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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mart phones have become a necessity 
for most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s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said to be the main force in using mobile phon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obile phone usag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pendence on mobile phones,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mobile phones on the study and daily lif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high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rely on mobile phones. This survey uses 
sample surveys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carried out a survey on the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the students, the school, the teachers, 
and the society propose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better, correct and reasonable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by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se the phone correctly and reasonably for 
reference.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 college; mobile phone us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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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必需品，而大学生

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使用手机的主力军。为更好的了解高职大学生手机使用

情况和对手机依赖程度，分析手机对高职大学生学习及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深入分析高职

大学生依赖手机的原因，本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H学院学生开展了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

调查，针对调查分析结果从学生自身、学校、教师、社会几方面提出高职大学生更好地、正

确合理地使用手机的对策建议，为高职大学生更好地、正确合理地使用手机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H学院；手机使用；调查分析. 

1.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必需品，而大学生作为年

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使用手机的主力军。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教师，面对想法颇多、

自控力有限、对自己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高职生群体，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成为教学过程中

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也可能是目前高校普通关注的问题。 

因此，为更好的了解高职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了解高职大学生对手机依赖程度，分析手机

对高职大学生学习及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深入分析高职大学生依赖手机的原因，为高职大

学生更好地、正确合理地使用手机提供参考建议，特针对高职学生开展了大学生手机使用情

况调查。 

2. 调查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采用网络调查的方法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设计了10道客观题，2道主观题；调查

对象为湖南省高职院校的在职大学生，共计收到111份问卷。其中男生50人，女生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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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 

从对调查的111个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看，大部分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为3小时以上，

占89.19%，其中使用时长为3-7小时的最多，占比为55.86%，有33.34%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

的时间在7小时以上，具体见表下表。 

 

表1. 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长 
时间分类 人数（人） 比重（%） 

A 1小时以内 5 4.50% 

B 1~3小时 7 6.31% 

C 3~5小时 30 27.03% 

D 5~7小时 32 28.83% 

E 7~9小时 19 17.12% 

F 9小时以上 18 16.22% 

合计 111 100.00%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除去每日的休息时间（按8小时/天计算）和用餐及其他洗漱时间（按3小

时/天计算），1/3的学生每天仅有4个小时在醒着的时候没有使用手机，这4个小时是在上课、

自修还是其他，不免让人思考：“大学生的课堂是在合理使用手机还是在漫无目的地玩手机？”

“大学生是否在透支时间、透支健康使用手机？”这也引发了两方探讨：课堂上大学生该不

该使用手机？ 

3.2.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密集时间段 

对111个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段进行分析，绘制统计图如下。 

 
图1. 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段统计图 

 

从统计图可以看出，在一天当中，使用手机的时间多集中在18—21点之间，占58.56%，其次

是在21-0点之间，占45.05%，然后是12-15点，有34位学生，占30.63%。从这些结果分析而知：

○1 晚饭后至睡觉前和中午午睡的时间学生大部分都在使用手机，最多有一半以上在用手机；

○2 早上6-9点使用手机的人数并不多，占7.21%，追寻原因发现，可能是晚上学生使用手机较

晚导致的早上醒不来。 

也不免让人思考：○1 晚上大学生不自休吗？○2 或者说学生在自修时间使用手机是查找资料、

自学吗？○3又或者晚上12点睡觉能保证第二天上午的课堂精力充沛吗？○4中午时间段（12-15

点）大部分学生在使用手机，下午上课精力能保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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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是否存在手机依赖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有50.45%的学生自认为自己存在一点手机依赖，有超1/3的学生认

为自己存在手机依赖，仅有11.71%的学生认为自己不存在手机依赖。我们要思考的是：○1 学

生依赖手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2手机给学生带来的利弊如何？ 

 
图2. 大学生是否存在手机依赖情况 

3.4.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分析 

关于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表如下表2。 

 

表2.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情况 
选项 人数（人） 比重（%） 

A玩游戏 59 53.15% 

B 看视频 81 72.97% 

C 购物 59 53.15% 

D 聊天 87 78.38% 

E 看新闻 56 50.45% 

F 学习、查找资料 62 55.86% 

G没有目的,随便看看 27 24.32% 

H其他 10 9.01% 

合计 111 100.00% 

 

从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使用手机主要是聊天和看视频，占比分别为78.38%和72.97%，

比用手机学习和查找资料分别高22.52%和17.11%，玩游戏和购物的占比仅次于学习、查找资

料，占比均为53.15%；而没有目的、拿起手机随便看看的人占24.32%，接近1/4；还有部分学

生用手机看小说、娱乐等。从占比在50%以上的选项可以说明，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为：

聊天、看视频、学习、查找资料、玩游戏、购物、看新闻。 

3.5. 大学生是否在课堂上使用手机 

从调查结果发现：近2/3的学生会在课堂上使用手机，35.14%的学生不会在课堂上使用手机。

这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是干什么的？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对课堂学习

的帮助或影响有多大？学生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是否会被弹出的消息、信息等窗口打扰而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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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情况 

3.6. 大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对课堂学习的影响 

从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群体中有63.96%的学生认为课堂上使用手机有消极作用,使用手机会

分散精力、影响他人等，这也回答了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对课堂学习对影响有多大的问

题。有24.32%的学生认为课堂上使用手机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及时接军疑问，查找需要的资

料；有11.71%的学生认为课堂上使用手机没有影响，具体见下表3。既然学生意识到课堂上使

用手机影响学习，那么为什么课堂上还有64.86%的学生使用手机呢？这或许和高职生的自控

力低、学习底子薄对学习缺乏兴趣有关。 

 

表3. 课堂上使用手机对课堂学习的影响 
选项 人数（人） 比重（%） 

A有积极作用,如查找资料、辅助学习等 27 24.32% 

B有消极作用,如分散精力、影响他人等 71 63.96% 

C没有影响 13 11.71% 

合计 111 100.00% 

3.7. 使用手机对大学生身体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从调查结果发现：95.5%的大学生认为使用手机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仅有4.5%的学生认为使

用手机对身体没有影响。既然意识到使用手机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学生使用手机呢？不止学生，对社会大众而言可能也是如此。 

 

表4. 使用手机对大学生身体的影响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A有一定影响,例如对脖子、眼睛、睡眠等的影响 106 95.50% 

B没有影响 5 4.50% 

合计 111 100.00% 

 

从使用手机对日常生活的应用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认为使用手机对日常生活有消极

作用，导致日常生活中的计划安排不能有效进行；有41.44%的学生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使

用手机对日常生活有积极影响，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很多有用的；有7.21%的学生认为对日

常生活对影响不大。这也印证了目前社会存在的两种声音“手机到底是在被人们有效使用还

是牵制人们” 

表5. 使用手机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影响 
选项 人数（%） 比重（%） 

A有积极影响,例如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46 41.44% 

B有消极作用,例如不自觉地玩手机占用了很多时间,该做的事情没有按时完成 57 51.35% 

C没有影响 8 7.21% 

合计 1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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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使用手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将调查得到的答案进行归类整理，总结得到高职大学生认为手机的积极影响如下： 

（1）快速、便捷的查找所需要的资料，有利于学习未懂的知识，有利于拓展知识、开阔眼界。 

（2）可以及时了解新闻动态、国家要闻、新政制度等。可谓一部手机尽知天下事。 

（3）丰富娱乐生活。随时随地拍照，点点手指即可完成的送餐到门，在等车、等人之类的碎

片化时间看小视频、打游戏、让你捧腹大笑、莞尔一笑。 

（4）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1]。如用手机缴费、用手机支付、用手机乘车等等。 

（5）方便联系沟通、扩大社交面。社交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手机更加激发了这种本能，增大

了沟通联系的频次，丰富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同时，扩大了社交面，缩短了朋友的朋

友成为你的朋友的时间。 

诚然，手机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高职大学生认为手机的消极影响如下： 

（1）学习知识不那么牢固。正视由于手机可以快速、便捷的查找你所需要的资料和知识点，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在课堂上专心、专注度就不如之前，他们总觉得不会的可以课后去

查，所以课堂上蜻蜓点水式的听讲。殊不知，当众多的不牢固、似懂非懂累计在一起时，等

同于一座难以翻越的高山。 

（2）不能合理安排时间。原计划安排的事情因了解新闻动态、趣事、政策、看小视频、电影、

电视剧等而推迟、耽搁、甚至遗忘。 

（3）由于大部分高职学生自制自管能力较弱，思想还比较单纯，对信息的判断力有待提升，

因此大量传播的网络信息有时影响着高职生的价值观和判别力[2]。 

（4）给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3]。长时间对着手机屏幕，特别是晚上长时间对手机对眼睛有

伤害，同时也影响睡眠；长时间低头对手机为颈椎疾病埋下隐患。 

（5）违背了社交的初衷[4]。由于手机缩短了人民之间的距离，人们更习惯也更倾向于利用

手机进行社交，本应是开心的面对面交流、聚会等变成人们盯着手机屏幕的疲惫双眼以及不

断滑动屏幕界面的手指。 

4. 调查结论和建议 

4.1. 调查结论 

（1）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过长，有近90%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3个小时以上。除去

每日的休息时间（按8小时/天计算）和用餐及其他洗漱时间（按3小时/天计算），1/3的学生

每天仅有4个小时在醒着的时候没有使用手机。主要集中在晚饭后至睡觉前和中午午睡的时间

学生使用手机。 

（2）大学生使用手机并无特别的目的[5]，但以看视频和聊天居多。 

（3）课堂上使用手机的人数压倒课堂上不使用手机的学生。虽然63.96%的学生认为课堂上使

用手机又诸多弊端，但是还是控制不住使用手机，因为有大约88%的学生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对

手机存在依赖，所以有64.86%的学生会在课堂上使用手机。 

（4）能正确认识到使用手机对身体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自控力差而不能合理

使用手机。95.5%的大学生认为使用手机对身体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约88%的学生认

为自己或多或少对手机存在依赖。 

4.2. 对策建议 

学生的本质工作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学生自身、学校、教师、社会如何共同努力帮助学

生更好地、正确合理地使用手机。 

（1）对于学生自身而言，既然使用手机并无特别的目的，也深知使用手机的消极影响但有不

能控制自己使用手机。要改掉此习惯不是一朝半夕之事，一要激发自身内生动力，用行动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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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内生动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各项可以参加的实践活动。根据自己的特长和

爱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根据自身特长的发挥而获得成就感，因成就感而激发自我实现感，

从而激发内生动力；二要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闲不下来，多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和各种娱乐活动，多参加自己爱好的社团活动，让自己的价值得以释放。 

（2）学校层面，针对高职生的自控力低、学习底子薄对学习缺乏兴趣这一症结，要合理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规划个人目标、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鼓励并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引导每个学生必须发掘至少一项自身的特长并付诸实施，建立相应的考核和检验标准，从爱

好激发兴趣，从兴趣激发动力，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提升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6]。 

（3）教师层面。教师作为和学生关系紧密的联结体，如何帮助学生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其一

要提高自身吸引力，改进教学方法[7]，让学生爱学、想学；其二做学生身心的朋友，与学生

交心，善于发现并了解学生厌学的根源，做学生的领路人，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自控力。 

（4）社会方面，多宣传不正当不合理使用手机弊端的报道[7]，让手机的弊端被社会大众接

受和认可。多宣传让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因自身价值

的实现而激发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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