查者可能存在轻度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依赖症

状， 表现为： 离不开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每次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时间都

比原计划要长； 每隔一会儿就会忍不住看智能手机， 即使根本没有短信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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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忘带智能手机或智能手机没在身边时， 会感觉很不舒服， 无法集中精

力。

女性 （１９ ４０ ±４ ２７ 分） 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依赖状况比男性 （１７ ３０ ±

４ ４３ 分） 更为严重。 不同年龄段被调查者的移动电子产品依赖状况有显著差

异， 如图 ６ －１１ 所示， 越年轻的被调查者对移动电子产品的依赖状况越严重。

图 ６ －１１　 不同年龄段被调查者的移动电子产品依赖状况

带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β ＝ ０ １３， Ｐ ＜ ０ ０１）、 关灯后继续玩移动电子产

品 （β ＝ ０ １９， Ｐ ＜ ０ ０１）、 陪伴配偶时仍然可能会用移动电子产品 （β ＝

０ １１， Ｐ ＜ ０ ０１） 与移动电子产品依赖有显著的相关性， 提示已经产生了对

移动电子产品依赖的可能。 这说明， 或许对有些被调查者而言， 他们可能不

是不想， 而是存在成瘾症状， 真的很难放下移动电子产品， 需要得到专业人

士的帮助。

五　建议

移动电子产品作为科技发展的成果， 让我们充分体验到了技术进步带来

的丰富、 便利的生活。 移动电子产品本身并没有对和错，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使用。 正如我们所担忧的那样， 本次调查发现， 如果我们沉溺于移动电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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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难以放下手中的移动电子产品， 不管对个人身心健康， 还是婚姻家庭幸

福， 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对移动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 尤其是独自使用， 让家庭关系变得疏远；

陪伴配偶时仍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 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和家庭幸福感。 在陪

伴孩子时， 不能放下移动电子产品， 让我们的亲子时光变得不那么纯粹， 当

移动电子产品挡在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时候， 我们更少地享受了纯粹的亲子时

光， 也更少地感受到来自孩子的爱。

好的一方面是， 我们发现， 如果在聚会时， 彼此能够分享移动电子产品

中的内容， 反而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亲密。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调查还发现， 对有些被调查者而言， 他们可能存在对移动电子产品的成

瘾症状， 真的很难放下它们， 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

因此， 我们建议： 每天关机一小时， 重视与家人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

这对于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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