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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使用与大学生自尊的关系：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王 娜，朱素洁 

潍坊理工学院  山东潍坊 

【摘要】为探讨不同性质社交网站使用与大学生自尊的关系，采用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问卷、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问卷、上行社会比较问卷和自尊量表，对 1109 名大学生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
主动性使用、被动性使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2）上行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测自尊，且上行社会比较

在不同性质的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中起显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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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f different 
natures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1109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act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questionnaire, the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questionnaire,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ctive use and passive us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lf-esteem; (2)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self-esteem, and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played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use of socal networking sites and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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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QQ 等社交

网站在大学生中广泛应用。社交网站的使用为大学

生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并且

占用了的大部分时间。目前全球超过 1/3 的人在使

用微信、QQ 等典型社交网站，它使人们的交流方式

和交流场所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

于社会交往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站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不

断加大，自尊作为个人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社

交网站使用对个体自尊的影响也受到人们广泛关

注，但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有研究发现社交

网站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例如：社交

网站上他人给予的点赞、评论的积极反馈、积极自

我呈现等可以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个体在社交网

站上呈现照片、更新状态等为好友之间的互动提供

话题，为相互的自我披露和社会支持提供了机会，

从而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

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等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当

用户将自己的真实自我与他人在社交网站上所呈现

出来的理想自我进行比较时，会认为自己不如他人，

产生忌妒心理，从而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因此，

缺乏沟通交流的被动性使用很可能负向预测个体自

尊水平。本研究试图整合社交网站的具体使用行为，

采用 Frison 等人的定义，将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分为

主动性使用和被动性使用，分别探讨不同性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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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网站使用行为对自尊的影响。 
社会比较是由社会环境有效地强加于个人的，

这种比较通常是个体自身意识不到，但会在一定程

度上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作为一

种深入人心的心理倾向，这样的比较既发生在离线

交互中，也发生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中。此外，

当个人浏览他人的信息（例如他人的表现，他人的

能力以及他人取得的成就）时，他们会将自己与他

人进行比较，并且个体在接受他人提供的信息时，

会把他人信息中的积极成分进行夸大，并偏向于认

为他人比自己更快乐。并且出于印象管理策略，个

体在更新状态时倾向于以讨人喜欢的方式描绘自

己，优化在线自我展示，会引发更多的社会比较。

上行社会比较是社会比较中的一种，指个体将自己

与那些比自身条件、所处的地位、处境等更好的人

展开对比，从而对自己的处境与地位进行定义的行

为。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人们感到自卑，产

生对自己的负面评价，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因此，

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上行社会比较在不同性质的社

交网站使用与自尊水平中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山东省某高校 4 个学院

大一大二 2 个年级，以班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 1183 份，有效问卷为 1109 份，有效率为

93.74%。 
2.2 测量工具 
（1）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问卷 
采用由 Frison 和 Eggermont 编制的主动性使用

问卷对被试的使用行为进行测量。该问卷共包含 5
个项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73。 

（2）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问卷 
采用由 Tandoc 等人编制的“监视使用”问卷

(Surveillance Use Scale)，来测量个体被动性使用行

为。问卷采用 5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88[1]。 

（3）上行社会比较量表 
采用由 Gibbons 和 Buunk 编制的爱荷华-荷兰比

较倾向量表(INCOM)中的上行比较分量表。该量表

共 6 个项目，采用 Likert5 点量表。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α为 0.90。 

（4）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SES)，量

表共 10 个题目，采用四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88[2]。 
3 研究结果 
3.1 社交网站使用的一般状况及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让被试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选择最

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站，结果有 793 名（71.5%）被试

最经常使用 QQ，231 名（20.8%）被试最经常使用

微信，72 名（6.5%）被试最经常使用微博，13 名被

试最经常使用知乎、人人等其它社交网站。其次，

206 名（18.6%）被试第二频率使用 QQ，668 名

（60.2%）被试第二频率使用微信，192 名（17.3%）

被试第二频率使用微博，43 名被试最二频率使用知

乎、人人等其它社交网站。由此可见，QQ、微信是

被试最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站。相关分析表明，主动

性使用、被动性使用与自尊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主动性使用、被动性使用与自尊显著正相关，而上

行社会比较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1）。 
3.2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根据 Hayes 的观点，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

ESS，对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3]。结果

显示，主动性使用能显著预测上行社会比较， a = 
0.25, SE = 0.03, p < 0.001；主动性使用、上行社

会比较同时进入回归方程，主动性使用能显著预测

自尊， c’= 0.20, SE = 0.03， p < 0.01，上行社

会比较能显著预测自尊， b = -0.19, SE = 0.02， 
p < 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

明，上行社会比较在主动性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

作用显著， ab = -0.05, Boot SE = 0.01, 95%的置

信区间为[-0.07, -0.03]。 
被动性使用能显著预测上行社会比较，a = 0.4

4, SE = 0.05， p < 0.001；被动性使用、上行社会

比较同时进入回归方程, 被动性使用能显著预测自

尊， c’= 0.20, SE = 0.04, p < 0.01, 上行社会比

较能显著预测自尊， b = -0.18, SE = 0.02, p < 0.
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 上
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显

著， ab = -0.08, Boot SE = 0.01, 95%的置信区间

为[-0.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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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1 主动性使用 20.58 5.24 1    

2 被动性使用 13.53 3.52 .43*** 1   

3 上行社会比较 16.94 5.51 .24*** .28*** 1  

4 自尊 31.18 4.44 .18*** .10** -.18*** 1 

表 2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上行社会比较 主动性使用 0.24 0.06 66.74*** 0.25 8.17*** 

自尊 主动性使用 
0.29 0.08 50.70*** 

0.20 8.03*** 

 上行社会比较 -0.19 -7.82*** 

上行社会比较 被动性使用 0.28 0.08 97.14*** 0.44 9.86*** 

自尊 被动性使用 
0.23 0.05 31.18*** 

0.20 5.16*** 

 上行社会比较 -0.18   -7.20*** 

 
4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主动性使用行为与个体的自尊

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使

用 QQ、微信等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联系朋友和同

学、维持友谊。并且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主要与其

现实中的朋友、同学密切联系和互动。社交网站的

使用有利于个体与朋友保持联系和认识新朋友，社

交网站上发布的动态更容易获得好友积极的评论和

点赞，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如社会

支持，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尊。然而，本研究发现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与个体的自尊成正相关，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4]。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社

交网站的功能不断增多，使用社交网站可及时了解

社区中的事件，个体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

对订阅号信息的浏览可以及时了解新闻资讯、汲取

知识，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减少无聊感，这有助

于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 
结果发现，不同性质的社交网站使用与上行社

会比较显著正相关，上行社会比较与自尊显著负相

关，并且上行社会比较起显著的中介作用。QQ、微

信这两种社交网站中的人际互动实际上是朋友、亲

人、同事之间的社会交往，个体为维护良好的自我

形象，会在尽量保证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优化在

线自我展示，例如，精心选择照片、公开积极的情

感体验，以反映理想的生活和积极的自我形象，个

体给予他人的点赞、积极评论的积极反馈可以提升

个体的自尊水平。相关研究也发现社交网站上的自

我表露能够正向预测线上积极反馈，进而提升个体

的幸福感。随着人们在社交网站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访问他人的个人主页，浏览朋友圈更新的状态，开

始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导致自卑、焦虑，这

些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自尊，使用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进行的社交比较会使人们的生活更糟，

并促进个人的负面幸福感。因此，个体应该有意识

的控制自己的缺乏沟通的信息浏览行为，减少浏览

空间和朋友圈的频率，正确认识社交网站上个人的

印象管理策略，尽量避免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社交

网站的使用虽然能够方便学生获取他人的信息及评

价，但同时为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从而对大学生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

响。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不同性质的社交网

站使用显著正向预测自尊，个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越

高，自尊水平就越高。但是社交网站的使用与上行

社会比较显著正相关，而上行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

测自尊，并且上行社会比较在不同性质的社交网站

使用与自尊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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