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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Method: 308 students were involved, and the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questionnaire were chosen to use.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1) At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 use social network
for a long time every day, and mainly communicate with acquaintances and friends, in ord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long social network usag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2)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gender, origin, major,
single children or not, but makes no difference in single or not. 3)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voidance and social distress, and social distress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In the future,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individual social skills and training students’ positive cognitiv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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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方法：共308名大学生参与了研究，通过
社交网络成瘾问卷和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对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ｔ检验、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结果：1) 当前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时间较长，交往对象主
要为熟人和朋友，交往目的重在信息获取，且较长的社交网络使用时间对社交网络成瘾有不利影响。2) 大
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专业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十分显著，而在是否恋爱上差异并不显
著。3) 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均成显著正相关，且社交苦恼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倾向。
未来学校教育应注重培养个体的社交技能，训练学生积极的认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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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交网络已经深入人们生活。人们通过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微博，QQ，微信等社交网站来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彼此生活。一方面，社交网络能带来便捷通讯，拉近
人际距离，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社交网络会给个体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出
现社交网络成瘾。社交网络成瘾是网络成瘾的组成部分，具有网络成瘾的凸显性、耐受性、戒断性等特
征[1]。是指过度使用聊天室、网络论坛等网络的交际功能，沉迷于在网上建立、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
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导致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是一种基于科技进步而诞
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成瘾形态。
根据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中学生群体占
比为 25.0%，在所有群体中占比最高[2]。一项研究指出，相较而言，当前中国学生的成瘾率较高，为
24%~35%，美国只有 12%的成年人对 Facebook 成瘾，尼日尼亚大学生的成瘾率是 1.6% [1]。社交网络成
瘾极大地损伤了其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功能，阻碍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特殊阶段，对亲密寻求十分敏感，渴望与他人建立友谊，情感需求旺盛，害怕
孤独。但另一方面，当前大学生存在广泛的社交问题，对其社会交往带来严重影响，也让他们的基本心
理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其中，社交回避与苦恼是大学生社交问题的主要表现，社交回避是指
个体回避社交的倾向，社交苦恼则指社交时有身临其境的苦恼感受[3]。根据社交网络的 ACE 模型[4]，
社交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现实性，可以为不擅长交往的个体如社交焦虑者、害羞者提供一
个可以胜任的社会交往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负面预期降低，减少了被嘲笑和被拒绝的担忧。因
此，社交回避和苦恼的个体，可能会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以满足其心理需求。之前多项研究探讨了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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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及回避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社交苦恼及回避与网络成瘾成正相关，
社交苦恼及社交回避均能显著预测网络成瘾[5] [6] [7]。可能正是由于大学生因为社交障碍产生了苦恼情
绪，并对社交行为采取回避的态度，又因为作为社会人的交流本性，所以才被迫选择了网络这一唯一途
径宣泄自己的情绪，导致了网络成瘾。也有研究探讨了社交苦恼及回避与网络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如
王启晨等采用杨文娇《大学生网络成瘾问卷》对 202 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与社交回
避呈显著性相关[8]。而随明明等采用相同问卷进行的研究发现，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总分和社交苦恼与
网络关系成瘾倾向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交苦恼能显著的正向预测网络关系成瘾倾向[9]。
因此，研究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特征，及其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大学生当前的身
心健康状态，并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在西华师范大学内随机选取文史、理工和艺术三类专业的 12 个班级进
行调查，最终回收问卷 32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08 份，由于是在师范院校取样，因
此男女样本量差异较大，但两组样本都达到大样本统计量要求。其中女性 262，男性 46 人，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该校的性别差异情况。平均年龄为 20.21 ± 1.00，基本资料统计如表 1。

2.2. 工具与材料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恋爱等基本
人口学特征。
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调查表：该部分共包括 4 个题项，主要调查大学生上网时间、交往对象、
关注对象、网络交往目的等。
社交网络成瘾问卷：采用王晓静(2017)编制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问卷[10]，该问卷共 18 道题目，用 5
点计分方式，其中 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不太符合、3 代表一般、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
问卷包含三个因子，强迫性、情绪改变和社会适应性，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1。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人口学变量

分组

N

%

男

46

14.94

女

262

85.06

农村

191

62.01

城镇

117

37.99

文史

160

51.95

理工

83

26.95

艺术

65

21.10

独生子女

113

36.69

非独生子女

195

63.31

恋爱

87

28.25

单身

221

71.75

性别

生源地

专业

是否独生子女

是否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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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本量表共包括 28 个题目，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各 14 个题目[11]，本研究中
为 Likert5 级评分，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越强，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5。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研究采用 SPSS18.0 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对数据进行检查筛选后，在 SPSS 中实施描述性统计、独立
样本ｔ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基本情况分析
1) 大学生每天社交网络使用时间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考察了大学生每天社交网络使用时间，结果发现，大多数大学生每天使用社交网络时
间为 2~6 小时(67.53%)，也有不少大学生(15.91%)表示每天使用时间超过 6 小时，具体结果见表 2。
2) 大学生社交网络交往对象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中的交往对象，结果发现，大学生社交网络更多的是熟人
社交，占比达 79.87%，只有很少大学生(3.57%)社交的主要对象是陌生人更多，具体结果见表 3。
3) 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中社交目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目的，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60.39%)认为自己主要是为
了探寻和获取，获得有用的资源和新鲜的信息，也有部分学生(39.61%)认为自己社交网络使用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分享和倾诉，获得期望的支持与情感的共鸣，具体结果见表 4。
4)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不同使用时间上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不同使用时间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社交网络成
瘾总分及其三个维度，即强迫性、情绪改变、社会适应在使用时间上差异十分显著，具体而言，个体每
天使用社交网络大于 6 小时的各项得分均高于 4~6 小时、2~4 小时以及 0~2 小时，具体结果见表 5。

3.2.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1) 社交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恋爱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基本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情况，结果发现，社交
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而在是否恋爱上差异并不显著。从样本平均数可
知，女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显著高于男生，生源地为城市的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Table 2. College students' daily social network usage time
表 2. 大学生每天社交网络使用时间
使用时间(小时)

0~2

2~4

4~6

大于 6

人数

51

112

96

49

百分比

16.56%

36.36%

31.17%

15.91%

Table 3.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interaction objects
表 3. 大学生社交网络交往对象
交往对象

现实中认识的人

网络上的陌生人

二者差不多

人数

246

11

51

百分比

79.87%

3.57%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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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社交网络成瘾倾向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需要说明的是，在对不同性别社交网络成瘾的独立样
本 T 检验中，
虽然样本量差异较大，
但两组被试得分均符合正态分布(男性被试中，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0.350，
0.688，女性被试中，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0.150，0.300，均小于 1，可认为近似于正态分布)，且两组方差
相等(方差齐性检验中，P > 0.05，即两样本的总体方差相同)，说明能够拒绝虚无假设，二者之间存在统
计上的差异，即女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显著高于男生，具体结果见表 6。
2)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不同专业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不同专业上的差异情况，结果发现，文史专业、
理工专业和艺术专业三者之间差异显著，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文史专业与理工专业差异显著，具体为
文史专业社交网络成瘾高于理工专业，文史专业与艺术专业差异边缘显著，理工专业和艺术专业差异不
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7。
Table 4.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use purposes
表 4. 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交往目的
社交目的

探寻和获取，获得有用的资源和新鲜的信息

分享和倾诉，获得期望的支持与情感的共鸣

人数

186

122

百分比

60.39%

39.61%

Table 5.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dency in social network use time (M ± SD)
表 5.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社交网络使用时间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M ± SD)
维度

0~2 (N = 51)

2~4 (N = 112)

4~6 (N = 96)

大于 6 (N = 49)

F

p

强迫性

14.24 ± 3.368

16.28 ± 3.524

17.78 ± 3.219

19.63 ± 3.893

23.427

0.000

情绪改变

18.86 ± 4.682

20.38 ± 4.501

22.24 ± 4.152

24.65 ± 4.447

17.600

0.000

社会适应

15.31 ± 4.823

17.63 ± 3.941

19.35 ± 3.888

20.86 ± 4.583

17.708

0.000

总分

48.4 ± 11.768

59.38 ± 9.949

65.14 ± 11.288

24.169

0.000

54.2 ± 10.604

Table 6.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f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in gender, place of origin, whether it is only child, whether
or not in love
表 6. 社交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恋爱上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性别

M

男生(46 人)

51.43 ± 13.329

女生(262 人)

57.54 ± 11.380

T

p

−6.107

0.001

−3.036

0.029

2.122

0.035

1.208

0.228

生源地
城市(117 人)

58.51 ± 11.505

农村(191 人)

55.48 ± 11.971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113 人)

58.50 ± 12.678

非独生子女(195 人)

55.54 ± 11.266

是否恋爱
恋爱(87 人)

57.93 ± 13.326

单身(221 人)

56.12 ± 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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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分析
1) 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考察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交网
络成瘾总分与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均成显著正相关，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越高，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越高，
具体结果见表 8。
2) 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大学生的社交网络成瘾倾向与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存在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
讨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对社交网络成瘾行为形成的影响，本研究以社交网络成瘾总量表得分作为预测
变量，以社交回避及苦恼为自变量进行同时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对于社交网络成
瘾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解释力，调整后的 R2 达到 0.44，表示这两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
44%的变化量，且回归效果达显著(F(2,305) = 8.006, p = 0.000)。进一步事后分析发现，社交回避对社交网
络成瘾倾向的预测不显著，而社交苦恼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具体结果见表 9。

4. 讨论
研究以西华师范大学为例，探讨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从大学生社交网
络使用基本情况分析，首先，当前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时间较长，83.44%学生每天使用超过 2 小时，可
能超过了其基本心理需求。而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毛晨蕾(2017)对大学生微信使用的调查发现，
每天微信使用频率多于２小时占总数的 57.2% [12]。袁琳娜(2013)发现总体样本中约 41.1%的中学生每周
上网时长小于 2 小时[13]。
其次，大学生社交网络交往对象(79.87%)主要是熟人和朋友，在对大学生微信使用情况的调查中也
Table 7.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表 7. 社交网络成瘾在专业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专业

M

文史(160 人)

58.74 ± 11.847

理工(83 人)

53.54 ± 12.007

艺术(65 人)

55.38 ± 10.835

F

p

5.869

0.003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social distress
表 8. 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的相关分析
社交网络成瘾总分

社交回避

社交网络成瘾总分

1

社交回避

r = 0.157, p = 0.006

1

社交苦恼

r = 0.223, p = 0.000

r = 0.709, p = 0.000

社交苦恼

1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avoidance and social distress on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表 9. 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Beta

t

p

社交回避

−0.003

−0.035

0.972

社交苦恼

0.225

2.845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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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同样的结果[7]，大学生使用微信联系最多的，依次为“男朋友或女朋友”34.5%、“父母或其他亲
人”25.7%、“同学或同事”21.5%。说明大多数大学生把社交网络作为与现实中的人维系交际的一种方
式，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而非与陌生人社交以拓展新的友谊。另外，在使用目的上，大学生使用社
交网络既有探寻和获取(60.39%)，获得有用的资源和新鲜的信息，也有分享和倾诉(39.61%)，获得期望的
支持与情感的共鸣。社交网络提供了多种功能，如发布状态、分享照片，即时沟通，评论点赞，社交互
动等，在这些功能的使用中，个体一方面可以展示自我，精心营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可以获
得人际支持，通过沟通和互动，加深彼此的友谊联结。这证明了社交网络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社交网络
的使用有助于满足两个关键的心理需求：即自我表现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无论是正常使用还是成瘾行
为，都是为了满足这两个基本需要[14]。
最后，对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不同使用时间上的差异检验发现，较长使用时间对社交网络成瘾
倾向的不利影响，个体日均使用时间越长，也就越容易沉溺于社交网络之中，这与生活常识相符，也与其
他研究者研究一致，如研究发现社交网络成瘾三个维度和总分在社交网络使用时间上均差异显著[10]，大
学生周上网时间与社交网络成瘾成显著正相关[15]，而国外对 Facebook 的研究也发现，Facebook 使用频率
和强度与网络成瘾行为显著相关[16]。这些研究均说明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可能是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
对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人口变量学上的差异分析发现，社交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专业
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而在是否恋爱上差异并不显著。首先，本研究发现女生社交网络倾向显著
高于男生，这与之前一些研究一致，如一些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成瘾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的社
交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男性[17]。不过国内多项研究也指出，男生的社交网络成瘾高于女生[15] [18]。因
此，当前对此问题的探讨尚无定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不同的测量工具造成的，另一
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选择上的差异，如一些研究选择了中学生，另一些研究选取的则是大学生样本，这
两个群体的心理特征可能有较大差异，如中学期间，男生的心理年龄小，其身心成熟度与自我约束力相
对女生来说相对较低，而大学期间，男女生的成熟度相对减小，其他因素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如感觉寻求，自我暴露，情感需求、自控力等。
其次，该项研究显示，城市学生的社交网络成瘾高于农村学生。之前另一项研究有截然相反的结论，
他们发现农村学生得分高于城市及乡镇学生得分[19]，其解释为农村学生入学后对环境的适应困难带来深
深的孤独感，及其他负面情绪体验，为排遣这些消极情绪，个体可能更易沉溺于社交网络之中，不过，
也有研究显示自恋型人格倾向对社交网络成瘾的正向预测[20]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青少年希望在社交网
络中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期望通过社交网络构建理想自我，他们也在社交网络中表现的更加活跃。同
时，研究表明，城市学生由于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其显性自恋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学生
[21]。因此，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城镇学生有更高的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另外，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
社交网络成瘾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兄弟姐妹的陪伴，更容易产生孤独等心理，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会驱使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去寻求满足，之前研究也发现心理补偿对社交网络
的影响，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转而沉溺于社交网络中寻求心理补偿，如研究
发现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对 Facebook 成瘾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2]。文史生社交网络成瘾高于
理工生。文史生由于专业特点，对情感的需求也更高，也更容易有较高的感觉寻求倾向，相较而言，理
科生更加理性，更不容易冲动，能更合理地使用社交网络。
在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探讨中发现，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均成显
著正相关，且社交苦恼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这与之前研究采用《大学生网络成瘾问卷》问卷所
得结论一致，该研究表明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总分和社交苦恼与网络关系成瘾倾向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社交苦恼能显著的正向预测网络关系成瘾倾向[9]。说明在现实社会交往活动中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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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个体转而寻求一种安全的社交环境，从而可能引发社交网络成瘾。这也与之前对社交焦虑的研究结论
一致，如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社交焦虑越高的大学生的社交
网络成瘾倾向越高[23]，对社交焦虑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研究也发现，二者相关显著，且社交焦虑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24]。社交回避及苦恼者对真实的社会交往具有消极预期，为避免焦虑，主动
回避社交活动，以保护自我。而新兴的社交网络为其提供了更恰当的交往方式，网络使用的匿名性为其
交往提供庇护，相较于可能引发消极评价恐惧的面对面交流，这种交流更易获得社交回避及苦恼个体的
青睐。
认知—行为模型认为[25]，病态网络使用是由被反复强化的上网行为和个体对网络活动的非适应性认
知所引起。首先，个体可能由于社交技能缺乏、认知能力的适应不良等情况下使用社交网络，若个体从
社交网络中获得更多积极体验，如快乐，放松等，将进一步强化其社交网络使用，增强其对社交网络的
依赖程度。当前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论，即在现实社交中存在困难的个体更容易沉溺于社交网路之中。
因此，未来的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社交技能的训练，社交能力的培养显得至关重要，另外，学校教育也需
纠正个体的不合理认知，如对自我的消极评价，自我怀疑，将具体的、孤立的事件加以泛化等，重建积
极认知方式，并逐步训练自己的正确社交网络行为。

5. 结论
当前研究考察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的特点及其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发现：
1) 当前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时间较长，交往对象主要为熟人和朋友，交往目的重在信息获取，且较
长的社交网络使用时间对社交网络成瘾有不利影响；
2)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在性别、生源地、专业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而在是否恋爱上差异并
不显著；
3)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均成显著正相关，且社交苦恼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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