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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探究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特点。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从

北京市 269 名经常使用社交网络的大学生中筛查出 11 名问题性使用者进行深度访谈，采用解释现象学方法
分析转录文本。结果: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主要表现在行为偏差、自身状态、受损的社会功能、不良情绪、
戒断反应、耐受性 6 个方面。结论:本研究归纳总结了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为其

测评工具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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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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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均创刊: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atic social net-

works usage. Methods: Totally 11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s users were selected from 269 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who often used social networks, and they were also deeply interviewed. The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l PA) was used

ωanalyze

transcriptional texts. Results: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s usage was classified

the following 6 aspects, deviant behaviors，严>or attention state, impaired social function , bad

m∞ds ，

inω

abstinence reac-

tion (withdrawal) and tolerance.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generalizes the ~町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s usage and offers the basis of exploring its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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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 sites) 的概念源于

与教育学习类等(豆瓣、知乎等)。国外关于社交

网络社交，是一个基于 Web 2.0 由个体或组织及

网络的研究多以 Facebook 作为载体 [4-5)

其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 [l]; 这个社会网络结

以微信作为社交网络的研究载体[叫。社交网络的

构以个人为中心，通过"朋友的朋友是朋友"这

使用有其积极作用，如满足归属需要、促进人际交

一原则得以建立 [2] 。根据使用目的与实际用途，

流、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等[M]; 但社交

社交网络可分为不同的类别 [3)

如即时通信类(微

网络的过度使用可能引发个体消极的心理与行为问

信、 QQ 等)、生活娱乐类(微博、天涯论坛等)

题，如较低的自我评价、较高的焦虑、网络成瘾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般项目

(14BSH0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13YJAI 锁账)9)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积极心

理学研究基金(京氏基证字第∞20344 )
www.cr圳、j

万方数据

国内则多

cn

144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 Vol 33 , No. 2, 2019

向以及网络欺凌，即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川 2]O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problematic social net-

works usage) 是一种个体长时间、高强度使用社
交网络的心理现象，以心理和生理适应不良为特

征[ 13J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社交网络成瘾( so-

体 [6.7]

也有研究者在大学生群体中编制了微信网

络社交行为量表[剧。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cial network addiction) 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

采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和公开招募的形式，招募

面，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关注偏离常态的心理与行

自愿参与本研究的北京市大学生(均为在读本科

为症状，这些症状很少发展成为认知、情感障碍;

生) 3∞名，回收有效问卷 269 份，有效率

而社交网络成瘾关注病理性症状，满足成瘾的病理

89.67% 0 年龄 17 - 23 岁，平均年龄 (21

学诊断标准 [l4515]O 另一方面，问题性社交网络使

岁;女 120 名，男 149 名。

:!:

2)

用是正常使用与成瘾性使用的过渡，可预测个体的

采用自编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调查表筛查出得分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 [16]O 研究者认为，以问题性社

排前 21 名的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每天使用社交

交网络使用的心理与行为症状为基础，同时结合社

网络的时长 (4.5 土 0.5) h ，每小时查看社交网络

交网络成瘾的行为症状，可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的频率( 4.4 :t 0.5) 次]。随机选取 10 名大学生

的概念进行标准化界定 [l7]O 然而，目前研究大多

参与预访谈[女 6 名，男 4 名，平均年龄( 22 土

关注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

2) 岁J.剩余 11 名大学生参与正式访谈[女 5

系[ 18.20 J

名，男 6 名，平均年龄 (20 :!: 1 )岁]

忽略了其测量工具尚未统一的问题，缺

乏对其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的定性研究。

0

1. 2 工具

诸多研究采用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探究

根据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定义，即是一种个

了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如被

体长时间、高强度使用社交网络的心理现象[叫，

社交网络束缚导致害怕错失关键信息[川、无法控

编制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调查表。该调查表包括 3 个

制个人隐私导致安全感丧失 [22J 、频繁进行社会比

条目:每天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长(1

较导致嫉妒[刀]以及过度沉溺于社交网络导致人际

= 1 - <2 h , 3 =2 - <3 h , 4 =3 -5 h , 5 =5 h 及

关系受挫[抖。但这些研究只关注问题性社交网络

以上)、每小时查看社交网络的频率(1 =0-5 次，

使用的不良情绪体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心理适应

2=6-10 次， 3 = 11 - 15 次， 4 = 16 - 20 次， 5 =

问题，且大多聚焦于 Facebook 的问题性使用而非

20 次以上)、对社交网络使用的自评描述。本研究

一般性社交网络 [22J 。此外，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筛查被试、确定访谈备选样本的标准为:每天使用

的行为反应主要表现在自我展示与人际认知方面，

社交网络的时长与每小时查看社交网络的频率在

如社交网络中的人际管理动机、印象管理策略、情

均值以上[均值分别为 (2.2 士1. 2) h 和( 1. 9

绪表达管理以及人际知觉机制，如人际线索判

1. 0) 次]，并且自我评价为经常使用社交网络。

断 [11.丛扫 o 然而，这些研究多关注问题性社交网络

1. 3 方法

使用的一般行为，缺少对成瘾性亚临床症状的重

1. 3. 1 访谈提纲

视[ 17J 。

=1 h 以内，

2

:!: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开放式问题了

综上，为探究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个体的心理

解过度使用社交网络大学生的使用经历与体验。首

与行为反应特点，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对过度

先，围绕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基本定义[叫，并

使用社交网络大学生的使用经历和体验进行探索，

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 [21.24J

旨在界定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一概念的评价维

纲。其次，完成对 10 名筛查被试的预访谈后，与

度，进而为测评工具的开发提供框架依据与界定标

该领域的专家老师进行座谈交流，昕取意见和建

准。本研究关注社交网络的即时通信功能，并以微

议，克服预访谈提纲中内容重复和遗漏项目等方面

信作为社交网络的研究载体。一方面因为微信是国

的问题。最后，经过多轮修改、完善，形成本研究

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络代表 [28J

另一方面

正式的访谈提纲，主要包括:①如何使用社交网络

因为国内诸多研究均选择微信作为社交网络载

及其利用度;②使用社交网络过程中的情绪变化;

www.cmh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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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社交网络带来的或曾经带来的困扰;④如何安排

①反复阅读一份访谈文本，要求研究者对内容熟悉

使用社交网络和进行现实社交的比例;⑤对于现阶

掌握，并进行开放性注释;②标记出有意义的文

段的学习考试任务，社交网络扮演的角色。为了避

本，反复思考编码与注释;③逐渐形成特征主题

免被试的防御反应，访谈过程中穿插有关于社交网

(可以是专业术语) ，并将编码归至各个主题中;

络特点的问题。

④调整主题命名以及主题间的结构;⑤转向下一份

1. 3. 2

访谈文本，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完全分析所有文

访谈设置

采用个体访谈，时间为 60 -80 min 。研究者为
北师大心理学院研究生，接受过专业的定性研究方
法训练。研究者在被试知情同意后开始录音和正式

访谈，并在资料分析中进行编码。

本。
2

结果
基于定性资料的分析，初步整合了 36 个有效

1.3. 3 资料获取与分析

的原始编码，分层归纳后得到 6 个主轴编码，即:

将录音转录为文本，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方

法 [2附借助 Atlas ti 5.0 进行分析。具体步骤为:
表l

行为偏差、自身状态、受损的社会功能、不良情

绪、戒断反应、耐受性(表 1 )。

主轴编码信息表

主轴编码

原始编码

行为偏差

谎报个人信息;散布激进观点;转发未核实信息;交流黄色信息或资源;对他人转发的信息不满。

自身状态

眼睛易疲劳，平时多有不适;肩膀脊椎等关节僵硬;易疲劳，没有精神;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运动
减少;不由自主地想社交网络上的事情;难以静心做一件事;离开社交网络后不能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
现实任务中;优先处理社交网络，其他事情延后处理。

受损的社会功能

依赖社交网络交流:不愿主动进行现实交流;与家人相处时间减少:参与同龄人的现实活动减少;社交
网络中的人际圈子增大，但不能平移到现实中;现实人际圈子单一狭窄;兴趣爱好逐渐减少;学习兴趣
降低;平时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不感兴趣;朋友圈和微博的更新变得很重要。

不良情绪

不能使用社交网络时烦躁不安;使用被打扰时易怒:重新登录后更加焦躁;浏览社交网络时产生嫉妒情
绪;使用后自责。

戒断反应

不愿停止使用社交网络;减少使用时烦躁不安;不能忍受网络中断或他人掉线而失去联络;惦记社交网
络上是否有新消息。

耐受性

使用时间和次数增多;一旦开始使用就很难停下来;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获得满足感。

2.1 行为偏差

人转发各种科普知识，但是很多我觉得带有封建迷

问题性使用社交网络时，个体会在使用过程中

信的色彩，标题又写的很可怕，转发还是不转发挺

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偏差。如有的个体会传播带有狭

为难，很烦" (Al) 。

隘价值观的信息男生嘛，平时会去找一些剌激

2.2 自身状态

的图片或视频，好看的会分享给室友。现在还有这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导致个体的注意力长时间

类的交流群，就更方便获得资源了" (A9) 。为了

停留在社交网络，使得学习任务受到影响第二

塑造理想"自我"有的个体可能会谎报个人信

天不重要的课就不会去了，会睡很晚，然后白天在

息头像一般不会用自己的照片，不过会选个跟

宿舍睡觉，习惯了" (A5);或者个体在学习任务

我还挺像的背影什么的，偶尔会发一些状态，让人

中频繁转移注意力，导致学习效率下降上课的

家觉得我过得还不错" (A7) 。

时候，会经常查看手机，总觉得群里会说什么有趣

有的个体也可能会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在
朋友圈有时会看到寻人启事，或者某明星的八卦，

的事情，不想错过，或者有人给我留言，确实挺影
响昕课的"

(Al)

0

看到大家都转发，我也会选择转发，让更多人看

此外，个体的时间管理能力受损，不能有效地

到，应该都是真的吧，没有去查证过真假" (A3)。

协调时间，拖延行为明显刚开始会想设定聊天

也有个体会控诉他人转发不真实的信息整天有

和刷微博的时间，比如半个小时，但是时间不知不

www.cmh j.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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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就过去了，意识到的时候早就大大超过了预设的

厉 " (A5); 中断或停止使用将会使个体无所适从，

时间，于是干脆就继续玩了" (AlO);

"学习累了

甚至产生不良情绪体验"没有网络的时候，手机

就会想玩一下手机，刷刷微博，四十分钟一个小时

基本上就没什么用处了，特别想知道群里都在聊些

就过去了，之后就不太想学习了，没法进入状态

什么，会不会跟我有关，想到如果错过什么消息的

了" (A8) 。

话，会很烦躁，手头的事情不想做" (A8) 。

2.3 受损的社会功能

2.6 耐受性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上表现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导致个体使用时间和次数

活跃、在线时间增多，直接导致其现实交往的频率

上升，同时想要增加使用时长"聊天的时候压根

和意愿降低"我比较喜欢在朋友圈发自拍，但必

就忘记时间啦，时间嗖嗖地就过去了，一点都没意

须是美图过后的照片，这样我还是比较自信的。被

识到。有时候会设置闹钟提醒接下来该做的事了，

人点赞还是挺开心的，熟悉的人还好，不熟悉的人

但没什么效果" (AlO)。个体对状态或信息的查看

点赞会更满足。不过平时朋友们一起相约出去玩，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社交网络软件也从手机里

我就不太想去了，尤其是皮肤状况不好的时候，比

面删除过好多次了，可是没过几个小时就安装回来

如有黑眼圈或者长了症症什么的，嗯，不太出去

了，登录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或者说挺期待有

玩" (A3);

"有些话只能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可以

新消息的。最长的一次是一天没安装回来，那天是

讲，但在实际面对面时候说不出来，感觉会被人认

有考试，呵呵" (A9) 。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会出现

为不善交际，还不如微信上说呢" (A7) 。

无关的浏览行为，使其停留的时间和浏览范围逐渐

此外，个体对社交网络的关注度提高，对现实

增加"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没觉得占用时间，后面

中其他事物的兴趣降低，甚至放弃了之前一直坚持

确实是时间越来越长了，但是这个控制不住的啊，

的爱好"以前课外时间会去图书馆看看书，或者

既然关注了的事情，就肯定会想一直关注" (A6) 。

去操场跑步，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微信交流了，相
关的运动软件下载了不少，但是目前还没时间开始

3

用。微博什么的信息量还是很丰富的，还是很有收

讨论
本研究围绕社交网络的即时通讯功能，以微信

获的" (A2)。

作为社交网络的研究载体，通过自编问卷从北京市

2.4 不良情绪

269 名在读大学生中筛选出了 11 名问题性社交网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导致个体出现负性情绪，

络使用者。采用深度访谈法，对这些问题性社交网

而这些情绪并不是由现实中的负性事件引起的，

络使用者的社交网络使用经历和体验进行了深人探

"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吃的或者旅游照片，就觉得

究，归纳总结了他们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心理与

他们怎么天天那么闲，都不用上学吗，哪来的那么

行为症状，弥补了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定性研

多钱去做这些" (Al);

"有挺多状态都是秀恩爱、

究空白[叫。同时，本研究界定了问题性社交网络

秀成绩什么的，还不是直接的表达，但是其实秀的

使用的评价维度，为其测评工具的开发提供了依

很明显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嫉妒，反正不

据。

是很喜欢这类的朋友圈，看到有点烦" (A3)。个

本研究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归纳出的问题性社

体的这些情绪的产生和表现都很复杂，但都会使个

交网络使用包含 6 个方面，即行为偏差、自身状

体体验到不悦的感觉"我感觉我是要控制一下

态、受损的社会功能、不良情绪、戒断反应、耐受

了，每次随便一聊半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是挺自责

性等，这与问题性网络使用模型 (problematic in-

的，时间浪费了很多，有点堕落的感觉" (A2)。

temet use model) 基本一致[川2) 。问题性网络使用

2.5 戒断反应

模型源于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社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导致个体对社交网络的依

交网络使用中的问题性症状包括认知(如适应不良

赖增强有试过尽量少看手机，其实知道没什么

的认知方式、社交焦虑与抑郁)与行为(如社交孤

重要的事情。但是隔一段时间后，就还是会去看，

立等行为症状)两个维度[剖，本研究结果很好地

而且时间会更长，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会变本加
符合了这一模型假设，即认知方面包括不良情绪、
www.cmhj.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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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断反应、耐受性等，行为方面包括行为偏差、自

身状态、受损的社会功能等。
有研究者认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个体的心
理问题易发展为适应不良的认知与行为问题，导致

个体人际关系破裂、工作能力受损[叫，这符合本
研究发现的"受损的社会功能"这一特征。前人
关于 Facebook 的研究发现，问题性使用大学生的
自身状态受到消极的影响，如变得拖延、注意力难

以集中以及时间管理能力下降 (35)

这符合本研究

发现的"自身状态"与"耐受性"等特征。另一
方面，个体尽管通过 Facebook 获得了更多的联系

感，但如果只是把这种网络社交当作回避现实社交

的方式，个体将更难以应对现实中的人际问题间，
这符合本研究发现的"行为偏差"这一特征。此
外，有研究发现， Facebook 上公开的信息，如他

人的状态更新、评论或照片，使得问题性使用 Fa

ce胁。k 的大学生易产生嫉妒等不良情绪[37]; 在 Fa
ceb∞k 上体验到较少积极经历和较多消极经历的

个体也报告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 (38)

这符合本研

究发现的"不良情绪"这一特征。而问题性社交

网络使用甚至有可能发展为病理性成瘾行为[圳，
如戒断反应:当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者停止使用
时，他们将体验到更少的积极情绪与更多的消极情

绪[叫，这符合本研究发现的"戒断反应"这一特
征。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测量学与临床意义，如未来
研究可依据本研究的结构框架开发相应的测评工

具，提煎筛查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个体进行干
预(如心理辅导或行为矫正) ，预防其发展为社交

网络成瘾。然而，本研究受限于大学生群体，研究
结论具有一定的样本局限性，难以推广至一般人

scho1arship [J). Joumal of Compute卜 Mediated 臼mmunic在tion.
-230.001: 10. 11 111j. 1083 -610 1. 2∞7.

2∞8.13 (1): 210

∞393. X
(2) 冯锐.李亚娇.大学生网络社交方式及社交行为特征分析[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4.18(6):75

-82.

[3] 王晓静.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问卷编制及相关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2016.
L∞yestyn J, Kemot J, Bωhoff K, et al. A web-bωω.ωcìal networkìng begìnners' running intervention for adults aged 18 to 50
yωrs de \i vered via a Facebook group: randomized ∞ntrolled trial
[J]. J Med Intemet R筒， 2018.20(2): e67.
[5] Ruehl CH, Ingenhoff 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on ωcial networking sites: stakeholder motives and usage ty仰s of ∞耳泊rate Fa"以础， Twitter and YouTube. pages [J). J Communic Manag,
2017.19(3):288 -302.

[4]

[6] 曹菲，王琴瑶，周梁，等.微信用户使用行为的现况调查与分析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 ， 23 (1 ):81 -85.
[7] 赵雅文.高岩研，刘拓.等.人格特质对微信用户朋友圈点赞行
为动机影响的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7 ， 15(2): 270275.
[8] Mccord B, R.αlebaugh TL. Levinson CA Facebook: social uses and
anxiety [J]. Comput Hum Behav, 2014 , 34(34): 23 -27.
[9] Gentile B, Twenge JM. Freeman EC, et al. The effect of socia1 networking websites on positive self-view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Comput Hum Behav. 2012 , 28(5): 1929 -1933.
[10) Deters FG, Mehl MR 队Jes posting Facet削k status updates incre部e or decrease loneliness? An online 筑比ial networking experiment [J). soc Psychol Pers Sci , 2013.4(5):579 -586.
[ 11) Gos\ing SO, Augustine AA , Vazire S, et al. Manifestations of perωna\it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self-reported Face以lOk-时ated
behaviors and observable profile information [J).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I , 14(9):483 -488.
[12] Sampasa- Kanyinga H. Hamilton HA Social networking sitesωd
mental hea\th problems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J]. Eur Psychia町 .2015 ，如何): 1021 1027.
[13) Moreau A, Laconi S, Delfour M, et al. Psychopathologica1 profiles
of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problematic Face以泊k users [J].
Comput Human Behav, 2015.44( C) :6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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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行为指标。最后，对 Facebook 使用行为的定

义除了关注使用者的心理行为反应，近来有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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