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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及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ꎬ为维护中学生身

心健康ꎬ对其攻击性行为进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贵州省 ２ ４５８ 名中学生ꎬ采
用心理虐待量表、攻击性行为量表、情绪智力量表、特质愤怒量表进行团体施测ꎮ 结果　 不同性别学生攻击性行为、特质愤

怒及情绪智力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９ꎬ５.１２ꎬ－２.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不同生源地中学生攻击性行为、心理

虐待、情绪智力及特质愤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１８.７７ꎬ－６.０４ꎬ９.１０ꎬ－９.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儿童期心理虐待( ｒ
＝ ０.４１)、气质型特质愤怒( ｒ＝ ０.５２)及反应型特质愤怒( ｒ＝ ０.４９)与攻击性行为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ꎻ情绪智力与攻击

性行为呈负相关( ｒ＝ －０.３３ꎬＰ<０.０５)ꎻ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ꎬ情绪智力、气质型特质愤怒及反应型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

虐待与攻击性行为间起多重中介作用ꎮ 结论　 儿童期心理虐待不仅能直接影响中学生攻击性行为ꎬ还能通过情绪智力与

特质愤怒进一步影响攻击性行为ꎮ 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是儿童期心理虐待影响攻击性行为重要的内部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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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中学生校园欺凌和霸凌事件层出不穷ꎬ
社会各界对该现象愈发重视ꎮ 攻击性行为是由于对

他人或自身产生敌意、愤恨等不满情绪而施加的破坏

性行为ꎬ包括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１] ꎻ根据一般攻击

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ＧＡＭ)ꎬ攻击性行为的

影响因素可归结为人的因素和情境因素[２] ꎮ 儿童期

心理虐待作为典型的情境因素ꎬ对攻击性行为具有重

要影响[３] ꎬ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能预测青少年时期攻

击性行为与暴力行为发生的风险[４] ꎮ 此外ꎬ特质愤怒

作为一种人格的稳定维度ꎬ与愤怒情绪密切相关ꎬ是
攻击性行为的催化剂[５] ꎮ 中学生攻击性行为不仅会

对他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理或心理伤害ꎬ也会对自身

社会性发展、人格及认知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６] ꎮ 情

绪智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ꎬ能提供调控和管理

他人情绪的知识及策略ꎬ有效避免人际冲突ꎬ减少攻

击性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７] ꎮ 本研究拟探讨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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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攻击性行

为间的内在机制ꎬ为维护中学生身心健康ꎬ对攻击性

行为进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按区域选择贵州省贵阳市、安
顺市、遵义市、都匀市、长顺县、黎平县等多个地区ꎬ共
调查 ６ 所初中、５ 所高中ꎬ按初一至高三年级分层ꎬ各
年级随机整群抽取 ２ 个班进行施测ꎬ所有调查对象均

知情同意ꎬ共发放问卷 ２ ７００ 份ꎬ剔除漏填、乱填和规

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ꎬ剩余有效问卷 ２ ４５８ 份ꎬ有效回

收率为 ９１.０％ꎬ其中男生 １ １６２ 名(４７.３％)ꎬ女生 １ ２９６
名(５２.７％)ꎻ初中生 １ ４５４ 名(５９.２％)ꎬ高中生 １ ００４
名(４０.８％)ꎬ平均年龄(１４.８０±１.７１)岁ꎮ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

表ꎬ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生源地等信息ꎮ
１.２.２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采用由潘辰等[８] 修订的

量表ꎬ共 ２３ 个项目ꎬ包括恐吓、忽视、贬损、干涉及纵容

５ 个维度ꎬ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 ꎬ分数越高ꎬ个
体遭受的心理虐待状况就越严重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

分ꎬ其中“０ ＝没有过这种情况(无)” “１ ＝ 很少” “２ ＝ 有

时”“３ ＝经常”“４ ＝ 总是”ꎬ本次调查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２.３　 攻击性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 Ｂｕｓｓ 等编制而成ꎬ
刘俊升等[９] 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进行修订ꎬ用于检验被

试的攻击性行为ꎬ量表修订后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ꎬ共 ２０ 道题目ꎬ包含身体攻击、敌意、愤怒、替代攻

击 ４ 个维度ꎮ 本调查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２.４　 中学生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由张文娟等[１０] 编

制的量表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ꎬ “１”表示完全不符合ꎬ “２”
表示不太符合ꎬ“３” 表示不确定ꎬ“４” 表示比较符合ꎬ
“５”表示完全符合ꎮ 共 １８ 题ꎬ包括情绪感知(４ 题)、
情绪运用(５ 题)、情绪理解(５ 题)和情绪管理(４ 题)４

个维度ꎬ分数越高表示情绪智力水平越高ꎮ 本次调查

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维度内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７１ ~ ０.８１ 之间ꎮ
１.２.５　 特质愤怒量表　 该量表最初由美国学者 Ｓｐｉｅｌ￣
ｂｅｒｇｅｒ 编制ꎬ被试自行填写ꎬ用于测量个体的特质愤怒

水平ꎬ中文版特质愤怒量表经由中国学者罗亚莉等[１１]

进行修订ꎬ信效度良好ꎬ共 １０ 个项目ꎬ包括气质型特质

愤怒(４ 个条目)和反应型特质愤怒(６ 个条目)２ 个维

度ꎮ 采用 １ ~ ４ 分 ４ 级计分ꎬ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特质

愤怒水平越高ꎬ易怒的程度越高ꎮ 本次调查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于本次调查的数据均来自学生自

主测试ꎬ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问题ꎬ本研究在问卷设

计阶段严格控制问卷长度ꎬ合理设置顺序ꎮ 施测过程

中选择不同地区 / 学校 / 年级学生进行调查ꎬ采取匿名

测评ꎬ降低被试顾虑ꎮ 数据分析阶段ꎬ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

因素检验ꎬ结果表明ꎬ第 １ 个公因子的解释方差比为

１４.５２％ꎬ小于常用的临界标准 ４０％ꎬ因此ꎬ可认为本研

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问卷经过核查后进行编号ꎬ使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数据库ꎬ 采用双人双录ꎮ 选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数据分析ꎬ采用均值±标准差对变量进

行描述ꎬ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ꎬ使用 Ｈａｙｅｓ
编制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程序插件进行中介作用检验和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生源地、学段中学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男生的攻击性行为及特质愤怒高于女生ꎬ情绪智力低

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城市中

学生攻击性行为、心理虐待及特质愤怒均低于农村中

学生ꎬ情绪智力高于农村中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除情

绪智力外ꎬ各量表得分在学段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攻击性行为 心理虐待 情绪智力 特质愤怒
性别 男 １ １６２ ２.６３±０.７７ １.０１±０.６４ ３.４８±０.６２ １.９５±０.６９

女 １ ２９６ ２.５６±０.７０ ０.９９±０.６５ ３.５３±０.５６ １.８３±０.４９
ｔ 值 ２.１９ ０.３４ －２.３４ ５.１２
Ｐ 值 ０.０３ ０.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０

生源地 城市 ８７１ ２.２４±０.６７ ０.８９±０.６４ ３.６６±０.６２ １.７３±０.５５
农村 １ ５８７ ２.７８±０.７０ １.０５±０.６４ ３.４３±０.５６ １.９７±０.６１

ｔ 值 －１８.７７ －６.０４ ９.１０ －９.９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学段 初中 １ ４５４ ２.５９±０.７９ １.０１±０.６４ ３.５４±０.６１ １.８８±０.６５
高中 １ ００４ ２.６０±０.６５ ０.９８±０.６６ ３.４７±０.５６ １.８９±０.５０

ｔ 值 －０.５２ ０.９５ ２.９２ －０.５２
Ｐ 值 ０.５９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６０

合计 ２ ４５８ ２.５９±０.７４ ０.９９±０.６５ ３.５１±０.５９ １.８９±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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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变量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分析发现ꎬ心理虐待、
气质型特质愤怒及反应型特质愤怒与攻击性行为均

呈正相关ꎻ情绪智力与攻击性行为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攻击

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以心理虐待作为自变量ꎬ攻击

性行为作为因变量ꎬ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作为中介变

量ꎬ性别和生源地为控制变量ꎮ 如表 ３ 所示ꎬ排除性别

和生源地混杂因素后ꎬ心理虐待、情绪智力、气质型特

质愤怒及反应型特质愤怒对攻击性行为预测作用有

统计学意义(β 值分别为 ０ ２３ꎬ－０ １５ꎬ０ ２７ꎬ０ １７ꎬＰ 值

均<０ ０１)ꎬ儿童期心理虐待对攻击性行为的直接预测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中学生各量表得分相关性分析( ｒ 值ꎬｎ＝ ２ ４５８)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ꎬｎ＝ ２ ４５８)

变量 心理虐待 情绪智力
气质型

特质愤怒

反应型

特质愤怒
情绪智力 －０.２４∗∗

气质型特质愤怒 ０.２６∗∗ －０.２３∗∗

反应型特质愤怒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６７∗∗

攻击性行为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５２∗∗ ０.４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３　 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攻击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ｎ＝ ２ ４５８)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ｇｅｒ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ｎ＝ ２ ４５８)

变量
情绪智力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气质型特质愤怒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反应型特质愤怒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攻击性行为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性别 ０.１０ ０.０４ ２.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０４ －８.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６５
户籍 －０.３３ ０.０４ －８.２２∗∗ ０.３０ ０.０４ ７.５１∗∗ ０.２３ ０.０４ ５.７６∗∗ ０.４６ ０.０３ １４.０８∗∗

心理虐待 －０.２２ ０.０２ －１１.２３∗∗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４.７３∗∗ ０.２３ ０.０２ １４.０６∗∗

情绪智力 －０.１６ ０.０２ －７.９９∗∗ －０.０８ ０.０２ －４.３０∗∗ －０.１５ ０.０２ －９.１１∗∗

气质型特质愤怒 ０.２７ ０.０２ １３.１０∗∗

反应型特质愤怒 ０.１７ ０.０２ ８.１０∗∗

Ｒ２ 值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４５
Ｆ 值 ７５.１１∗∗ ８１.４３∗∗ １０７.０８∗∗ ３２７.９３∗∗

　 注:∗∗Ｐ<０.０１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进行 ５ ０００ 次的样本重复抽

样ꎬ基于百分位数偏差校正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表明ꎬ各
路径对应 ９５％ ＣＩ 均不包含 ０ꎬ中介效果有统计学意

义ꎬ多重中介成立ꎬ各路径相对中介效果量分别为

７.８９％ꎬ１３.１６％ꎬ１３.１６％ꎬ２.６３％ꎬ２.６３％ꎮ 儿童期心理

虐待不仅能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ꎬ还能通过情绪智

力、气质型特质愤怒和反应型特质愤怒间接对攻击性

行为产生影响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学生情绪智力与特质愤怒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攻击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ｎ＝ ２ ４５８)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ｇｅｒ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ｎ＝ ２ ４５８)
路径 标准误 效应值(９５％ＣＩ) 中介效应占比 / ％
总间接效应 ０.０１ ０.１５(０.１２ ~ ０.１７) ３９.４７
心理虐待→情绪智力→攻击性行为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２ ~ ０.０４) ７.８９
心理虐待→气质型特质愤怒→攻击性行为 ０.０１ ０.０５(０.０４ ~ ０.０７) １３.１６
心理虐待→反应型特质愤怒→攻击性行为 ０.０１ ０.０５(０.０３ ~ ０.０６) １３.１６
心理虐待→情绪智力→气质型特质愤怒→攻击性行为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１ ~ ０.０１) ２.６３
心理虐待→情绪智力→反应型特质愤怒→攻击性行为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１ ~ ０.０５) ２.６３

３　 讨论

研究表明ꎬ男生攻击性行为及特质愤怒高于女

生ꎬ情绪智力低于女生ꎬ 与前人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１２－１３] ꎬ可能是男生精力旺盛、高冲动性和易激怒等

特征ꎬ使其更易产生攻击性行为ꎬ且在情绪调节方面

也存在缺陷ꎮ 而女生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较

强ꎬ能进一步抑制攻击性行为发生ꎮ 此外ꎬ城市中学

生攻击性行为、心理虐待及特质愤怒均低于农村中学

生ꎬ情绪智力高于农村中学生ꎬ可能是生活环境ꎬ家庭

氛围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得出ꎬ儿童期心理虐待、特质愤

怒与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ꎬ情绪智力与攻击性行为呈

负相关ꎬ即中学生心理虐待越严重ꎬ特质愤怒水平越

高ꎬ情绪智力越低ꎬ其攻击性行为的发生概率就越高ꎮ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ꎬ中学生儿童

期心理虐待、气质型特质愤怒和反应型特质愤怒能正

向预测攻击性行为ꎬ情绪智力能负向预测攻击性行

为ꎮ 首先ꎬ长期遭受恐吓、忽视、干涉等心理虐待的中

学生会习得一系列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ꎬ并在

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开始表现出攻击性行为ꎮ 其次ꎬ高
特质愤怒者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愤怒表达ꎬ对愤怒情

绪的控制能力较差ꎬ 更容易表现出更多的暴力行

为[１４] ꎮ 再者ꎬ情绪智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ꎬ在
个体攻击性行为发展中起到保护作用[１５] ꎬ情绪智力水

平较高的中学生ꎬ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的能力较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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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应激情境或冲突环境时ꎬ其抗打击能力和耐压

性更好ꎬ从而能间接减少攻击性行为的发生ꎮ
本次研究还考察了中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影响

攻击性行为的作用机制ꎬ验证了情绪智力、气质型特

质愤怒、反应型特质愤怒在两者间的多重中介效应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儿童期心理虐待不仅能直接影响攻击

性行为ꎬ还能通过情绪智力、气质型特质愤怒和反应

型特质愤怒间接对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ꎮ 提示可以

通过提倡科学养育方式ꎬ及对中学生情绪智力和特质

愤怒进行干预实现降低和减少攻击性行为的目标ꎮ
综上所述ꎬ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性别

和城乡ꎬ也包括心理虐待、特质愤怒及情绪智力等主

客观因素ꎬ提示应该从多方面改善中学生攻击性行

为ꎮ 首先ꎬ抚养者应摒弃干涉、忽视、虐待等不恰当的

养育方式ꎬ与孩子建立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ꎮ 其次ꎬ
学校方面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情绪智力ꎬ正确引导学

生合理利用情绪信息ꎬ促进积极应对行为ꎮ 最后ꎬ可
以考虑通过塑造健全人格来降低中学生的愤怒情绪ꎬ
使其特质愤怒处于健康稳定水平ꎬ进而共同抑制攻击

性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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