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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 SNS）是为用户提

供网络上的个人空间和分享自己动态的地方[1]。研

究者发现，对社交网站的使用，用户一般存在两种行

为：主动性使用行为和被动性使用行为，前者是指在

社交网站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动态、在好友的动态

下发表评论等与他人互动、交流的行为，后者是指用

户不参与发表评论，只浏览他人的动态信息的缺乏

互动、交流的行为[2]，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潜水”、“刷

朋友圈”。近年来，研究者对社交网站关注越来越

多。多数研究以探讨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为主，只

有少数涉及到被动性使用。研究表明，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更多地被证实有消极影响[3]。Burke，Mar⁃
low和Lento通过对Facebook“信息消化”（信息浏览

类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考察，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4]。对于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Tobin等人认为是由于用

户在使用中未获得他人的反馈，导致身心健康受到

影响[5]。

关于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关系的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Baker 和Oswald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孤

独感没有关系[6]。然而Teppers等人发现，社交网站

使用动机不同对孤独感影响不同，以社交技能补偿

为动机的社交网站使用可正向预测孤独感，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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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机的社交网站使用可负向预测孤独感[7]。徐欢

欢等人研究表明，社交网站真实自我表达与孤独感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交网站使用增加了个体的孤

独感 [8]。姚琦等人指出，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使用

行为性质差异（如主动对被动）导致,主动使用行为

（如发私人消息、状态更新）起积极作用，被动使用行

为（如浏览照片、阅读朋友的谈话）起破坏作用 [9]。

Burke等人考察Facebook的使用行为与孤独感的关

系，发现被动 Facebook使用行为正向预测孤独感，

主动Facebook使用行为负向预测孤独感[4]。

Burke等人的研究存在问题，即在研究过程中

未考虑被试进行被动性使用中同时也在主动性使

用，如在浏览信息同时也评论信息。还有研究者提

出，典型时间段内被动性使用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同

时受到被动性使用行为强度和主动性使用行为强度

影响，主动性使用对个体的积极影响能够削弱被动

性使用对个体的消极影响 [3]。由此可见，社交网站

使用行为性质对孤独感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考察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时必须排除主动

性使用的影响。还有，Burke等人使用的社交网站

是Facebook，中国网友更常使用的社交网站是微信

朋友圈。虽然两者基本功能差别不大，都是更新动

态、评论、点赞。然而，两者面对的人群不同。Face⁃
book属于全公开社交网站，面向人群是平台上的所

有用户，朋友圈则相对私密，属于半公开社交网站，

面向人群更多的是生活圈中熟悉的亲朋好友。所

以，Burke等人研究中被动性社交网站（Facebook）使

用能够正向预测孤独感的结果对使用微信朋友圈居

多的中国大学生来说不一定成立。而国内目前并没

有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关系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拟在排除主动性使用行为影响的基础

上，基于微信朋友圈探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

独感的影响及其产生途径。

研究表明，在社交网站使用中，用户倾向于展示

自身优秀的方面，对于“好友”呈现的优秀状态，个体

常会与他人比较，即上行社会比较[3]。因此，在本研

究中，上行社会比较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个体与某方

面或各个方面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研究表明，当

个体更多地接触到他人自我表现的信息时，社会比

较发生频率更高[3]。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就是个体

经常接触他人的自我展示信息，因此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能够提高个体上行社会比较的频率。刘庆奇

等人的研究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上行社会

比较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既可

以显著正向预测上行社会比较，还可以通过上行社

会比较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3]。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因

素。孤独感是社会适应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两者

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冯泽雨发现，自我概念清

晰性能够负向预测孤独感[10]。徐欢欢等人指出，社

交网站真实自我表达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

用对孤独感产生影响，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社交网站

真实自我表达对孤独感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8]。杨秀娟等人研究表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通

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影响抑郁[11]。丁倩等

人进一步指出，社交网站使用既可以通过自我概念

清晰性的单独中介效应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社会

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12]。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基于微信朋友圈探讨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的关系，并假设上行社会

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

独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以揭示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对大学生孤独感的影响机制。

1 方 法

1.1 被试

对广州市在近一个月内有使用微信朋友圈的

5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538份
（有效率是 90.27%）。其中，男生 231人（42.94%），

女生 307 人（57.06%）；大一 177人（32.90%，男生 75
名，女生102名），大二132人（24.54%，男生66名，女

生 66名），大三 118人（21.93%，男生 52名，女生 66
名），大四 111人（20.63%，男生 38名，女生 73名）。

被试的性别在年级上的分布无显著差异（χ2(3)=
6.20, P=0.10>0.05）。
1.2 研究工具

1.2.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 使用刘庆奇翻

译修订的Tandoc 等人编制的“监视使用”量表[13]，量

表有 4个项目，测量个体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强

度。考虑到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影响结果，在指

导语中提醒被试在没有信息表露等主动性使用行为

发生情况下评定量表中描述的被动性使用的发生频

率。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频繁”，总

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越

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7。
1.2.2 上行社会比较量表 采用白学军、刘旭和刘

志军翻译的Gibbons和Buunk编制的上行社会比较

分量表[14]。为使测量内容更具针对性，将量表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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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范围限制在社交网站使用中，即将比较的范围限

定为“在朋友圈上”。量表共有6个项目，采用5点计

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总分越

高，表明个体使用朋友圈时进行上行社会比较频率

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是0.89。
1.2.3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使用牛更枫等人翻

译的 Campbell 等人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

表 [15]。量表有12个项目，测量个体自我概念的清晰

程度。采用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

“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

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是0.76。
1.2.4 孤独感量表 采用王登峰翻译修订的Rus⁃
sell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第二版）[16]，量表有 18个

项目，用于测量个体孤独感体验的频率。采用 4点
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一直”，总分越高，说明

个体的孤独体验越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
系数是0.87。
1.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19.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

分析，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 process程序进行模

型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

大于 1的因子有 8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8.79%，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数据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 1可见，4个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上行社会比较、孤独感与自我

概念清晰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上行社会比较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程序，控制性

别、年级等变量，检验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

性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关系中的中介效

应，结果见表2。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上行社会比较

自我概念清晰性

孤独感

预测变量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上行社会比较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上行社会比较

自我概念清晰性

整体拟合指数

R
0.29
0.35

0.39

R2

0.08
0.12

0.15

F
49.30***
37.70***

32.27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52

-0.26
-0.35
0.17
0.10

-0.42

t
7.02***

-2.84**
-7.03***
1.60
1.52
-8.06***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被动性社交网站

2 上行社会比较

3 自我概念清晰性

4 孤独感

M
12.35
15.61
37.06
38.08

SD
3.18
5.72
6.80
8.24

1
1

0.29**
-0.21**
0.16**

2

1
-0.33**
0.20**

3

1
-0.38**

4

1

由表3和图1呈现出的中介效应可知，上行社会

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

独感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9，占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总效应的 45.10%。

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构成：第一条

路径是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上行社会比较→孤独

感，效应值为0.05，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2.26%，且

这条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第一条

路径的间接效应不显著；第二条路径是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上行社会比较→自我概念清晰性→孤独

感的路径，其效应值为 0.08，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8.87%，这条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3 上行社会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上行社会比较→孤独感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上行社会比较→自我概念清晰性→孤独感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自我概念清晰性→孤独感

总间接效应

效应值

0.05
0.08
0.11
0.19

效应量

12.26%
18.87%
26.23%
45.10%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0.03
0.04
0.03
0.12

上限

0.13
0.13
0.2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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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二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条路径是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自我概念清晰性→孤独感的路

径，效应值为0.1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6.23%，这

条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第三条

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由此可知，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是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自我概

念清晰性的链式中介效应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单独

的中介效应实现的。

上行社会比较 -0.35*** 自我概念清晰性

0.52*** -0.26** 0.10 -0.42***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0.17 孤独感

注：**P<0.01，***P<0.001
图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3 讨 论

数据分析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

存在显著正相关。然而，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不能正向预测孤独感，但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可以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

性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孤独感。这一结果说

明，“潜水”、“刷朋友圈”之类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行为本身并不能使个体产生孤独感，这种行为只能

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间

接导致孤独感产生。

本研究表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不能通过上

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孤独感。但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能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间

接正向预测孤独感。有关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表

明，由于社交网站中他人信息的易得性，社交网站使

用强度能够直接对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间接负向

预测[15]。被动地在社交网站上接收其他人各种各样

的自我表露信息，会让自我认知尚未特别清晰的大

学生产生干扰，在他人思想的影响下，造成大学生自

我概念清晰性低[3]。因此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越大，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低。自我概念

清晰性水平低会造成很多消极影响，如抑郁、焦虑

等，也会导致个体认为自身得不到社会支持而产生

孤独感。所以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可以通过自我概

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对孤独感产生影响。

在考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的关系

时，研究表明，上行社会比较能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形

成链式中介，在被动性社交网站和孤独感的关系中

起链式中介作用。相关研究指出，社交网站上所聚

集的各类人群和他们所表露出来的信息，很容易诱

发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比较。因为社交网站上很容易

找到同类人，而在同伴群体中或相似的群体中，社会

比较产生的频率较高[17]。所以，大学生在使用社交

网站浏览所呈现信息时，更容易将自己与他人对

比。尤其是有研究表明，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所表

露的信息多为积极的 [3]。因此，在浏览这类积极信

息时，会让个体倾向于进行上行社会比较，降低对自

我的评价，产生对方比自己优秀的感受。而消极的

自我评价会让个体忽略他人的积极反馈和社会支

持，产生孤独体验。在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时，一般会

导致个体降低自我评价水平[17]，直接影响自我概念

清晰性水平。因为自我评价降低会使个体对自身能

力产生不信任，最终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造成自

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因此，上行社会比较负向

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也可以

通过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形成的链式中

介间接正向预测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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