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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负行为(Cyberbullying)是指借助电子信

息交流工具，反复地对不易进行自我保护的个体有

意实施的一种攻击行为[1]。它是传统攻击行为的一

种延伸。与传统攻击行为相比，网络欺负行为具有

匿名性、传播快、存在大量潜在观众和无时空限制等

特性。这导致其危害范围更广，影响时间更久，预防

难度更高[2]。遭受网络欺负行为的大学生往往会有

较为严重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对网络欺负行为

的实施者而言，其可能触犯法律[2]。因此，为了有效

控制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十分有必要探讨大学生

网络欺负行为的风险因素。

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trait)是指对

他人冷漠、缺乏罪责感、低共情的一种人格倾向 [3]，

是一种与攻击、暴力等反社会行为紧密联系的人格

特质[4，5]。已有研究表明[6-8]，冷酷无情特质是网络欺

负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冷酷无情特质对网络

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关于冷酷无

情特质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机制还鲜有研究，目

前仅发现网络去抑制(Online Disinhibition)在淡漠(冷
酷无情特质的维度之一)和初中生网络欺负行为之

间起调节作用[6]。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也
可能是冷酷无情特质影响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的一

个潜在调节变量。具体地，道德推脱被认为是一种

与生俱来的特质[9]，会将不道德行为(如网络欺负行

为)重塑为合理行为，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不道

德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

个体也因此会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在某

些道德的不利环境中(如愤怒、冷酷无情和受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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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脱特质是一种促进剂，高道德推脱特质不仅

会促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还会促进其他因素(如冷

酷无情特质)对不道德行为的作用[9]。Gini等[10]明确

指出，当前对于道德推脱如何与其他个体风险因素

交互作用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特别是与促使个

体攻击的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还知之甚少。Gini
更进一步提出，现在应从研究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

关系的“主效应”转为研究“交互效应”了，以便于考

察更复杂的关系模式。随后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会

调节一些个体特质（如，愤怒、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

的关系[10-12]。例如，在高道德推脱水平下，特质愤怒

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而在低道德

推脱水平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11]。因

而，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道德推脱在冷酷无情特质

与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地，

道德推脱在冷酷无情特质与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之

间的调节作用，可能呈现出一种风险增强的趋势。

根据风险增强模型(risk-enhancing model)，一种风险

因素可以增强另一种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13]。道德

推脱和冷酷无情两种风险因素会产生累积效应，进

而大大增加大学生实施网络欺负行为的概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广东省 3所大学的在校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697份，回收有效问

卷650份，有效回收率为93.26%。其中男生231人，

女生419人；大一170人，大二140人，大三179人，大

四161人；被试年龄在18~24之间，平均年龄为20.46±
1.75岁。

1.2 工具

1.2.1 冷酷无情特质量表 采用Frick编制的冷酷

无情特质量表，量表中文版由邓俏文等人修订[14]，共

24个条目。该量表包括冷酷、无情和淡漠三个维

度。该量表采用 1分（完全不属实）~ 4分（完全属

实）4点计分方式，其中一半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

表明其冷酷无情特质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三

个维度的α系数为0.88、0.64和0.84。
1.2.2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Caprara等人编制的道

德推脱问卷，量表中文版由王兴超等人修订[15]，共32
个条目。该问卷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

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结果扭曲、非人性化和责备

归因八个维度。该量表采用1分（完全不同意）~5分
（完全同意）5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其道德推

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八个维度的α系数

在0.70~0.82之间。

1.2.3 网络欺负行为量表 采用 Lam和 Li以中国

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编制的网络欺负行为量表[16]，共

有 6个条目，采用 7点计分，表示 0~6次及以上的网

络欺负行为频率，得分越高表明最近 7天内的网络

欺负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
数为0.92。
1.3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SPSS19.0和Mplus7.4进行描述统计、相关

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潜调节结构方程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17]，结果显示特

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4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22.8%，小于40%的临界标准。其次，以冷

酷无情特质、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行为的各个维度

为指标建构单因素的潜变量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

合结果很差（χ2/df=17.80，CFI=0.82，TLI=0.79，RM⁃
SEA=0.161，SRMR=0.075），这均说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冷酷无情特质与道德推

脱、网络欺负行为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

网络欺负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1
2.3 道德推脱的调节效应分析

使用潜调节结构方程验证道德推脱的调节效

应。潜调节结构方程的优势是无需人为构造乘积指

标来定义潜交互项，在进行潜调节效应检验时，使用

“XWITH”语句即可在Mplus中定义潜交互项[18]。首

先建立不包含潜交互项的模型M0，结果显示模型M0

拟合情况良好（χ2/df=4.94，CFI=0.96，TLI=0.95，RM⁃
SEA=0.079，SRMR=0.034）。接着建立包含潜交互项

的模型M1，由于潜调节结构方程法不提供CFI、TLI、
RMSEA等传统拟合指数，因此采用AIC值和对数似

然值来检验M1模型的拟合情况 [18]。结果显示模型

M1的AIC值相比模型M0减少了103.51，模型M1的对

变量

1.冷酷无情特质

2.道德推脱

3.网络欺负行为

M
50.85
58.76
9.91

SD
10.44
21.62
6.22

1
1

0.55**
0.52**

2

1
0.67**

3

1

··282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年 第28卷 第2期
数似然值相比模型M0增加了 52.75，模型参数自由

度增加1，P<0.05，表明模型M1优于M0。图1显示了

研究模型M1的标准化解，图中所有路径系数都非常

显著(P<0.001)。结果表明，冷酷无情对网络欺负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 t=4.27, P<0.001)；冷酷

无情和道德推脱的交互项对网络欺负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β=0.45, t=4.81, P<0.001)，加入交互项之

后，网络欺负行为的方差解释率增加了 8%，说明道

德推脱的调节效应显著。

为了进一步了解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随后进

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在高道德推脱组（mean+
1SD），冷酷无情特质对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1，t=10.58，P<
0.001）；在低道德推脱组（mean-1SD），冷酷无情特

质对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
ple slope=-0.03，t=-1.08，P=0.281）。

已有研究指出[19]，上述简单斜率检验方法存在

不足，例如道德推脱高、低组的划分是人为的，且只

能了解有限的信息，因此建议在调节变量为连续变

量时(道德推脱的得分区间是[32, 143])，使用 John⁃
son-Neyman 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Johnson-Ney⁃
man法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仅当道德推脱在

[49, 143]取值时，简单斜率的 95%置信区间才不包

含0，简单斜率显著，即冷酷无情特质对大学生网络

欺负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显示，道德推脱

调节了冷酷无情特质对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的影

响，高道德推脱增强了冷酷无情特质对大学生网络

欺负行为的风险作用（“雪上加霜”），支持了风险增

强模型的观点，验证了假设，并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11，12]。道德推脱对冷酷无情特质和大学生网络欺负

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用道德推脱特质论来解

释，道德推脱作为个体的一种内化特质，在不同条件

下起着不同的作用。高道德推脱的大学生更易于合

理化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如网络欺负行为)，因此，冷

酷无情特质的大学生会在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中表现

得更加冷酷无情，更少同情心，更少内疚，从而更倾

向于实施网络欺负行为[10]。相反，低道德推脱的大

学生会更加理性的思考网络欺负行为的后果，不太

可能使网络欺负行为合理化，从而降低了大学生行

为的冲动性，抑制了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11]。因此，

对低道德推脱的大学生而言，冷酷无情特质对大学

生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这个结果提

示我们应该让青少年更多地了解道德推脱机制，并

教会他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网络空间中反对

和拒绝道德推脱，避免道德推脱内化为个体的特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也为进一步

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因此在

因果推断上存在困难。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采用追踪

数据的研究方法从不同层次来考察冷酷无情特质、

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进而用动态的眼

光来看待变量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全部采用自

我报告法，这增加了社会期望效应的风险，降低了研

究效度，后续的研究可考虑使用多种方式获得数据

(如父母评价、同伴评价等)。第三，虽然本研究将道

德推脱当成一种特质，但已有研究指出 [9，11，12]，道德

推脱还可看成是一种认知过程，可将道德推脱作为

图1 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模型图(标准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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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研究其中介机制[20]。后续研究可以考察道

德推脱在冷酷无情特质和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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