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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发展变化及相互关系ꎬ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资料ꎮ
方法　 采用间隔 １ 年的纵向追踪设计ꎬ使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ＰＳＮＳＵＳ)和错

失恐惧症量表(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ꎬＦＯＭＯＳ)ꎬ对黑龙江省 ２ 所高校方便抽取的 ６５２ 名大学生进行先后 ２ 次测量ꎬ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对所得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分析ꎮ 结果 　 ２ 次测量的 ＰＳＮＳＵＳ 与 ＦＯＭＯＳ 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ꎬ０.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ꎬ控制了变量在前测和后测的相关ꎬ前测 ＰＳＮＳＵＳ 对后测 ＦＯＭＯＳ 的预测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０.５５ꎬＰ<０.０１)ꎬ且在女生群体中该预测作用更强(β＝ ０.６０ꎬＰ<０.０１)ꎻ前测 ＦＯＭＯＳ 对后测 ＰＳＮＳＵＳ 的

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０.１１ꎬＰ<０.０５)ꎬ且在男生群体中该预测作用更强(β ＝ ０.３３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的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存在双向预测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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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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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失焦虑症(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ꎬＦＯＭＯ)指因担心
缺席他人有价值的经历而产生的一种弥漫性焦虑ꎬ表
现为渴望持续与他人所经历的事情保持联系[１] ꎮ 作
为一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ꎬＦＯＭＯ 对个体的心理社会
适应(如线上易感性、抑郁、孤独感)与特定行为(如饮
酒、手机成瘾、低头症)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５] ꎮ 有研究
表明ꎬ个体将大部分上网时间用于浏览、搜查信息ꎬ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占用个体较长的时间[６] ꎬ容易产
生孤独、焦虑等消极情绪[７－８] ꎮ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是 ＦＯＭＯ 产生的重要因素[９] ꎮ 此外ꎬ社交媒介使用强
度作为社交网站使用的显著特征ꎬ已有横纵向研究表
明ꎬ个体的社交媒介使用强度与 ＦＯＭＯ 呈正相关ꎬ且
可以预测 ６ 个月后的错失焦虑水平[２ꎬ１０] ꎮ 另有研究发
现ꎬ 错失焦虑症也是社交媒体使用的重要预测变

量[１ꎬ１１] ꎮ Ｂｕｇｌａｓｓ 等[２]研究表明ꎬ错失焦虑症可以提高
个体在网站中的自我提升行为(如美化照片、修饰信
息等)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进行间隔 １ 年的纵向
追踪研究ꎬ考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
发展变化及相互关系ꎬ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ꎬ选取黑龙江省 ２ 所高
校的 ４ 个班级ꎬ共 ７１２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进行第 １ 次测量ꎬ发放问卷 ７１２ 份ꎻ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对同一批学生进行第 ２ 次测量ꎬ发放问卷 ７１２
份ꎮ 有效配对问卷 ６５２ 份ꎬ其中男生 ２６７ 名ꎬ女生 ３８５
名ꎻ城市学生 ４２４ 名ꎬ农村学生 ２２８ 名ꎻ独生子女 ４２７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２２５ 名ꎻ文科生 ９８ 名ꎬ理科生 ４２９ 名ꎬ
工科生 １２５ 名ꎮ 该调查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ＰＳＮＳＵＳ) [１２] 　 由刘庆奇修订ꎬ共
４ 个条目ꎬ采用 １(完全不符合) ~ ５(完全符合)５ 点计
分ꎬ得分越高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越高ꎮ 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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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主动性使用行为对结果的影响ꎬ使用指导语提醒被
试本次调查不包含任何在社交网站中表露信息的情
况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在 ２ 次测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分别为 ０.７９ꎬ０.７５ꎮ
１.２.２　 错失焦虑症量表(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ꎬＦＯ￣
ＭＯＳ) [１３] 　 该量表由宋小康等编制ꎬ共 １６ 个条目ꎬ采
用 １(很不同意) ~ ５(不同意) ５ 点计分ꎬ包含 ４ 个维
度:心理动机、认知动机、行为表现与情感依赖ꎬ得分
越高ꎬ错失焦虑症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在 ２ 次
测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７ꎬ０.８６ꎬ各维度在 ２
次测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７ꎬ０.７８ꎬ０.６９ꎬ０.７７
和 ０.５２ꎬ０.７２ꎬ０.７０ꎬ０.７４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ꎬＭＰＬＵＳ ７.４ꎬＡＭＯ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ꎮ 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察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在时间和性别上
的稳定性ꎻ采用偏相关分析考察两变量在 ２ 次测量中
的相关性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交叉滞后模型考察
２ 个变量的相互预测关系ꎻ采用多群组分析考察交叉
滞后模型的性别差异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 次测量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
错失焦虑症的均分见表 １ꎮ 以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变
量ꎬ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做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ꎮ
以 ＰＳＮＳＵＳ 得分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ꎬ时间
(Ｆ ＝ ３７４.８４ꎬＰ<０.０１ꎬη２ ＝ ０.３７)、性别( Ｆ ＝ ３０.２４ꎬＰ<
０.０１ꎬη２ ＝ ０.０４)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时间与性别
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ꎮ 以 ＦＯＭＯＳ 得分为因变量
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ꎬ时间(Ｆ ＝ １１１.３５ꎬ Ｐ<０.０１ꎬη２ ＝
０.１５)、性别(Ｆ ＝ ４.８０ꎬ Ｐ<０.０１ꎬη２ ＝ ０ .０１)的主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ꎬ时间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ꎮ
此外ꎬ鉴于变量之间的性别差异ꎬ区分性别进行相关
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同一时间点和不同时间点上错失焦
虑症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均呈正相关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生各量表 ２ 次测量得分(ｘ±ｓ)

性别 测量次数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错失焦虑症
男(ｎ ＝ ２６７) １ ３.０１±０.５２ ３.０３±０.５５

２ ２.７８±０.５２ ２.５７±０.４８
女(ｎ ＝ ３８５) １ ２.９５±０.５５ ２.８６±０.５６

２ ２.６８±０.５９ ２.３２±０.６７

２.２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交叉滞后

分析　 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１４] 分别考察在不同
性别群体中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交
叉滞后关系ꎬ两模型均拟合良好( χ２ / ｄｆ ＝ ４ ４６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ꎬ ＣＦＩ ＝ ０ ９３ꎬ ＩＦＩ ＝ ０ ９２ꎬ ＣＦＩ ＝ ０ ９２ꎻ χ２ / ｄｆ ＝
４ ８３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８ꎬ ＣＦＩ ＝ ０ ９２ꎬ ＩＦＩ ＝ ０ ９２ꎬ ＣＦＩ ＝
０ ９１)ꎮ

控制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在前
测和后测的相关性后ꎬ男生前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对后测错失焦虑症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 β ＝
０ ４８ꎬｔ ＝ ６ ０７ꎬＰ<０ ０１)ꎬ前测错失焦虑症对后测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 ３３ꎬｔ
＝ ４ ４９ꎬＰ<０ ０５)ꎻ女生前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后
测错失焦虑症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 ６０ꎬｔ ＝
１０ ３８ꎬＰ<０ ０１)ꎬ前测错失焦虑症对后测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 β ＝ ０ １５ꎬ ｔ ＝
２ ２６ꎬＰ<０ ０５)ꎮ 见图 １ ~ ２ꎮ

图 １　 男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交叉滞后模型

图 ２　 女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交叉滞后模型

２.３　 性别差异　 采用多群组分析考察变量间关系模
式是否具有性别差异ꎬ结果表明ꎬ限定模型(结构权重
相等)拟合良好( χ２ / ｄｆ ＝ ５ ３２ꎬＲＦＩ ＝ ０ ３９ꎬＧＦＩ ＝ ０ ９７ꎬ
ＴＬＩ ＝ ０ ９５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８)ꎮ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
限定模型与非限定模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８ ５８ꎬＰ<０ ０１)ꎮ 进一步分析性别在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到错失焦虑症中的作用ꎬ男、女组模型中路径系
数分别为 ０ ４９ꎬ０ ６１ꎬ参数间差异的临界比值为 ２ ０７>
(１ ９６) [１４] ꎬ表明相较于男生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
女生的错失焦虑症影响更大ꎮ 同样方法考察性别在
错失焦虑症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中的作用ꎬ男、女
组模型中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３ꎬ０ ０２ꎬ参数间差异的
临界比值为 ３ ４９( >１ ９６)ꎬ表明相较于女生ꎬ错失焦
虑症的男生更容易诱发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ꎮ

３　 讨论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考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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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错失焦虑症之间的关系ꎬ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同
一时间点和不同时间点上错失焦虑症与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均呈正相关ꎮ 同时ꎬ研究通过交叉滞后分析
表明ꎬ前测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后测错失焦虑症
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与 Ｂｅｙｅｎｓ 等[９]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是一种信息浏览行为ꎬ可
以整合他人的实时状态及集体活动信息ꎮ 一方面网
络信息丰富性、新颖性强ꎬ个体易对实时获取网络信
息形成依赖ꎬ一旦不能更新就会产生焦虑情绪ꎻ另一
方面ꎬ网站信息的可编辑性使信息偏理想化、积极化ꎬ
在嫉妒、好奇等复杂心理的影响下ꎬ个体浏览的优势
化信息越多ꎬ越易引发对他人状态的实时关注ꎮ 此
外ꎬ社交网站是交友平台ꎬ当个体浏览到自己缺席了
朋友们的集体活动ꎬ会担心错失朋友间有意义的经历
而无法融入社交圈ꎬ产生焦虑情绪ꎮ 因此ꎬ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是错失焦虑症的重要预测因素ꎮ

前测错失焦虑症对后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
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１] ꎮ 根
据自我决定理论ꎬ错失焦虑症源于基本心理需求的缺
失ꎬ如自主需求、关系需求[１５] ꎮ 一方面社交网站信息
的可修饰性、更新朋友圈的可控制性可以满足个体的
自主需求[１６] ꎻ另一方面使用社交软件维系现实的人际
关系可以满足个体的关系需求[１７] ꎮ 因此ꎬ社交网站是
错失焦虑症个体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平台ꎬ错失焦虑
症对社交网站使用也有着重要影响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该交叉滞后模型存在性别差异ꎬ
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男生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女生
的错失焦虑症影响更大ꎮ 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ꎬ人类
须竞争获取生存、发展所必备的资源ꎬ先天遗传的生
理生物因素决定女性的自身条件弱于男性ꎬ在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ꎬ致使女性以与他人拥有资源相比较的
相对资源来评价自身所拥有的资源ꎬ而不是绝对的资
源数量ꎬ因而女性对他人的资源与能力更加敏感[１８] ꎮ
因此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所获得的他人偏优势化的
信息更容易引发女性的错失焦虑症ꎮ 此外ꎬ相较于女
生ꎬ错失焦虑症的男生更容易诱发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ꎬ与 Ｖａｕｇｈｎ[１９]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ꎬ研究仅设置
了两时间点进行追踪ꎬ后续研究可以在更广时间段内
设置多个时间点ꎬ以得到更精准的追踪结果ꎻ其次ꎬ研
究采用追踪设计探讨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
焦虑症的关系ꎬ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
进一步讨论ꎮ 总体而言ꎬ本研究发现了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的相互预测作用ꎬ为缓解大学生
错失焦虑症提供了一定的启发ꎬ从社交网站使用的内
容与方式着手ꎬ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社交软件ꎬ减少网
络信息的被动浏览ꎬ主动参与网络社交互动ꎬ如分享
近期收获、评论好友动态等ꎬ以期解决错失焦虑症带
来的困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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