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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 630 名具有社交网站使用经验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社交网站使用对妒忌的影响，以及向上社

会比较、自尊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 社交网站使用显著正向预测妒忌；(2) 向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与妒忌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3) 该中介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具体来说，相对于高自尊大学生，低自尊大学生的向上社会比较产生更多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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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无社交，不互联”，在社交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的移动 + 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占据着人们
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姚琦 , 马华维 , 阎
欢 , 陈琦 , 2014; Gosling & Mason, 2015）。大量研
究证实，社交网站使用与幸福感息息相关（Huang,
2010; Manago, Taylor, & Greenfield, 2012）， 但 其 效
应却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会提
升幸福感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而另一
些研究则指出，社交网站使用降低了幸福感（Kross
et al., 2013）。最近的研究发现了解答该问题的一
个关键因素——妒忌（envy），即如果个体在社交
网站使用中体验到妒忌，其主观幸福感将受到极大
威胁（Tandoc, Ferrucci, & Duffy, 2015; Verduyn et al.,
2015）。尽管社交网站使用中的妒忌威胁着个体的
幸 福 感（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但是，妒忌的发生机制并不清晰。社交网
站使用如何导致妒忌？怎样的个体更容易在社交网
站使用中体验到妒忌？本研究拟对这些问题做出探
讨，揭示社交网站使用中妒忌的发生机制。
妒忌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普遍存在于东西方
文化中。在西方，妒忌常被叫作“绿眼恶魔”；在
中国，我们则称它“红眼病”。妒忌是个体与优势

他人在自我相关领域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的主观不
愉快情绪，混合着自卑、怨恨甚至敌意（吴宝沛 ,
张雷 , 2012; Smith & Kim, 2007）。社会比较理论是
妒忌研究最初的思想来源。该理论认为，个体具有
评价自己的内驱力，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
们不仅借助与相似他人的比较，还借助与比自己
优秀的他人的比较即向上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来完成自我评价（邢淑芬 , 俞国良 ,
2006）。而向上社会比较的情绪后果之一就是妒忌
（Smith, 2000）。
引发妒忌的典型条件是了解他人优势信息，而
社交网站中恰好存在多种触发妒忌的条件（Krasnova
et al., 2013）。首先，社交网站中用户大规模的信息
分享为妒忌提供了天然的基础。研究表明，社交信
息消费是妒忌的重要诱因，个体在 Facebook 中浏览
好友发布的信息就可能触发妒忌（Burke, Marlow, &
Lento, 2010; Krasnova et al., 2013）。其次，在社交
网站中，用户更倾向于突出积极的、理想的自我，
这使得社交网站中的信息偏积极化、社交网站中
的 他 人 偏 优 势 化（Chou & Edge, 2012; Mehdizadeh,
2010）——即向上社会比较的诱发因素。实证研究
也表明，个体使用社交网站很容易产生向上社会比
较（ 孙 晓 军 等 , 2016; Fardouly, Diedrichs, Vartanian,
& Halliwell, 2015）；而向上社会比较易诱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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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别人”的消极感受，是个体产生妒忌情绪的
重要影响因素（吴宝沛 , 张雷 , 2012; Smith & Kim,
2007）。因此，我们假设 H1 社交网站使用正向预
测妒忌，H2 向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与妒忌之
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比较对个体认知评价、情绪体验的作用还
受到一些变量的调节（邢淑芬 , 俞国良 , 2006; Stapel
& Koomen, 2000）。其中，自尊作为个体对整体自
我的情感性评价，是个体特征水平的重要调节变量
（邢淑芬 , 俞国良 , 2006; Stapel & Koomen, 2000）。
研究表明，遭遇向上社会比较以后，低自尊个体倾
向于注意社会比较的负面结果，体验较多消极情绪；
而高自尊个体则倾向于外部归因、注意自己的其他
优势信息，体验较少消极情绪（李海江 , 杨娟 , 袁祥
勇 , 覃义贵 , 张庆林 , 2012）。线下实验研究发现，
相对于向下社会比较，进行向上社会比较的个体体
验到更多妒忌；且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体验更多妒
忌（Wood, Giordano-Beech, Taylor, Michela, & Gaus,
1994）。一般来说，向上社会比较会产生心理劣势
和自我威胁，
而对整体自我的肯定性评价
（即高自尊）
可以帮助个体应对这种劣势感和威胁感，缓解向上
社会比较的负面效应
（韩晓燕 , 迟毓凯 , 2012; 郑晓莹 ,
彭泗清 , 戴珊姗 , 2014）。由此，我们假设 H3 自尊
调节向上社会比较对妒忌的影响。具体来说，相对
于高自尊大学生，低自尊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诱
发向上社会比较产生更多妒忌。
综上所述，为探讨社交网站使用、向上社会比较、
自尊以及妒忌四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
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及 3 个研究假设：H1 社交网站使用正向预测妒忌；
H2 向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与妒忌之间起中介
作用；H3 自尊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后半段，低自尊大
学生的向上社会比较产生更多妒忌（见图 1）。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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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２.１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从武汉市某两所高校选取具
有 3 个月以上社交网站（指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
使用经验的大学生 658 名。回收有效问卷 63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5.74%。其中，男生 277 人（44.00 %），
女生 353 人。被试年龄为 17~25 岁，平均年龄 19.03
岁（标准差 1.11 岁）。
２.２ 测量工具
２.２.１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
采用 Ellison, Steinfield 和 Lampe（2007）编制的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共 8 个项目。前 2 项测量
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的好友数量及日平均使用时间；
后 6 项采用 5 点评分，测量个体与社交网站的情感
联系强度以及社交网站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将个
体在这些问题上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化分数并计算其
总均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越高
（牛更枫等 , 2016）。对问卷主体 6 项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χ 2 /df = 4. 71，RMSEA
= .08，NFI = .98，GFI = .99，CFI = .99。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83。
２.２.２ 向上社会比较量表
采用 Gibbons 和 Buunk（1999）编制的爱荷华
荷兰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的向上社会比较分量表中文
版（白学军 , 刘旭 , 刘志军 , 2013），共 6 个项目，
如“当我评价自己当前生活或学习情况时，我通常
与那些做得比我好的人进行比较”。采用 5 点评分，
总分越高，表示向上社会比较行为倾向越大。对量
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χ 2 /df =
4. 82，RMSEA = .08，NFI = .98，GFI = .98，CFI =
.9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88。
２.２.３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删除原量表中不适
于中国文化的第 8 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
尊重”，保留其余 9 个项目，采用 4 点评分（田录梅 ,
2006）。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

图 １ 社交网站使用、向上社会比较、自尊与妒忌的假设关系模型图

χ 2 /df =2.68，RMSEA = .05，NFI = .98，GFI = .98，
CFI = .9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82。
２.２.４ 社交网站妒忌量表
使 用 Tandoc 等 人（2015） 编 制 的 Facebook 妒
忌量表，测量社交网站使用中的妒忌，单维度，共
8 个项目，如“看到别人总是玩得愉快让我感觉沮

620

心

理

科

学

丧”。采用 5 点评分，总分越高，妒忌情绪越严重。

的累计变异量仅 20.06%，小于 40%，表明本研究不

对原始量表翻译后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

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 , 龙立荣 , 2004）。

2

良好，χ /df = 4. 41，RMSEA = .07，NFI = .97，GFI
= .97，CFI = .9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74。
２.３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自我报告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本研究在程序上通过匿名调查、部分题目反
向计分的方式进行了一定控制。同时，采取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共 6 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

３
３.１

结果
社交网站使用、向上社会比较、自尊和妒忌的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社交网站使用与向上社会比较、
妒忌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相关不显著；向上社会
比较与自尊、妒忌显著正相关；自尊与妒忌显著负
相关（表 1）。
３.２

社交网站使用与妒忌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0，男生 =1；N =630；**p <.01，***p <.001，下同。

型检验

年龄进行控制。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 3 个条件，

根据 Hayes（2013）、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则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a 方程 1 中，社交网站

的观点，参考李董平等人（2015）研究中有调节

使用对妒忌的总效应显著；b 方程 2 中，社交网站

的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首先采用 SPSS 宏程序

使用对向上社会比较的预测效应显著；c 方程 3 中，

PROCESS 的模型 4 检验向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

社交网站使用、向上社会比较对妒忌的主效应显著，

使用与妒忌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控制性别

且自尊与向上社会比较交互项的效应显著（温忠麟 ,

和年龄后（Krasnova et al., 2013），社交网站使用强

叶宝娟 , 2014; Hayes, 2013）。

度能显著预测向上社会比较，a=.46, SE =.06, p <.001;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向上社会比较同时进入回归方

此外，本研究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不
高于 1.2，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程，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仍能显著预测妒忌，c=.18,

如表 2 所示，方程 1 显著，社交网站使用正向

SE =.06, p <.01，向上社会比较也能显著预测妒忌，
b=.13, SE =.04, p <.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向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与妒
忌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6, Boot SE =.02, 95%
的置信区间为 [.02, .12]。中介效应占总比 ab/(ab+c)
=24.94%。
第二步，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14 检验自尊的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需
要对 3 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 1 估计社
交网站使用对妒忌的总体效应；方程 2 估计社交网
站使用对向上社会比较的预测效应；方程 3 估计自
尊在向上社会比较与妒忌之间的调节效应。在每个
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做标准化处理，对性别和

预测妒忌，满足条件 a；方程 2 显著，社交网站使
用正向预测向上社会比较，满足条件 b；方程 3 显著，
社交网站使用正向预测妒忌，向上社会比较正向预
测妒忌，且自尊与向上社会比较的交互项显著，满
足条件 c。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向上社会比较与自尊交互效
应的实质，我们将自尊按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分
出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了简单效
应分析图（图 2）。结果表明，当自尊水平较低时，
向上社会比较对妒忌的正向预测显著（B simple=.39，

t =4.25，p <.001）；当自尊水平较高时，向上社会比
较对妒忌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B simple=.17，t =2.09，
p <.05；B simple=.39 减弱为 B simpl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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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社交网站使用通过向上社会比较对
妒忌产生影响的过程受到自尊的调节。对于高自
尊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通过向上社会比较对妒忌
的 间 接 效 应 =.06, Boot SE =.02, 95% 的 置 信 区间为
[.02, .10]；对于低自尊大学生，该间接效应相对更
强，index =.13, Boot SE =.03, 95% 的置信区间为 [.08,
.21]。
图 ２ 自尊对向上社会比较与妒忌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表２

４

社交网站使用对妒忌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讨论
本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能正向预测妒忌，

个体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越高，体验的妒忌越多，
与以往研究一致（Tandoc et al., 2015; Verduyn et al.,
2015）。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在验证社交网站使用
与妒忌直接联系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检验了向上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
的调节作用。
４.１ 向上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中介机制进一步揭示了向上社会比较的桥梁作
用，虽然以往研究从理论的角度反复推论了向上社
会比较是妒忌产生的前提，但是并没有实证研究探
讨此关系在社交网站环境中的应用（吴宝沛 , 张雷 ,
2012; Smith & Kim, 2007）。
基于社交网站的功能和属性，个体在社交网站
中的自我呈现比线下情境更具控制性。研究发现，
人们在社交网站中倾向于呈现自我相关的积极信
息，交流生活的积极面（Mehdizadeh, 2010）。而高
强度地使用社交网站，长期接触他人优势信息，容
易引发向上社会比较（孙晓军等 , 2016）。此外，
自我相关高的信息更容易诱发妒忌（吴宝沛 , 张雷 ,
2012; Smith & Kim, 2007）。社交网站中的个体更容
易将自己的真实自我状况与他人呈现的“积极自我
信息”
对比，
这种向上社会比较迫使个体产生劣势感、
“不如人”的体验（Chou & Edge, 2012; Fardouly et

al., 2015），进而引发妒忌。本研究将向上社会比较
对妒忌的诱发作用拓展到社交网站情境中，说明社
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适应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
尽管现有研究整体上更趋于积极效应，但是社交网
站使用的消极效应不容忽视。
４.２ 自尊的调节作用
在中介机制之外，本研究还考虑了“何时”作
用更强的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使用影响
妒忌的关系中存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来
说，社交网站使用诱发向上社会比较，相对于高自
尊个体，
低自尊个体的向上社会比较诱发更多妒忌。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整体自我
的情感性评价，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和适应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Mruk, 2013），而且能保护不利情
境中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郝振 , 崔丽娟 ,
2014）。对自我持肯定评价的个体在遭遇社会比较
不利时，他们能够拓展对自我的其他关注点，以应
对体验到的劣势感和威胁感（郑晓莹等 , 2014）。
同时，自尊缓解假设指出，高自尊个体比低自尊个
体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
应 对 压 力 事 件 (Abela, Webb, Wagner, Ho, & Adams,
2006)。向上社会比较会威胁个体的自我评价，可视
作一种压力事件。而高自尊可以减少个体向上社会
比较之后产生的消极后果（Aspinwall & Taylor, 1993;
Wood et al., 1994）。综上，高自尊是个体应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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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与妒忌之间起部分中介

此外，网络使用的“富者更富”模型指出，拥

作用；(3) 社交网站使用通过向上社会比较对妒忌产

有更多资源的个体使用网络获取的收益更多，如高

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相对于高自尊

外向性个体在线下拥有更多好友，他们使用社交网

大学生，低自尊大学生的向上社会比较诱发更多妒

站获得的好友也更多（Ong et al., 2011）。本研究发现，

忌。

高自尊个体在遭遇向上社会比较以后，相对于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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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ite Usage on Env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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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Envy is a common and unpleasant emotional experience for most people regardless of culture, which can arise when we compare

unfavorably with others who are better than us (Smith & Kim, 2007). Sinc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 sites become an integrated part of modern
lif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nearly 4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e of the questions under debate is whether th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contributes to the users’ well-being (Gosling & Mason, 2015; Huang, 2010; Kross et al., 2013; Manago, Taylor, & Greenfield, 2012;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 However, the newest research revealed envy may be one of the cruxes of the matter. When th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triggered the feeling of envy, people would be depressed and experience life dissatisfaction and low well-being (Tandoc, Ferrucci, & Duffy,
2015; Verduyn et al., 2015). Envy threatens people’s well-being online and offline (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 Smith & Kim,
2007).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nvy and the mechanism whereby such factors influence env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Based on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whether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and envy, and whether self-esteem moderated this mediation effect. By
convenient sampling, totally 630 college students (277 boys and 353 girls) who have used social network sites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y completed the Facebook intensity scale,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cale,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Facebook envy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Th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envy, and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envy. (2)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and envy. (3) Self-esteem
moderated the second path of the mediated effe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it meant that the in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and envy varied as a function of self-esteem.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envy was much
stronger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 self-esteem relative to those with high self-esteem. Therefore, both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existed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and envy.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env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present study not only revealed how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influenced envy, but also revealed when this effect was stronger. These
findings ha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applicable values and would contribute to reducing people’s env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Firstly, it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happen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Secondly, it is important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and adequately reduce the env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site usag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elf-esteem, envy, college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