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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恋爱经历大学生亲密关系
暴力行为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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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成都市青年学生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现状及其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ꎬ为开展亲密关系教

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成都市高校有恋爱经历的青年学生 １ ０４１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了解亲

密关系暴力行为发生情况及影响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因素ꎮ 结果　 有恋爱经历的青年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施暴发生率为

６９.６％ꎬ受暴发生率为 ６２.２％ꎮ 分别有 ６５.４％ꎬ６４.０％的青年学生曾经施加或遭受过 ３ 次以上的亲密关系暴力ꎬ５２.９２％的青

年学生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相比女性青年学生ꎬ男性青年学生不容易产生亲密关

系的施暴行为(ＯＲ＝ ０.５９)ꎬ但可能成为亲密关系中的受暴者(ＯＲ＝ １.９１)ꎻ现恋爱 ０.５ 年以上(ＯＲ＝ １.７０)、同居(ＯＲ ＝ ２.４７)、
被同伴欺侮过(ＯＲ＝ １.５４)、被父母干涉过者(ＯＲ＝ １.６３)与产生施暴行为呈正相关ꎬ现恋爱 ０.５ 年以上(ＯＲ ＝ １.５１)、同居者

(ＯＲ＝ ２.５２)也与遭遇暴力行为呈正相关ꎻ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与亲密关系中施暴和受暴行为呈负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９６ꎬ０.９７)(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青年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现象较为普遍ꎬ与青年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恋爱关

系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能力有密切关系ꎬ应予以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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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关系暴力(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ＰＶ)是 一种存在于亲密关系的两人中ꎬ一方从躯体、心理或

性方面故意控制、支配和攻击对方ꎬ并给对方造成一

定程度伤害的暴力行为ꎬ可以发生在婚姻存续的夫妻

间、没有婚姻关系的长期和短期的亲密关系中ꎬ甚至

可以发生在关系终止后的前伴侣间[１－２] ꎮ 国外研究发

现ꎬ有高达 ６９％的女性和 ５３％的男性会在 ２５ 岁之前

遭遇亲密关系暴力[３] ꎮ 亲密关系中施暴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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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３４％ ~ ６７％之间ꎬ受暴行为的发生率在 １２％ ~ ６８％
之间[４－６] ꎮ 处于恋爱关系的青年学生施暴行为的发生

率在 ２７％ ~ ６９％之间ꎬ受暴行为的发生率在 ２２％ ~ ４０％
之间[７－１２] ꎮ 青年阶段的亲密关系暴力还可能是相互

的ꎬ个体既可能是施暴者同时也可能是受暴者[１３] ꎮ 亲

密关系施暴行为可直接导致身体精神伤害和死亡ꎬ而
曾经遭遇过亲密关系暴力与不健康的生活行为和精

神障碍如暴饮暴食行为、吸烟行为、物质滥用行为、创
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症甚至自杀、自伤、自残行为

等发生的风险密切相关[１４－１６] ꎮ 本课题组选取成都地

区的高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使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调查工具ꎬ旨在取得有代表性的青年学生亲密关系施

暴和受暴相关资料ꎬ为教育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了解

青年群体的亲密关系现状提供基础资料ꎬ并为进一步

开展亲密关系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以成都市为研究现场ꎬ
选取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各 １ 所ꎬ采用整群随机抽样

法ꎬ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大一到大四(文科类、理工

类和医学类各 ２ 个专业)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共

发放 ２ ５００ 份问卷ꎬ剔除漏答超过 １０％和有规律作答

的问卷后ꎬ有效问卷 ２ ３３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３.２％ꎮ 从中

选取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 １ ０４１ 名作为研究对象ꎮ 其

中文科类专业 ３５３ 名ꎬ理工类专业 ３９３ 名ꎬ医学类专业

２９５ 名ꎻ大一年级 ２８９ 名ꎬ大二年级 ２９５ 名ꎬ大三年级

２５６ 名ꎬ大四年级 ２０１ 名ꎻ男生 ４８７ 名ꎬ女生 ５５４ 名ꎮ
被调查大学生所报告的平均恋爱时长为 ( １１. ６７ ±
１６.４１)月ꎬ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７５ꎬＰ ＝ ０.４５)ꎮ
此次调查研究经过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ꎬ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人口统计学特征　 自编人口统计学资料问卷ꎬ
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专业(文科、理工科、医科)、
１６ 岁前常住地(城市、县城、农村)、恋爱次数(１ꎬ２ꎬ３
次及以上)、现恋爱时长、兄弟姐妹数量、是否与情侣

同居过、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曾遭遇过父母体罚、是否

曾遭遇过父母虐待、 是否曾遭遇父母干涉和同伴

欺侮ꎮ
１.２.２　 亲密关系暴力发生情况　 使用 Ｓｔｒａｕｓ 等[１７] 于

１９９６ 年修订并由香港学者 Ｃｈａｎ[１８]进行中文翻译修订

完成的«冲突策略量表(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ＴＳ２)»ꎬ该量表经常用于评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施

暴和受暴情况ꎮ 本研究选取其中的精神暴力、躯体暴

力、性胁迫 ３ 个分量表进行了再修订ꎬ共 ４０ 个题项ꎬ调

查过去 １２ 个月中各种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次数和严

重程度ꎮ 量表采用 ７ 级评分ꎬ即 ０ 次计 ０ 分ꎬ１ 次计 １
分ꎬ２ 次计 ２ 分ꎬ３ ~ ５ 次计 ３ 分ꎬ６ ~ １０ 次计 ４ 分ꎬ１０ ~ ２０
次计 ５ 分ꎬ>２０ 次计 ６ 分ꎮ 在具体计算发生的次数时ꎬ
选取其中位数ꎬ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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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总次数即可得到某项具体暴力行为或者某类

暴力的频次ꎮ 本研究判断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的标准:
(１)量表中任何 １ 个条目发生的次数>０ 次ꎬ则认为有

暴力行为发生ꎮ (２)任何形式的躯体暴力、精神暴力

和性胁迫均属于亲密关系暴力ꎮ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ꎬＫＭＯ＝ ０.８６( >０.８)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型检验的近似
χ２ 值为 ３ ４５７.３９(Ｐ<０.０１)ꎻ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ꎬχ２ /
ｄｆ ＝ ３.０２( <５)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 <０.０５)ꎬＧＦＩꎬＡＧＦＩꎬＮＦＩꎬ
ＲＦＩꎬＩＦＩꎬＴＬＩꎬＣＦＩ 各指标均>０.９０ꎬ全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说明该量表信、效度佳ꎮ
１.２.３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使用王玉洁等[１９] 修订

的量表ꎬ该量表包括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消极

情绪效能感 ２ 个维度ꎬ共 １７ 个题项ꎬ采用 ５ 级计分ꎬ得
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的效能感越强ꎮ 本次研究测得

全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接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各调查

班级讲解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问卷要求与注意事项

后ꎬ由调查对象现场独立完成调查问卷并由调查员当

场收回问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录入并分析数

据ꎬ所有数据均经过双录入并核对无误ꎮ 用 χ２ 检验分

析亲密关系施暴和受暴检出率在各社会人口学特征

上的分布ꎻ用 ｔ 检验比较有无亲密关系施暴和受暴经

历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ꎻ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分析亲密关系施暴和受暴行为的影响因素ꎬ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亲密关系暴力行为发生情况　 １ ０４１ 名有恋爱经

历者在过去 １ 年中ꎬ存在亲密关系施暴行为的 ７２５ 人

(６９. ６％)ꎬ 其 中 ４７４ 人 施 加 过 ３ 次 以 上 的 暴 力

(６５.４％)ꎻ 遭 遇 过 亲 密 关 系 暴 力 行 为 的 ６４７ 人

(６２.２％)ꎬ 其 中 ４１４ 人 遭 受 过 ３ 次 以 上 的 暴 力

(６４.０％)ꎮ ５５１ 名既是施暴者也是受暴者ꎬ占 ５２.９２％ꎮ
２.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亲密关系暴力行为报告率

　 大学生施暴或受暴报告率在性别、年龄、专业等个

体因素ꎬ恋爱次数时长等恋爱因素ꎬ体罚等亲子关系

因素和同伴欺侮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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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亲密关系暴力行为报告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施暴

报告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受暴

报告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８７ ３１５(６４.７) １０.６６ ０.００ ３１４(６４.５) ２.１０ ０.１５
　 女 ５５４ ４１０(７４.０) ３３３(６０.１)
年龄 / 岁
　 <２０ ３２３ ２０５(６３.５) ８.４５ ０.００ １８９(５８.５) ２.６４ ０.１１
　 ≥２０ ７１８ ５２０(７２.４) ４５８(６３.８)
专业
　 文科 ３５３ ２６８(７５.９) １４.０３ ０.００ ２４０(６８.０) ８.２４ ０.０２
　 理工 ３９３ ２４９(６３.４) ２２８(５８.０)
　 医科 ２９５ ２０８(７０.５) １７９(６０.７)
１６ 岁前常住地
　 城市 ３９０ ２５３(６４.９) ７.９２ ０.０２ ２３１(５９.２) ５.５１ ０.０６
　 县城 ２６３ １９７(７４.９) １７９(６８.１)
　 农村 ３８８ ２７５(７０.９) ２３７(６１.１)
恋爱次数
　 １ ３６３ ２２７(６２.５) １３.９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５.１) １３.０３ ０.００
　 ２ ３１７ ２２８(７１.９) ２０２(６３.７)
　 ≥３ ３６１ ２０７(７４.８) ２４５(６７.９)
现恋爱时长 / 年
　 ≤０.５ ５８５ ３９５(６７.５) ２.８５ ０.０９ ３４４(５８.８) ６.３７ ０.０１
　 >０.５ ４５６ ３３０(７２.４) ３０３(６６.４)
同居
　 是 ２３２ １８４(７９.３) １３.１９ ０.００ １７５(７５.４) ２２.３８ ０.００
　 否 ８０９ ５４１(６６.９) ４７２(５８.３)
独生子女
　 是 ４６４ ３０６(６５.９) ５.４１ ０.０２ ２８１(６０.６) ０.９０ ０.３４
　 否 ５７７ ４１９(７２.６) ３６６(６３.４)
父母体罚
　 从未 ３７９ ２５３(６６.８) ２.３６ ０.３１ ２１３(５６.２) ８.９９ ０.０１
　 偶尔 ５８２ ４１５(７１.３) ３８１(６５.５)
　 经常 ８０ ５７(７１.２) ５３(６６.３)
父母情感虐待
　 是 １７２ １３１(７６.２) ４.１４ ０.０４ １２５(７２.７) ９.７０ ０.００
　 否 ８６９ ５９４(６８.４) ５２２(６０.１)
父母干涉
　 是 ２９７ ２２５(７５.８) ７.３５ ０.０１ ２０７(６９.７) １０.０６ ０.００
　 否 ７４４ ５００(６７.２) ４４０(５９.１)
同伴欺侮
　 是 ２６４ １９８(７５.０) ４.８０ ０.０３ １８２(６８.９) ６.９３ ０.０１
　 否 ７７７ ５２７(６７.８) ４６５(５９.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有无亲密关系暴力行为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得分比较　 存在亲密关系施暴行为的大学生ꎬ表达

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得分(２２.６８±５.３５)高于无施暴

行为的大学生(２１.６３±５.９７)ꎬ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

能感得分( ３３. ０７ ± ８. ０１) 低于无施暴行为者( ３４. ６６ ±
９.２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８２ꎬ２.８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而遭遇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大学生仅在

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得分(３３.２０±７.８９)低于无

此遭遇的大学生(３４.１２±８.２３)( ｔ ＝ ２.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

施暴(有施暴经历＝ １ꎬ无＝ ０)和是否受暴(有受暴经历

＝ １ꎬ无＝ ０)分别为因变量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

义的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 ２ 个因素ꎬ共 １４ 项特征

(性别、年龄、专业、是否独生子女、１６ 岁前常住地、恋
爱次数、现恋爱时长、是否同居、父母是否干涉、是否

遭遇父母体罚、是否遭遇父母情感虐待、是否遭遇过

同伴欺侮、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效能

感)为自变量进行向前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变量的

入选标准为 ０.０５ꎬ剔除标准为 ０.１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

恋爱次数、现恋爱时长、同居与否、父母干涉与否、同
伴欺侮与否、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是青年学生亲密关

系施暴行为的影响因素ꎬ现恋爱 ０.５ 年以上、同居、被
同伴欺侮过、被父母干涉过者是产生施暴行为的危险

因素ꎻ性别、恋爱次数、现恋爱时长、同居与否、是否遭

受过体罚、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与学生遭遇亲密关系

暴力行为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只恋爱过 １ 次、从
未受过体罚和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高者不易遭遇亲

密关系暴力ꎬ而男性、现恋爱 ０.５ 年以上、同居者更容

易遭遇暴力行为(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 ~ ３ꎮ

表 ２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施暴行为

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７２５)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５３ ０.２０ ７.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９(０.４０~ ０.８７)
恋爱次数
　 ≥３ 　 １.００
　 ２ －０.４２ ０.２３ ３.２３ ０.０７ 　 ０.６６(０.４２~ １.０４)
　 １ －０.６９ ０.２２ ９.５０ ０.００ 　 ０.５０(０.３２~ ０.７８)
现恋爱时长 / 年
　 ≤０.５ 　 １.００
　 >０.５ ０.５３ ０.１９ ８.１４ ０.００ 　 １.７０(１.１８~ ２.４５)
是否同居
　 否 　 １.００
　 是 ０.９１ ０.２４ １４.３１ ０.００ 　 ２.４７(１.５５~ ３.９５)
同伴欺侮
　 否 　 １.００
　 是 ０.４３ ０.２１ ４.３８ ０.０４ 　 １.５４(１.０３~ ２.３１)
父母干涉
　 否 　 １.００
　 是 ０.４９ ０.２１ ５.５７ ０.０２ 　 １.６３(１.０９~ ２.４４)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１.７９ ０.００ 　 ０.９６(０.９４~ ０.９８)

表 ３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受暴遭遇

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６４７)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６５ ０.１９ １１.８０ ０.００ 　 １.９１(１.３２~ ２.７５)
恋爱次数
　 ≥３ 　 １.００
　 ２ －０.２９ ０.２４ １.５２ ０.２２ 　 ０.７５(０.４７~ １.１９)
　 １ －０.６５ ０.２２ ８.４８ ０.００ 　 ０.５２(０.３４~ ０.８１)
现恋爱时长 / 年
　 ≤０.５ 　 １.００
　 >０.５ ０.４１ ０.１９ ４.７８ ０.０３ 　 １.５１(１.０４~ ２.１９)
是否同居
　 否 　 １.００
　 是 ０.９２ ０.２４ １５.１８ ０.００ 　 ２.５２(１.５８~ ４.００)
遭受体罚
　 经常 　 １.００
　 偶尔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５３ 　 １.２９(０.５９~ ２.７９)
　 从不 －０.９０ ０.４０ ５.１１ ０.０２ 　 ０.４１(０.１９~ ０.８９)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 －０.０３ ０.０１ ４.３０ ０.０４ 　 ０.９７(０.９５~ １.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在过去 １ 年中ꎬ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

的施暴发生率高达 ６９.６％ꎬ受暴发生率高达 ６２.２％ꎬ高
于“世界大学生恋爱暴力调查”及刘景等[１１ꎬ２０－２１]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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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与张旭等[２２－２３] 的研究结果接近ꎬ略低于李金芝

等[１０]的研究ꎮ 进一步分析显示ꎬ约 ２ / ３ 的学生曾经施

加或遭受过 ３ 次以上的亲密关系暴力ꎬ５２.９２％的学生

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ꎬ远高于刘景等[１１] 的研究ꎬ略
低于李金芝等[１０]的研究ꎮ 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１)
被调查者所处的地域文化、家庭背景等因素存在差

异ꎻ(２)亲密关系暴力有被隐藏或者低报的可能性ꎬ尤
其在 ２０１５ 年国内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ꎬ可能会有更多

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暴露ꎻ(３)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平

均恋爱时长较长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也发现随

着恋爱次数增加、现恋爱时长的增长以及同居情况的

出现ꎬ可能带来亲密关系暴力报告的增多ꎮ 而本研究

结果和其他研究的对比并未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国内青年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情况尚需进一步

的流行病学调查平衡各种社会生态性因素影响后加

以佐证ꎮ 提示青年学生的亲密关系暴力行为已成为

大学校园的普遍现象ꎬ 需要社会和教育工作者的

关注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女生更容易产生

亲密关系的施暴行为ꎬ而男生更可能成为亲密关系中

的受暴者ꎮ 原因首先为ꎬ被调查的对象基本是 ９０ 后学

生ꎬ成长背景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父母在养育

女孩时更加关注对其坚强、果敢等过去被认为是男性

重要品质的培养ꎮ 其次ꎬ近年大众媒体中充斥着女性

暴力ꎬ展现直接攻击行为或者阴谋算计、凌辱虐待等

间接攻击行为的影视剧无疑会影响女性群体的意识

形态ꎬ使得她们在面对暴力行为时更可能选择主动反

击ꎮ 最后ꎬ从亲密关系暴力的行为动机层面ꎬ和男性

相比ꎬ女性更多报告出于愤怒和恐惧等情绪产生自卫

攻击行为[２４] ꎮ 女生情绪失控导致施暴行为的比例高

于男生[２５－２６] ꎮ 作为学生重要的人际关系ꎬ和父母、同
伴的关系也会反过来影响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ꎮ 本

研究发现ꎬ被父母干涉过和被同伴欺侮过者更容易产

生亲密关系施暴行为ꎬ该结果得到近期一项元分析研

究的支持[２７] ꎮ 亲子互动关系可以塑造自我和其他人

在亲密关系中的表象ꎬ提供个体学习解决冲突的技巧

以及形成对待暴力行为态度的机会ꎮ 在原生家庭中

遭受过不良亲子互动的经历会造成人际创伤ꎬ也可能

导致个体相信暴力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ꎬ更有可能

产生、容忍施暴行为ꎬ并成为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

者[２８－２９] ꎮ 同伴关系是个体社会化影响的又一重要因

素ꎮ 同伴的信念、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等会

被个体带入亲密关系中ꎮ 一项元分析研究指出ꎬ经历

过同伴欺侮等同伴暴力行为的个体更容易用暴力反

抗欺侮ꎬ并将恶劣的相处关系延续至亲密关系中或者

更容易成为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３０] ꎮ 提示培养良

好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是有效预防或干预亲密关

系暴力的可能途径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在亲密关系暴力中ꎬ无论施暴还

是受暴ꎬ均受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ꎮ 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可以理解为个体对自己管理自身情绪

的能力的自信程度[３１] ꎮ 差异检验结果显示ꎬ无施暴和

受暴经历者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高于有施暴和受

暴经历者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管

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对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影响ꎬ即
个体越自信能够处理好消极情绪ꎬ亲密关系施暴和受

暴的可能性越低ꎮ 李金芝等[１０]的研究发现ꎬ青年学生

恋人间沟通不良导致反感甚至愤怒等负面情绪是亲

密关系暴力产生的主要原因ꎮ 而对消极情绪的管理

问题与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有密切关系[２５] ꎮ 管理消

极情绪的效能感将情绪和行为联系起来ꎬ影响情绪调

节的实际效果[３２] ꎮ 恋爱中的青年学生亲密关系暴力

行为越多者情绪调节的能力越低ꎬ而情绪失调的青年

学生在面对亲密关系冲突时也更容易产生过激情绪ꎬ
从而增加恋人间的攻击行为[３３] ꎮ 提示培养青年学生

调节消极情绪ꎬ形成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对实际降

低其亲密关系施暴和受暴行为具有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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