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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表情符号（network expressions）是适应网际

在线交流模式出现的一种图像性符号[1]。研究者认

为，网络即时通讯中的文字交流虽然突破了人际传

播的时空局限，但同时也过滤掉了面对面交流中的

“现场信息”[1]，而这正是人际沟通中非常重要的非

言语信息。那么，使用网络表情符号是否会带给人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使得沟通的效果发生改

变呢？传播学与社会研究领域用社会临场感（so⁃
cial presence）这一概念来表述利用媒体沟通中一个

人被视为一个“真实的人”的程度及与他人联系的感

知程度[2]。那么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是否会让使用

者表现出更多的临场感，从而得到更好的表现呢？

社会临场感较高的媒介通常被认为是社交性的、热

情的、人性化的，而社会临场感比较低的媒介则被认

为非人性化 [3]。由此推导，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最

终会影响对目标的热情判断。热情（warmth）和能力

（competence）是进行社会判断时的两个基本维度[4]，

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究竟会如何影响对热情和能力

的感知呢？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网络表情符号一般是指网络在线交流中传达表

情的图像性符号 [1]。相比于纯粹的文字表达，网络

表情符号更加生动形象的传递了表达者的实时情感

状态，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字

沟通中的情感局限性[1]。研究认为，在互动交流中，

只有7%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来传递，而高达55%的信

息都是通过面部表情来传递的[5]。非语言信息在成

功的人际交流中占有很大比重，能够提供角色、情感、

语态等重要的补充信息[6]。早期对网络交流中情感

表达的研究发现，人们在网络中要比实际生活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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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表现得更冷漠、就事论事、易怒[7]。而随着技术

手段的更新，多样化的信息传递逐渐成为可能。情

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领域正蓬勃兴起[8]，其目

标是使计算机拥有情感，能够像人类一样识别和表

达情感，使人机交互更加人性化 [9]。而网络表情符

号是目前网络人际互动中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

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网络表情符号是对网络文

辞语言的补充，它的出现弥补了文辞交流的缺陷，使

网络在线交流看起来更像现实场景中的人际交流
[1]。这意味着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会增加社会临场

感。社会临场感，又可称社会存在，它反映的是在媒

介沟通中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即在虚拟环境中感

觉到的真实程度 [3，10，11]。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强调亲密和直接性在感知“一个真

实的人”时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临场感在人际交流、

在线学习、网络购物、网络应用、网络心理咨询等方

面都有很强的应用价值[12-16]。

那么社会临场感又会如何影响后续的社会知觉

和判断呢？社会知觉中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即热情

和能力，热情是对意图的感知，例如友好、助人、真

诚、可信和道德等都属于热情范畴，能力则是对实现

这种意图的能力的感知，如智力、技能、创造性和高

效率等等[4，17]。研究者发现，社会存在线索，如眼神

交流、微笑、友善的身体语言都会增加对一个人的热

情感知，从而提高感知者的体验和整体满意感 [18，

19]。这意味着，社会临场感会增加对目标对象的热

情感知，但无法判定其是否会对能力感知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考察网络表情符号对热情和能力感知的影响，以及

社会临场感是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网络实验程序，所有研究过程均在

网上完成，被试是通过网络推送的形式招募的，且均

为在校学生。本研究共招募被试95人，其中男性22
人，女性73人，M年龄=22.16岁，SD=2.34。
1.2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 2（情境：社交导向情境 vs. 工作导向

情境）×2（网络表情符号使用：使用 vs. 不使用）的组

间设计，软件程序会随机将被试分配到其中一种实

验条件下。因变量测量包括社会临场感的强度，以

及对热情和能力两维度的评价。

1.3 材料编制和研究程序

本研究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网络互动情境材料，

一种是社交导向的网络互动情境，两个虚拟人物小

A和小B关于天气和相互问候方面的对话；另一种

是工作导向的网络互动情境，是两个虚拟人物小A
和小B关于英语学习知识技巧的对话。这些对话材

料都是根据真实大学生的聊天记录改编而来的，具

有较高的生态性，并且经过与多名心理学硕士和博

士讨论，尽可能控制了对话中关于语气词使用、语言

规范、可能暗含的其他身份信息（如社会地位）等多

方面的干扰因素。

招募来的被试进入网络实验程序后，首先被告

知这是一个关于网络互动中对人知觉的研究，如果

他们自愿参加研究，可以继续下一步操作，如果他们

不愿意参加本研究，随时可以退出，并告知他们在实

验中享有的相应的权利。正式开始实验后，软件程

序会随机呈现一种实验条件，被试阅读相应的指导

语并完成实验任务。被试的任务是认真阅读一段网

络对话材料，注意对话中虚拟人物小A的表现，随后

根据这些信息完成因变量的测量。社交导向情境条

件下的被试阅读的是两个虚拟人物关于天气和相互

问候的对话，工作导向情境条件下的被试阅读的是

两个虚拟人物关于英语学习技巧的讨论。在互动过

程中，使用网络表情符号条件下的虚拟人物小A在

每条对话消息后使用一些聊天软件中自带的表情符

号（如微笑、大笑、握手、耍酷等），不使用网络表情符

号条件下的虚拟人物小A则只使用纯文字消息，这

两种条件下的文字对话是完全一样的，两种条件的

唯一区别是小A是否会在文字消息后增加一些表情

符号。

完成实验操纵后，被试需要对小A的表现做出

评价。首先，被试需要评定对小A的社会临场感强

度的感知。社会临场感的测量包括 5道题目，这些

题目是根据社会临场感的定义和关于微信使用中的

社会临场感的题目改编而来[14]：小A的表现像是与

朋友距离很近；这样的对话容易让人感觉到彼此的

存在；小A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小A和小B像是

在面对面聊天；小A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这

些题都采用5点计分，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5分表示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会临场感越强。随后，被

试对小A的热情和能力表现做出评价。热情和能力

的测量采用特质词等级评价，每个维度都包括 3个
积极特质词和 3个消极特质词，其中热情特质词包

括热情的、友好的、真诚的、自私的、冷漠的和虚伪

的，能力特质词包括聪明的、能干的、高效的、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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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能的和懒惰的。这些特质词均采用5点计分，

1分表示非常低，5分表示非常高，其中消极特质词

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在这一维度上越积极。最

后，被试报告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信息。

2 结 果

采用 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不同条件下的

被试量见表 1，每种条件下均包含男性被试 5-6人，

总体而言，各组被试性别比例相当。以往研究很少

提及被试性别对热情和能力感知的影响，因此本研

究没有特别考虑被试性别的影响。随后，对因变量

测量的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社会临场感的

5道题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77，计算这几题的

平均分，作为社会临场感的得分。热情特质词得分

之间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72，能力特质词得分

之间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70，分别将热情和能

力特质词的平均得分作为对目标对象的热情和能力

评价最终得分。不同情境和网络表情符号使用条件

下对目标对象的社会临场感感知和热情能力评价得

分见表1。
表1 不同情境和网络表情符号使用条件下社

会临场感和热情能力评价的评价得分和标准差

2.1 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热情和能力感知的影响

2.1.1 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热情感知的影响 以

热情评价得分为因变量，采用 2（情境：社交导向情

境 vs. 工作导向情境）×2（网络表情符号使用：使用

vs. 不使用）的组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境的主

效应不显著，F(1，91)=1.46，P=0.23，ηp2=0.02，两种情

境下的热情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网络表情符号使

用的主效应显著，F(1，91)=8.27，P<0.01，ηp2=0.08，使
用网络表情符号时的热情得分（M=3.79）显著高于

不使用网络表情符号时的热情得分（M=3.48），这表

明使用网络表情符号可以显著提高感知到的热情。

另外，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F(1，91)=0.60，P=
0.44，ηp2<0.01。
2.1.2 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能力感知的影响 以

能力评价得分为因变量，采用 2（情境：社交导向情

境 vs. 工作导向情境）×2（网络表情符号使用：使用

vs. 不使用）的组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境的主

效应显著，F(1，91)=10.20，P<0.01，ηp2 =0.10，在工作

导向的互动情境中对目标对象的能力评价得分（M=
3.57）显著高于社交导向互动情境中的得分（M=
3.32）。网络表情符号使用的主效应不显著，F(1，
91)=0.19，P=0.66，ηp2<0.01，这表明使用网络表情符

号对能力评价的影响不显著。另外，两因素交互作

用不显著，F(1，91)=1.38，P=0.24，ηp2 =0.02。
2.2 社会临场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由于方差分析的结果已经表明网络表情符号使

用对能力感知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下面将只考察社

会临场感（中介变量W）在网络表情符号使用（自变

量X）和热情感知（因变量Y）之间的中介效应。首

先将使用网络表情符号的条件编码为“1”，将不使用

网络表情符号的条件作为比较组编码为“0”。然后

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进行中介分析[20]，结

果见表 2。由于依次检验中前 3个 t检验都是显著

的，说明社会临场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四个 t
检验也是显著的，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例为0.2×0.56/0.28=40%。

表2 社会临场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SE表示标准误，*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
水平上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导向和工作导向两种情境下

使用网络表情符号对热情和能力两个基本社会认知

维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临场感在其中的中介作

用。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社交导向情境还

是在工作导向的情境中，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热情

感知存在显著影响，这一效应受到社会临场感的部

分中介，而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能力感知的影响不

显著。

可以认为，本研究的结果为热情和能力感知中

的热情优先效应（the primacy of warmth）提供了一定

的证据支持。热情优先效应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知

觉过程中，人们会优先对热情维度做出判断，更倾向

于利用热情信息对他人进行分类和评价，热情评价

比能力评价在情感和行为反应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

置 [21-23]。相比于能力判断，热情判断无论是在顺序

情境

社交导向

工作导向

网络表情
符号使用
使用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N
27
26
23
19

社 会
临场感
3.39(0.70)
2.91(0.64)
3.18(0.83)
3.15(0.71)

热情
评价
3.81(0.55)
3.59(0.49)
3.77(0.54)
3.38(0.47)

能力
评价
3.35(0.38)
3.29(0.35)
3.51(0.34)
3.63(0.42)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28x
w=0.20x
y=0.56w+0.17x

回归系数检验

SE=0.11，t=2.76**
SE=0.15，t=1.92*
SE=0.06，t=6.70**
SE=0.09，t=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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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权重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同样地，本研究发

现，在网络表情符号中包含更多的热情信息，在使用

过程中对热情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对能力维

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在感知网络表情符号

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热情信息，也表明热情在两维度

中是占有优先地位的。

再者，本研究为热情优先效应提供了两种可供

选择的新的解释路径。以往对热情优先效应的解释

有两种 [24]：一种是目的/能力解释，即对他人意图的

判断在进化上更具有优势，另一种是双重收益解释，

即人们更容易察觉到能带来收益的热情特质。本研

究则从“人性化”界定的角度对热情优先效应进行了

阐述。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热情感知的影响受到社

会临场感的中介，而社会临场感是关于如何感知到

“一个真实的人”[3]，也就是说，之所以给予目标对象

较高的热情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对象被感知

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给人一种人性化的感受和体

验。这意味着热情优先是基于人们对人性的理解和

判断而做出的，并非纯粹基于收益或者进化优势的

考量。另外，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可以看做是情绪表

达的一种方式，本研究发现网络情绪的表达更多的

影响了人们对目标对象的热情判断而非能力判断，

这表明相比于能力维度，热情维度与情绪表达具有

更强的关联性。因此，出现热情优先效应的部分原

因是基于情绪判断，也就是说，在具有情感关联的条

件下，热情维度的重要性会有所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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