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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交往的重要工

具，对青少年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如社交网站有

助于其建立或维持人际关系 [1]，并获取线上社会资

本[2]。但社交网站较高的用户粘性以及内容的可修

饰性等也会给青少年带来消极的经历和体验，如上

行社会比较 [3]、妒忌 [4]、认知负载 [5]等，并进而对其心

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5，6]。因此，社交网站使用

及其所带来的消极经历和体验对个体的消极影响日

益为研究者所重视[4，5]。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是近年来社交网站研究领域

的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一个现象，它是指个体在社交

网站使用过程中因维系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对

信息交流技术的适应不良所产生的认知过载的心理

现象；它是社交网站使用所带来的消极体验，会给个

体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5]。社交网站旨

在鼓励个体与他人建立或维持人际关系，这虽然有

利于扩大个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但同时也会增加个

体维系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所需的认知资源，提高

社交负荷 [7]，并进而引起个体的生理疲劳及紧张感
[8]。此外，社交网站中庞大的关系网络会产生大量

的人际互动信息，这大大提高了个体社会交往的信

息载荷，进而对个体的情绪及心理适应产生消极影

响 [5]。因此，社交网站认知负载是个体社会适应的

重要风险因素。同时，青少年是我国社交网站使用

的主要人群，并且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抑郁是最常见

的心理问题之一，它不仅是诱发青少年心理痛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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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社交网站认知负载、自我控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使用社交网

站认知负载问卷、自我控制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694名初中生进行施测。结果：①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与自

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②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青少年抑郁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自我控制在这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③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以及自我

控制的中介作用均受到性别的调节，具体而言，在女生群体中，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自我控制及抑郁的预测作用都

更显著。结论：自我控制在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这一间接效应会受到性别

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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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下降、人际关系不良以及社会功能受损的关

键因素，也是导致青少年药物滥用及自杀的重要原

因[9-11]。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社交网站认知负荷对

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假设社交

网站认知负载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

虽然，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

的消极影响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但鲜有研究对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与抑郁之间关系的中介机制进行

探讨。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可以看作是一种压力源
[8]，其对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的消极影响可能是其

诱发其抑郁的关键因素。自我控制是指为了保持或

促进合作、抑制不必要的自动行为倾向的能力，又称

为自我控制能力[12]；以往研究认为自我控制是诸多

行为适应不良问题的重要预测因素，如欺骗[12]、情绪

性进食[13]等，也是影响抑郁产生及发展的关键因素
[14，15]。同时，作为个体调节自身行为及情绪适应的

重要资源，自我控制也会受到外界压力因素 [13，16]的

影响。而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作为一种压力源或消极

经历体验[8]，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导致个体

的自我控制能力受损，并进而对个体的情绪适应产

生消极影响。此外，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控制能

够在压力源与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5]。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假设社交网站认知负载能够通过自我

控制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此外，性别也是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17]。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会调节其它变量对抑郁的影响
[18，19]。同时，自我控制及其与其它变量的关系也会

受到性别的影响，相关研究指出，自我控制水平及其

发展轨迹均存在性别差异[20]，且自我控制在其它变

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1]。因

此，本研究在探讨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与自我控制及

抑郁的关系时，应考察性别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

用。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抑

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而且对于构建更具针对性的

抑郁预防和干预方案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青少年社交网站认知

负载和自我控制对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

用机制——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

用，以期为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

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 750名初中生参与研究

调查，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694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3%）。其中，男生 361 人（52%），女生 333 人

（48%），所有被试年龄均处于 12-15 岁之间（M=
13.34，SD=0.88）；初一 225人（32.3%），初二 257人

（37%），初三212人（30.5%）。

1.2 工具

1.2.1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问卷 采用Choi和Lim编

制的社交网站认知负载量表对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使

用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社交负载和技术负载进行评估
[5]。该量表包含两个维度，即社交负载和技术负载，

各包含 5个项目。量表采用 7点评分（1“完全不同

意”-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

站中体验到的认知负载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
1.2.2 自我控制问卷 采用董奇和林崇德编制的

自我控制问卷对青少年的自我控制水平进行评估
[22]。该问卷共包含 5个项目，采用 1-4四点计分，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编制的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发

生的频率进行评估[23]。该量表共包含20个项目，均

采用 1-4四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抑郁症状出

现的频率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
数为0.87。
2 结 果

2.1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网站认知

负载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抑郁呈显著正

相关；自我控制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1
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 (http://www.afhayes.
com)，在控制年龄的条件下，通过抽取 5000个样本

估计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对社交网

站认知负载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以及自我控制和

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效应量及置

信区间进行估计。

1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2自我控制

3抑郁

M
2.251
2.706
1.725

SD
1.073
0.614
0.471

1
1

-0.274**
0.322**

2

1
-0.51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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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2）表明，社交网

站认知负载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将社

交网站认知负载、自我控制以及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与性别的乘积项共同放入回归方程后，社交网站认

知负载和自我控制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自我

控制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也显著，且自我控制的中介

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
（见表 3），表明自我控制能够在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社交网站

认知负载与性别的乘积项对自我控制和抑郁均具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表明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与自我控

制及抑郁的关系均会受到性别的调节。进一步简单

斜率分析表明，与男生相比，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对女

生自我控制（simple slope女=-0.67，t=-4.69，P<0.001；
simple slope 男=-0.48，t=-6.29，P<0.001）及抑郁（sim⁃
ple slope 女 =0.53，t=3.50，P<0.001；simple slope 男 =
0.37，t=4.46，P<0.001）的预测作用均更加显著。社

交网站认知负载对抑郁影响的直接效应及自我控制

在二者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在女生群体中更加显著

（见表3）。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的分数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表3 性别的调节效应分析

注：Boot标准误以及Boot CI下限和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

的百分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95%置信区

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站认知负荷对青少年抑郁

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互联网时代青少

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网站认

知负载不仅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还能通过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个体在社交网站中所感知到

的社交及信息技术负载会诱发个体的生理疲惫感及

紧张情绪 [8]，且社交网站认知负载还能够导致社交

网站成瘾，并进而对心理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5]。

这进一步表明，社交网站中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和

海量的人际交往信息会消耗青少年用于适应网络人

际交往环境所需的认知资源，导致青少年社交和信

息技术负载过高，继而提高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抑郁

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结果

也印证了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即自我控制是消极

经历或体验导致青少年抑郁的近端因素[15，24]。社交

网站认知负载作为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所

感知到的消极经历和体验，能够激发个体对自身行

为及情绪状态的调适功能 [5]，并消耗个体的自我控

制资源。而社交网站人际交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会使个体长期处于自我控制资源消耗的状态，并

导致自我控制功能受损，进而提高个体产生抑郁情

绪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支持了自我控制资源理论
[25]，即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倘若有限的自

我控制资源被耗尽，那么个体随后的努力控制即会

受损，并对其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交网站认知负载与自我

控制及抑郁的关系会受到性别的调节，这也部分契

合了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21]。本研究发现社交网站

认知负载对自我控制的负向预测作用及其对抑郁的

正向预测作用对于女生群体更加显著，表明社交网

站认知负载作为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

对女性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更大。社会性别角色理论

可以对此做出解释，该理论认为由于在社会中所扮

演的角色不同，男性和女性习得了不同的技能和信

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男性和女性心理社会适

应上的差异[26]。相关研究也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

更容易使用社交网站以满足其维持现有人际关系的

需要[27]，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经历较高的认知

负载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其自我控制功能受损，并产

生抑郁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期望女性更加善于

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男性更加善于理性解决问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抑郁

自我控制

抑郁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性别

年龄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性别

性别

年龄

自我控制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

社交网站认知负载×性别

整体拟合指标

R
0.344

0.365

0.565

R2

0.119

0.133

0.219

F
31.547

31.34

53.661

回归系数显著性

B

0.123
0.013
0.311

-0.317
-0.094
-0.295
-0.188

0.079
-0.041
-0.450
0.210
0.161

t

3.453**
0.363
8.726**

-4.44**
-2.279*
-8.343**
-2.663**

1.197
-1.119

-11.714**
5.534**
2.208*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性别

男

女

男

女

间 接

效应值

0.133
0.294
0.092
0.177

Boot
标准误

0.048
0.057
0.024
0.027

Boot CI
下 限

0.038
0.182
0.045
0.128

Boot CI
上 限

0.228
0.405
0.139
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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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8]。因此，在经历较高的社交网站认知负载后，女

性更容易表现出忍受、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这不仅

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而且会使个体长期处

于高社交网站认知负载的消极影响中，提升其自我

控制受损及抑郁的可能性；而男生倾向于采用理性

的应对策略，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进而避免个体自

我控制受损及抑郁情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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