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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儿童期受虐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特点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改善大学生生命质量提供参考ꎮ 方法　
整群抽样选取江苏省某 ３ 所高校 ２ ３６３ 名大学生ꎬ进行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 ＰＲＣＡ)、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简表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ＡＳＬＥＣ)、简式大五人格问卷(ＮＥＯ－ＦＦＩ－Ｒ)、人口社

会经济学资料调查问卷等问卷测试ꎮ 结果　 ９６９ 名有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大学生的生理(１５.０３±２.１６)、心理(１４.５６±２.３０)、
社会(１３.５６±２.５５)、环境(１３.５２±２.０２)及生命质量总分(５６.６７±７.２１)均低于无受虐待经历大学生[(１６.２１±２.０５) (１５.８０±
２.１７)(１５.００±２.６４)(１４.６５±２.１５)(６１.６７±７.６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３.０５９ ~ １６.２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ꎬ外向性、谨慎性、社会支持、开放性、性别均与受虐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总分呈正相关

(β＝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神经质、生活事件总分、身体健康状况不良、心理健康自评差、家庭经济状况差、虐待总分

均与受虐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总分呈负相关(β＝ －０.０５０~ －０.３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儿童期受虐待大学生的受虐待程

度越重ꎬ社会支持越低ꎬ近期负性生活事件越多ꎬ身心健康和家庭经济状况越差ꎬ其生命质量越低ꎮ
【关键词】 　 虐待儿童ꎻ生命价值ꎻ因素分析ꎬ统计学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２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２￣１８２７￣０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Ｑ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 ＺＨＵ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 ＺＨＯＵ Ｑｉｎ ＬＩ Ｊｉ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ｙｉ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ｘｕ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Ｘｕｚｈｏｕ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Ｑ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２ ３６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 ＰＲ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Ｂｒｉｅｆ Ｓｃａｌｅ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ＳＲ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 ＡＳＬＥＣ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ＮＥＯ Ｆ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ＮＥＯ－ＦＦ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９６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１５.０３±２.１６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１４.５６±２.３０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１３.５６±
２.５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１３.５２±２.０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ＱＯＬ  ５６.６７±７.２１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ｎｏｔ ａｂｕｓ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１６.２１
±２.０５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１５.８０±２.１７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１５.００±２.６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１４.６５±２.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ＱＯＬ  ６１.６７±７.６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 ＝ １３.０５９－１６.２０７ Ｐ< ０.０１ .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ＳＲＳ Ｂｅｔａ＝ ０.０５３－０.１９８ Ｐ<０.０５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ＡＳＬＥ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 Ｂｅｔａ＝ －０.０５０－
－０.３４１ Ｐ< 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ｏｒｅ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ｏｒ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儿童期虐待对受害者的危害深远ꎬ可造成其认

知、情感、行为、自我意识和人格等发展不良ꎬ甚至持

续终生[１－３] ꎮ Ａｆｉｆｉ 等[４] 研究发现ꎬ儿童期虐待能够降

低受害者的生命质量ꎮ Ｄｒａｐｅｒ 等[５] 认为ꎬ儿童期性虐

待和躯体虐待是老年人躯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

危险因素ꎮ 朱相华等[６] 发现ꎬ生命质量调节着大学生

儿童期虐待对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作用ꎬ但仍缺乏对

儿童期受虐待者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了解ꎮ 笔者旨

在调查儿童期受虐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特点及影响

因素ꎬ为提高儿童期受虐大学生生活质量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按专业类别抽取江苏省某 ３ 所高校大学

生 ２ ４２０ 名ꎬ 收回有效问卷 ２ ３６３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７.６４％ꎬ其中符合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中“儿童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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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标准[７]的学生 ９６９ 名ꎮ 男生 ５４６ 名ꎬ女生 ４２３ 名ꎻ
汉族学生 ９３５ 名ꎬ少数民族学生 ３４ 名ꎻ独生子女 ３６７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６０２ 名ꎻ专业分布为管理类 １７８ 名ꎬ理
工类 ３６７ 名ꎬ医学类 ３１７ 名ꎬ文法类 ９９ 名ꎬ不详 ８ 名ꎮ
年龄 １７ ~ ２３ 岁ꎬ平均年龄(１９.６±１.０)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 １ 　 研究工具 　 ( １) 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

(ＰＲＣＡ)ꎮ 由朱相华等[７] 编制ꎬ共 ２１ 个条目ꎬ用于评

估儿童期虐待的频度及程度ꎬ每个条目采用 １ ~ ５ 分计

分ꎬ只要有 １ 个条目所评估的虐待形式的频度和严重

程度均≥２ 分者ꎬ可判定为受虐待者ꎮ (２)世界卫生组

织生存质量简表(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８] ꎮ 世界卫生组

织编制ꎬ由方积乾翻译成中文ꎬ用于测量与个体健康

有关的生存质量ꎬ共 ２９ 个条目ꎬ每条目采用“１ ~ ５”分

计分ꎬ得分越高生命质量越好ꎮ (３)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ＳＳＲＳ) [９] ꎮ 由肖水源等编制ꎬ用于评估被试的社会

支持系统ꎬ有 １０ 个条目ꎬ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

持利用度 ３ 个维度ꎮ ( ４ )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ＡＳＬＥＣ) [９] ꎮ 由刘贤臣等编制ꎬ用于评估青少年尤其

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应激强度ꎬ共 ２７ 个条

目ꎬ包括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压力、丧失

压力、健康适应压力和其他压力 ６ 个因子ꎮ (５)简式

大五人格问卷(ＮＥＯ－ＦＦＩ－Ｒ)ꎮ 由 Ｍｃｃｒａｅ 等[１０] 编制ꎬ
用于评估被试的五维人格特质ꎬ有 ６０ 个条目ꎬ每个条

目采用 １ ~ ５ 分计分ꎬ包括开放性、外向性、神经质、友
善性和严谨性 ５ 个分量表ꎮ (６)人口社会经济学资料

调查问卷[１１－１３] ꎮ 参考费立鹏等问卷编制ꎬ包含专业类

别、民族、宗教信仰、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

系、亲属精神病史、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ꎬ以
及近 １ 个月每天网游时间、饮酒的天数、吸烟的天数、
吸毒的天数、赌博的天数等ꎮ
１.２.２　 施测方法　 调查协调员招集学生后ꎬ由经过严

格培训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ꎮ 调查前向

被试介绍调查目的ꎬ回答疑问ꎬ获得知情同意并签字ꎻ
发放问卷后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ꎻ被试答卷后现场

收回并致谢ꎮ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录入数据ꎬ导
入 ＳＰＳＳ １６５.０ 建立数据库ꎬ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

析、方差分析、ｔ 检验、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有无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得分比较　 有儿童

期受虐待经历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总分及生理、心理、

社会、环境分量表得分[(５６.６７±７.２１) (１５.０３ ± ２.１６)
(１４.５６±２.３０) (１３.５６±２.５５) (１３.５２±２.０２)分]均低于

无受虐待经历大学生[( ６１. ６７ ± ７. ６１) ( １６. ２１ ± ２. ０５)
(１５.８０±２.１７)(１５.００±２.６４) (１４.６５±２.１５)分] ( ｔ 值分

别为 １６.２０７ꎬ１３.４９９ꎬ１３.３１８ꎬ１３.２９７ꎬ１３.０５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２.２　 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男性受

虐待大学生心理和环境领域的生命质量得分均高于

女生ꎬ社会领域得分低于女生( ｔ ＝ ２.２２５ ~ ４.００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在民族、独生子女、宗
教信仰、亲属精神病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１０４
~ １.７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ꎬ不同家庭

经济状况、家庭关系、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状况受虐

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ꎬ事后 ＬＳＤ 分析显示ꎬ家庭经济状况好者其

生命质量得分高于中等者且均高于差者ꎻ家庭关系好

者生命质量得分高于中等者和差者ꎻ身体健康状况好

者生命质量得分高于中等者和差者ꎻ心理健康状况好

者生命质量得分高于中等者且均高于差者(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不同专业受虐待大学生的生命质量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事后 ＬＳＤ 分析显示ꎬ管理类、
理工类和医学类大学生的生命质量得分均高于文法

类(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

发现ꎬ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及其各分量表得分与近

１ 月饮酒天数、吸烟天数、吸毒天数、每天网游时间及

年龄无相关性(Ｐ 值均>０.０５)ꎬ与近 １ 月赌博天数呈负

相关( ｒ ＝ －０.１１９ ~ －０.０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受虐待大学

生生命质量及其各分量表得分与社会支持、外向性、
开放性、 友善性和谨慎性均呈正相关 ( ｒ ＝ ０. １１２ ~
０.５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生

命质量总分为因变量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

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心理

健康状况、专业类别、近 １ 月赌博天数、社会支持、生活

事件、大五人格等分数为自变量ꎬ进行逐步回归分析ꎮ
结果发现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ꎬ受虐待大学生

的生命质量总分与外向性、谨慎性、社会支持、开放

性、性别均呈正相关ꎬ与神经质、生活事件总分、身体

健康状况不良、心理健康自评差、家庭经济状况差、虐
待总分均呈负相关ꎮ 回归方程能够解释生命质量总

分变异的 ５４.５％(Ｆ ＝ １０５.０３９ꎬＰ<０.０１ꎻＲ２ ＝ ０.５５０ꎬ△Ｒ２

＝ ０.５４５)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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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得分单因素分析(ｘ±ｓ)

因素 人数 统计值 生理 心理 社会 环境 生命质量总分
性别 女 ４２３ １４.９２±２.０８ １４.３５±２.２０ １３.７６±２.４６ １３.２３±２.０２ ５６.２６±７.０８

男 ５４６ １５.１１±２.２２ １４.７２±２.３７ １３.４０±２.６１ １３.７５±１.９９ ５６.９８±７.３１
ｔ 值 １.３５７ ２.５０９ ２.２２５ ４.００６ １.５３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民族 汉族 ９３５ １５.０４±２.１５ １４.５４±２.３１ １３.５５±２.５６ １３.５１±２.０２ ５６.６４±７.２３
少数民族 ３４ １４.８９±２.３３ １４.９４±２.０２ １３.６９±２.２８ １３.７９±１.８５ ５７.３１±６.８２

ｔ 值 ０.４００ ０.９８８ ０.３０４ ０.８０３ ０.５２８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６０２ １４.９５±２.１５ １４.５０±２.２６ １３.４５±２.５３ １３.４９±１.９８ ５６.３８±７.１１
是 ３６７ １５.１７±２.１７ １４.６６±２.３７ １３.７３±２.５７ １３.５７±２.０８ ５７.１３±７.３６

ｔ 值 １.５２８ １.０３２ １.７１１ ０.６２７ １.５６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有无宗教信仰 无 ８５４ １５.０２±２.１６ １４.５６±２.３２ １３.６０±２.５５ １３.５１±１.９９ ５６.６９±７.２２
有 １１４ １５.１４±２.１１ １４.５９±２.２０ １３.２５±２.４７ １３.６３±２.２１ ５６.６１±７.０８

ｔ 值 ０.５７５ ０.１６６ １.４１２ ０.６０３ ０.１０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亲属精神病 无 ９２３ １５.０４±２.１５ １４.５７±２.２９ １３.５７±２.５３ １３.５３±２.０１ ５６.７１±７.１８
有 ４６ １４.７９±２.３０ １４.３９±２.５０ １３.１７±２.７８ １３.４２±２.２１ ５５.７８±７.９０

ｔ 值 ０.７８５ ０.４９４ １.０４１ ０.３４７ ０.８５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家庭经济 好 ３３ １５.８４±２.１４ １５.８６±２.３７ １４.４２±３.４４ １４.３５±２.１８ ６０.４７±８.１９
中 ６４１ １５.１２±２.０７ １４.５７±２.２８ １３.６８±２.４５ １３.５９±２.０２ ５６.９６±７.０７
差 ２８７ １４.７４±２.３３ １４.３８±２.３３ １３.１８±２.６１ １３.２７±１.９７ ５５.５７±７.２８

Ｆ 值 ４.０８８ ４.１０５ ４.１７３ ３.７２４ ５.８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家庭关系 好 ７２０ １５.２６±２.０９ １４.８５±２.１５ １３.８０±２.５０ １３.６５±２.００ ５７.５７±６.９２
中 ２３０ １４.３７±２.１１ １３.７１±２.４７ １２.８４±２.５７ １３.１８±１.９８ ５４.１０±７.３４
差 １９ １４.２６±３.２６ １３.６１±３.０１ １２.８４±２.３０ １２.７９±２.５３ ５３.５０±８.４３

Ｆ 值 １６.５５５ ２４.４３１ １３.４２７ ６.２０１ ２３.０７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身体健康 好 ６０３ １５.５０±２.０６ １４.９６±２.１８ １３.８８±２.５７ １３.８１±２.０５ ５８.１６±７.０７
中 ２７７ １４.３８±１.９９ １３.９４±２.３０ １３.０８±２.３７ １３.１０±１.８０ ５４.５０±６.４８
差 ８９ １３.８７±２.３７ １３.７３±２.４８ １２.８４±２.６１ １２.８６±２.０３ ５３.２９±７.５２

Ｆ 值 ４３.２１２ ２６.４５５ １３.５４８ １７.９９４ ３７.８５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心理健康 好 ６２０ １５.６４±１.９０ １５.３８±１.８９ １４.２１±２.４２ １３.９９±１.９１ ５９.２１±６.２９
中 ２６３ １４.２０±２.０３ １３.５３±２.１０ １２.６８±２.２７ １２.７５±１.９１ ５３.１６±６.２１
差 ７９ １３.１３±２.４６ １１.６４±２.１６ １１.３８±２.４０ １２.５２±１.９５ ４８.６８±６.３９

Ｆ 值 ５９.１７２ １１７.８８３ ４９.５７０ ３４.８２９ １０５.２５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专业类别 管理 １７８ １５.２７±２.１８ １４.８２±２.２９ １３.９８±２.６２ １３.４９±２.０４ ５７.５６±７.５７
理工 ３６７ １４.９３±２.１８ １４.６７±２.３９ １３.４０±２.６４ １３.６８±１.９６ ５６.６８±７.４３
医学 ３１７ １５.２１±２.１０ １４.３５±２.２２ １３.６２±２.３８ １３.５３±２.０１ ５６.７１±６.７６
文法 ９９ １４.４０±２.１５ １４.３１±２.２５ １３.２０±２.５３ １２.９３±２.１５ ５４.８４±７.０７

Ｆ 值 ４.５５７ ２.２９８ ２.７９５ ３.６３７ ３.０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２　 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ｎ ＝ ９６９ꎬｒ 值)

生命质量 年龄 每天网游时间 每月饮酒天数 每月吸烟天数 每月吸毒天数 每月赌博天数 躯体虐待
生理领域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６∗∗

心理领域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６∗∗

社会领域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６∗∗

环境领域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７∗∗

生活质量总分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４３∗∗

生命质量 情感虐待 性虐待 忽视 外人虐待 虐待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生理领域 －０.２３１∗∗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４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７∗∗

心理领域 －０.２２２∗∗ ０.０４８ －０.２０５∗∗ －０.１１１∗∗ －０.２５０∗∗ ０.１９７∗∗ ０.２６１∗∗

社会领域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８∗∗ ０.２４９∗∗

环境领域 －０.１９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９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８∗∗

生活质量总分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０∗ －０.２３５∗∗ －０.１１８∗∗ －０.２８３∗∗ ０.１８８∗∗ ０.２６２∗∗

生命质量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人际关系压力 学习压力 受惩罚压力 丧失压力 健康适应压力
生理领域 ０.２３４∗∗ ０.２１９∗∗ －０.３３６∗∗ －０.３０２∗∗ －０.２６２∗∗ －０.１４１∗∗ －０.３３８∗∗

心理领域 ０.３４７∗∗ ０.３６４∗∗ －０.３０９∗∗ －０.２８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２２∗∗ －０.２５６∗∗

社会领域 ０.３４２∗∗ ０.３３８∗∗ －０.２５９∗∗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２１６∗∗

环境领域 ０.１８９∗∗ ０.２２６∗∗ －０.２８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０２∗∗ －０.２９６∗∗

生活质量总分 ０.３５５∗∗ ０.３６４∗∗ －０.３７０∗∗ －０.３３７∗∗ －０.２４４∗∗ －０.１３０∗∗ －０.３４２∗∗

生命质量 其他压力 生活事件总分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友善性 谨慎性
生理领域 －０.３００∗∗ －０.３６３∗∗ －０.５４８∗∗ ０.４４４∗∗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６∗∗ ０.４２１∗∗

心理领域 －０.３１３∗∗ －０.３２０∗∗ －０.６４９∗∗ ０.５７４∗∗ ０.２９０∗∗ ０.２４３∗∗ ０.４６４∗∗

社会领域 －０.２３７∗∗ －０.２５１∗∗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４∗∗ ０.２０５∗∗ ０.３１０∗∗ ０.３２２∗∗

环境领域 －０.２１３∗∗ －０.２８５∗∗ －０.４１９∗∗ ０.２８４∗∗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５∗∗ ０.２８５∗∗

生活质量总分 －０.３３３∗∗ －０.３７９∗∗ －０.６４６∗∗ ０.５５９∗∗ ０.２７５∗∗ ０.３３５∗∗ ０.４６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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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受虐待大学生生命质量的逐步回归分析(ｎ ＝ ９６９)

常量自变量 Ｂｅｔａ 值 ｔ 值 Ｐ 值
常量 ２０.３３７ ０.０００
神经质 －０.３４１ －１１.２９９ ０.０００
外向性 ０.１９８ ６.８７１ ０.０００
谨慎性 ０.１２４ ４.７６１ ０.０００
生活事件总分 －０.０９９ －３.８０４ ０.０００
社会支持总分 ０.１０４ ４.１４７ ０.０００
身体健康情况不良 －０.０７１ －３.０６４ ０.００２
开放性 ０.０７２ ３.０２７ ０.００３
心理健康自评差 －０.０６２ －２.５２０ ０.０１２
家庭经济状况差 －０.０５８ －２.６１５ ０.００９
性别 ０.０５３ ２.４０１ ０.０１７
虐待总分 －０.０５０ －２.０８０ ０.０３８

３　 讨论

单因素分析发现ꎬ有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大学生的

生命质量水平低于无受虐待经历大学生ꎬ且受虐待大

学生的儿童期受虐待程度越重ꎬ近期经历的负性生活

事件越多ꎬ神经质人格倾向越明显ꎬ其生命质量越差ꎻ
而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ꎬ外向性、开放性、友善性和谨

慎性等人格特质越明显ꎬ其生命质量越好ꎮ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等[１４－１５] 也发现ꎬ遭受性虐待的女性有较差的生命质

量ꎬ且消除精神疾病的影响后ꎬ其生命质量水平仍然

与受虐待严重程度呈线性关系ꎮ 田园等[１６] 认为ꎬ负性

生活事件刺激量较低、社会支持较高的个体具有较高

的生活质量ꎮ 赵宗寒等[１７]也发现ꎬ人格可以影响个体

的生活质量ꎮ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ꎬ外向性、谨慎性、社

会支持、开放性仍然能够正向预测受虐待大学生的生

命质量ꎬ神经质、负性生活事件、身体健康状况不良、
心理健康自评差、家庭经济状况差、虐待能够负向预

测受虐待大学的生命质量ꎬ其中人格特质的影响最为

明显ꎮ 有研究表明ꎬ受虐待越严重ꎬ受害者神经质倾

向越明显ꎬ外向性、谨慎性、开放性越差ꎬ感知到的社

会支持水平越低[１８－１９] ꎻＤｒａｐｅｒ 等[５] 认为受虐者可能低

估自己的生命质量ꎬ来强化两者的因果关系ꎮ 另外ꎬ
身心健康状况越差ꎬ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者生命质量

越低ꎮ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设计时对各变量因果关系

的时间序列进行了考量ꎬ但因果推断尚需慎重ꎬ有待

于设计更加完善的研究进行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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