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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提升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交

网络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兴的、重要的交往

沟通方式。在庞大的网民群体中，25岁以下的青少

年用户在网络交流上极为活跃。随着 4G网络的普

及和5G网络的兴起，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网民越

来越容易出现社交网络使用过度的问题，主要体现

为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和频率的增加。当个体对社交

网络的使用存在依赖性、出现戒断反应并对日常生

活造成了消极影响时，即形成了社交网络成瘾（So⁃
cial network site addiction）[1]。社交网络成瘾会对个

体的身心健康、社会功能等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大

学时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探究社交网络

成瘾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常被认为是网络成瘾

的影响因素之一。Davis[2]的“认知—行为”成瘾理论

模型提出，网络成瘾的形成因素包括近端因素和远

端因素两个方面。在成瘾的发展过程中，最开始产

生的因素称为远端因素，如环境、心理病理等因素；

而近端因素处于发展过程终点位置，如个体对自己

和环境的非适应性认知。社交焦虑就属于网络成瘾

的远端因素。Kim 等[3]指出，社交焦虑水平高的人更

容易网络成瘾。社交焦虑情况与智能手机的过度使

用也密不可分[4，5]。Lee 等人[6]的研究证实，人们选择

使用手机媒体进行社交以逃避现实交往中存在的社

交焦虑，是导致社交网络使用过度的原因之一。

但在实际情况中，并不是所有高社交焦虑水平

的大学生都会出现社交网络使用过度的问题。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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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i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Methods: 970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nd
were assessed by using the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Bergen Facebook Addiction Scale (BFAS) and the Inten⁃
tional Self-regulation Test. Results: (1)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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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过程中，可能有其他因

素进行调节 [7]。意向性自我调节（Intentional self-
regulation）是青少年逐渐成熟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

节形式，指个体积极主动地调节需求、资源与个人目

标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增强个体功能或者优化自我

发展的过程 [8]。从带补偿的选择性优化（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认知发展观来

看，个体通过选择、优化和补偿来调节自身与环境的

关系 [9]，该理论是意向性自我调节这一概念提出的

基础。意向性自我调节对青少年健康发展有重要作

用[10]。研究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学校氛围对青

少年吸烟行为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11]；父母体罚

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在意向性自我调节水

平低的青少年中更明显[12]。

意向性自我调节作为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调节机制，我们假设其在社交焦虑和社交网络成瘾

之间也存在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湖南

省 5所大学的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

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 970份（80.83%）。其中男生

261人，女生 709人；大一年级 522人，大二年级 250
人，大三年级198人；平均年龄为18.92（±1.24）岁。

1.2 方法

1.2.1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 Leary[13]的交往焦虑量

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彭纯子[14]等

人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适合在

我国大学生群体中使用。该量表包含15个项目，采

用5级评分（1表示“一点也不符合”，5表示“极其符

合”），得分越高表示受测者社交焦虑程度越高。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
1.2.2 卑氏Facebook成瘾量表 采用Andreassen[15]

编制的卑氏 Facebook 成瘾量表（Bergen Facebook
Addiction Scale，BFAS）。该量表包括6个项目，分别

测量 6个核心的成瘾成分：突显性、耐受性、情绪改

变、失去控制、戒断、冲突/功能损害。采用5级评分

（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社交

网络成瘾倾向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
bach α系数为0.80。
1.2.3 意向性自我调节测验 采用代维祝等[16]修订

的版本，该量表包括9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1表示

“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和”），要求被试报告

在过去六个月里其对于目标的选择、优化和补偿的

情况，得分越高表示受测者的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

越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3.0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处理。

2 结 果

2.1 大学生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和社交网

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呈显

著正相关，社交网络成瘾与意向性自我调节呈显著

负相关，见表1。
表1 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与社交网络成瘾的相关（r）

注：**P<0.01，***P<0.001。
2.2 大学生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和社交网

络成瘾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交焦虑在性别上差异显著，

女生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大学生社交网络

成瘾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社交

焦虑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交网

络成瘾、意向性自我调节差异性显著，见表2。事后

检验显示，大一、大二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显著

高于大三学生（P<0.05）；大一学生的社交网络成瘾

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学生（P<0.05）。
2.3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社交

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差异检验的结果，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

变量也纳入调节效应模型，以社交网络成瘾为因变

量，性别、年级、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以及社交

焦虑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调节

作用检验，见表3。
结果显示，在模型二中，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后，

社交焦虑对社交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意向性自我调节对社交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在模型三中，社交焦虑与意向性自我

调节的交互项对社交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表

明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络

成瘾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1社交焦虑

2意向性自我调节

3社交网络成瘾

1
1

-0.035
0.249***

2

1
-0.09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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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社交焦虑

意向性自我调节

社交网络成瘾

男

41.09±9.00
30.86±6.13
13.41±4.08

女

43.66±9.36
31.30±5.89
13.91±4.11

t
-3.821***
-1.021
-1.673

大一

42.93±9.23
31.80±5.37
13.95±4.00

大二

42.95±9.64
31.16±6.79
13.98±4.32

大三

43.11±9.23
29.58±6.04
13.02±4.04

F
0.27

10.103***
4.253*

性别

年级

社交焦虑

意向性自我调节

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

R2

Adjust R2

R2变化量

F

模型一

β
0.077

-0.095

0.012
0.010
0.012
5.688**

t
2.338*

-2.905**

模型二

β
0.072

-0.104
0.240

-0.100

0.081
0.077
0.069

36.360***

t
2.265*

-3.255**
7.775***

-3.186**

模型三

β
0.077

-0.107
1.060
0.334

-0.920
0.091
0.087
0.010

11.078***

t
2.416*

-3.340***
4.272***
2.494*

-3.328**

为了考察意向性自我调节是如何调节社交焦虑

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进一步做简单斜率检验，以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均值以及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

为高中低三组结果发现，随着社交焦虑得分的增加，

社交网络成瘾得分不断增大，在意向性自我调节的

高水平组（β=0.035，t=2.533，P=0.012）、中水平组

（β=0.080，t=8.441，P=0.000）和低水平组（β=0.124，
t=6.742，P=0.000）中，社交焦虑均能正向预测社交网

络成瘾，在同等社交焦虑水平下，意向性自我调节水

平越高的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越低。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络成瘾呈显

著正相关，这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张志云[17]在

大学生群体中的调查发现，社交焦虑能够显著正向

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的使用；朱柏洁[18]发现大学生

社交焦虑情况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显著相关。社交

焦虑的大学生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会出现不必要

的紧张感、恐惧感，由于不善言辞或缺乏待人接物的

能力，他们担心自己的言行是否妥当，害怕别人的负

面评价，因此对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产生回避。而社

交网络能够满足他们对人际交往的需求，同时还能

够避免现实社交带来的不舒适感，减轻焦虑等负面

情绪。大学生试图以使用社交网络来缓解现实中的

社交焦虑，但如果对网络使用的自我调节不足，则难

以控制使用时间和频率，当社交网络逐渐成为现实

社交的替代品时，使用者容易产生依赖，形成社交网

络成瘾。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调节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的社交

焦虑与社交网络成瘾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社交焦虑

能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在同等社交焦虑水平下，

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越高的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

倾向越低。

结合 SOC认知发展理论，高意向性自我调节的

大学生，往往能够选择一些更好的方法和策略去缓

解、改善社交焦虑，即使他们的选择出现错误，也能

及时地通过补偿策略来弥补损失，重新回到正确的

方向。根据高文斌和陈祉妍 [19]提出的“失补偿”理

论，因社交焦虑而产生社交网络使用过度问题时，个

体会努力进行修复，若修复成功，即成为建设性补

偿，若修复失败，即成为病理性补偿，而社交网络成

瘾便是病理性补偿的具体体现。意向性自我调节成

为这一阶段的调节机制，使建设性补偿恢复常态，个

体可恢复正常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外界与个人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外界也取决于

个人。在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时，容易从消极的角

度看问题，而忽略了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

性，即个体能否通过自身的调节，去避免或者缓解问

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本研究结果显示，意向性

自我调节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络成瘾之间

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为社交网络成瘾的预防和

干预提供了新思路。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可能很难

从问题的原因入手，打破社交焦虑和社交网络成瘾

表2 大学生社交焦虑、意向性自我调节与社交网络成瘾的性别和年级差异（χ±s）

注：*P<0.05，***P<0.001。
表3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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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循环，但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角度看，选择、优

化、补偿这三种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的[20]。

所以，不论是学校、家长还是大学生本人，都应重视

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充分了解自己，合理设置目标，积极选择方向，勇

于补偿错误。通过促进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的发

展，调节好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促

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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