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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暴露对流动青少年社交
焦虑的干预：沉浸感的中介作用
倪士光 1，王希 1，蒋荔 2
（1.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深圳 518055；2.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
深圳 518119）
【摘要】 目的：验证虚拟现实技术减少流动青少年社交焦虑的有效性以及沉浸感的中介作用。方法：将深圳某民
办学校流动青少年 33 人（平均年龄 13.50±1.35 岁）随机分为虚拟现实暴露组和对照组，虚拟现实暴露组完成了六次

30 分钟的不同焦虑等级的 VR 内容场景干预，前测与后测均填写了社交焦虑量表（SASC），后测填写了沉浸感量表

（IPQ）。结果：①相比对照组，虚拟现实暴露组在干预后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降低（P=0.016）；②沉浸感在虚拟现实

暴露减少社交焦虑的过程中有中介作用（a*b=0.112, SE=0.076, Boots CI=[0.079, 0.331]）。结论：虚拟现实技术有效
降低了流动青少年群体的社交焦虑，
虚拟现实暴露通过唤起个体的沉浸感进而降低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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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on reducing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of migrant ado⁃
lescents and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presence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A total of 33 migrant adoles⁃
cents from Shenzhen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a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group (VR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 was filled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nd the sense of

presence scale (IPQ) was used to build a mediation model.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ocial anxiety

level of the V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 P=0.016); ②Sense of presence ha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ducing the social anxiety of the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a*b=0.112, SE=0.076, Boots CI=[0.079, 0.331]).
Conclusion: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ocial anxiety among Chinese migrant adolescents, while sense
of presence plays as a mediator role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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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是利用计算机生
成的模拟现实的三维虚拟场景 [1]，通过使用特定的
人机接口如头盔式呈现装置、传感手套、寻踪系统、
三维空间传扬器等，提供给用户仿真体验。常用的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有 头 盔 式（Head- mounted Display，
HMD）和平面式。头盔式显示器中装有虚拟屏幕，
被试通过镜片来观察虚拟环境。现实环境被头盔遮
挡，可以使用户完全融入其中。而平面式技术则是
让被试身处在六维平面中，全面体验虚拟环境。如
今虚拟现实技术已逐渐应用于农业、军工、医疗、心
理等领域[2]，
本研究主要关注虚拟现实技术对社交焦
虑个体的改善。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规划课题（18YJAZH065）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 VRET 方法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干预研究”
。
通讯作者：
倪士光，ni.shiguang@sz.tsinghua.edu.cn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SA）是指个体对某种

或多种社交场合有显著或持久的恐惧 [3]，除了心理

害怕，通常伴随生理反应，如脸颊红烫、全身颤抖等，
并产生相应的回避行为[4]。社交焦虑者对社交情境
产生消极的心理预期，从而选择性地注意情境中的
不利线索，悲观、扭曲地看待别人对于自己的评价；
社交活动结束后回想自己的社交表现，也会泛化具
体情境，错误地认为自己经常会紧张[5]。

基于 Foa 和 Kozak 的情绪加工理论 [6]，情绪记忆

结构中包含关于刺激、应答和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

是可以被重构的。传统的治疗社交焦虑方法中最常
用的是暴露方法，主要是使患者暴露于害怕的刺激
中，直到他们焦虑消失或是与焦虑相关联的预期想
法消失。传统暴露方法分为真实情境暴露和在想象
中的暴露，但无论是真实暴露和想象暴露都有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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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局限性：在真实情境中治疗师对暴露情境缺乏

证研究加以验证。

控制，暴露情境中可能会因遇到患者认识的人而使

流动青少年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关注的群体，该

其隐私遭到威胁；而想象暴露疗法对于在想象方面

群体的心理发展是其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最突出问

有困难或是不想去设想的患者来说尤其困难。

题之一 [18]。相比城市同龄人，流动青少年无法享有

为了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呈现较完备适用的暴露

同等条件的教育社会保障，属于典型的处境不利群

所需场景，需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帮助呈现特定应

体 [19]。以往研究发现，流动青少年面临着社交焦虑

激场景，我们称之为虚拟现实暴露疗法（Virtual Re⁃

ality Exposure Therapy，VRET）。使用 VR 进行治疗
时，
计算机会产生虚拟的刺激情境，多种感觉输入和
自然运动将通过头盔显示和移动追踪器来实现。在
应用过程中，要求来访者按照一种渐进的方式把自

问题，在压力情境下与人沟通不畅 [20]，安全感缺乏，
易焦虑、沮丧 [21]，也会出现性格孤僻、行为偏激等。
一项调查显示，流动儿童青少年有社交焦虑人数占
总人数的 6.3%[22]，该群体的社交焦虑问题应得到足
够的关注[23]。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便携、真实、自助 [24]，相比传

己暴露在会引起焦虑的情境中，治疗师通过麦克风
来与患者交流，鼓励患者持续面对让其害怕的情境，
改变消极认知。当焦虑开始减少时，治疗师将带领
患者进入一个会引起更多焦虑的环节。相比传统的
暴露疗法，
虚拟现实不拘泥于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能
将某些在现实中难以控制的特定情境重新呈现在个
体面前，治疗师可通过 VR 控制社会互动的内容、时

长和难度，避免真实情境中可能出现的不可控因素
对患者的伤害，也有助于严格地保护个体的隐私。

统暴露方法能更快速有效地帮助改善流动青少年社

交焦虑。综上，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假设 1：

虚拟现实暴露能减少流动青少年群体的社交焦虑；
假设 2：虚拟现实暴露通过沉浸感正向预测社交焦
虑的减少。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于一些过度害怕刺激情境的个体来说，虚拟现实
场景也可作为系列暴露的第一步。
疗焦虑问题上是有效的 ，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选取深圳一所民办学校的 40 名八年级和九年

级的学生为研究样本，均为随父母务工从老家来深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在治
[7]

被试

[8，9]

和

圳学习超过八年的流动青少年，随机分为虚拟现实

飞行恐惧症 。在早期探索阶段，研究者将 VR 技术

暴露组和对照组。实验中，由于数据填写不完整和
中途退出，最后纳入分析的虚拟现实组 16 人，对照

结合使用，显著地改善了个体的演讲焦虑水平 [11，

验组 8 人，对照组 10 人），女 15 人（实验组 8 人，对照

[10]

与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12]

。在此基础上，Wallach 等人 [13] 的研究中将有演讲

焦虑的被试分为 VR 跟 CBT 相结合使用的组（VR⁃

CBT）与 CBT 组进行对照，结果表明除两组被试均呈
现出显著改善之外，发现 VRCBT 组比 CBT 组的被试
脱落率更低。而 Ding 通过随机效应分析发现，在
[14]

治疗 6 个月及 1 年后，传统治疗的疗效不明显优于虚

拟现实暴露疗法。另外，近期发表的两个实验研究
验证了单独使用虚拟现实疗法对社交焦虑个体的效
[15，16]

果

。

沉浸感（Sense of Presence）是虚拟现实技术的

最大特点，指在 VR 场景中个体把自身知觉为环境
中一部分的体验。以往研究指出沉浸感是引发焦虑

体验的主要机制，沉浸感与焦虑之间存在中等程度
[17]

的相关 。虽然已有研究指出沉浸感可能作为起作
用的机制，但实质上仅仅是说明了沉浸感与虚拟现
实暴露的相关关系，并未探讨其在虚拟现实暴露减
少社交焦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因此需要更多的实

组 17 人。平均年龄 14.50±1.35 岁，其中男 18 人（实
组 7 人）。
1.2

1.2.1

研究工具
硬件设备

基于 HTC VIVE 虚拟现实头盔以

及 STEAM、VIVEPORT 应用平台。HTC VIVE 头戴
式设备采用双 AMOLED 屏幕，对角直径 3.60 吋，单
眼分辨率为 1080*1200 像素，组合分辨率为 2160*
1200 像素，刷新率为 90Hz，视场角达到 110 度。电

脑配置：联想（Lenovo）Y720 台式电脑主机（CPU 型

号：i7-7700；内存：8G；硬盘：1T+128G SSD；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70 8G DDR5 独显；操作系统：
Win10）。考虑到问卷内容，场景内容主要选取 VI⁃

VEPORT 及 STEAM 平台内口碑好、体验好、沉浸感
强、互动交互真实的场景。
1.2.2

内容场景

本研究基于 VIVEPORT，根据预

实验的结果，建立了一个六级焦虑等级的 VR 内容

场景（如图 1），在以下场景中，主试通过麦克风扮演
虚拟场景中的人物与被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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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VR 全景视频买东西。场景发生在商

室，四面分别是门、窗户、黑板和白墙。黑板前是讲

场，周围均是书架以及图书。在书店的中央有一个

台，讲台上有教师以及电脑、投影设备。教室中央是

服务人员。被试的任务是与服务人员交流并购买自

同学及课桌。在课堂上，教师提问并邀请被试同学

己所需要的书籍。

来回答。

园，
中央道路两边分别是运动场和学校宿舍楼，
运动

室，四面分别是门、窗户、黑板和白墙。教室中央是

场外有树木和单车。在学校午休后，
上学路上，
一个

同学及课桌。在课堂上，四人为一组进行小组讨

同班同学迎面走来，向被试询问可否借作业来抄。

论，，共用一个课桌。两两相对而坐。讨论的题目

场景二：VR 全景视频同伴玩耍。场景发生在校

场景三：VR 全景视频被老师叫去谈话。场景发

场景五：VR 全景视频小组讨论。场景发生在教

是：怎样能更好地交朋友。

场景六：VR 全景视频班长竞选。场景发生在教

生在办公室，四面分别是门、窗户、墙板和白墙。中

央背对窗户有办公桌，旁边有一名教师，表情严肃。

室，四面分别是门、窗户、黑 板和白墙。黑板前是讲

在课间，
老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询问学生迟到的原

台，讲台上有电脑、投影设备。在课堂上，被试在讲

因。

台上面对全班同学，进行班长竞选演讲。

场景四：VR 全景视频回答问题。场景发生在教

图1

VR 内容场景（从左到右依次为场景一至六）

上述 VR 内容通过预实验进行了评定。在正式

(29) =3.75，P=0.001，d=1.23；同 时 在 喜 爱 偏 好 程 度

13.85±1.651 岁)分别评定了 VR 场景内容在 VR 环境

平面环境(M=4.75, SD=1.62)，t(29)=2.82，P<0.05，d=

实 验 前 招 募 流 动 青 少 年 被 试 (n=60，平 均 年 龄 是
和平面环境下的焦虑感程度，题目为
“我觉得这个内
容让我很焦虑”，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

全同意）；以及对 VR 环境和平面环境下的喜爱偏好

上，VR 环境的自我报告(M=5.95, SD=1.50)明显高于

1.05。预实验结果表明 VR 的社交焦虑内容符合研
究要求。
1.2.3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由 La Greca 等人编制，并经中

程度及差异（同正式实验），
题目为
“我想体验这个内

Children, SASC）[25，26]

结果表明，对 VR 环境下被试报告的焦虑感(M=5.98,

维度共计 10 个题目。题目使用 3 级评分（0=“ 从不

容”，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SD=1.12) 显 著 高 于 平 面 环 境 (M=4.53, SD=1.67)，t

文版修订，包括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及苦恼 2 个

是这样”；1=“有时是这样”；2=“一直是这样”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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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岁的儿童青少年使用。本研究的总量表 Cron⁃

本 t 检验，如表 2 所示，虚拟现实组的社交焦虑前后

严重。

2.63, P=0.016，95% CL=[0.56, 4.70]）；对照组的社交

bach’s α值为 0.76。总均分越高，社交焦虑症状越
1.2.4

沉浸感量表

[27]

Pierce 等编制的沉浸感量表

（Igroup Presence Questionnaire, IPQ），包含空间沉浸
感（spatial presence, SP）、卷 入 程 度（involvement,

INV）和真实感（reality, REAL）三个维度。题目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1=“ 完全不符合”；7=“ 完全符合”
），
中文版 IPQ 是 13 个题目。本研究的总量表 Cron⁃

测差异显著，后测社交焦虑显著低于前测（MD=-

焦虑前后测差异不显著（MD=-0.65, P=0.422，95%
CL=[-1.02, 2.30]）。
表1

实验程序

n
16
17

组别
虚拟现实组
对照组

bach’
s α值为 0.78。总均分越高，沉浸感越高。
1.3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社交焦虑前测比较

表2

度。使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对 SASC 总分>

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标准筛选，排除器质性

2.3

9[28]的青少年进行面谈，依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精神障碍、儿童精神分裂症。所有入组对象无自伤
自杀风险、无严重生理疾病，在深圳学习超过半年。
随机分为虚拟现实暴露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标准差
2.80
3.77

均值的标准误
0.70
0.91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差异 t 检验(M±SD)

组别
前测
实验组 8.69±2.80
对照组 7.24±3.77

通过访谈与心理测量评估被试的社交焦虑程

均值
8.69
7.24

后测
t df
P Cohen′s d
6.06±2.77 2.71 15 0.016
0.97
6.59±2.60 0.82 16 0.422
0.77

沉浸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 SPSS 宏——PROCESS 检验假设 2（沉浸感

的中介效应），即组别（1=控制组，2=实验组）通过沉

浸感到社交焦虑减分率的间接效应（a*b）是否显著

实验组通过佩戴 VR 设备，每次根据相应的主

不等于零。其中，社交焦虑减分率分别通过（T1-T2）/

各佩戴 10 分钟，
中间休息 10 分钟。在第一次干预前

在 PROCESS 里 选 择 模 型 4，再 将 抽 样 设 定 为

题，干预过程共 6 次，单次时长为 30 分钟，前后两次

T1 计算获得（T1 为前测，T2 为后测）。

5 分钟时间指导被试佩戴头盔及说明规则；对照组

5000，置信区间检验水平设定为 95%。结果如表 3

画、知识问答，使用投影仪展现场景。实验结束后，

组）通过沉浸感到社交焦虑减分率的间接效应的结

则由主试带领进行 6 次不同主题的社交活动，如绘

两组均进行了后测，测量社交焦虑和沉浸感程度。
在实验之前，青少年及父母或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
实验结束后，给予学习用品作为感谢礼物。
1.4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20.0 及 Hayes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数

据处理，
包括三个步骤：①进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②使用 t 检验，检验假设 1；③基于 PROCESS Pro⁃

cedure for SPSS Release 2.15 模 块 的 模 型 4[29]，使 用

Bootstrapping 方法检验沉浸感在虚拟现实暴露与社
交焦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即检验假设 2。

2
2.1

结

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社交焦虑前测比较

虚拟现实组和对照组被试情况如表 1 所示，实

验组有效数据为 16 人，对照组有效数据为 17 人。干

预开始前，两组的社交焦虑前测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t=1.25，df=31，P=0.22），即确保了被试随机分配。
见表 1。
2.2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社交焦虑前后测差异比较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分别进行了配对样

所示，在 95%置信区间下，组别（1=对照组，2=实验

果没有包含 0(a*b=0.112, SE=0.076, Boots CI=[0.079,

0.331])，表明沉浸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且间接效应大
小为 0.112；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沉浸感之后，自变
量 组 别 对 社 交 焦 虑 减 分 率 的 直 接 效 应 (C′ =0.551,

SE=0.215, Boots CI=[ 0.119, 0.982])的影响显著，其置

信区间不包括 0。因此，沉浸感在流动青少年虚拟

现实暴露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假设 2 得到了支持。
表3

PROCESS 检验分析的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年级
预测变量
组别
沉浸感
常数

Coeff.

沉浸感
SE

P

社交焦虑变化率

Coeff.

SE

P

-0.014

0.038 >0.05
0.040 >0.05

-0.021 0.032 >0.05

0.830

0.028 <0.01

0.551 0.215 <0.01

1.040

0.070 <0.001

3.659 0.096 <0.001

-0.016

—

—

R =0.315

—

2

F(3, 30)=41.65, P<0. 01

0.075 0.031 >0.05

0.135 0.058 <0.01
R2=0.168

F(4, 29)=19.9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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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研究结果显示，虚拟现实暴露可以减少流动青
少年的社交焦虑水平。这一结果与已有的在成年被
试中的研究结论一样。例如 Kampmann 等人[16]将 60

名被试随机分配在虚拟现实暴露组、真实情境暴露

组（in vivo）和对照组，结果显示虚拟现实暴露组在

6
7

样，本研究也将被试随机分在 VR 实验组和对照组，
结果表明 VR 实验组社交焦虑减少显著，对照组不

显著。这说明虚拟现实暴露用于改善社交焦虑不仅
仅适用于成年被试，也适用于流动青少年这一群体。
本文证实了虚拟现实暴露减少了社交焦虑，并
且验证了沉浸感的中介作用，说明虚拟现实暴露正
是通过 VR 产生的高沉浸感实现了焦虑减少。虚拟

现实所产生的沉浸感与被试沉浸其中时的情绪唤起
相互影响。当被试产生自己真实地存在于某特定虚
拟环境中的想法时，其产生的情绪唤起促进沉浸感
的产生。而强烈的沉浸感又会使被试更进一步体会
虚拟环境的情绪唤起 [30]，认为这一环境是真实的。
因此，
尽管虚拟场景并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环境，
但很
有限的真实程度就能引起被试的情绪唤起。
未来研究可设计更多、更灵活的对话来增加交
流 过 程 中 的 不 确 定 性 、真 实 性 和 交 互 性 以 提 高

VRET 适用性，同时增加虚拟情境的可用场景数量，
以创造适合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情境。此外，社交

焦虑问题的研究还不成熟，大多是针对公众演讲焦
虑，
虚拟场景也大多使用演讲情境，未来研究应关注
社交焦虑的多种焦虑情境，增加对患者的动态反馈
模块 [31]，开发设计更加复杂精巧的虚拟场景来模仿
现实生活中焦虑个体会遇见的常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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