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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文 以 ２０１４ 年 八 城 市 “ 社 会 网 络 与 职 业 经 历 问 卷 调 查 ”

（ＪＳＮＥＴ２０１４） 数据为基础， 分析城市居民网络社交对其线下社交的影响。 将线下

社交网络分为春节拜年网、 餐饮聚会网、 日常支持网、 社会参与网， 并依据是否维

系着相对长期稳定的线下社交， 将其进一步划为两类： 前三者为常规社交网， 把社会

参与网看作非常规社交网。 与强弱关系理论展开对话， 发现： 在春节拜年网、 餐饮聚

会网、 日常支持网三类常规关系网中， 新型网络社交能够带来关系 “泛化”； 对其具

有显著的促进交往的作用； 而对于社会参与网， 新型网络社交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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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各类社交网站纷纷设立， 新型网络社交迅

速流行开来，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交往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 年八城市 “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ＪＳＮＥＴ２０１４） 数据， 分析城市居

民使用新型网络交往状况， 研究其对线下社交网及交往关系的影响， 并对相关的理

论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一、 新型网络社交的兴起及其影响

新型网络社交是相对于线下关系网络而言的， 它是以计算机、 网络为媒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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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符号为载体而形成的新交往网络， 这一发展被称为 “社交网络革命”。 雷

尼指出， “就社交网络革命而言， 最值得一提的并非技术上的转变， 而是人们之间

交往方式的变迁” （雷尼、 威尔曼， ２０１５： １８）。 与线下社交网相比， 新型的社交方

式之 “新”， 主要体现在它正在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 “在线” 社交环境。 “在这个环

境中的社会关系可以不是映射自现实中存在的关系， 也可以是只在虚拟世界中产生

并维持的新关系” （阿尔纳博尔迪等， ２０１７： １）。 因此， 阿尔纳博尔迪等学者把利

用网络媒介 ［如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而建立起来的用户之间的在线

社交网络， 看作不同于线下的社会网。 这类新型网络社交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交往

方式， 重塑社会关系， 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新型在线社交

与传统的线下社交具有一系列不同特征， 可用表 １ 来概括。

　 　 表 １ 在线社交与线下社交特征比较

特征 在线社交 线下社交

互动方式 线上 线下面对面

交往媒介 有 无

互动时空性 可跨时空 即时在场

互动情感性 弱 强

互动仪式性 弱 强

关系特征 泛化 密切

身份特征 虚拟性 真实

网络社交的快速兴起是现代互联网技术的重要社会影响。 特别是 ２００４ 年脸书的

上线， 开启了在线社交的新时代。 目前， 脸书、 推特、 聚友网 （ＭｙＳｐａｃｅ） 等是世

界主流的在线社交网站。 脸书是当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在线社交网络平台，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其每月活跃用户数量为 ２２ 亿①。 而 ２００６ 年建立的推特发展至 ２０１４

年第二季度已经拥有了大约 ３ 亿的月活跃用户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推特的月

度平均活跃用户人数达到了 ３ ３５ 亿人， 相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加 ９００ 万人③。 以美国为

例， 从截至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来看， 根据 “爱迪生研究院” （Ｅｄｉｓ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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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顿数字传媒公司” （Ｔｒｉｔ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对美国人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统计， 普通

脸书的用户每天登陆 ５ ６ 次， 青少年更是高达 ８ ２ 次； ４３％的推特用户每天都登陆，

超过 ８０％的美国人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在推特上获取过信息①。

国内网络社交的发展虽然晚于国外， 但发展更为迅速。 依据网络社交媒介的发

展顺序与特点， 我国的网络社交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早期以 ＢＢＳ 论坛、

校友录、 博客为代表的 “旧社交工具时期 （Ｗｅｂ１ ０ 媒介）”； 中间是以 ＱＱ 空间、

人人网、 开心网等网站为代表的 “中社交工具时期 （Ｗｅｂ２ ０ 媒介）”； 最新是以

微博、 微信等移动社交工具为代表的 “新社交工具时期 （Ａｐｐ 媒介）” （杜友君、

杜恺， ２０１４： １２０—１２４）。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 国内网络社交迅速普及， 用户数量

激增。 据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微信日均登录人数达

９ ０２ 亿， 是中国当前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网络平台。 从用户构成来说， 以年轻人

群体为主。 新浪财报显示， 微博 ２０１７ 年度营收超 ７７ 亿元， 月活跃用户平均达

３ ９２ 亿②。 而腾讯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财报则宣布微信月活跃用户已突破 １０ 亿。

跟国外相比， 国内网络社交的发展尽管起步略晚， 但发展更迅速， 用户数量和范围

更大。

总之，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新型社交网的兴起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生活变迁中

的一个 “革命性” 事件， 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或者说， 人类传播史上每

一次重要的媒介形态革命， 都伴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 （谢新洲、 张炀，

２０１１）。 因此， 关注和深入研究新型网络交往对线下社会网的深刻影响， 具有重要

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二、 相关研究评述

（一） 关于社会网与线下社交关系的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通常以线下社会网为研究对象， 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传统。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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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对个体网络的研究， 验证网络关系对求职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７３）、 职业地位获

得 （边燕杰等， ２０１２）、 社会流动 （边燕杰、 张文宏， ２００１； 边燕杰， ２００４ａ）、 身

心健康 （赵延东， ２００８； 河内一郎等， ２０１６） 等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 “关系

网” 具有某种特定的内涵， 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且存在自身的运作

逻辑 （林聚任等， ２００７）。 对此， 许多学者做了一些独到研究。 边燕杰提出的 “强

关系假设”， 集中解释了中国人更习惯于运用强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并争取更大利益

问题 （边燕杰， １９９９）。 与西方人关系逻辑取向不同的是， 中国人对于关系的理解

逻辑是， 于在一套关系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非以自我为出发点搭建关系网络

（翟学伟， ２００９）。 边燕杰等还通过对餐饮网、 拜年网的研究， 将中国人的关系模式

总结为三种类型： 强调关系情感基础的作为家庭义务延伸的网络、 作为特殊工具型

纽带的交换网络、 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 （边燕杰， ２００４ｂ）。 因此在诸

多理论中， 格兰诺维特与边燕杰提出的 “强关系” 与 “弱关系” 理论是其中十分具

有代表性的研究， 能够体现出中国人对强关系的天然重视。

社会关系网的结构与特征既跟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也是整个社会结

构的一部分， 同时它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政治经济背景、

社会伦理等都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关系如何建立 （纪莺莺， ２０１２）。

（二） 关于新型网络社交及其对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新型网络社交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交流互动的方式， 也改变了

世界或人们的生活 （弗雷泽、 杜塔， ２０１３）。 这种新型网络化交往正在深刻影响传

统的线下社交， 重塑人际关系。 与线下社会网相比， 新型网络社交呈现一系列新特

点， 比如在交往心理上具有交往主体角色心理的虚拟性、 交往形式与心理的间接性、

交往心态的平等性、 思想情感表达的高度直接性等鲜明特征 （宋巨盛， ２００３）。 与

此同时， 在社交网络中， 持续在场和关注他人成为可能， 人们之间的时空区隔变得

不再重要 （雷尼、 威尔曼， ２０１５）。 一个以线上互动为特征的网络化社交新时代正

在到来。

新型社交网兴起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个方面的， 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一定研

究。 有的研究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面分析了网络时代人们社交方式的改变， 比

如李·雷尼 （Ｌｅｅ Ｒａｉｎｉｅ） 和巴里·威尔曼 （Ｂａｒｒｙ Ｗｅｌｌｍａｎ） 的研究； 有的则是专

题性研究， 比如瓦莱里奥·阿尔纳博尔迪 （Ｖａｌｅｒｉｏ Ａｒｎａｂｏｌｄｉ） 等人的研究。 而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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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等人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专门总结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关于脸书的研究

情况。 概括来说， 学界目前关于新型社交网影响的研究集中关注到了如下几个方面

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第一， 社交网络的发展， 导致日益明显的 “网络化个人主义” 特征， 从而导

致社交 “孤独化” 趋势。 随着社交网的兴起， 一方面， 人们越来越多的交往借助

于网络， 另一方面， 每个人越来越封闭在自己的 “小圈子” 或网络之中， 因而人

际关系出现了 “孤独化” 特征。 心理学家克劳特等人 （Ｋｒ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提

出了 “互联网悖论” 问题， 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参与

圈子， 会增加人们的抑郁和孤独情绪。 米勒·麦弗逊等人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年在 《美国社会学评论》 发文， 利用过去 ２０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

（ＧＳＳ） 的数据分析得出， 人们的核心讨论网发生了很大变化， 知己朋友的数量

明显减少了。 而雪莉·特克尔 （ Ｓｈｅｒｒｙ Ｔｕｒｋｌｅ） 担心， 人们更多地依赖于机器交

往将会取代直接的互动， 出现 “群体性孤独” 现象。 她说： “我们与机器人的关

系正在升温； 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特

克尔， ２０１４： １）。

第二， 随着社交的网络化， 人们的交往数量和交往面扩大了， 但关系模式发生

了变化， 出现了关系 “泛化” 和情感 “弱化” 的特征。 “泛化” 指的是交往面的扩

展， 但交往面在发展的过程中， 关系并不那么紧密。 即便人们通过网络跟自己的亲

友经常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的亲密性和情感性远低于传统的线下互动交往。 所以，

线上社交更多地体现出 “弱关系” 的一些特征 （特克尔， ２０１４）。

第三， 网络化社交的虚拟性， 使人际关系的真诚性和约束性较低。 社交的虚拟

性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关联。 网络社

交虽然说是传统社交的延展或更新， 线上交往跟线下互动密切相关。 但是， 虚拟空

间作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 呈现跟现实社会非常不同的一些特征。 特别是从人们关

系的属性和特征来看， 在网络社交中， 人们的身份地位虚化或弱化， 相应地对其关

系的要求或约束较低， 在平等交流沟通的同时， 人际关系的真诚性、 亲密性和仪式

性降低了。

（三） 小结

就已有研究来说， 特别是跟传播学、 心理学、 经济学、 管理学等学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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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对新型网络社交及其影响的研究相对不够。 有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互联网

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目前还缺乏从系统的经验分析上解释

社交网络化的影响机制及其与线下社会网之间的关系。 随着近年来社交网络化的

快速发展， 社会学对社会网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的关系网， 转向对新型社交网的研

究。 在本文中， 我们跟其他研究有所不同的是， 试图借助调查数据关注如下两个

问题： 第一， 把新型网络社交与线下关系网分析联系起来， 专门说明其关系及其

影响结果。 第二， 突出说明新型社交网对人们 “朋友圈” 和关系性质的影响， 并

尝试解答在社交网络化日益盛行的背景下， 人际交往关系或社会网的可能走向与

问题。

三、 数据、 变量与研究假设

（一） 数据和主要变量

本文分析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 “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该调查以西安交

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为负责单位， 在长春、 天津、 济南、 上海、 厦门、 广州、

西安、 兰州八个城市开展入户调查， 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方法， 以所有 １８ 岁到 ６９

岁有非农职业经历的居民为总体， 最终从共计 １９５ 个社区或村委会获取了 ５４８０ 个受

访对象的数据资料 （张顺、 梁芳， ２０１７）。

在变量操作化方面， 把线下社会网即春节拜年网、 餐饮聚会网、 日常支持网、

社会参与网， 作为因变量。 在其具体测量上， 本文用通过见面方式拜年的人数和通

过所有渠道拜年的人数测量春节拜年网， 属连续变量； 用请人在外就餐的频率、 被

请客在外就餐的频率、 陪朋友在外就餐的频率测量餐饮聚会网， 属定序变量； 用一

天里与多少个不住在一起的家人亲戚有联系、 一天里与除家人外的多少个人有联

系、 本地可诉说心事的熟人数量、 本地可借钱的熟人数量测量日常支持网， 属定序

变量； 用社区建设活动参与情况、 文体活动参与情况、 扶助弱势群体活动参与情

况、 政治事务活动参与情况测量社会参与网， 是虚拟二分变量 （因变量描述统计见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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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Ｎ 均值 标准差

春节拜年网
通过见面方式拜年的人数 ５４４０ ２５ ９０ ３４ ３５

通过所有渠道拜年的人数 ５４５１ ４９ ０１ ２２５ ３７

变量名 变量值 频数 百分比 （％ ）

餐饮聚会网

请人在外就餐的频率

从不 １２７７ ２３ ４７

很少 １８５４ ３４ ０７

有时 １６５１ ３０ ３４

经常 ３６２ ６ ６５

总是 ２９７ ５ ４６

合计 ５４４１ １００ ０

被请客在外就餐的频率

从不 １０３２ １８ ９６

很少 １８０８ ３３ ２１

有时 １８３０ ３３ ６１

经常 ４５９ ８ ４３

总是 ３１５ ５ ７９

合计 ５４４４ １００ ０

陪朋友在外就餐的频率

从不 １１８９ ２１ ８３

很少 １８１５ ３３ ３３

有时 １６５９ ３０ ４６

经常 ４８０ ８ ８１

总是 ３０３ ５ ５６

合计 ５４４６ １００ ０

变量名 变量值 频数 百分比 （％ ）

日常支持网

一天里与不住在一起的家人亲

戚有联系的数量

０ 个 ８５５ １５ ７３

１—２ 个 ２９３８ ５４ ０４

３—４ 个 １１４０ ２０ ９７

５—９ 个 ３７６ ６ ９２

１０—１９ 个 １０７ １ ９７

２０—４９ 个 １８ ０ ３３

５０—９９ 个 ２ ０ ０４

１００ 个及更多 １ ０ ０２

合计 ５４３７ １００ ０

一天里与不住在一起的家人亲

戚外的人有联系的数量

０ 个 ８５２ １５ ６９

１—２ 个 １７８７ ３２ ９１

３—４ 个 １２６２ ２３ ２４

５—９ 个 ８４１ １５ ４９

１０—１９ 个 ４４４ ８ １８

２０—４９ 个 １７９ ３ ３０
５０—９９ 个 ４３ ０ ７９

２０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９ ４



续表

变量名 Ｎ 均值 标准差

日常支持网

一天里与不住在一起的家人亲

戚外的人有联系的数量

１００ 个及更多 ２２ ０ ４１

合计 ５４３０ １００ ０

本地可诉说心事的熟人数量

０ 个 ８１３ １４ ９３

１—３ 个 ３１４４ ５７ ７５

４—６ 个 ９６８ １７ ７８

７—９ 个 １７７ ３ ２５

１０ 个及以上 ３４２ ６ ２８

合计 ５４４４ １００ ０

本地可借钱的熟人数量

０ 个 １３３８ ２５ ９７

１—３ 个 ２５８８ ５０ ２２

４—６ 个 ７４８ １４ ５２

７—９ 个 １５１ ２ ９３

１０ 个及以上 ３２８ ６ ３７

合计 ５１５３ １００ ０

变量名 变量值 频数 百分比 （％ ）

社会参与网

社区建设活动参与情况

参加过 １０８０ ２０ １１

未参加 ４２９０ ７９ ８９

合计 ５３７０ １００ ０

文体活动参与情况

参加过 １２８１ ２３ ８１

未参加 ４０９９ ７６ １９

合计 ５３８０ １００ ０

扶助弱势群体活动参与情况

参加过 １１６７ ２１ ６９

未参加 ４２１４ ７８ ３１

合计 ５３８１ １００ ０

政治事务活动参与情况

参加过 ９７４ １８ １０

未参加 ４４０７ ８１ ９０

合计 ５３８１ １００ ０

　 　

关于自变量， 主要是把新型网络社交使用状况操作化为使用社交软件频率、 线

上社群数量、 网上密友数量、 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四个方面。 同时， 把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收入、 在职状态、 户籍、 性别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自变量的描述

统计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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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自变量描述统计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Ｎ

社交软件使用频率

从不使用 ２９ ３０

很少使用 １０ ６８

有时使用 ９ ９０

经常使用 ３３ ６１

总是使用 １６ ５１

５４７５

线上社群数量

０ 个 １０ ９１

１—５ 个 ５２ １３

６—１０ 个 １８ ９５

１０ 个以上 １８ ０１

３２８２

网上密友数量 １５ ２５ ４１ ３８ ２８９８

线上网友线下 ２ ７９ １３ ６１

朋友转化数量
２９０８

　 　

根据因变量类别不同，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次序对数回归模型和罗杰

斯蒂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三种分析模型， 分别加以分析。

（二） 研究假设

“社交网络革命为人们超越结构紧密的群体世界提供了机会， 也带来了挑战”

（雷尼、 威尔曼， ２０１５： １０）。 人们社交的网络化在提高了交往便利性的同时， 也会

带来个体间关系的疏离， 情感弱化。 “用技术来处理亲密关系， 人际关系会被弱化

成仅仅是联系而已。 而在此之后， 简单的联系会被重新定义为亲密。 换句话说， 网

络亲密 （ｃｙｂｅｒｉｎｔｉｍａｃｉｅｓ） 滑向了网络疏离 （ｃｙｂｅｒｓｏｌｉｔｕｄｅｓ）” （特克尔， ２０１４： １７）。

结合在相关研究评述中提到的强弱关系划分，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中

国人又会在何种情境下选择将关系发展成为强关系？ 与西方人习惯性地将人际关系

拓展至公共领域不同，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视与身边他人的相互依赖， 包括亲

属、 邻里、 同学、 朋友等 （翟学伟， ２００８）， 即以之作为建立强关系的目标对象，

并以情感型与工具型两种不同的目标作为目的。 而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 这种关系

的建立又是长期依赖于拜年、 聚餐、 日常拜访走动等传统社交方式作为建立手段的，

我们可以将以此类方式建构的关系网称为 “常规关系网”； 而反之借助一些社会公

共交往渠道建立的联系， 例如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建立的关系网， 则可称为 “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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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

新型网络社交是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 但它与线下社交网仍存在密切关联。 因

此基于强弱关系理论的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１ 新型网络社交有助于拓展线下的 “常规关系网”。

在此基础上， 结合情感型与工具型两类关系， 进一步提出以下子假设：

１ａ 新型网络社交有助于增加联络好友的数量；

１ｂ 新型网络社交会带来关系 “泛化”， 促进工具型关系发展。

２ 新型网络社交对通过参与公共活动等方式建立的 “非常规关系网” 的影响有

限， 存在负向效应。

四、 数据分析

（一） 在线下建立的 “常规关系网” 中， 新型网络社交有助于增加联络好友的数量

春节拜年和餐饮聚会是 “常规关系网” 的两种基本类型， 人们通过这类网络联

系增加和深化情感型关系。 本文首先分析人们网络社交状况对其春节拜年网和餐饮

聚会网的影响， 对春节拜年网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餐饮聚会网使用次序对

数回归模型分析。 数据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网络交往对 “常规关系网” 影响效应的模型 （春节拜年网 ／餐饮聚会网）

通过见面方式

拜年人数

（ＯＬＳ）

通过所有方式

拜年人数

（ＯＬＳ）

请人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被请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陪同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社交软件使用频率
０ ６１８　
（１ １２１） ０

１１ ５８６００
（９ ５５３）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５８）

０ １７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９ ＋

（０ ０５７）

线上社群数量
５ ２１４∗∗∗

（０ ８８７） ０
１２ ５９５ ＋

（７ ５５１）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６）
０ １６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４５）

网上密友数量
０ １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 ２８５∗

（０ １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线上线下朋友转化

数量
０ １６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 １５００

（０ ４２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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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见面方式

拜年人数

（ＯＬＳ）

通过所有方式

拜年人数

（ＯＬＳ）

请人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被请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陪同在外

就餐频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年龄
０ ２５８

（０ ０７５）
０ １７１

（０ ６４１）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４）

收入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１）
０ ８５６∗

（０ ４３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受教育程度
０ ２００

（０ ２８３）
－ ０ ６２７
（２ ４０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５）

在职状态
－ １ ０８０
（１ ８６６）

１４ ７５９
（１５ ８８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９６）

户籍
－ ７ ８８６∗∗∗

（２ １４８）
－ ４４ ７２４∗

（１８ ２３８）
０ ０４１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６５　
（０ １１０）

０ ２１４∗

（０ １１０）

性别
７ ２３２∗∗∗

（１ ３９２）
３０ ８３７∗∗

（１１ ８３６）
０ ５８０∗∗∗

（０ ０７２）
０ ４３２∗∗∗

（０ ０７２）
０ ３２２∗∗∗

（０ ０７１）

　 　 注： 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下表同。

从对春节拜年网的影响上看， 新型网络交往对春节拜年网的影响， 除了 “使用

社交软件频率” 不显著外， 线上社群数量、 网上密友数量、 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

数量三个方面都能产生一定影响， 其中前两者对见面拜年人数和各种渠道拜年人数

都具备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则能对见面拜年人数具备显

著的正向影响。 这个结果表明， 新型网络交往影响人们的春节拜年网， 有助于拓展

通过常规渠道建立的关系。

从餐饮聚会网来看， 体现网络交往的这四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产生影响， 且系

数皆为正， 这表明新型网络交往能够帮助完善人们的餐饮聚会网。 其中， 这四个方

面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线上社群数量、 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这两个方面对

餐饮聚会网三个方面都有显著影响。 在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中， 请客吃饭被视为重要

的社交形式， 大多数人也同意请客吃饭对于维系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边燕杰，

２００４）。 因此从聚餐频率随网络社交使用频率的提高而上升， 我们可以看出， 在新

型网络社交日渐流行的当下， 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互联网当作延续这一习惯的载体，

借助网络密切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发展自己的 “餐饮聚会网”， 进一步拓展交往面。

由此可以说明， 假设 １ａ 能够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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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线下建立的 “常规关系网” 中， 新型网络社交会带来关系 “泛化”， 促进

工具型关系发展

除情感型关系外， 工具型关系是人们日常联系的另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

获取物质资源帮助的重要渠道， 这种关系一般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支持网中。 本文对

日常支持网变量建立模型， 使用次序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数据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网络交往对 “常规关系网” 影响效应次序对数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日常支持网）

家人亲戚联系数量
非家人亲戚

联系数量

本地可诉说

心事熟人数量
本地可借钱熟人数量

社交 软 件 使 用

频率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０）

０ ２２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４）
０ ２２２∗∗∗

（０ ０６３）

线上社群数量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７）
０ ３１７∗∗∗

（０ ０４５）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１４４∗∗

（０ ０５０）

网上密友数量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线上网友线下朋

友转化数量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收入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４）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６）

在职状态
－ ０ ２５３∗

（ － ０ ０９９）
０ ２０４∗

（０ ０９３）
－ ０ １６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５
（０ １０６）

户籍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９９）

－ ０ １５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８

（０ １２４）
－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８）

性别
－ ０ １９１∗

（０ ０７５）
０ ４０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９）
０ ５６２∗∗∗

（０ ０７８）

　 　

可以看出， 社交软件使用频率、 线上社群数量、 网上密友数量、 线上网友线下

朋友转化数量都不同程度地对日常支持网的四个方面有影响， 且系数都为正， 说明

新型网络交往对人们的日常支持网有正向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新型网络社交

帮助人们拓展工具型关系， 对推动人们的关系走向泛化具有一定作用。 更进一步看，

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并没有对本地可借钱熟人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这说明即

使人们将线上的网友转化为线下的朋友， 看似彼此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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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很难将其视为提供支持的对象。 可见， 尽管互联网社交对人们的社会网带来了泛

化的改变， 但人们在借助网络平台拓展工具型关系时， 其对象仍大多聚焦于现实中

已认识之人而非纯粹从网上结识的网友， 带来的泛化有一定的限度。 这一发现也能

够表明， 人们习惯上更信任线下结识的人， 而不是通过非常规渠道结识的人。 可认

为， 假设 １ｂ 能够得到验证。

（三） 新型网络社交对通过参与公共活动等方式建立的 “非常规关系网” 影响有限

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联络参与者并进行运作， 然而实

际上这种联系还只存在于对参与公共活动感兴趣的少部分人群中， 跟一般意义的社

交网络有所不同。 因此针对研究假设 ２， 本文引入社会参与网变量建立模型， 使用

罗杰斯蒂模型进行分析。 数据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网络交往对 “非常规关系网” 影响效应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社会参与网）

社区建设活动

参与情况

文体活动

参与情况

扶助弱势群体活动

参与情况

政治事务

参与情况

社交 软 件 使 用

频率
－ ０ １７０∗

（０ ０８０）
－ ０ １６５∗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４）

线上社群数量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６４）
０ １６２∗∗

（０ ０５６）
０ １９６∗∗∗

（０ ０５７）
０ １７４∗∗

（０ ０６６）

网上密友数量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线上网友线下朋

友转化数量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年龄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６）

收入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受教育程度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１）

在职状态
０ ２３８ ＋

（０ １３５）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１）
０ ２８８∗

（０ １２５）
０ ３３７∗

（０ １４５）

户籍
０ ５９８∗∗∗

（０ １８１）
０ ３４１∗

（０ １５０）
０ ３５３∗

（０ １５２）
０ ５４４∗∗

（０ １９５）

性别
－ ０ ３１７∗∗

（０ １０２）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８９）

－ ０ ２４５∗∗

（０ ０９１）
－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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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首先， 社交软件使用频率、 线上社群数量、 网上密友数量、 线上网

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这四个方面对社会参与网四个方面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网上密友数量对社会参与网的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 表明网络上的紧密联系

跟现实活动有一定关联。 其次， 具体来看， 社交软件使用频率与社会参与网的各方

面都呈现负向影响。 这可以与研究假设相呼应， 即与拜年聚会等早已被人们视作已

经习以为常的线下活动不同， 城市居民对网上的一些公共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 也

就很难使人们借助网络参与公共活动进而建立 “非常规关系网”。 当人们把大量时

间投入网络社交上时， 反而会挤占线下活动参与时间， 降低人们参与线下活动。 因

此， 越常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的人， 可能会越少地参与线下公共活动， 更难以构建

自己的社会参与网。 这一现象也是互联网社交对当今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 因为人们更多地沉迷于自我网络中， 而

对社会公共活动的参与热情弱化。 可以据此认为， 假设 ２ 能够得到验证。

五、 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新型网络社交对城市居民线下社交网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 首先， 从新型网络交往对人们通过拜年、 聚会、 日常交流而建立的三类 “常规

关系网” 的影响来看， 新型网络交往无论是在交往面、 交往数量方面， 还是在带来

关系泛化方面， 都会作用于原有的 “关系网”， 具体而言， 新型网络交往对春节拜

年网的影响主要通过在线上社群数量、 网上密友数量、 线上网友线下朋友转化数量

三个方面来体现。 新型网络交往的四个方面还有助于人们发展餐饮聚会网， 使人们

拥有更多在外就餐的频率， 这也可反映出新型网络社交对人们交往联系的扩展。 此

外， 新型网络交往更倾向于帮助人们加强与家人之外朋友的联络， 帮助人们获取支

持， 这体现了新型网络社交对拓展工具型关系的作用。 其次， 从新型网络交往对人

们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而建立的 “非常规关系网” 的影响来看， 其影响程度相对有

限， 而网络社交使用频率的上升反而会降低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 存在一定的

负面效应。

随着网络社交的日益流行， 人们的社会网借助新媒体在新平台上得到延展或更

新， 但同时可以说， 这对线下社交方式带来了一定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使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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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网络社交的习惯， 与原先线下社交的倾向和范围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线上社交与

线下社交有一定的互构和促进。 这会极大地重塑人们社交网的性质和特征。 尤其是

对青年群体而言， 社交网络化日趋明显， 新社交方式有取代传统社交方式的趋势。

当然， 我们也会注意到， 新型社交网有自身的一些应用范围和局限性， 甚至会对社

会关系带来一定的副功能。 特别是如有的学者所关注到的， 网络社交在带来人们联

系更为便利和广泛的同时， 也存在 “走入孤独”、 社会参与和情感性交往降低的危

险。 因为我们作为社会性成员， 不但需要彼此的紧密联系， 还需要更直接的情感沟

通。 而后者仅通过网络进行虚拟空间的联系是难以实现的。

本文数据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 所讨论的网络社交的几个方面及其对常

规社会网 （拜年网、 餐饮网、 支持网） 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 难以全面分析新型

网络社交对线下社会网的影响， 有些问题有待日后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此外， 本

文的这一分析会涉及有关内生性问题， 事实上新型网络社交尽管是一种新的社交方

式， 但也可以说是原有社交行为方式的延伸， 因而二者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不过，

我们应该认识到，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新型网络社交， 这既是人们交往方式的新变化，

更是体现了网络化社交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新型社交方式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线下

社会网， 并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变化，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总而言之， 虽然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做了分析， 但在经验数据的呈现方面， 由于

本文所使用的是多元回归方法和单一年份的截面数据， 因此仍无法完全排除反向因

果的可能性。 从统计方法来看， 工具变量方法可能是从横截面数据中识别因果关系

的较为理想的选择之一。 具体到本研究的话题来说， 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必须与新

型网络社交具有较强的关系， 同时又不直接影响线下的社交网， 找到了这样的工具

变量， 便可以将 “干扰项” 过滤掉 （陈云松， ２０１２）， 辨别出新型网络社交对线下

社交网的因果效应。 由于数据中所收集信息的限制， 我们并未发现较有说服力的工

具变量来改进本文的模型设计。 因此， 未来基于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能会有助于

给出因果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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