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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
抑郁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朱丽娟，彦廷鹤，张守臣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因果关系。方法：采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和抑郁
量表对哈尔滨市两所大学的 325 名学生进行为期 5 个月的两阶段追踪调查，使用 AMOS23.0 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
析。结果：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大学生抑郁在两阶段的测量中均呈显著正相关（T1 r =0.34; T2 r =0.41, Ps<0.01）；大

学生最初的抑郁水平能够预测 5 个月后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水平(β=0.16，P<0.001)，但最初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水平不能预测 5 个月之后的抑郁水平(β=0.01，P>0.05)。结论：抑郁是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原因，而不是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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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 Cross-Lagg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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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social network site (SNS) use and de⁃
pression. Methods: 325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Harbin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passive SNS use

scale and depression scale in a 5- month follow- up study. Amos23.0 was used for cross- lagged regression analysis. Re⁃
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ssive SNS use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both

cross sectional levels (T1 r =0.34; T2 r =0.41, Ps <0.01). The cross-lagge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passive SNS use and depression at time1 and time 2, depression at time1 positively predicted passive SNS

use at time 2(β =0.16，P<0.001), whereas passive SNS use at time1 could not predict depression at time 2(β =0.01，P>0.05).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pression is a cause of passive SNS use rather than an outcome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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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手机等移动互联

使用是指在没有直接交流的情况下浏览信息的行

网终端的普及，社交网站和媒体在大学生的生活中

为，因其比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更为普遍，从而成为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年轻人信息获

了当下研究关注的焦点 [8]。近年来，诸多研究发现

取、线上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中国，以 20-29 岁年龄
段为主的网民群体结构中，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典型

社交网站的使用率达到了 83.4%和 42.3%，而在美国
仅使用 Facebook 的年轻人就达到了 80% [1，2]。社交

网站不仅有助于实时了解周围的环境动态，掌握实
时资讯，
也有利于便捷地建立和维持网络人际关系，
提高线上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起到助推
[2]

其与抑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结果表明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可导致抑郁 [3]，但也有研究发现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可由抑郁引发[8]。关键是此类研究多
数为横断研究，难以揭示两者间的作用方向，
因此有
必要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澄清该问题。
目前对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作用方
向问题仍然存在争论，时下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

作用 。然而，研究表明社交网站是一把双刃剑，非

种观点认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可导致抑郁。根据

理性的使用尤其是被动性使用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

替代假说，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者会将大量的时间

系列的负面影响，如降低幸福感、催生社交焦虑和错

用于浏览周围的信息和监控他人的动态，这会占用

失焦虑、引发抑郁、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等

[3-7]

。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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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用于线下社会交往的时间，从而取代其它适应
性活动，致使社会参与不足，社会联结被削弱，幸福
感和归属感降低，最终导致抑郁[9]。此外，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会使个体暴露于大量的信息环境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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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呈现在网站上的信息往往存在一定的修饰性和

用与孤独感存在交互影响的纵向关系[18]。按照该逻

夸大性，
容易将个体置于上行社会比较的环境中，从

辑，孤独感和抑郁均属于不良情绪困扰，存在着密切

而使个体产生嫉妒心理和受挫心理，抑郁水平可能

联系，因此，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也可能呈现

[10]

也会随之上升 。基于此开展的横断研究发现，被

交互影响的作用模式。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
[11]

。目前国内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对抑郁的纵向影响，但类似研究发现，在 Insta⁃

gram 上浏览照片和信息将导致 1 个月后的抑郁水平
[12]

增加 。也有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社交
媒体的时间并不能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社交
[13]

网站使用对个体抑郁的影响被夸大了 。
第二种观点认为抑郁可引发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认知行为模型认为心理社会失调会导致非适应
性的认知（如认为可以通过上网解决问题），进而引
起非适应性上网行为 [14]。据此可以认为，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代表了一种适应性的自我安慰，它能满
足个体未得到满足的心理社会需求，帮助个体逃避
或改变与潜在心理问题有关的不适感。因此，感到
抑郁的大学生试图通过在线网站信息的浏览和观看
来逃避或麻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体验，以求得暂时
的心理安慰或心境缓和，其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
[15]

为可能更频繁 。此外，由于抑郁者应对能力的低
下和情绪调节功能的失调，使其更易发生适应不良
[16]

的社会行为 ，而基于社交网站使用的信息浏览行
为具有成本低、即时性、跨时空性等特点，因此在大
学生群体中表现更加凸显。基于此开展的横断研究
[16]

发现，抑郁能够显著预测社交网站成瘾 。目前国
内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抑郁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综上，目前多数研究均基于横断研究设计，难以
澄清两者间的作用方向问题。本研究拟采用纵向研
究在大学生群体中探讨两者的影响方向问题。基于

文献回顾，我们提出假设 H1：大学生抑郁水平能够
预测随后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水平；H2 大学生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能够预测随后的抑郁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哈尔滨市 2 所公立本科院

校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间隔 5 个月进行两次问卷调
查。问卷首次施测时间为 2019 年 2 月，共获得有效

施测人数为 352 人，第二次施测后剩余有效被试为
325 人，流失率为 7.67%。有效被试中，首次施测时
的年龄范围在 18 至 22 岁(M=19.56，SD=0.78)；包含
男生 154 人(47.4%)，
女生 171 人(52.6%)。
1.2

研究工具

1.2.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

由刘庆奇等人

修订 ，为单维度结构，包含 4 个题目(如“浏览社交
[19]

网站上汇总的动态信息”)。采用李克特 1（从不）～5

级（频繁）评分，总分越高表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75 和 0.73。
1.2.2

抑郁量表

由龚栩等人修订 [20]，包含 7 个题

的纵向影响，但德国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对于青少年

目（如“我感到忧郁沮丧”
）。采用李克特 0（从不）～

Facebook 信息浏览相关 。

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

而言无论是在最初还是 1 年后，抑郁均与更多的
[8]

第三种观点认为，抑郁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是交互影响的。抑郁的压力产生假说认为抑郁个体
由于应对技能较差和情绪调节功能存在缺陷，更容
易从事非适应的社会行为，如社交退缩、在线信息浏
览等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这些行为会给抑郁
个体的社交生活带来新的压力，而这反过来可能会

3 级（总是）评分，总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本
为 0.83 和 0.81。
1.3

社交活动中出现认知和情感压力，进而使个体陷入
抑郁循环[8]。目前虽未有研究直接验证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双向影响关系，但相关研究为此
提供了证据支持，如有研究发现问题性互联网络使

采用 SPSS 22.0 计算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积

差相关系数。使用 AMOS23.0 构建交叉滞后模型，
并对模型的显著性和拟合程度进行分析。
1.4

加剧他们最初的抑郁 [17]。简而言之，抑郁个体由于
非适应性的社会行为导致其在社会关系或有意义的

数据处理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交叉滞后分析模

型中包含的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
明，单因子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差（χ2/df=

43.86, NFI=0.74, IFI=0.74, TLI=0.22, CFI=0.74, RM⁃

SEA=0.364），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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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2.1

是在跨 5 个月的测量中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

果

前后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前后测抑郁水平均呈

初步分析
平均值、标准差、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重

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无论是在同时间点的测量中还
表1

SD

2

0.51

0.59**

-

0.76

0.37**

0.95

0.54

3.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T1)

2.63

0.79

0.96

4.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T2)

2.80

注：**P<0.01，后三列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数据。

2.2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在 AMOS23.0 中建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

郁的交叉滞后回归模型。结果表明，
自回归路径中，
T1 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能够正向预测 T2 的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T1 的抑郁水平能够预测 T2 的抑郁
水平。交叉滞后回归路径中，T1 的抑郁能够预测 T2

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但 T1 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并不能预测 T2 的抑郁水平(见图 1)。
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T1）
0.33***

0.51***

0.16***

抑郁(T1)

0.01

0.59***

3

讨

-

0.34**

0.22**
0.41**

3
-

0.57**

F

P

η p2

0.05

0.82

0.000

10.15

0.002

0.030

持了网络补偿理论[14]。处于抑郁状态的大学生内心
充满了无聊感和倦怠感，缺乏与他人主动交流和沟
通的积极性，因此可能会借助现代化的移动互联网
站通过浏览更新的信息，查看他人更新的状态等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以逃避这种消极的情绪体
验，缓解内心的空洞感[15]。另外，由于抑郁水平较高
的大学生本身意志控制的能力也存在不足，所以寻
求建设性策略解决内心消极状态的动机较弱，更可
能以自发的形式被动地使用社交网站进行非理性的

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T2）
0.26***
抑郁(T2)

注：为简化模型，图中未呈现残差项；
***P<0.001。

图1

到了显著水平。

1

1.抑郁(T1)
2.抑郁(T2)

幅度较为稳定，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上升幅度达

主要变量的初步分析(n=325)

M

变量

显著正相关。此外，结果还显示，大学生抑郁的增加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论

本研究采用间隔 5 个月的纵向设计发现，大学

逃避和应对[16]。本结果同 Scherr 等人的研究结论一
致 [8]，抑郁水平不仅导致个体在 Facebook 上产生更

多信息浏览行为，在其他社交网站中也存在类似的
被动性使用行为。本结果还拓展了 Scherr 等人的研

究结论，表明抑郁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可
能具有跨文化稳定性，是一种普遍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最初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水平对 5 个月后的抑郁水平预测作用不显著，未

能验证假设 2，同时未能为置换假说和压力产生假
说的观点提供证据支持[9，17]，说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生抑郁水平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水平在前后两次

用与抑郁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被动性社交

测量间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程

网站使用不是导致抑郁的原因而是抑郁造成的结

度的跨时间稳定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抑

果。虽然有横断研究认为，被动性社交使用可能是

郁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最初的基线水平能够分别

抑郁产生的社会风险因素 [11，21]，但在本研究中未支

正向预测 5 个月后的抑郁水平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水平，尤其是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在 5 个月内就

持这一看法。这表明，对于抑郁的形成而言，
被动性

发现了显著的恶化现象，使用的程度显著增加。说

有其他因素或混淆变量在起作用。这很符合抑郁症

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有可能像网络游戏成瘾一

的临床观点，即心理健康被视为一种多因素综合征，

样，
最终演变为成瘾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压力源可能是抑郁症发作的唯一原因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最初的抑郁水平能够正向预

测 5 个月后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水平。该结果验
证了假设 1，且与 Scherr 的结论较为一致 ，同时也支
[8]

社交网站使用并不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因素，可能还

[13]

。类似的研究发现，在青少年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没有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影响抑郁症状的证据，但
抑郁症状却能够对个体的社交网站使用产生影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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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更长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
时间与 8 年时间里抑郁水平的增加无关 。本研究
[13]

结果与之类似，但今后应考虑缩短追踪研究的间隔
时间，以便检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是否会对抑郁
状态产生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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