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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青少年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和同伴关系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问卷法对 613 名中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①83.5%的青少年网络交往对象主要是熟悉人，另外

16.5%主要是跟陌生人交往。 ②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在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对于交往对象主要

是陌生人的青少年，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相关不显著；而对于交往对象主要是熟悉人的青少年，网络交往对孤独感具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交往通过同伴关系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 结论：交往对象是否

熟悉在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同伴关系在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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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loneliness of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whether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iar peopl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
Methods: 61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measured with scales. Results: ①83.5% adolescents mainly communicated
with familiar people online, while other 16.5% mainly communicated with strangers. ②Whether communicating with fa-
miliar people served to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lonelines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loneliness for adolescents who mainly communicated with strangers. But online com-
munication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on to loneliness for adolescents who mainly communicated with familiar people.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online communication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loneliness by the fully mediating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 Conclusion: Whether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iar people serves to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mmuni-
cation on loneliness. Peer relationship serves to fully mediate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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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经成 为影响青少 年心理发展 的重要因

素。 对于中国青少年网民来说， 网络交往（Online
Communication）是突出的互联网使用活动之一[1]。 网

络交往是基于互联网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信息、 情感

的交流与沟通的一种活动，并通过这种“人-机-人”
的交往形式建立和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 [2]。 孤独感

是个体感知到自身的社会人际关系缺失， 进而产生

的悲伤、空虚或情感饥渴的情绪体验[3]。 网络交往作

为一种新兴的人际交往形式， 探讨其与孤独感的关

系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以往有研究探讨了网络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

但是没有区分具体的网络使用活动， 导致研究结果

并不一致，所以无法了解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
例如，有研究发现，上网时间越长， 个体体验的孤独

感越高[4，5]，受 社 交 性 动 机 驱 使的大学生， 网络使用

会导致孤独感水平的升高[6]；也有研究发现网络使用

能够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水平 [7，8]。 近来，研究者发现

网络交往能够提高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质量 [9，10]，而同

伴关系对孤独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11]。 由此可以

推断，网络交往可能会对孤独感产生影响，并且这种

影响可能是通过同伴关系的中介效 应间接起作 用

的。 另外，有研究发现，同熟悉的人进行网络交往能

够提高朋友之间的亲密性， 而与陌生人的交往则没

有这种现象[12]；也有研究发现，在网上同家人和朋友

交往能够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 而与网络上新认识

的人交往则没有引起抑郁水平的变化 [13]。 以上结果

表明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可能会调节网络交往与个体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种调节作用是否会体

现在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关系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将考察青少年网络交往

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在其中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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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用和同伴关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河南省的初中、高中各 1 所，采用整群抽样

法抽取初一至高三的学生，每个年级各抽取 2 个班，
共发放问卷 654 份， 回收有效问卷 632 份， 有效率

96.6%。 其中上过网的被试 613 名（97.0%），本研究

的数据计算基于上过网的被试。在上过网的被试中，
年龄范围 11-21 岁，平均年龄为 14.94±1.96 岁。 其

中，男生 279 名（45.5%），女生 315 名（51.4%），性别

信息缺失 19 名（3.1%）；初一到 高三每个年 级人数

依 次 是 ：109 （17.8% ）、156 （25.4% ）、80 （13.1% ）、87
（14.2%）、85（13.9%）、96（15.7%）。
1.2 工具

1.2.1 网络交往问卷 参考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

查报告[1]，自编青少年网络交往活动调查问卷，包括

6 个题目：①利用即时通讯工具同其他人交往（如：
QQ、MSN 等）；②在网络聊天室里同其他人交往；③
利用社交网站同其他人交往（如：校内网、QQ 校友

录等）；④利用个人博客（包括微博）同其他人交往；
⑤上贴吧、参与 BBS 发帖子同其他人交往；⑥利用

手机上网同别人进行交往。 采用 1～4 点计分（1=从

不使用，4=经常使用），由被试自己评价在上网时是

否使用上述网络服务功能。求得 6 个题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 表明被试网络交往活动的频次越高。 另

外，参考以往的研究[12]，本研究还设计了 1 道题目测

查青少年对网络交往的对象是否熟悉，“在互联 网

上，与你交往的人，你都熟悉吗？ ”，采用 1～4 点计分

（1=几乎都不熟悉，4=几乎都熟悉）。
1.2.2 同伴关系问卷 采用 Marsh 编制、王耘 [14]修

订的自我描述问卷中的同伴关系维度， 包括 8 个题

目，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同伴关系

越好。
1.2.3 孤独感问卷 采用 Russell 编制的 UCLA 孤独

感量表 [15]，包括 20 个 题 目，采 用 4 点 计 分，得 分 越

高，表明被试的孤独感越强。
1.3 统计处理

利用 SPSS20.0 进行相关分析， 利用 AMOS20.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更好地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方法，本研究采取项目组合策略 [16]，以随机组合

的方式将网络交往 6 个题目合成两个网络交往因子

分，同伴关系 8 题目合成两个同伴关系因子分，孤独

感 20 题目合成三个孤独感因子分，将各个因子分作

为外显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交往对象是否熟悉的调节效应分析

对青少年网络交往对象熟悉程度的测查结果发

现，16.5%的青少年选择了“几乎都不熟悉、大 部分

都不熟悉”，这部分群体主要是同陌生的人进行网络

交往；83.5%的青少年选择了“几乎都熟悉、大 部分

都熟悉”，这部分群体主要是同熟悉的人进行网络交

往。 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前者称之为“陌生组”，后

者称之为“熟悉组”。 为了检验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在

网络交往与孤独感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对两

个组的数据分别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对于陌生

组而言，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相关不显著（P=0.77），
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P<0.05）；对于熟悉组而

言， 网络交往与孤独感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 （P<
0.01），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P<0.01）。 具体结

果见表 1。

表 1 网络交往、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注：对角线以下是陌生组三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 系 数，对 角 线

以 上 是 熟 悉 组 三 个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P< 0.05，**P<
0.01，下同。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表

附图 青少年同伴关系在网络交往

影响孤独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2.2 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只在熟悉组发现网络交往与孤独感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17]，本研究只

对熟悉组的被试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首

先，检验网络交往对孤独感的直接作用模型，结果发

现：模型拟合指标良好，网络交往对孤独感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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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向预测作用（标准化 β=-0.17，P<0.01）。 其次，
检验同伴关系在网络交往影响孤独感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良好，网络交往

对孤独感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标准化 β=0.02，P=
0.71），网络交往对同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标准化 β=0.32，P<0.01），同伴关系对孤独感具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标准化 β=-0.62，P<0.01），网

络交往和同伴关系对孤独感的总体解释率为 38.2%。
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及模型的拟合指标分别见表 2 和

附图。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 交往对象是否熟悉在网络交往与

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对于交往对象主要

是陌生人的青少年，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相关不显著，
而对于交往对象主要是熟悉人的青少年， 网络交往

能够降低他们的孤独感水平。 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一致[1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手机上网

越来越普遍，青少年上网更加方便，网络交往形式日

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即时通讯、社交网站和

个人博客等同熟悉的人进行网络交往， 这种交往形

式能够作为现实人际交往的补充， 克服现实交往过

程中的时空限制， 能够缓解个体由于现实交往不足

而产生的孤独感体验。 而与陌生人的网络交往与孤

独感相关不显著， 说明网络交往只有作为现实交往

的一种补充时，对孤独感才具有缓解作用，而不能取

代现实交往对孤独感的意义。
本研究发现， 同伴关系在网络交往与孤独感的

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网络交往通过提高同伴

关系质量间接降低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 由于网络

交往环境缺乏现实交往的视听线索， 个体能够更好

地控制交往过程[18]，导致个体的去抑制化效应增强，
有利于个体更容易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体验 [19]，
自我表露能够促进同伴之间的亲密性 [9]，进而缓解

个体的孤独感体验。同时，网络交往更多的是通过文

字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 有研究也发现基于文字这

种情感表达方式更容易得到同伴的社会支持， 获得

社会归属感[20，21]，进而降低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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