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Ｇ２０１６００４)ꎮ
【作者简介】 　 李琦(１９９５－　 )ꎬ女ꎬ黑龙江宁安人ꎬ在读硕士ꎮ
【通讯作者】 　 王佳宁ꎬＥ￣ｍａｉｌ:ｗｊｎ＠ ｈｒｂｎ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７.０３６

基本心理需要对大学生错失焦虑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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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错失焦虑在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作用ꎬ对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进行预测和控制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哈尔滨 ２ 所高校的 ５８４ 名学生ꎬ采用基本需要满足量表( Ｂａｓｉｃ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ＢＮＳＧ－Ｓ)、错失焦虑量表(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ꎬＦｏＭＯｓ)和监视使用量表进

行测量ꎮ 结果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错失焦虑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２ꎬ－ ０.２０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错失焦虑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呈正相关( ｒ＝ ０.２３ꎬＰ<０.０１)ꎮ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ꎬ在错失焦虑中介基本心理需要与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模型中ꎬ模型拟合良好(χ２ / ｄｆ＝ ３.９８ꎬＧＦＩ＝ ０.９７ꎬＩＦＩ＝ ０.９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５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ꎬ错失焦虑在大

学生基本心理需要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结论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通过错失焦虑的中介作用影响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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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社交网站因快捷高效等特点已成为人们

与外界建立联结以及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１－２] ꎮ
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可以分为主动性使用和被动性

使用两类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指在社交网站中缺乏

交流沟通的信息浏览行为ꎬ如浏览动态信息汇总以及

他人状态更新等[３] 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会造成个体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降低和抑郁水

平的升高[４－６] ꎮ 自我决定理论研究者经过实证研究ꎬ
提出了由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关系需要所构成的基

本心理需要[７] ꎮ 当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ꎬ个体

就缺乏能够支持朝向活力、整合和健康的发展动力ꎬ
并会表现出一些负性行为[８－１０] ꎮ 网络具有便捷性和

逃避性的特点[１１] ꎬ当个体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受阻

时ꎬ更易在网络使用中寻求替代性满足ꎬ并表现出僵

硬、刻板的特点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社交媒体会更大程

度地占据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较低者的生活[１２] ꎻ
Ｂｅｙｅｎｓ 等[１３]对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发现ꎬ关系需要不

被满足的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强度更大ꎮ 错失焦虑

是指因担心错失他人精彩的经历或收获而产生的一

种弥散型焦虑[１２] ꎬ是一种特殊的焦虑亚型[１４] ꎮ 根据

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容ꎬ基本心理需要的缺失会导致个

体无法进行正常的自我调节[１５] ꎬ而错失焦虑即个体的

基本心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所激活的焦虑情绪状

态ꎮ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ꎬ错失焦虑水平高的个体更易

出现非适应性的网络使用相关行为[１６－１９] ꎬ且错失焦虑

水平高的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强度更大[１３ꎬ２０－２１] ꎮ
本研究从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出发ꎬ

探讨基本心理需要对其的影响ꎬ并探讨错失焦虑在基

本心理需要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间的中介作用ꎬ以
期为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进行预测和控制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选择哈尔滨市 ２ 所高

校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采用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和在图书馆方便取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６３０ 份ꎮ 剔除

无效问卷后ꎬ回收有效问卷 ５８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２.７０％ꎬ其中男生 ２６７ 名ꎬ女生 ３１７ 名ꎻ大一学生 １６６
名ꎬ大二学生 ２３２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４７ 名ꎬ大四学生 ３０
名ꎬ研究生 ９ 名ꎻ独生子女 ３４９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２３５ 名ꎮ
本研究已获得哈尔滨师范大学心理伦理委员会批准ꎬ
以口头方式告知参加者知情同意内容ꎬ并获得所有参

与者的口头许可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基本需要满足量表(Ｂａｓ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ＢＮＳＧ－Ｓ) 　 由 Ｇａｇｎé[２２]在

Ｍａｒｄｉ 等编制的工作环境需要满足量表的基础上改编

而成ꎬ本研究采用杨金[２３]修订的中文版ꎮ 该量表包括

自主、关系、胜任 ３ 个维度共 １４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的
７ 级计分(１ ＝ “完全不符合”至 ７ ＝ “完全符合”)ꎬ被试

根据题项的描述选择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度ꎬ总分

越高ꎬ代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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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２.２　 错失焦虑量表(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Ｆｏ￣
ＭＯｓ) 　 在征得原作者的授权下ꎬ翻译由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
等[１２]编制的错失焦虑量表ꎮ 该量表共 １０ 个条目ꎬ经
探索性及验证性因素分析ꎬ最后得到 ２ 个因素 ８ 个条

目ꎬ２ 因素分别命名为错失信息恐惧与错失情境恐惧ꎮ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１ ＝ “完全不符合”至 ５ ＝ “完
全符合”)ꎬ得分越高ꎬ表示个体的错失焦虑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１ꎮ
１.２.３　 监视使用量表 　 该量表由 Ｔａｎｄｏｃ 等[２４] 编制、
刘庆奇等[４] 修订ꎮ 量表为单维度结构ꎬ共 ４ 个条目ꎬ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１ ＝ “从不”至 ５ ＝ “频繁”)ꎬ得分

越高ꎬ表示个体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越高ꎮ 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对数据进行录入ꎬ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ꎬ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探讨基本心理需要、错失焦虑

和被动使用的相关性ꎻ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２.０ 建构结构方程

模型ꎬ采用偏差校正百分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中介作用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ꎬ共有 ８ 个特征值

大于 １ 的公因子被提出ꎬ且第 １ 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

异量的 １７.４４％ꎬ小于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２５] 提出的 ４０％的判

断标准ꎬ说明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ꎮ
２.２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ꎬ基本心理需要

的总分及各维度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错失焦虑均

呈负相关ꎬ错失焦虑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呈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错失

焦虑及被动性社交网络使用相关系数(ｎ＝ ５８４ꎬｒ 值)

变量
自主

需要

胜任

需要

关系

需要

基本心

理需要

错失

焦虑
胜任需要 ０.５６
关系需要 ０.６０ ０.５８
基本心理需要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８５
错失焦虑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２０
被动性社交网络使用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２３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错失焦虑在基本心理需要与社交网站使用间的

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ꎬ错失焦虑在基本心理需要与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间作为中介模型拟合良好ꎬ各拟合

指数为 χ２ / ｄｆ ＝ ３.９８ꎬＧＦＩ ＝ ０.９７ꎬＩＦＩ ＝ ０.９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５ꎬ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ꎬ均符合测量学标准ꎮ

模型中ꎬ基本心理需要可以负向预测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β＝ －０.１１ꎬｔ＝ －２.０７ꎬＰ<０.０５)和错失焦虑(β
＝ －０.２３ꎬｔ＝ －５.０７ꎬＰ<０.０１)ꎬ错失焦虑可以正向预测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β ＝ ０.２２ꎬｔ ＝ ４.４９ꎬＰ<０.０１)ꎮ 采用

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该模型的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ꎬ选定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自行取样量为 １ ０００ꎬ结果

显示直接效应的 ９５％ＣＩ＝ －０.２７ ~ －０.０６(不包括 ０)ꎬ中
介模型成立ꎬ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可以通过错失焦

虑影响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基本心理需要的 ３ 个维度均与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呈负相关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基本心理

需要的满足与社交媒体在个体生活中的比重呈负相

关[１２ꎬ２０] ꎬ与本研究结论一致ꎮ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

为ꎬ当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ꎬ个体会寻求相应

替代品ꎬ即虽然不能满足基本心理需要ꎬ但能在短时

间内让人产生满足基本心理需要错觉的外部目标

物[７] ꎮ 浏览社交网站的行为方便实现、易于控制ꎬ个
体可以自由选择浏览时间和浏览内容ꎬ这种选择的自

由和易于获得的掌控感让人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自主、
胜任需要被满足的错觉ꎻ个体通过对社交网站的浏览

获得了关于他人的信息ꎬ可以产生关系需要被满足的

错觉ꎮ 因此ꎬ基本心理需要未得到满足的大学生易发

展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既可以

直接影响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ꎬ亦可以通过错失

焦虑的中介作用影响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ꎮ 基

本心理需要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错失焦虑水平ꎬ与前

人研究一致[１２] ꎮ 基本心理需要受挫会导致个体焦虑

水平的上升[２６] ꎬ错失焦虑是焦虑的一种亚型ꎬ当个体

的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ꎬ产生无力、失控或孤独

感时ꎬ错失焦虑的水平会升高ꎮ 另外ꎬ本研究发现ꎬ个
体的错失焦虑水平越高ꎬ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行为

越多ꎮ 有研究发现ꎬ错失焦虑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网站

使用强度[１３ꎬ２１] 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是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中单纯获取他人信息的一

种行为ꎬ个体无需进行更新状态等主动性互动ꎬ通过

被动性的使用即可获知他人的精彩经历ꎬ使自己从错

失焦虑的焦虑体验中得以放松ꎬ因此个体在错失焦虑

水平高的情况下会导致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

增加ꎮ
Ｓｈｅｌｄｏｎ 等[２７]在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下发展出的需

要的双过程模型认为ꎬ需要具有经验满足的功能ꎬ当
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后ꎬ人们可以体验到愉悦的感

觉ꎬ而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ꎬ会陷入

适应不良的状态ꎮ 本研究表明ꎬ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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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受阻时ꎬ错失焦虑这一负面情绪将被激活ꎬ从
而频繁地翻阅和刷新社交网站中的内容即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ꎮ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ꎬ本研究并未严格遵循随机

抽样法ꎬ而是采用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和在图书馆

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问卷ꎮ 尽管该设计是在限制条

件的基础上力求保持最大程度随机性的调查方式ꎬ且
该方法亦被其他研究所使用[２８] ꎬ但仍不能完全保证优

良的样本均衡性ꎮ
本研究对于引导大学生减少被动性社交网络使

用行为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ꎮ 教育者可以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实现基本心理需

要真正意义上的满足ꎬ防止其发展出一种僵化的替代

性满足的行为模式ꎮ 如可以鼓励和创造条件使大学

生投入到培养其自主性和能力的活动中ꎬ大学生在活

动中亦可以发展出更多的人际交往技巧ꎬ在源头上满

足基本心理需要ꎬ从而避免因基本心理需要受阻而带

来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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