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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nline social media, more and more users like to post their lives and work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disclosure of self-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Whether it is foreign Facebook, YouTube, or domestic WeChat and Weibo, more and more netizens are addicted to 

social networks. This article adopt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uses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data and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verify the model. It will explore observation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r direction of observation 

learning and determine users to self-disclos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QQ, and Tik Tok.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willingnes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ternal sharing and disclosure of users, and self-disclosure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have certain supplementary significance and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elf-disclosure of social media. The innovative nature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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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用户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关于社交媒体自我

信息的披露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国外的 Facebook、YouTube，还是国内的微信、微博，越来

越多的网友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披露自己的信息。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运用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并做出了

统计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将从观察学习视角或方向探讨观察学习在决定用户在微信、QQ 和抖音等社交媒体

上自我披露信息的意愿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移动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用户的对外分享与披露，其中

自我披露占比最多，因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结论，对于社交媒体的自我披露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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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意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为进一步理论分析提供基础。  

关键词：社交网站；自我披露；观察学习 

 

1. 引言 

随着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用

户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关于社交

媒体自我信息的披露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截止 2019 年 2 月，整个社交网络行业的用户达到 9.73

亿，安装率达到 88.5%。在主要的社交产品的数据中，

微信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级应用，月活用户达到 9.9 亿，

日均使用时长是 64 分钟，日均启动次数达到 17 次。

有超过 5 成的用户表示对微信比较依赖或非常依赖。

用户发朋友圈的频率差异也很大。40%用户每天都发，

与此同时，有 20%用户一个月发不到一次。然而，用

户越来越沉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动态。有 90%用

户每周会刷朋友圈，有 60%用户每天都会刷朋友圈。

发朋友圈和刷朋友圈的频次跟年龄相关性很强。报告

说，年龄越大的用户，朋友圈发布和浏览都越勤，近

60%的 60 后用户每天发朋友圈，而 00 后发朋友圈的

频次最低，仅 14.9%的 00 后每天发朋友圈。在微博，

用户量虽然不敌微信，但微博产生的数据内容并不少

于微信，用户发微博已成为常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社交媒体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利用社交媒体发布信

息已经成为每个人的正常生活方式。 

本文通过整理发现，虽然现有的研究在解释自我

披露方面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但在解释观察学习下

用户自我披露方面存在一些限制。造成这些限制的原

因是他们的研究很多停留在概念讨论方面，而没有从

用户体验、用户评价方面的数据来分析问题。因此本

研究将基于观察学习视角探索社交媒体自我信息披

露意愿的内在机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观察到的收获对自我收获的评估的关系 

学习者看到模型从特定行为中获得，他们就会产

生这样的期望，即这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被激励执行观察到的行为。

观察到的收获被描述为观察学习行为的一个基本因

素[1]。社交媒体提供的多样化交互功能，如点赞、评

论、转发等，可以让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收

获轻松有趣的情感体验，从而满足情感需求。已有研

究发现，情感需求能够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行为[2]。

通过社交媒体开展社交活动，用户可以获取他人支持

和归属感[2]。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观察到的收获与对自我收获的评估呈正相关。 

2.2 观察到的损失和自我损失的评估的关系 

他人遭受的惩罚（或损失）会阻止学习者重复观

察到的行为[1]。而观察到的损失，则有骚扰、浏览历

史跟踪、第三方使用个人数据和身份盗窃等。隐私担

忧是用户对自己在移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上共享信

息的收集、存储、使用或滥用的担忧反映了用户对隐

私泄露和滥用潜在风险的反应。隐私问题会阻碍用户

的自我披露，增加他们保护信息的意愿。用户可能更

倾向于拒绝向移动社交媒体提交个人信息或虚假信

息。一般来说，手机社交媒体自我披露的高风险是不

可取的，隐私问题是移动社交媒体用户自我披露的成

本[3]。最近，这一想法在一项关于软件盗版的研究中

得到了验证，在这项研究中，学者们表明人们倾向于

避免软件盗版当他们看到网上凡此罪行的人遭到损

失[1]。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观察到的损失与对自我损失的评估呈正相关。 

2.3 用户自我收获（损失）的评估与自我披露
间的关系 

当代青年的自我认同强调对主流文化的充分认

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过度人为修饰的倾向[4]。

即时享受是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内在回报，它鼓励

用户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用户愿意牺牲自己的隐私

来换取满足自己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当用户实时自我

表露是一种“向他人传达对方利益印象”的策略，它强

调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需求以有利的方式呈现

自己。对风险的感知与 SNS 上的自我披露呈负相关，

而预期的利益与风险呈正相关[1]。本研究提到的影响

因素涉及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之间的平衡：自我收获

和损失的评估间的平衡。对损失评估的广泛研究表明，

人们的决策过程要复杂得多。在评估损失时，人们考

虑两个维度给定损失/增益的意义及其概率。例如，彩

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但中奖的可能性很低[1]。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自我收获的评估对自我披露行为有正向影响。 

H4：自我损失的评估对自我披露行为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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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感知他人的自我披露与自我披露之间的
关系 

其他人的感知行为对用户决策的影响已经记录

在在线环境的语境中，在电子商务的领域中反复证明

了这一点，消费者观察以前个人的购买行为，并倾向

于模仿他们[5]。观察学习是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形式。

所谓观察性学习，是指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

强化结果而习得某些新的反应，或者对本身的某种行

为反应进行矫正。传统的阅读信息传递方式已被取代。

媒体内容的再生产充分调动了用户的参与热情。这种

学习成为社会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的分布

与内容本身成为社会学习的互动过程。社交属性与认

知学习的正反馈机制、让共读模式在全球化与部落化

共生的网络世界得以存续[6]。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5：感知他人的自我披露和自我披露呈正相关。 

2.5 研究模型 

观察学习理论突出了促进观察学习的四个方面：

注意、保留、复制和动机。本文认为，这个四维框架

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在线环境。当模型与学习者相似时，

学习者受到模型行为影响的机会增加。影响观察学习

理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观察到的模型得到的

回报。在观察学习理论中，如果学习者看到模型从特

定行为中获得，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期望，即这种行

为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

能被激励执行观察到的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构

建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观察到的收获

感知他人的自我
披露行为

观察到的损失

对自我收获的评估

对自我损失的评估

自我披露行为

H1

H5

H2

H3

H4

 

图 1  研究模型 

3.研究设计与模型分析 

3.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采用现有的量表，构建了一个关于观察到的

收获（gcsh）、观察到的损失（gcss）、对自我收获的评

估（shpg）、对自我损失的评估（sspg）、感知他人的

自我披露(gzpl)的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进行测量，

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共收集问卷

203 份，经筛选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回收率 98%。 

 

 

 

3.2 模型分析 

各变量的 Cronbach α 系数都在 0.7 以上，说明各

变量的多个问题测量的内容较为一致，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很好，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3.2.1 相关性分析 

表 1  相关性分析 

变量 gcsh gcss shpg sspg gzpl 

gcsh 1.00     

gcss 0.862** 1.00    

shpg 0.875** 0.867** 1.00   

sspg 0.883** 0.864** 0.894** 1.00  

gzpl 0.884** 0.870** 0.876** 0.884** 1.00 

注：**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研究结果发现，5 个研究变量间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相关关系最高的分别是收获评估和损失评估、

观察收获和感知披露以及损失评估和感知披露，他们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4，0.884，0.884；相关关系最

低的是观察收获和观察损失、观察损失和损失评估以

及观察损失和收获评估，他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62，0.864，0.864；对应显著性系数均为 0.000（P

＜0.01），表示这 5 个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关系。 

3.2.2 结构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 AMOS 26.0 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

模型系数如图 2。 

观察收获

感知披露

观察损失

自我收获评估

自我损失评估

自我披露行为

1.001***

1.007***

0.333

-1.935***

0.959***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系数 

从图 2 可以发现，观察到的收获对自我收获评估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对观察其它用户发布社交媒体

动态而会形成积极的自我收获评估，但是发布社交媒

体上的自我收获评估对用户的自我披露行为无显著

影响。同理，感知披露对自我披露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观察到的损失对自我损失评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

自我损失的评估则对自我披露有负向影响。验证了模

型中除 H3 外的 H1、H2、H4、H5 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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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观察收获显著正向影

响自我收获评估；自我收获评估对自我披露无显著正

向影响。根据观察学习理论，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只要

观察到了其它用户自我披露时产生的后果，会不可避

免得联想到自身，从而评估本人发表同类型的动态后

会发生什么结果，是否会得到类似的高点赞高认同或

是负面评论。（2）感知他人的自我披露对自我披露有

显著影响。用户是内容生产者、消费者，也是传播者，

对于其他用户社交媒体的披露行为，用户会根据自己

的兴趣也会参与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向有很大一份

是由用户的动态决定的，在某一个时间段，用户间普

遍流行的事件还会反过来影响社交媒体。（3）观察损

失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损失评估，自我损失的评估对自

我披露有显著负向影响。当用户观察到他人自我披露

产生的负面结果时，会担忧自己在自我披露后发生同

样的结果，从而减少自我披露，甚至不进行自我披露。 

4.2 理论贡献与启示 

本文以社交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了社交

收益和社交损失的特征。社交收益和损失在以往的研

究中并未被突出，而实际上，这与社交网络的本质功

能与实际意义，是非常相符合的。本文丰富了观察学

习理论在社交媒体上的研究。 

社交网络的用户自我披露内容，对于商业模式的

启发以及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传播动向有一

大部分是由用户的动态决定的，在某一个时间段，用

户间普遍流行的事件还会反过来影响社交媒体，理解

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表达，对于理解用户的本质

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交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各

种社交媒体层出不穷，但软件的人文定位需要找准，

倘若跟风设计且没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软件将会退出

市场。所以无论是对于社交网络产品的功能设计，与

他人社交收益和社交损失，还是产品的商业变现，本

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3 研究局限 

（1）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研究

的样本较为单一，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不同的样本对象

对社交媒体自我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本文模型和假设结论较为良好，但还有其他

可能的因素影响了用户的披露偏好。后续可以进一步

研究，以求对用户使用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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