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博大数据分析时间取向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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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在思考或行动上所偏好的时间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而行为会影响生活状态，据
此我们希望探讨时间取向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否有关。本研究利用微博大数据，收集了 2010
至 2017 年共 64160 名活跃用户的微博，通过关键词提取以及数据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与
未来词频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r = 0.404, p < 0.01），与现在词频及过去词频之间呈弱相
关；将用户按时间取向词频分组后，高词频组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低词频组（t = 67.442 ,
p < 0.001）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取向词频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研究结果
说明未来时间取向可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本研究为利用微博大数据预测心理健康提
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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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体在思考或行动时所偏好的时间方向被称为“时间取向”或“时间定向”。
时间取向的形成受到社交、教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诸多人格特质的形成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个体认知和理解现实生活经验以及形成动机决策方面均发挥重
要作用。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
价，可用来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人格因素是其重要的
预测指标。本研究利用微博大数据，通过文本分析获取用户的时间取向词频与主
观幸福感，通过相关性分析，探究时间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1 时间取向
人们常对某一特定时间延伸方向存在思维上的认知定向或偏向，如有人习惯
于回顾过往、沉湎于过去，有人看重现在、活在当下，也有人强调将来、憧憬未
来，这种个体在思考或行动时所偏好的时间方向称为“时间取向”或“时间定向”[1]。
在时间取向的形成中，不仅社交、模仿、教育、文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起了重要
作用[2]，一些动态的情境性因素，如娱乐、自满、压力等也影响时间取向的塑成
[3, 4]
。当时间取向形成后，其对个体的情感，认知等方面均起着重大作用。
近些年来，研究发现时间取向与某些心理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与
拖延的相关研究中，Specter 和 Ferrari [5]表明拖延与未来时间取向成负相关，而
与过去时间取向成正相关，与现在时间取向无显著相关。还有研究表明，时间取
向还在自我效能[6]、自我调节[7]、延迟满足[8]等人格特质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的
研究也从认知建构层面上发现时取向对个体自信建构存在影响，未来时间取向组
的自信判断显著高于过去和现在时间取向组[1]。

* 通讯作者：朱廷劭，Email：tszhu@psych.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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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Diener [9] 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特点。国内外有
很多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制定了许多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如国外广泛
使用的 Argyle 编制的 29 题牛津幸福感问卷（修订版），该问卷采用 0 ~ 3 的四级
计分，只有 1 个维度，将各题得分相加即为幸福感总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幸
福感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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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微博与心理健康
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并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类的社交网站。用户可以通过
网页、WAP 页面、手机客户端、手机短信、彩信发布消息或上传图片。用户可以
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成一句话，或发一张图片，通过电脑或者手机
随时随地分享给朋友，一起分享、讨论；还可以关注朋友，即时看到朋友们发布
的信息。近年的研究表明，使用微博这类社交媒体的强度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存
在相关，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个体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都有影响[11]。

2 方法
2.1 变量
我们探究时间取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时间取向为自变量，主观幸
福感为因变量，同时也考虑了年份等变量是否与因变量相关。主要变量的数据采
集方法如下：
时间取向 我们统计了每位微博用户每年微博中的时间取向词频，通过爬取
微博文本，使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实验室开发的“文心（TextMind）”进
行分析，我们能获取指定文本中的关键词词频。文心所使用的中文词库参照了经
典的 LIWC2007 和正體中文 C-LIWC 词库[12]。LIWC 因其较好的信效度，问世
20 多年来被心理学研究者广泛使用，C-LIWC 则是其中文繁体版，最早由台湾学
者黄金兰等开发和完善[13]。而文心则是基于简体中文背景下的中文文本分析[14]，
最适合本文的研究。
本研究中，时间取向词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种：过去词包含“曾经”、
“从前”、
“昨天”、
“上周”、
“当初”等 24 个词；现在词包含“此刻”、“本周”、“今
夜”、“目前”等 20 个词；未来词包括“以后“、”即将“、”来世“、”改天”等 20 个词，
详见附表 1。我们将微博文本分析放入文心系统，文心逐行对文本进行分词，并
将不同类型的词（如“上周”、
“从前”）归纳为同一特征（如过去），进而得到微博
文本中时间取向词数。凡是微博中含有上述词汇的，均累加计数。为使得时间取
向词更有代表性，我们使用词频作为实际分析中的自变量，即过去词频=(过去词
数)/微博数量，现在词频=(现在词数)/微博数量，未来词频=(未来词)/微博数量；
同时引入“时间取向词频”也作为自变量变量，时间取向词频=(过去词+现在词+
未来词)/微博数量。
2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实验室
的研究模型。其基本原理是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媒体用户进行主观幸福感的预测，
通过划分不同的特征集合：人口统计学信息、用户微博行为特征、用户微博内容
特征，以其主观幸福感作为目标变量，通过 StepWise、LASSO、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 等机器学习算法来进行建模，
取得的预测效果能够达到其他研究者以居民人均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客观统计指
标达到的最佳预测准确度水平，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分数与心理学量表得到的测
评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6。本研究中，我们使用该实验室的成型模型计算
每名微博用户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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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试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10000 名微博用户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所发的、文本描述中涉及到关键词的有效微博，总计 8 年。因为我
们的数据按照年份进行爬取，统计每年均值，而不同年份之间会有同一名用户的
数据，我们也记为新用户，以此探索变量的时间变化趋势。数据清理阶段，删去
了微博数量，主观幸福感，时间取向总词频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最终共有
64160 条数据被纳入分析。

2.3 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 SPSS 24.0 进行数据处理。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计算均值
与标准差。接着对主观幸福感与各时间取向词频之间进行相关分析。根据初步分
析的结果，我们将被试按时间取向词频中位数分组，对两组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最后，我们考虑时间趋势的影响，分不同年份进行了 t 检验和
相关分析。

3 结果
对选定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删除微博数量、时间取向词频、主观幸
福感数值在平均值加减三个标准差之外的被试，获得最终用于分析的被试共
64160 人，对被试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2010 年至 2017 年，微博用
户的时间取向词频为 0.104±0.094，即平均约十篇微博中出现一次时间取向词，
其中现在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为 0.052±0.059，过去词频次之，为 0.031±0.039，
未来词频最低，为 0.020±0.029。
表 1 微博用户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取向词频统计（N = 64160）

主观幸福感
时间取向词频
过去词频
现在词频
未来词频

平均值

标准差

103.294
.104
.031
.052
.020

29.293
.094
.039
.059
.029

为探究主观幸福感与三种时间取向词频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对这些变量两两
间进行相关分析，由于这些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表 2 中报告的均为斯皮尔曼
3

相关系数。相关分析显示，主观幸福感与未来词频之间达到中等强度相关（r =
0.404, p < 0.01），与现在词频与过去词频之间呈弱相关，与时间取向词频也为弱
相关。此外，时间取向词频与三种时间取向词频均有显著的强相关，而三种时间
取向词频之间也呈现中等强度的相关。
表 2 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取向词频的相关性
时间取向词频
未来词频
现在词频
过去词频
主观幸福感

未来词频

现在词频

过去词频

.549**
.552**
.404**

.560**
.329**

.374**

**

.697
.883**
.766**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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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1

由于现有数据下将被试按三种时间取向分组较为困难，而各时间取向词的出
现频率均与时间取向词频高相关，且频数分析发现有 16.3%的微博用户的时间取
向词频为 0，即微博中无时间取向词出现，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研究时间取向词
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于是以时间取向词频中位数为截点，将用户分为高时间
取向词频组（简称高词频组）与低时间取向词频组（简称低词频组），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高词频组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低词频组（110.81
±32.89 v.s. 95.75±22.81, t = 67.442 , p < 0.001）。又考虑到时间的影响，遂将时
间取向词频中位数逐年计算并按同样的方式分组，逐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如图 2 所示，高词频组的主观幸福感始终显著高于低词频组（p < 0.01）。
对微博用户每年的过去词频、现在词频、未来词频进行 ANOVA 分析，结果
表明每年的不同时间取向词频间均存在显著差异（Fs > 475.932, ps < .001），事后
分析表明，现在词频显著高于过去词频，过去词频显著高于未来词频（ps < .001）。
同样，主观幸福感逐年间也存在显著差异（ps < 0.001）。对主观相关感和各时间
取向词频以及总词频进行相关分析，具体相关系数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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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7 年高低时间词频组主观幸福感比较

表 3 主观幸福感与各时间取向词频的描述与相关统计
年份

N

主观幸福感

时间取向词频

过去词频

现在词频

未来词频

2010

4750

99.222 ±19.947

.138 ±.108

.038 ±.045

.073 ±.070

.027 ±.033

.228**

.298**

.275**

.270**

.118 ±.080

.035 ±.028

.059 ±.046

.025 ±.024

.295**

.317**

.317**

.275**

.125 ±.077

.037 ±.027

.062 ±.044

.026 ±.020

.248**

.235**

.251**

.265**

.121 ±.084

.036 ±.033

.060 ±.050

.025 ±.025

.218**

.251**

.203**

.277**

.102 ±.096

.032 ±.042

.051 ±.063

.019 ±.030

.188**

.248**

.172**

.269**

.091 ±.098

.028 ±.045

.047 ±.067

.017 ±.034

.180**

.261**

.167**

.251**

.083 ±.096

.026 ±.044

.042 ±.062

.016 ±.033

.165**

.216**

.146**

.205**

.070 ±.097

.022 ±.044

.035 ±.062

.013 ±.030

.287**

.279**

.255**

.241**

2011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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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5

2016

2017

7658

8557

9057

132.214 ±37.872

128.612 ±35.297

104.361 ±23.034

8998

8529

8151

8460

94.461 ±18.655

91.877 ±16.614

89.398 ±16.721

86.945 ±12.517

a. 每年数据的第一行为该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第二行为该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 p < .001

4 讨论
时间取向词与情绪、人格等心理特征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的研究显示，2010
年至 2017 年时间取向词在微博中出现的频率平均为 0.104 次，其中现在词出现
最多，过去词、未来词次之。微博作为表达个人状态与讨论实事热点的重要平台，
与“现在”相关的词出现次数是最多的，我们的结果与常识相符。而总体的相关
分析则显示，未来词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最高，达到中等相关强度，未来词
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主观幸福感的情况。
按照时间取向词频进行高低分组后的分析显示，使用时间取向词的频率也会
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高词频组要显著高于低词频组。这可能因为主观幸福感高
的个体更愿意表达时间相关的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在词频与过去词
频也均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的现象。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微博用户的主观幸福感在 2010-2011 年骤升，之后处于
持续下降的水平。但由于这里使用的主观幸福感并非来自直接测量，而是通过机
器学习计算得出的，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据。此外，可以看出过去词频、
现在词频、未来词频三者的也在 2012-2017 年持续下降，这说明微博用户在近年
来提及时间取向词的频率越来越低。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2010 年至 2012 年，
微博的用法更接近于博客，发布和浏览微博严重依赖电脑。但 2013 年后，随着
智能手机和微博客户端的普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和浏览微博，提高了微博
5

的即时性，从而不再需要通过文字提示微博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并且，随着朋
友圈等其他平台的兴起，微博作为日常事件记录的功能逐渐降低，用户更倾向于
发布一些当下没有明确时间点的心情和状态。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现在词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总是略低于过去词频
和未来词频，而过去词频和未来词频之间在多年的数据中基本持平，总体处于较
低水平的正相关。这表明无论是提及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微博用户更倾向于呈
现出积极的状态，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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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利用微博大数据，探讨了时间取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
了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取向词频随年份的变化趋势，为利用微博大数据预测心理健
康提供了新的方向。由于微博数据的限制，我们的分析未纳入年龄、性别、地区、
社会经济低位等人口学因素，同时，主观幸福感得分是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的，其
准确性不及直接测量，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
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更全面准确的数据，分析时间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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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时间取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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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取向

关键词

过去

'曾经', '从前', '当初', '当年', '当时', '古代', '过去', '过往', '前年', '前世', '前天', '
去年', '往日', '昔日', '先前', '已经', '以前', '以往', '原先', '昨日', '昨天', '上周', '
上星期', '上礼拜'

现在

'此刻','此时', '当前', '当天', '当下', '即刻', '今日', '今天', '今晚', '今夜', '近期', '目
前', '如今', '现阶段', '现今', '现时', '现在', '正在', '本周', '本星期'

未来

'大后天', '改天', '后天', '即将', '将来', '将要', '接下来', '今后', '来生', '来世', '明
年', '明日', '明天', '日后', '往后', '未来', '以后', '下周', '下星期',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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