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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实证研究的

角度出发，基于传播

生态与媒介心理学

的视角，探讨泛众化

时代下，不同的媒介

使用习惯如何影响

知识水平与风险感

知，以及这种差异化

感知是否会进一步

影响公众对疫苗的

接种意愿。

一、引言

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WHO）2021年 8月 17日公布的数

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2亿

例，死亡病例超400万。①而由新冠肺炎所

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在5.8万亿至8.8万

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6.4%
至9.7%。②在此严峻的背景下，面对病毒威

胁的居民健康问题日益紧迫，疫苗作为一

种能够控制可预防疾病（Vaccine prevent-

able disease，VPD）传染的有效手段也成为

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③

然而，在疫苗接种议程开始在全球范

围推进之后，疫苗接种的犹豫心理却成为

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早在新冠疫苗

开始大范围推广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9年初就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卫生

面临的10项威胁”之一。在西方国家，还有

不少的反疫苗群体坚决抵制疫苗接种，他

们怀疑疫苗本身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必要

性④，并且将疫苗接种与某些疾病相关联在

一起，降低公众对疫苗本身的信心。⑤此外，

在我国国内正式接种疫苗之前和之中的时

期，一些媒体对国外疫苗的负面报道也促

生了国内部分群众的接种犹豫心理，进一

新传播生态格局下中国居民的媒介使用、
健康认知与行为意愿

——基于新冠疫苗接种的健康传播模型的构建

喻国明 陈雪娇

【摘 要】健康传播已成为新形势下应用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新冠疫情席卷全

球的当下，接种疫苗成为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个体信息接受渠

道以及认知要素的差异，疫苗接种的犹豫心理广泛存在。本研究立足于新传播生态格局

的视角，构建了居民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了问卷调查法对模型

的实用性进行了检验，在文献总结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环境—认知—行为

意愿”的理论模型，厘清了影响公众疫苗接种的综合行为路径。本研究验证了泛众化时代

公众在媒介接触方面的不同取向与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对塑造风险认知和行为意愿之间

的关系，旨在为促进健康信息的传播和公众态度改变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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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影响了公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与

信任感，降低了群体免疫力。⑥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公

众对疫苗的接种意愿？目前已有的

研究主要立足于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HBM）、计划

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

havior，TPB）、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以及社会生态模

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等 视

角，从横向以及纵向的角度考察了

“态度意愿”对当下以及未来疫苗接

种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⑦⑧⑨，也有大

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感知风险以及

感知效益是改变接种意愿的关键因

素⑩。还有学者发现对社交媒体接

触得越多的公众，他们对疫苗错误

信息的获取也更多，从而间接影响

他们的接种行为决策。然而，这些

研究大部分都只是从单变量或者双

变量的角度出发来调查公众的认知

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很少有研究立

足于传播生态的视角从内在动因和

外在环境两个角度探究影响公众疫

苗接种意愿的要素。

认知心理学专家曾经提出“认

知-情感-行为意愿”范式（cogni-

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CAC），

强调了公众的既有知识、情感反馈

以及行为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以此模型为基础，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研究了公众的媒介使用偏

向、知识水平以及风险感知等要素

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疫苗

接种意愿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

“信息环境-认知-行为意愿”的理论

模型，旨在厘清影响公众疫苗接种

的综合行为路径。在前人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

出发，基于传播生态与媒介心理学

的视角，对新冠疫苗接种的行为意

向进行研究，将媒介接触划分为文

字媒介与视频媒介，探讨泛众化时

代下，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如何影

响知识水平与风险感知，以及这种

差异化感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公众

对疫苗的接种意愿。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意

愿”的CAC模型

学者Fishbein曾经提出过研

究 态 度 改 变 的 CAC 模 型（cogni-

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CAC），

认为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愿是

形成某个态度的重要因素，并且该

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关于态度

或行为改变的实证研究中。其中，

“感知要素”是基于既有知识、经验

对现状做出的客观思考过程；“情感

要素”是在认知基础上所作出的理

性/非理性的情感反馈；“行为意愿”

则是用户在现状感知和情感反馈基

础上的综合行为倾向。Fishbein
关于该模型的解释推动了后来研究

者对公众信息处理机制的理解。在

本研究中，公众通过不同媒介渠道

的信息接触形成了他们对于新冠疫

苗的认知，无论是视频媒体还是文

字媒体，公众都会将他们遇到的新

信息与先前的既有经验进行比较，

由此产生相应的知识水平，以评估

不同媒介接触习惯的个体对于疫苗

错误信息的识别能力是否具备差

异。而情感反馈则是指公众在看到

以文字或者视频为载体的疫苗信息

的风险感知水平。基于这一理论框

架，本研究提出了在健康信息传播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组变量，

即信息环境、认知以及行为意愿。

（二）媒介系统所组成的传播生态

学者 Horton于 1978年首次

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到传播领域，

强调媒介生态中，环境、信息、人、媒

介与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关系。后来学者 Nardi进一步

延伸传播生态的概念，认为传播生

态是一种人类与信息技术互动的人

类学研究，其核心不是技术或者环

境，而是在技术环境中的人的活动，

正如作者在书中表示，“信息环境下

我们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

使用技术，而在于我们会选择哪些

技术，以及是否会很好地使用它们，

以达到想要的效果”。国内学者则

认为传播生态是一种研究人、信息

技术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

是一定范围内信息资源及其相互关

系的总和。在本研究中，由视频和

文字两种内容呈现形式的媒介系统

组成了信息环境，人在其中主观能

动的选择偏好则属于信息的接触活

动，在此技术上所产生的系列情绪

反应则属于在人与宏观信息系统下

所产生的微观变化。

从 Web2.0到 Web3.0再到当

下的智媒时代，公众的触媒习惯经

历了从短信文本、图片文字再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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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的转变，媒介形式不断升

级迭代，从一个“中介者”进化为“连

接者”。因此，在泛众化传播的背景

下，媒介不再是指某种特定的器物

本身，而是由其关联起来的全部关

系和意义的总和。一方面，从微观的

角度上看，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是

对于人的社会关系与关联的一种形

式构造，人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发生、

维系与发展都依赖于作为中介纽带

的媒介；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上

看，媒介所处的信息系统也并非是

一成不变的，它也是一种多样化、多

层次、高度互通的层级架构，在被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包围的背

景下，传播生态也已经由线下的物

理空间泛化到线上的虚拟空间。但

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实践形式被引

入时，传播生态也会被重新构建甚

至被破坏，每一种技术变革都会在

整个信息中以一种富有成效或功能

失调的方式产生回响。

反观当下的信息社会，虽然

AR/VR等三维沉浸媒介已经逐渐步

入公众的视野中，但是因为技术本

身的限制性，目前以视频和文字为

代表的二维媒介依然占据主要地

位。中关村互动营销室数据显示，

2020年视频平台增速最快，相较

2019 年 的 547.88 亿 元 增 长 了

64.91%，达 903.53亿元。其中短

视频广告最为抢眼，增幅达 106%，
远超长视频广告25%的增幅。此外，

易观数据还显示，“新世代”视频用

户数量目前已超2亿，有超半数“新

世代”视频用户每天观看视频时长

超过1小时，并且超六成“新世代”用

户有过会员订阅的付费行为。这意

味着通过视频渠道获取信息已经成

为公众的主要触媒习惯之一。在信

息社会中，公众获取了不同形式的

信源并进行相关的传播与反馈活

动，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传播生态

系统的核心要素。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公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已呈现

出视频依赖和文字依赖的明显差异。

（三）基于文字依赖和视频依赖

的媒介接触习惯与知识水平

基于传播生态的研究视角，本研

究认为影响公众对疫苗的认知和接种

意愿的第一组变量是“环境因素”。在

数字空间中，人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

大量的信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

据显示，有75%-80%的用户在网上搜

索健康信息，在这些用户中，有70%
的人表示网络信息会影响他们的治疗

决定；虽然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比线

下征求专业医生的意见更加方便且容

易获得，但是过于依赖互联网信息也

会产生问题，有超过一半（52%）的用

户认为健康网站上“几乎所有”或“大

多数”的信息都是可信的。但是也有

研究将互联网上的信息称为“现代潘

多拉魔盒”，即技术对每一个个体的

赋权促使各类信息都有可能在互联网

上传播，大量不加以审查的错误信息

进入信息流通渠道后被一部分公众作

为“决策”依据，因此进一步增加了误

导性信息传播的可能。也就是说，即使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

渠道，但是一些网站或者在线视频的

内容对公众来说是有错误或是具有误

导性的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表明，一些

信息渠道会比其他渠道更容易受到

错误信息的影响，不同媒介接触习

惯也使其知识水平（即对错误信息的

分辨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社交

媒体是食品安全谣言的主要来源，而

接触网络新闻（如新闻客户端等）的

公众则更能从中分辨谣言。信息过

载，加上把关失调，意味着网上有太多

未经核实的信息需要评估。但是社

交媒体或者网络信息也有不同的信

息呈现类型，如果一概而论可能会混

淆公众媒介使用的真实动机。

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社

交媒体或者网络信息中的具体信息

依赖来源。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在视

频和文字这两种媒介接触上，已经

分化出两种不同信源依赖。一项中

国居民媒介使用与媒介观调查的研

究显示，微信（指“朋友圈”，亦包括

微信公众号）、QQ和抖音是全民使用

时长最高的3款App，抖音作为一款

短视频客户端，在短短几年内成为

公众主要的媒介接触渠道  ，据

sensor tower数据显示，抖音和

TikTok在全球下载量已超过30亿

次，目前，全球用户在TikTok和抖

音的内购付费总额已经超过 25亿

美元。因此，从信息环境的角度上

看公民的媒介接触习惯，我们有理

由将“视频依赖”和“文字依赖”作为

两种主要形式进行探讨。

除此之外，已有的研究发现，与

文字和图片相比，视频对参与者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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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变化有更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视

频能够唤醒更高强度的风险感知。

这个研究结果也在老年人身上得到

了验证，即利用视频的形式传播风险

信息可以提高老年人避免网络钓鱼

攻击和下载恶意软件的能力。但是

这些研究与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

的研究存在出入，霍华德通过实验比

较了看书和看录像带的两组儿童的

记忆能力差异，结果发现，看书的儿

童可以回忆出较多的故事内容，还能

准确引用不少原话，但是看录像的儿

童只能记住一些大意，既不能引用原

话也不能联想。对此，霍华德解释为

——视听媒介让人处于消极的被动

接受的状态中，所以不能发挥更多的

主动性、创造性。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视频媒介依赖与疫苗信息

的知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H3：文字媒介依赖与疫苗信息

的知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四）媒介使用与风险感知

一直以来，大众媒体都被认为

是形成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要来源。

特别是在传染病爆发期间，当公众

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或者知识时，则

往往会通过大众媒体的信源来进行

决策判断。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当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关于新冠

肺炎的信息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风险感知，继而影响了他们的预防

态度和行为。

社交媒体对COVID-19信息的

接触，通过塑造风险认知影响了预

防态度和行为的采用。以往的研究

文献也表明，媒体对相关传染性疾

病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

的风险感知，例如H1N1流感、禽流

感和牛海绵状脑病等等。从风险

社会放大框架（SARF）的构成中可

以看出，媒体的报道功能就像是一

个“放大器”，通过增强或者减小公

众的风险认知，来影响公众对后续

决策行为的判断。例如，根据议程

设置理论，媒体对传染病爆发的显

著性报道可以“放大”或提高公众对

该疾病的风险认知。而当风险信息

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时，也会

令公众形成不同程度的风险感知。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视频媒介依赖与风险感知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H5：文字媒介依赖与风险感知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6：知识水平与风险感知之间

存在负相关关系。

（五）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

不少学者的研究发现，公众的

疫苗接种动机与其已有的健康信

念密切相关，并且“意愿”是影响

公众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其

解释力超过了 50%。还有研究通

过元分析法（Meta-Analysis)验证了

“较高的风险感知会直接导致接种

行为”的假设。他们收集并严格筛

选了核心论文库中 34篇关于与风

险感知、疫苗接种/注射等词条相

关的论文，共包含被试总数15,988
人，经统计后发现风险感知的效应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88 43.2 
女 247 56.8 

家庭 
城市 270 62.1 
农村 165 37.9 

婚姻 已婚 71 16.3 
未婚 364 83.7 

年龄 

18周岁以下 32 7.4 
18-24周岁 285 65.5 
25-35周岁 93 21.4 
36-50周岁 19 4.4 
50周岁以上 6 1.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1 4.8 
高中、中专、职中 93 21.4 

大专 102 23.4 
本科 168 38.6 

双学位、硕士、博士 51 11.7 

收入 

1000元以下 138 31.7 
1000-3000元 137 31.5 
3000-5000元 75 17.2 
5000-10000元 67 15.4 

10000元以上 18 4.1 

  总计 435 100.0 
�

表1 人口变量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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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effect sizes,es）显著预测了公众

的疫苗接种行为，这表明一定程度

的风险感知将会直接促进公众的

接种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7：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H8：知识水平与接种意愿之间

存在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的描述性

统计

在数据收集上，本研究采用问

卷调查法，全流程使用腾讯问卷作

为调查平台，面向全国居民进行问

卷的分发与记录。调查于2020年7
月15日开始至8月10日结束，一共

回收电子问卷 471份，按照问卷填

写不完整以及回答时间低于2分钟

的筛选标准，剔除无效问卷 36份，

有效数据一共 435份，问卷回收率

达 92.3%。筛选确定的人口统计学

要素包括 ：性别（0=女，1=男）、家庭

（1=城市，2=农村）、婚姻（1=已婚，

2=未婚）、年龄（1=18 周岁以下，2=

18-24周岁，3=25-35周岁、4=36-50

表2 各测量题项的因子标准负荷、Cronbach’s α、AVE和CR值

潜变量 观察变量 标准负荷（estimate） CronbachCronbachCronbachCronbach’’’’s s s s αααα    AVEAVEAVEAVE    CRCRCRCR    

文字 

CH1.1 0.629 

0.751 0.3908 0.7857 
CH1.2 0.418 
CH1.3 0.68 
CH1.4 0.79 
CH1.5 0.443 
CH1.6 0.701 

视频 

CH2.7 0.564 

0.793 0.5348 0.8646 
CH2.8 0.524 
CH2.9 0.936 
CH2.10 0.933 
CH2.11 0.82 
CH2.12 0.444 

知识水平 

KNO3.1 0.338 

0.351 0.1095 0.4163 

KNO3.2 0.014 
KNO3.3 -0.064 
KNO3.4 0.481 
KNO3.5 0.484 
KNO3.6 0.246 
KNO3.7 0.075 
KNO3.8 0.379 
KNO3.9 0.438 

风险感知 

HEAS4.1 0.442 

0.853 0.5286 0.8659 
HSEV4.2 0.739 
HSEV4.3 0.88 
HSEV4.4 0.774 
HSEV4.5 0.823 
HSEV4.6 0.616 

接种意愿 
ATI5.1 0.727 

0.864 0.675 0.861 ATI5.2 0.86 
ATI5.3 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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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5=50周岁以上）、学历（1=初中

及以下，2=高中、3=中专、职中，3=

大专，4=本科，5=双学位、硕士、博

士）、收 入 =（1=1000 元 以 下 ，2=

1000-3000 元，3=3000-5000 元，4=

5000-10000元，5=10000元以上）。

（二）问卷设计

为保证问卷中变量的信度和效

度，本文提出的每个假设变量指标均

借鉴了国内外文献中的设计标准。

文字媒介依赖和视频媒介依赖

的题项设计来源于2020年《中国居

民的媒介使用图谱》中我国居民媒

介使用率最高的前 50个新媒体产

品，再进一步从中选出文字媒介接

触渠道，包括微信公众号、手机百

度、今日头条、微博、新闻客户端（包

括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知乎等6
个渠道。视频媒介接触渠道则包括

抖音、快手、哔哩哔哩（B站）、火山小

视频、西瓜视频、直播（包括 YY 直

播、花椒直播等）等6种。受访者被要

求选择他们使用以下每种渠道获取

新冠疫苗相关信息的频率，采用“李

克特七级量表”设计，其中，“1”代表

“从不”，“7”代表“一直”。

“知识水平”这一变量采用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关于新冠

疫苗的谣言以及真相改编，一共选

取了9道题目作为测量项，其中正确

题项有5道，错误题项有4道，这道

题评估了人们正确识别事实和错误

信息的能力。受访者需要选择出他

们认为每个事实性陈述的真实性，

如果他们识别正确，则分数为1，否
则被编码为0。

“风险感知”采用了 Rosen⁃
stock设计的量表，一共包含 5个

题项，即让受访者对以下题目做出

程度判断：“每天与多人一起生活、

工作会增加我感染新冠病毒的机

会”“只有 65岁以上的人才会感染

新冠病毒”“我感染新冠病毒的机会

很高”“健康的人也会感染新冠病

毒”“我很担心自己会得新冠病毒”

“如果我感染了新冠病毒，它将比其

他疾病更严重”。

“接种意愿”采用了 Chien、

Nan以及Rothman等不同学者研

究中变量相近的成熟量表，并结合

自身特征调整和扩展，这些测量项

目分别是“如果需要，我愿意今后每

年都接种一次新冠疫苗”“如果在当

下面临选择，我还是会去接种疫苗/
会在1个月内接种疫苗”“我会鼓励

我的朋友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关

于“风险感知”以及“接种意愿”这两

个测量项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设

计，“1”表示“非常不赞同”，“7”表示

“非常赞同”。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 研 究 采 用 SPSS26.0 和

Amos23.0对测量模型进行信效度

检验。问卷设计完成后，在一所大学

的本科和研究生中展开小规模的预

调查，根据调查对象和反馈结果进

行了初步修改，最终确定有效问卷，

共包含5个因子，30个测量项。在正

式发放问卷前已经过操作化检验，

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0.8。
各个因子的标准负荷、Cronbach’
s α 、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

取量（AVE）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

知，除“知识水平”外的题项 Cron⁃
bach’s α 均大于 0.7，CR均大于

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和收敛效度。“知识水平”这一题

项整体信效度较低，有可能是因为

对于疫苗信息的正确性判断具有较

高的事件针对性，难以借鉴具体的

量表统一量化相关题项，在前人已

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这并不影响

适配指标 推荐值 拟合值 

X2 愈小愈好 1170.256 

X2/df <3.0 2.948 

GFI >0.8 0.843 

AGFI >0.8 0.817 

RMSEA <0.08 0.065 

IFI >0.8 0.856 

CFI >0.8 0.843 

�

表3 结构方程模型的配适度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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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问卷的信效度。

（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

1.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配适度

本研究用过Amos23.0对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分析，验证模型假

设，未进行拟合修正，并且结构方程模

型的配适度指标值均在建议值范围

内。因此，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

好，本理论模型的设定是可接受的。

2.研究假设以及检验结果

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标准

化路径系数的估计值和假设检验结

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假设1、假
设 2、假设 3、假设 5、假设 6、假设 7
均得到了检验，并且在p<0.05的水

平上都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一）公众的媒介接触呈现出以

视频和以文字为主要信息入口的路

径偏好

研究结果显示，视频媒介接触

与文字媒介接触之间存在着显著相

关，这意味着使用文字媒体多的人

使用视频媒体也多。在互联网还未

普及之前，文字一直是社会主流的

表达手段，不论是思想观念的传播

还是社会事实的记录，都是以文字

为基本载体展开的，文字表达虽然

含义明晰，不包含太多的杂质噪音，

但是归根结底，它始终是一种抽象

化、概念化的“话语意识”，就比如报

纸上刊登的文章或者文学作品中描

绘的景象，这些内容都是需要调用

读者一定的知识储备去理解文字背

后的意图，而这种带有理解门槛的

信息在传播范围上就受到了限制。

换句话说，文字传播中蕴含着的精

英主义逻辑并不能使每个人发表的

内容都能得到网民的关注与转发。

但是网络视频的诞生改变了这

一现状，其低门槛、高表达性的特征

将更多的社会个体卷入内容生产之

中。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日益推动视频

语言成为主流的传播样态，这不仅提

高了信息的辐射广度以及传播速度，

还将思想观念以真实生动、超越理性

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视频为代表的视

觉文化的兴起，不仅仅是内容传播样

态的改变，这也意味着用户在生产、

接受内容过程中思维方式的转换。视

觉文化中蕴含着的感性、非逻辑特征

让个体逐渐习惯了接收情感类信息

的传播手段。相较于理性化的文字内

容，视频传播中蕴含着更多的感性成

分，这不仅拓宽了视频本身的内在张

力以及宽度价值，还让其能够承载更

加多元化的价值维度。

（二）知识水平与风险感知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知识水平越高的用

户风险感知越低

人们所感知的风险，并不是实

际的风险，而是一种心理反应。在

很多时候，这种感知是根据既有经

验所形成的一种事实偏见。“假设

6”（H6）成立的结果表明，知识水平

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也就是说知识水平越高的用

户，他们的风险感知越低。这与已有

假  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 

系数 
结论 p值 

H1:公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已呈现出视频依赖和文字依赖的明显差异 视频依赖<--->文字依赖 0.757 支持 0.001*** 

H2：视频媒介依赖与疫苗信息的知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知识水平<---视频依赖 -0.297 支持 0.018* 

H3：文字媒介依赖与疫苗信息的知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知识水平<---文字依赖 0.279 支持 0.032* 

H4：视频媒介依赖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风险感知<---视频依赖 -0.05 不支持 0.591 

H5：文字媒介依赖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风险感知<---文字依赖 0.198 支持 0.043* 

H6：知识水平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风险感知<---知识水平 -0.163 支持 0.028* 

H7：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接种意愿<---风险感知 0.22 支持 0.001*** 

H8：知识水平与接种意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接种意愿<---知识水平 0.053 不支持 0.428 

�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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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相一致，当公众对某一种

社会风险越熟悉，就越会认为这种

风险处于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因

此这部分群体可能更乐观，所以他

们对社会危险的风险感知也越低。

而风险感知更高的那部分群体，往

往会认为当下的风险是处于一种不

可控制的状态，他们也往往更加悲

观。因此，在本次疫苗接种行为

中，当公众对新冠病毒或者新冠疫

苗的相关信息了解、认知得越全面，

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往往更有把握做

出符合自身状态的决策，对社会环

境的风险感知也会更低。

（三）风险感知对接种意愿有明

显促进作用，风险感知越高的用户

接种意愿也越高

本研究中的“假设7”（H7）证实

了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之间存在的

正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

即风险感知是影响公众接种疫苗行

为的重要因素，人们对新冠疫苗的接

受度与风险感知的程度有关，意味着

风险感知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接受疫

苗。结合“假设6”（H6）的结论，本研

究证明了当人们对风险控制越有信

心，则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风险最小

化，所以接种疫苗意愿的可能性就越

低。风险感知正是一种因人而异的特

质，并且会因为信息环境、其他行动

者的不同而改变。尽管社交媒体对于

部分人群来说并不是获取健康信息

的主要来源，但它能够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影响公众的内在认知，从而提高

疫苗的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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