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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社交自我效能感与社交满意度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往焦虑间的作用ꎬ为寻求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改善青少年社交能力的路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问卷、手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偏好影响因

素问卷和交往焦虑量表ꎬ按照年级整群分层方式选取全国 １１ 所中学和大学的 ２ ０５６ 名学生进行调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和偏

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间法进行分析ꎮ 结果　 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和交往焦虑呈

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５４ 和 ０.３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社交自我效能感与社交满意度呈正相关( ｒ ＝ ０.２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对交往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０.１８７ꎬＰ<０.０１)ꎬ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对交往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β 值分别为－０.３７０ 和－０.０９０ꎬＰ<０.０１)ꎮ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可以分别通过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满意

度 ２ 条间接路径对交往焦虑产生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为 ０.１５２ꎬ９５％ＣＩ＝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５)ꎮ 结论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可以通过

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降低青少年的交往焦虑ꎬ改善和提高社会交往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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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

的重大改变ꎬ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变化[１]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往往

会导致个体的睡眠障碍、抑郁倾向、低挫折耐受性、自
卑、学习成绩下降、盗窃行为、社会交往缺陷等心理与

行为问题[２] ꎮ 然而ꎬ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也可满足个

体的自尊、归属、认同以及社会交往需要ꎬ提高个体的

自尊水平ꎬ减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ꎬ从而提高个体

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３] ꎮ 尤其是当个体在现

实生活中存在人际关系困扰和交往焦虑时ꎬ就会更倾

向于使用移动社交网络ꎬ并更易于产生成瘾行为[４] ꎮ
社会交往技能缺失以及社交焦虑是人们使用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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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一个重要原因ꎬ合理的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也可以

达到改善和提高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的作用[５] ꎮ 以

往研究认为社会交往能力受到个体社会交往效能感

和社交满意度的影响ꎬ社交自我效能感是个体认为自

己有能力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能力ꎬ社交

满意度是个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主观体验到的

积极或消极情绪情感[６] ꎮ 本研究试图探究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是否会通过个体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

满意度ꎬ间接降低个体的交往焦虑水平ꎬ从而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为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寻找新的

路径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全国 ５ 个省区(内蒙古、宁
夏、甘肃、河北、湖北)１１ 所中学和大学进行调查ꎬ按照

年级分层整群抽取的方式发放问卷ꎬ共发放问卷 ２ ３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０５６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８９ ３９％ꎬ被
试年 龄 为 ( １６ ２５ ± ２ ４５ ) 岁ꎮ 其 中 男 生 ６８８ 名

(３３ ５％)ꎬ女生 １ ３６８ 名(６６ ５％)ꎻ高中生 ８３０ 名[高

一 ３２２ 名(１５ ７％)ꎬ高二 ４３４ 名(２１ １％)ꎬ高三 ７４ 名

(３ ６％)]ꎬ初中生 ５９４ 名[初一 ９８ 名( ４ ８％)ꎬ初二

１６４ 名(８ ０％)ꎬ初三 ３３２ 名(１６ １％)]ꎬ大学生 ６３２ 名

[大一 ２５４ 名( １２ ４％)ꎬ大二 ２１２ 名 ( １０ ３％)ꎬ大三

１６６ 名(８ １％)]ꎮ 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与调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问卷 　 采用姜永志等

(２０１６)编制的«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问卷» [７] ꎬ问卷

共 １７ 个题目ꎬ包括消极心境、沉浸体验、时间延长、行
为效率降低 ４ 个维度ꎮ 问卷采用 １ ~ ５ 的 ５ 点计分ꎬ各
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在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各方面

倾向越明显ꎬ问卷总得分越高表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

使用行为越严重ꎮ 该问卷的最初施测对象为大学生ꎬ
本研究由于测量对象包含了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

生ꎬ因此量表在对中学生进行施测前进行了相应的语

言处理ꎬ使表达更符合中学生ꎮ 本研究中问卷各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９ ~ ０.９２ꎬ总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ꎻ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ꎬ问卷结构效度良

好(χ２ ＝ / ｄｆ ＝ ５. ０２２ꎬＧＦＩ ＝ ０. ９１４ꎬＴＬＩ ＝ ０. ９２３ꎬＡＧＦＩ ＝
０ ９１４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２)ꎮ
１.２.２　 手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偏好影响因素问卷 　
采用姜永志 ２０１６ 年修订宋姜编制的«网络社交偏好

影响因素问卷» [８] ꎬ修订后的问卷题目内容调整为移

动社交网络ꎬ包括 １７ 个题目ꎬ分为社交自我效能、网络

社交普及、手机网络社交卷入和线下社交满意度 ４ 个

维度ꎮ 问卷采用 １ ~ ５ 的 ５ 点计分ꎬ各维度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手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受其影响越大ꎮ 问卷

各因子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７４ ~ ０.８３ 之间ꎬ验证性

因素分析表明ꎬ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χ２ ＝ / ｄｆ ＝ ５.４９８ꎬ
ＧＦＩ ＝ ０. ９４７ꎬ ＴＬＩ ＝ ０. ９３３ꎬ ＡＧＦＩ ＝ ０. ９４１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８)ꎮ 本研究仅选取其中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线

下社交满意度 ２ 个维度用于研究ꎮ
１.２.３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 Ｌｅａｒｙ(１９８３)编制的«交

往焦虑量表» [９] ꎮ 量表的中文版由彭纯子等 ２００４ 年

修订ꎬ量表由 １５ 个项目构成ꎬ主要用于评定独立于行

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ꎮ 量表采用 １ ~ ５
的 ５ 点计分ꎬ得分越高代表个体主观体验到的交往焦

虑水平越高ꎮ 该问卷的最初施测对象为美国大学生

样本ꎬ本研究由于测量包含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ꎬ
因此量表在对中学生进行施测前进行了相应的语言

处理ꎬ使表达更符合中学生ꎮ 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ꎬ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

度良好(χ２ / ｄｆ ＝ ４.８９６ꎬＧＦＩ ＝ ０.９１５ꎬＴＬＩ ＝ ０.９２４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２８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７)ꎮ
１.３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同一

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ꎬ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ꎬ需
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ꎮ 研究主要采用程序控

制和统计控制避免共同方法偏差ꎬ首先研究的问卷施

行统一指导语、统一施测ꎬ研究人员事先经过相关的

培训ꎬ使研究程序尽量标准化ꎻ其次ꎬ根据前人研究采

用了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统计控制[１０] ꎬ使用所

有原始题目进行因素分析ꎬ探索性因素分析后提取的

第 １ 个因子解释变异的 １８.１３％ꎬ低于 ４０％的临界值ꎬ
表明本研究使用问卷法获得的数据受共同方法偏差

影响较小ꎬ数据可以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基本的描述

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ꎬ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１１] ꎮ 研究在 ＳＰＳＳ
中使用 Ｈａｙｅｓ(２０１２)开发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进行分析ꎬ本
研究从原始样本中有放回的抽取 ５ ０００ 个样本估计中

介效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ꎬ选择 Ｈａｙｅｓ 提供 ７６ 个典型模

型的模型 ６ 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青少年消极心境、沉浸

体验、时间延长、行为效率降低、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满意度、交往焦虑得分依次为

(２.２６０±０.９２７)(２.５３１±０.８５１) (２.４８０±０.９６７) (２.６１７±
１.０２４)(２.４７６±０.７４６) (２.５２２±０.９１４) (２.７７９±０.８７６)
(２.４８８±０.６０７)分ꎮ 由表 １ 可知ꎬ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

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及各因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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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自我效能感和交往焦虑均呈正相关 (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ꎻ社交自我效能感与社交满意度间呈正相关(Ｐ<

０ ０１)ꎻ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满意度与交往焦虑间呈

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１　 青少年各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２ ０５６)

变量 消极心境 沉浸体验 时间延长 行为效率降低
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

社交自我

效能感
社交满意度

沉浸体验 ０.５８６∗∗

时间延长 ０.６６１∗∗ ０.５６１∗∗

行为效率降低 ０.４３２∗∗ ０.３７３∗∗ ０.４８０∗∗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０.８３０∗∗ ０.７９８∗∗ ０.８４１∗∗ ０.７２１∗∗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９∗∗ ０.２２６∗∗ ０.３２５∗∗ ０.３５４∗∗

社交满意度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４∗∗

交往焦虑 ０.２７７∗∗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３３∗∗ ０.３１８∗∗ －０.４５６∗∗ －０.１７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研究变量对交往焦虑的回归分析　 以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为预测变

量ꎬ以交往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ꎮ 由表 ２
可知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交往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ꎬ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对交往焦虑具有负

向预测作用(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２　 青少年各量表得分对交往焦虑的回归分析(ｎ ＝ ２ ０５６)

分层　 预测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Ｒ２ 值 Ｆ 值
１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０.２５９ ０.０１７ ０.３１８ １５.２１１∗∗ ０.１０１ ２３１.３７７∗∗

２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７９ ８.６９１∗∗ ０.２３６ ３１７.８０８∗∗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４ －０.３９３ －１９.０６３∗∗

３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０.３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８７ ９.９０９∗∗ ０.２４３ ２２０.８４５∗∗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４６ ０.０１４ －０.３７０ －１７.５１０∗∗

社交满意度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０ －４.５６０∗∗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社交自我效能感与社交满意度的双重链式中介

根据假设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ꎬ结果显示ꎬ链式间接效应

模型有统计学意义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交往焦虑的

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５２ꎬ９５％ＣＩ ＝ ０ １１９ ~ ０ １８５ꎬ移动社交

网络使用对交往焦虑的总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０７ꎬ９５％ＣＩ ＝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２６ꎮ 总间接效应 ３ 条间接效应构成:第 １
条间接效应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

→交往焦虑(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０６ꎬ９５％ ＣＩ ＝ － ０ １２６ ~
－０ ０８８ꎬ效应比 ａｂ / ｃ’ ＝ ７０ ３９４％)ꎬ表明社交自我效

能感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往焦虑间起中介效应ꎻ
第 ２ 条间接效应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社交自我效能

感→社交满意度→交往焦虑(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０６ꎬ９５％
ＣＩ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３ꎬ效应比 ａｂ / ｃ’ ＝ ３ ９４７％)ꎬ表明

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与交往焦虑间起链式中介效应ꎻ第 ３ 条间接效应为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社交满意度→交往焦虑(间接效应

为 ０ ００５ꎬ９５％ ＣＩ ＝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２ꎬ效应比 ａｂ / ｃ’ ＝
３ ２８９％)ꎬ表明社交满意度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

往焦虑间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青少年社交自我效能感与社交满意度的双重链式中介模型

３　 讨论

３.１　 移动社交网络与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满意度和

交往焦虑的关系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建立、维持和

发展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ꎬ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

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及各因子

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存在正相关ꎬ即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社交自我效能感ꎬ与 Ｃｈｉｕ 的研究结

果一致[１２] ꎮ 社交自我效能感是青少年认为自己有能

力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能力ꎬ具有高社交

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性格开朗、热情ꎬ能够站在他

人角度考虑问题ꎬ具有较好的共情能力ꎬ他们在这种

虚拟环境中可以较为放松地展示自我并与他人进行

交流[１３] ꎮ 尽管过度的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存在成瘾的

风险ꎬ但适度的使用可提高青少年社交自我效能感ꎬ
使其社交技能得到一定的锻炼和提高ꎬ尤其是对于在

现实社交中存在羞怯、焦虑的个体ꎬ移动社交网络提

供的社交平台能够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ꎮ
研究也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往焦虑存在

正向关系ꎬ并对交往焦虑存在正向预测作用ꎬ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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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 ꎮ 交往焦虑是个体害怕与他人面

对面交流ꎬ害怕受到别人评价的一种社会交往障碍ꎬ
使社交焦虑个体产生了与他人的疏离ꎮ 以往研究表

明ꎬ交往焦虑和人际关系困扰是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

用行为的重要原因ꎬ而且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也会进一

步增加个体的交往焦虑水平ꎮ 智能手机的使用为交

往焦虑个体提供维持社会交往关系的新纽带ꎬ他们更

愿意通过移动社交网络进行交往ꎮ 但心理学研究也

发现ꎬ长时间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可以引起现实社交焦

虑和睡眠障碍[１５] ꎮ 有研究认为ꎬ具有移动社交网络过

度使用倾向的个体更易产生交往焦虑ꎬ原因在于这些

个体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本身就存在人格缺陷或社交

缺陷ꎬ导致他们在移动社交中期望更多关注和与更多

人交流ꎬ往往沉溺其中而忽略现实中的人际交往ꎬ以
至于现实生活中的交往焦虑水平加剧[１６] ꎮ

研究还发现ꎬ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与交

往焦虑间存在负相关ꎬ且二者均能负向预测交往焦

虑ꎬ即青少年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越高ꎬ交
往焦虑水平越低ꎮ 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是

影响社会交往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ꎬ具有较高水平社

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满意度的青少年往往乐于与他

人进行社会交往ꎬ并能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积极心理体

验ꎬ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ꎬ进而降低

交往焦虑水平ꎬ促进社会交往能力的积极健康发展ꎮ
３.２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降低交往焦虑的内部机制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虽然会增加青少

年的交往焦虑水平ꎬ但是可以通过社交自我效能感和

社交满意度降低交往焦虑水平ꎬ改善和提升青少年的

社会交往能力ꎮ 研究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可以通过 ３
条路径作用于交往焦虑:第 １ 条路径是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交往焦虑ꎬ通过该路径可以

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可以改善和提高个体的社交

自我效能感ꎬ使青少年在虚拟的移动社交网络中体验

到自尊感、归属感和价值感ꎬ提升社交自我效能感ꎬ并
迁移到现实社会交往中ꎬ降低了现实交往中的交往焦

虑ꎻ第 ２ 条路径是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社交自我效能

感→社交满意度→交往焦虑ꎬ通过这条路径可以发

现ꎬ移动社交网络可通过改善和提高青少年的社交自

我效能感ꎬ使青少年体验到更高的社交满意度ꎬ并迁

移到现实社会交往中ꎬ降低了现实交往中的交往焦

虑ꎻ第 ３ 条路径是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社交满意度→
交往焦虑ꎬ通过这条路径可以发现ꎬ移动社交网络使

用并不能直接带给个体积极的社交满意度ꎬ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交满意度ꎬ只是这种效应并不显

著ꎮ 对于在现实社交中存在社交不良的个体ꎬ移动社

交网络的使用能够暂时缓解现实交往困扰和焦虑水

平ꎬ并提高社交满意度ꎬ但是如果沉迷于移动社交网

络中ꎬ则会使个体忽略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ꎬ出现待人冷漠、漠不关心的行为[１７] ꎬ导致现实社交

满意度下降ꎮ
从 ３ 条路径来看ꎬ移动社交网络主要通过前 ２ 条

路径对交往焦虑发生作用ꎬ尤其是第 １ 条路径中社交

自我效能感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往焦虑间的中

介效应值达到 ７０.３９４％ꎬ远远高于第 ２ 条路径效应值

(３.９４７％)ꎮ 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交往焦虑的作用

机制中ꎬ社交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占据主

导ꎬ而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满意度在移动社交网络

使用与交往焦虑发生的作用中相对较弱ꎮ 不过ꎬ从整

体上来看ꎬ在改善和提高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方面ꎬ２
条路径均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可见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并非总是对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发展和其它心理与行

为产生消极影响ꎬ在一定程度上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可

以通过改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提高社交满体度ꎬ来降

低青少年现实社会交往中的焦虑水平ꎮ
综上所述ꎬ笔者认为:首先ꎬ在现实的家庭、学校

和社会教育中ꎬ家长和教师应辩证看待青少年使用移

动社交网络的行为ꎻ其次ꎬ对于青少年使用移动社交

网络应持有宽容的态度ꎬ适当鼓励青少年在移动社交

网络中与他人建立交往联系ꎬ并进行自我表达ꎬ将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作为现实生活社会交往的必要延伸ꎬ
促进青少年提高社交自我效能感ꎻ再次ꎬ家庭、学校和

社会还应以不同形式和恰当正确的方式对青少年予

以积极引导ꎬ培养青少年健康的媒介素养ꎬ使他们能

够明辨移动社交网络中不同的价值取向ꎬ不在没有根

据的情况下随意下载和转载不当言论ꎻ最后ꎬ避免青

少年长时间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ꎮ 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ꎬ智能化社交已经成为发展趋势ꎬ揭示移动互联

网时代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改善和提高的作用机制

十分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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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心理健康教育需求入手ꎬ利用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提高转学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ꎬ目的是帮助

他们营造一个舒适的校园环境ꎬ减少转学初中生的焦

虑倾向ꎮ 结果表明ꎬ心理健康教育能够降低转学初中

生的心理焦虑水平ꎬ而且干预效果稳定ꎮ 心理健康教

育的干预帮助转学学生理解人的社会情感ꎬ以及如何

解决生活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挫折ꎬ如何正确处理

与同学、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等ꎬ从而使转学初中

生更有效地认清当前变化的环境ꎬ以更恰当地方式面

对新的生活ꎬ降低转学初中生的困惑和焦虑情绪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ꎬ中小学生转学现象越来越

普遍ꎬ尤其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及撤点合并的学校ꎮ 本

研究结果表明ꎬ恰当的心理健康教育可有效降低转学

学生心理焦虑水平ꎮ 因此ꎬ建议逐步探索将此套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和教材逐步推广至打工子弟学校、撤点

合并学校等转学现象更为普遍的学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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