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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生恋爱暴力与身体自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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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身体自尊和恋爱暴力的关系ꎬ为改善大学生恋爱暴力现状提供借鉴ꎮ 方法　 采用身体自

尊量表和冲突策略量表ꎬ对分层整群抽取的苏州地区 ３ 所大学 ５８５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ꎮ 结果　 大学生恋爱暴力行为发生率较高ꎬ其中精神暴力发生率为 ４２.２％ꎬ躯体暴力发生率为 ２８.４％ꎬ性胁迫发生率为

１２.６％ꎬ伤害发生率为 １６.２％ꎬ男生的恋爱暴力发生率高于女生ꎻ综合院校和工科类院校大学生恋爱暴力发生率高于医学类

大学生ꎻ高年级比低年级学生有更多协商行为ꎮ 身体自尊除了与协商呈正相关以外ꎬ与恋爱暴力的精神暴力、躯体暴力、性
胁迫、伤害维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身体吸引力能负向预测精神暴力、躯体暴力和伤害ꎬ能正向预测协商(Ｂ 值分

别为－０.９２８ꎬ－０.６２７ꎬ－０.５４２ꎬ３.６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的身体自尊与恋爱暴力相关ꎬ身体吸引力对恋爱暴力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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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教育心理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８

　 　 恋爱暴力指发生在恋爱期间的暴力行为ꎬ包括各

种形式的身体、心理、性方面的暴力行为ꎬ手段包括殴

打、残害、折磨、精神摧残、遗弃以及性虐待等[１] ꎮ 何

影等[２]研究显示ꎬ大学生恋爱暴力中精神暴力、躯体

暴力、性胁迫和伤害的发生率均高于 １０％ꎬ最高可达

６５.６％ꎬ且超过 ５０％的大学生报告其经历过 ２ 种以上

形式的暴力ꎬ其中又以精神暴力、躯体暴力以及同时

有施暴和受虐经历者最多ꎮ 身体自尊是个体整体自

尊的一个具体领域ꎬ是指个体头脑里对自己身体各方

面的主观评价ꎬ即个体对自己身体运动能力、吸引力、
素质等方面的整体满意度[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性别、童年期不良经历、自恋、情绪、
父母教养方式和自尊等都是大学生恋爱暴力的重要

前因变量[４－８] ꎻ大学生自尊水平将显著负向影响恋爱

暴力发生率[９] ꎮ 本研究对 ５８５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试图探讨大学生恋爱暴力与身体自尊的关系ꎬ报
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先从苏州地区

选取 ３ 所有代表性的学校ꎬ分别为综合性院校、工科类

院校和医学类院校ꎬ再从各大学里面随机挑选大一至

大四年级各 １ 个班级ꎬ采取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问卷

发放ꎬ当场回收问卷ꎬ问卷发放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ꎮ
其中有恋爱经历的被试共计 ６２０ 名ꎬ剔除无效问卷ꎬ回
收有效问卷为 ５８５ 份ꎮ 其中男生 ２８８ 名ꎬ女生 ２９７ 名ꎻ

１０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综合院校学生 ２０３ 名ꎬ工科类学生 １９４ 名ꎬ医学类院校

学生 １８８ 名ꎻ文科生 ２９５ 名ꎬ理科生 ２９０ 名ꎻ大一学生

１４２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４０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４６ 名ꎬ大四学生

１５７ 名ꎻ过去 １２ 个月有恋爱经历者 ５３６ 名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冲突策略量表 　 国内并没有专门的恋爱暴力

量表ꎬ冲突策略量表(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ｓꎬ
ＣＴＳ２)是国内学者普遍选择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可

用来测量恋爱暴力的量表ꎮ 该量表包括协调、精神暴

力、躯体暴力、性胁迫、伤害 ５ 个分量表ꎬ共计 ７８ 个项

目ꎮ 量表调查过去 １ 年内各种行为发生的次数ꎬ采用

８ 级评分ꎬ且在实际计算中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运算:０
代表 ０ 次ꎬ１ 代表 １ 次ꎬ２ 代表 ２ 次ꎬ３ 代表 ４ 次ꎬ４ 代表

８ 次ꎬ５ 代表 １５ 次ꎬ６ 代表 ２５ 次ꎮ 研究表明ꎬ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ꎬ国内学者发现ꎬＣＴＳ２ 中不分方向的

恋爱暴力、男友对女友的暴力、女友对男友的暴力维

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７１ꎬ０.８２ 和 ０.６７[１０] ꎬ
精神暴力、躯体暴力、性胁迫、躯体伤害分量表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７５９ꎬ０.７９１ꎬ０.７３３ 和 ０.６６１[２] ꎮ
根据 ＣＴＳ２ 条目ꎬ任何形式的躯体暴力、精神暴力、非
意愿的性胁迫等均属于恋爱暴力ꎬ排除“开玩笑” 的

行为ꎮ
１.２.２　 身体自尊量表 　 身体自尊量表中文版包括身

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素质、身体状况、运动技能、身体

吸引力 ５ 个分量表ꎬ３０ 个题项ꎬ采用李克特 ４ 级计分

方法ꎮ 总量表和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介于

０.７５ ~ ０.８２ 之间[１１] ꎮ
为保证调查的准确性ꎬ采用完全匿名的方式ꎬ主

试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ꎬ发放问卷

前说明调查的目的仅仅是为学术研究ꎬ减少社会赞许

倾向的影响ꎬ并在被试答题过程中适当精确解释某些

选项的意思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包进行

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ꎮ 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
χ２ 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恋爱暴力发生情况 　 ５８５ 名有恋爱经历

的大学生中ꎬ不论暴力方向(施暴或受虐)和暴力发生

的时间(１ 年内或 １ 年前)ꎬ其中有精神暴力经历者

２４７ 人(４２.２％)ꎬ有躯体暴力经历者 １６６ 人(２８.４％)ꎬ
有性胁迫经历者 ７４ 人(１２.６％)ꎬ有伤害经历者 ９５ 人

(１６.２％)ꎬ采取协商的经历者 ５５５ 人(９４.９％)ꎮ
所有暴力行为(包括施暴和受虐)中ꎬ仅有精神暴

力经历者占 １８.９％ (６０ 人)ꎬ仅有躯体暴力经历者占

６.６％(２１ 人)ꎬ仅有性胁迫经历者占 １.６％(５ 人)ꎬ仅有

伤害经历者占 ２.８％(９ 人)ꎮ 精神暴力合并躯体暴力

者占 ２４.５％(７８ 人)ꎬ精神暴力合并有性胁迫者占４.１％
(１３ 人)ꎬ 精神暴力合并伤害经历者占 ６.０％(１９ 人)ꎬ
躯体暴力合并伤害经历者占 ４.７％(１５ 人)ꎬ躯体暴力

合并有性胁迫者占 ２.８％(９ 人)ꎬ精神暴力、躯体暴力

和性胁迫 ３ 种暴力形式者占 １６.４％ (５２ 人)ꎬ精神暴

力、躯体暴力和伤害经历者 ３ 种暴力形式者占１０.１％
(３２ 人)ꎬ躯体暴力、性胁迫和伤害经历者 ３ 种暴力形

式者占 １. ６％ ( ５ 人)ꎬ同时存在 ４ 种暴力形式者占

１３.８％(４４ 人)ꎮ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恋爱暴力报告率比

较　 男生的精神暴力、躯体暴力、性胁迫和伤害报告

率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
在学校类型维度上ꎬ综合院校及工科院校大学生的精

神暴力、躯体暴力、性胁迫和伤害报告率均高于医学

类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ꎻ大
二、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的协商行为报告率高于大

一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恋爱暴力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精神暴力 躯体暴力 性胁迫 伤害 协商
性别 男 ２８８ １３５(４６.９) ９６(３３.３) ５１(１７.７) ６２(２１.５) ２７８(９６.５)

女 ２９７ １１２(３７.７) ７０(２３.６) ２３(７.７) ３３(１１.１) ２７７(９３.３)
χ２ 值 ５.０３４ ６.８５９ １３.１３８ １１.６６４ ３.１９７
Ｐ 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１

专业 文科 ２９５ １２１(４１.０) ８２(２７.８) ３８(１２.９) ４８(１６.３) ２７８(９４.２)
理科 ２９０ １２６(４３.４) ８６(２９.７) ３６(１３.８) ４５(１５.５) ２７７(９５.５)

χ２ 值 ０.３５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２ ０.４９２
Ｐ 值 ０.５５９ ０.７８４ ０.９０１ ０.８２２ ０.５７５

学校类型 综合大学 ２０３ ９８(４８.３) ６５(３２.０) ３６(１７.７) ４３(２１.２) １９４(９５.６)
工科院校 １９４ ８８(４５.４) ６０(３０.９) ２２(１１.３) ３４(１７.５) １８６(９５.９)
医学院校 １８８ ６１(３３.０) ４１(２１.８) １６(８.５) １８(９.６) １７５(９３.１)

χ２ 值 １１.１９７ ５.９７４ ７.９６５ １０.０２２ １.８３７
Ｐ 值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３９９

年级 大一 １４２ ５７(４０.１) ３９(２７.５) １５(１０.６) ２４(１６.９) １２８(９０.１)
大二 １４０ ６４(４５.７) ３６(２５.７) ２０(１４.３) ２１(１５.０) １３５(９６.４)
大三 １４６ ６１(４１.８) ３９(２６.７) ２１(１４.４) ２５(１７.１) １４１(９６.６)
大四 １５７ ６５(４１.４) ５２(３３.１) １８(１１.５) ２５(１５.９) １５１(９６.２)

χ２ 值 １.００７ ２.４８４ １.４９３ ０.２９９ ８.６５２
Ｐ 值 ０.８００ ０.４７８ ０.６８３ ０.９６０ ０.０３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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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恋爱暴力与身体自尊的相关性分析　 表 ２ 显示ꎬ
恋爱暴力的每个维度与身体自尊各维度及总分之间

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身体自尊

除了与协商呈正相关以外ꎬ与恋爱暴力其他的 ４ 个维

度均呈负相关ꎮ
２.４　 人口学变量和身体自尊对恋爱暴力的回归分析

以人口学变量和身体自尊各维度和总分为自变量ꎬ恋
爱暴力各维度为因变量ꎬ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检

验ꎬ结果发现ꎬ在精神暴力维度上ꎬ性别和身体吸引力

进入了方程ꎻ在躯体暴力维度上ꎬ身体吸引力进入了

方程ꎻ性胁迫维度上ꎬ性别进入了方程ꎻ伤害维度上ꎬ

身体吸引力进入了方程ꎻ协商维度上ꎬ性别和身体吸

引力进入了方程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大学生恋爱暴力与身体自尊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５８５)

身体自尊 精神暴力 躯体暴力 性胁迫 伤害 协调
身体自我价值感 －０.１４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３∗∗

运动技能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４５∗∗ －０.２１１∗∗ ０.５０１∗∗

身体状况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６∗∗－０.１１８∗∗ －０.１７６∗∗ ０.３０２∗∗

身体吸引力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２１４∗∗ ０.５０６∗∗

身体素质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９∗∗ －０.１３４∗∗ －０.１７５∗∗ ０.４２８∗∗

总分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７∗∗ －０.２１１∗∗ ０.４５０∗∗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３　 大学生人口学变量和身体自尊对恋爱暴力的逐步回归分析(ｎ ＝ ５８５)

因变量 自变量 Ｂ 值 Ｒ 值 Ｒ２ 值 ΔＲ２ 值 Ｆ 值 ｔ 值
精神暴力 性别 ２.３２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１６.５２５∗∗ ２.２９９∗

身体吸引力 －０.９２８ －５.１１２∗∗

躯体暴力 身体吸引力 －０.６２７ ０.２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２６.５０５∗∗ －５.１４８∗∗

性胁迫 性别 －２.０７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１５.４８７∗∗ －３.９３５∗∗

伤害 身体吸引力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４ ２７.９８４∗∗ －５.２９０∗∗

协商 性别 １４.６１６ ０.７３２ ０.５３５ ０.５３４ ３３５.４０６∗∗ １８.７１１∗∗

身体吸引力 ３.６１４ ２５.８１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次抽样调查 ５８５ 名大学生中ꎬ除性胁迫和伤害

的发生率与何影等[２] 的研究结果相似外ꎬ精神暴力和

躯体暴力发生率都略低于其研究结果ꎬ各维度的发生

率均低于刘丽等[８]和王向贤[１０]的研究结果ꎬ且均高于

储丽琴[７] 、奥登[１２] 和陈晶琦[１３] 等的研究结果ꎮ 出现

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１)不同研究选择被试的

区域不同ꎬ各个地区的大学生受区域文化、教养方式

差异的影响ꎬ自然恋爱暴力的发生率也会出现不一致

的情况ꎮ (２)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ꎬ易被宠溺ꎬ遇事

喜欢动手解决ꎬ加之网络暴力游戏的普及ꎬ这种行为

习惯也会影响其在恋爱中的采取暴力行为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生的恋爱暴力普遍高于女

生ꎬ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２ꎬ４ꎬ７－８ꎬ１０ꎬ１４] ꎮ 何影

等[２] 认为ꎬ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在于男性和女性对于

暴力行为的看法不一致ꎬ具体表现为女性倾向于暴露

暴力经历ꎬ而男性更倾向于将暴力责任归于对方ꎮ 王

向贤[１０]的调查结果显示ꎬ男生比女生更赞同使用暴力

解决问题ꎬ男生对暴力更认可的态度致使男生的恋爱

暴力普遍高于女性ꎬ但女大学生的教育程度优势或可

能使其更有资源使用暴力ꎮ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ꎬ综
合院校及工科院校大学生的精神暴力、躯体暴力、性
胁迫和伤害均高于医学类大学生ꎬ与朱琳等[１５] 研究结

果不一致ꎮ 原因可能在于工科类院校大学生一般男

生较多ꎬ而男生又普遍暴力发生率较高ꎬ从而导致工

科院校恋爱暴力发生率较高ꎮ 大二、大三和大四年级

学生的协商行为高于大一学生ꎬ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

致[８] 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大学生的体能、力量感、沟通

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ꎬ责任

感、人格等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ꎬ处理事情的能力

也比较成熟ꎬ更可能在恋爱中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相互

之间的冲突ꎮ
本研究发现ꎬ身体自尊的各维度与恋爱暴力的消

极方面均呈负相关ꎬ与恋爱暴力的积极方面即协商维

度则呈正相关ꎬ且其中的身体吸引力能负向预测精神

暴力、躯体暴力和伤害维度ꎬ正向预测协商ꎮ 刘丽

等[８] 研究发现ꎬ自尊是预测恋爱暴力的一个重要前因

变量ꎬ具体表现为自尊水平越低ꎬ在恋爱关系中施暴

和遭受暴力的发生率越高ꎮ 原因可能在于ꎬ低自尊大

学生自我接纳程度较低ꎬ对自我的形象过于看重ꎬ存
在一定的认知偏差ꎬ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恋爱对象嘲

笑ꎬ更容易对对方实施暴力行为ꎻ另外ꎬ低自尊个体还

倾向于将受到暴力的原因归结于自身而非施暴者ꎬ这
种归因方式导致其经常遭受各种暴力行为而成为受

害者ꎮ 本研究结果中ꎬ虽然恋爱暴力与身体自尊间相

关有统计学意义ꎬ但仅仅只有身体自尊的身体吸引维

度能预测恋爱暴力的行为ꎬ且性别因素也能预测某些

维度ꎬ可能与被试样本的区域性有关ꎬ有待进一步

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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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回归分析发现ꎬ男生较女生更容易产生焦虑ꎬ但是

躯体与外貌上表现更优ꎬ与李玲[１６]研究一致ꎮ 可能由

于女生生理发育较男生更早ꎬ女生对生理自我的关注

多于男生ꎮ 此外ꎬ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江西ꎬ教育

相对更落后ꎬ家长对男童学习成绩的关注多于女生ꎬ
成绩落后的男生遭受了更多的家庭压力ꎬ焦虑随之升

高ꎮ 研究还提示ꎬ独生子女学习困难儿童在自我意识

总体状况、行为、焦虑与合群较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更

多的问题ꎬ与徐丽华等[１７] 、肖富群[１８] 研究基本一致ꎮ
小学阶段的独生子女经常处于众人关怀下ꎬ与同伴交

往机会更少ꎬ在环环包围的学业压力下独生学习困难

儿童更容易衍生出消极自我意识及各种心理和行为

问题ꎮ 父母高文化水平的学习困难儿童更少表现出

学校适应问题ꎬ相对来说他们的幸福与满足感也更

高ꎮ 杨黎等[１９]调查发现ꎬ文化程度越高的父母更少因

为学习成绩去指责和贬低孩子ꎬ更倾向于客观与全面

地看待学习困难儿童ꎮ 父亲民主型教育利于儿童合

群之外ꎬ其他父亲教养方式无显著影响ꎬ而母亲民主

型教养利于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ꎬ与国内大多数研究

基本一致[２０－２１] ꎮ 调查发现ꎬ８０％以上的父亲由于忙于

工作参与教养的时间非常少甚至是缺位ꎬ这也是中国

当前家庭教育的重要现状ꎬ所以导致母亲教养方式与

儿童自我意识发展息息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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