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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是一种常见的娱乐和消遣方式。对于

电子游戏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者比较关注其中的暴

力因素。比如研究发现暴力视频游戏接触显著负向

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 [1]；在参与包含暴力内容

的电子游戏后，个体的敌意和攻击水平都会升高[2]。

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指的是个体蓄意对其

他物体或个体实施的以伤害或者破坏为目的的行

为[3]。那么避免暴力类型的电子游戏就不会带来攻

击行为的增加吗？研究发现并非如此，非暴力型的

电子游戏同样能够带来更多的攻击行为。例如并不

包含暴力因素的棒球、足球等体育运动游戏也会导

致较高的攻击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导致这些

攻击行为增加的原因并不是暴力因素，而是与游戏

中的竞争情境有关[4]。

竞争（competition）指个体或团队力图胜过或压

倒对方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在电子游戏中较为常

见。社会互赖理论指出，区别于合作中个体间的互相

帮助，竞争是一种“消极互赖”，处于竞争中的个体会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和阻碍他人[5]。越来越多的

实证研究表明竞争情境能够带来攻击行为的增加。

Adachi和Willoughby让被试参与了暴力和竞争程度

不同的四种游戏，结果发现在控制暴力因素后，电子

游戏中的竞争情景会导致个体攻击行为的增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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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电子游戏的竞争情境对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疼痛共情在其中的作用。方法：实验

一将51名暴力游戏经验较少的大学生被试分为两组，分别参与电子游戏的竞争和合作情境，并完成辣椒酱范式测

量其对游戏同伴或无关他人的攻击行为水平；实验二测量98名被试的疼痛共情水平，并通过辣椒酱范式测量其参

与电子游戏的竞争或合作情境后对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水平。结果：实验一结果发现，竞争组个体对游戏同伴的攻

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合作组，对无关他人的攻击行为两组无显著差异；实验二结果发现，疼痛共情水平较低的个体，

竞争组的攻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合作组；疼痛共情水平较高的个体，两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结论：电子游戏中的竞

争显著促进个体对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且疼痛共情对这一过程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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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competition in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the game partner, and the role of the empathy for pain. Methods: In experiment 1, 51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ss violent game experience participated the study. We measure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game partner or un⁃
related others in the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situation in the video games, with hot sauce allocation. Experiment 2 ex⁃
plored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and the empathy for pai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game partner, and 98 college stu⁃
dents with less violent game experience participated the stud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1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the game partner in competi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operation,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unrelated other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lower level of the empathy for pai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than
that in cooperation; while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 of the empathy for pain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Competition in video gam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ggressive behavior towards competitors, and the
level of the empathy for pain moderates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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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游戏种类可能带来的干扰，Dowsett和 Jack⁃
son使用同一种射击游戏重复了相同实验，也得到了

相同的结果 [7]。纵向研究结果也表明，暴力和非暴

力竞争类型的游戏都可以预测一段时间内的攻击行

为 [8]。国内研究者也发现，与个人单独玩中性电子

游戏相比，处于竞争情境下的被试在辣椒酱范式中

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攻击行为 [9]。与之相对的是，

相比于单独进行游戏，在与他人合作的情境下完成

游戏的被试则具有更低的攻击行为水平[10]。

此外，电子游戏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很强的交互

性 [11]，游戏同伴是电子游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Verheijen考察了青少年和同伴一起进行电子游戏

时，游戏方式对其友谊质量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12]。

结果发现，与合作组相比，玩竞争性的游戏显著降低

了友谊质量、促进了对朋友的攻击行为；相反，一起

完成合作游戏则能够提升游戏同伴之间的信任和凝

聚力[13，14]。但是尚未有研究探讨电子游戏中的竞争

情境对不同对象（游戏同伴或无关他人）的作用是否

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目的一是以合作情境为对

照，探究在竞争性电子游戏中，对游戏同伴和无关他

人的攻击行为是否存在差异。

除情境因素外，攻击行为还会受到人格特质的

影响，这其中就包括疼痛共情。疼痛共情（empathy
for pain）指个体会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情，产生对

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即对他人痛苦

“感同身受”[15]。疼痛共情与个体的神经质水平等相

关[16]。行为研究发现，个体的疼痛共情水平能够显

著预测其攻击行为。研究显示疼痛共情水平低的个

体有着更多的攻击行为[17]；暴力犯的疼痛共情水平

显著低于普通群体 [18]。认知神经的研究成果也显

示，疼痛共情和攻击行为都会激活杏仁核及中脑导

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PAG），在功能区

域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19，20]。进一步研究结果显

示，共情能够调节冲突情境下个体的行为。Richard⁃
so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中低水平的冲突情境中，高水

平的共情能够抑制个体在面对挑衅时的攻击行为[21]；

国内的研究也同样发现，高共情水平的个体在冲突

情境中会表现出更少的拒绝行为和报复动机[22]。电

子游戏中的竞争情境作为一种冲突情境，疼痛共情

的水平是否能够调节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这是本

研究希望探索的第二个问题。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电子游戏中的竞

争情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是否与攻击行为的对象有

关，目前还较少被研究者所关注；针对特定的攻击对

象，疼痛共情这一人格特质是否能够调节这一过程，

也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两个实验

来对此进行探讨：实验一以电子游戏中的合作情境

为对照，探究竞争情境下游戏玩家对不同对象的攻

击行为是否有所差异；实验二期望探究疼痛共情在

电子游戏中竞争情境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随着电子游戏的流行，通过研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

竞争与攻击的关系以及攻击对象和个体特质的作

用，对于理解电子游戏所带来的影响，丰富游戏特征

与个体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了解，以及如何减少电

子游戏对个体的负面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1 实验一

1.1 被试

通过陈朝阳等修订的“游戏经验问卷”[23]选择最

近半年内玩暴力性视频游戏少于 2款，且最近一周

少于1次或每次少于1小时的北京某高校大学生52
人（男生26人，Mage=19.45±3.12），随机分配到竞争组

和合作组，其中竞争组28人（男14人），合作组24名
（排除一名被试实验中未认真填写问卷通过探测题，

最终有效被试23人，其中男12人）。

1.2 工具

1.2.1 竞争态度量表 中文版由陈国鹏等修订[24]，

包含过度竞争性态度量表和个人发展竞争性态度量

表两个子量表27道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1=
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表

示相对应的竞争态度越强。本研究中，两个子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0。
1.2.2 跑车游戏 选用非暴力性电子游戏《Mario
Kart: Double Dash!!》电脑版 [13]。该游戏的特点是两

个玩家可以同时合作控制一部跑车。合作组要求两

个玩家分别控制方向和速度，合作完成；竞争组则要

求两个玩家进行跑车比赛，获胜的玩家能够获得额

外的奖金。除两种情境下被试的操作不同外，游戏

的其他设置均保持一致，尽可能排除了电子游戏本

身的无关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1.2.3 游戏评定量表 询问被试在上述电子游戏

中体验到的难度、愉快度、挫败感、兴奋度、喜爱度、

暴力程度、竞争程度和合作程度，对电子游戏上述维

度的特点进行评分[25]。

1.2.4 辣椒酱范式 主试告知被试在另一个房间

中正在开展其他心理学实验，需要被试为另一个实

验的参与者分别准备辣椒酱作为实验材料，其中有

一位实验参与者是被试刚刚的游戏同伴，另一位是

随机招募的一位参与者。辣椒酱分1-7七种等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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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度逐渐上升，并告知被试已知对方不喜欢吃辣且

对方并不知情是谁作出的选择。被试选择的辣椒酱

等级作为攻击行为的指标[9，26]。

1.3 实验程序

研究者告知被试实验目的是测评一款新的电子

游戏。游戏前，要求被试填写竞争态度量表，并将被

试随机分配至竞争组和合作组。接下来，被试在电

脑上与另一名随机分配的被试共同完成跑车游戏。

竞争组通过指导语告知被试“你们分别为玩家一和

玩家二进行赛车比赛。在游戏过程中通过‘←’、

‘→’键控制车辆的左右方向，通过‘↑’、‘↓’键控制

车辆的前进速度。先通过终点线的人获胜，可以获

得额外的奖励金”，并通过抽签决定玩家身份；合作

组通过指导语告知被试，需要两个玩家合作操纵一

辆赛车跑过终点，玩家一控制车辆的左右方向，玩家

二控制速度，对于按键的介绍与竞争组相同，同样通

过抽签决定玩家身份。游戏结束后，完成游戏评定

量表和辣椒酱范式。整个实验过程大约耗时 15分
钟，实验结束后登记人口学信息，并询问被试自己是

否喜欢吃辣（李克特 5点评分），向被试解释该实验

的真正目的，并给予被试一定的报酬。

1.4 结果

1.4.1 操作检验 以游戏情境（竞争/合作）为自变

量，被试在竞争态度量表及游戏评定量表中的得分

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

的竞争态度无显著差异；在游戏中体验到的难度等

均无显著差异。而被试体验到的竞争程度，竞争组

的得分（M=4.96, SD=1.43）显著高于合作组（M=
1.35, SD=0.57），t（49）=-12.26，P<0.001，d=3.32；体验

到的合作程度，竞争组（M=1.89, SD=1.07）显著低于

合作组（M=4.43, SD=1.93），t（49）=5.66，P<0.001，d=
1.63。结果表明，实验中对于被试的随机分组及竞

争和合作情境的创设是有效的。另外，两组被试在

是否喜欢吃辣的问题上也没有显著差异。见表1。
1.4.2 攻击行为水平的差异 以攻击行为水平为

因变量，以游戏情境（竞争/合作）和攻击对象（游戏

同伴/无关他人）为自变量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发现，游戏情境和攻击对象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
（1, 49）=2.43，P>0.05；F（1, 49）=0.26，P>0.05；游戏情

境与攻击对象的交互作用显著 F（1,49）=4.37，P=
0.042，ηp2=0.08。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竞争组对

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水平（M=2.18, SD=1.70）显著

大于合作组（M=1.35, SD=0.71），F（1, 49）=4.78, P=
0.034，ηp2=0.09；而对无关他人的攻击程度，竞争组

（M=1.75, SD=1.32）和合作组（M=1.61, SD=0.89）无

显著差异F（1, 49）=0.19, P>0.05。见表2。
表1 游戏相关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检验

表2 不同游戏情境中针对不同对象的攻击行为

1.5 讨论

实验结果发现，当攻击对象是游戏同伴时，竞争

组的攻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合作组；当攻击对象是

无关他人时，攻击行为不受竞争及合作情境的影

响。这表明，电子游戏中的竞争情境会显著增加个

体对游戏对手的攻击行为，说明竞争情境所带来的

攻击性是具有对象特异性的。由于实验一发现，攻

击对象为无关他人时攻击行为不受竞争及合作影

响，因此实验二进一步探讨个体差异（疼痛共情水

平）是否会调节竞争情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时只保

留对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

2 实验二

2.1 被试

招募北京某高校大学生被试 98人（男生 44人，

Mage=20.55±1.48），入组标准同实验一。将被试随机

变量名称

过度竞争性
态度

个人发展
竞争性态度

难度

愉悦度

挫败感

兴奋度

喜爱度

暴力程度

竞争程度

合作程度

喜欢吃辣的
程度

游戏情境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M
3.64
3.57
3.25
3.35
2.57
2.43
4.39
5.00
2.39
2.04
4.36
4.26
4.32
4.52
1.61
1.39
4.96
1.35
1.89
4.43
2.75
3.48

SD
1.06
1.08
0.89
0.71
1.53
1.70
1.50
1.28
1.71
1.33
1.59
1.71
1.68
1.16
1.10
0.72
1.43
0.57
1.07
1.93
1.40
1.73

t
0.26

-0.43

0.30

-1.54

0.80

0.21

-0.48

0.81

11.41

-5.97

-1.66

P
0.80

0.67

0.76

0.13

0.43

0.84

0.63

0.42

<0.001

<0.001

0.10

攻击对象

游戏同伴

无关他人

游戏情境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M
2.18
1.35
1.75
1.61

SD
1.70
0.71
1.32
0.89

F
4.78

0.19

P
0.0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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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竞争组和合作组，其中竞争组 50人（男 22
人），合作组48人（男22人）。

2.2 工具

2.2.1 疼痛共情量表 向被试呈现疼痛图片[27]，被

试需要选择看到图片后感到主人公“不幸的、凄惨

的、可怜的”以及对其“同情的、怜悯的”程度，均为7
点评分（1=一点也没有，7=非常强烈）。这些条目的

得分都高度相关，因此使用均值来表示疼痛共情水

平[2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2.2 辣椒酱范式 被试只需为游戏同伴准备辣

椒酱，其余同实验一。

2.2.3 竞争态度量表、跑车游戏、游戏评定量表、辣

椒酱范式 同实验一。

2.3 实验程序

研究者告知被试实验目的是测评一款新的电子

游戏。游戏前，要求被试填写竞争态度量表及疼痛

共情量表，并将被试随机分配至竞争组和合作组，在

电脑上与另一名随机分配的被试共同完成跑车游

戏。游戏结束后，完成游戏评定量表和辣椒酱范式，

并登记人口学信息等，具体操作同实验一。整个实

验过程大约耗时20分钟，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解释该

实验的真正目的，并给予被试一定的报酬。

2.4 结果

2.4.1 操作检验 以游戏情境（竞争/合作）为自变

量，被试在竞争态度量表及游戏评定量表中的得分

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

体验到的竞争程度，竞争组的得分（M=4.76, SD=
1.81）显著高于合作组（M=1.67, SD=1.00），t（96）=-
10.52，P<0.001，d=2.11；体验到的合作程度，竞争组

（M=2.56, SD=1.74）显著低于合作组（M=3.96, SD=
1.47），t（96）=4.30，P<0.001，d=0.87。结果表明，实验

中对于竞争和合作情境的创设是有效的。另外，两

组被试其余结果均无显著差异。见表3。
2.4.2 疼痛共情的调节作用分析 将自变量游戏

情境（竞争/合作）分别虚拟编码为 1和 0，将疼痛共

情水平中心化，做层次回归分析[29]。结果发现，在游

戏情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游戏情境的主效应显

著（β=0.42，t=4.76，P<0.001，f 2=0.41），疼痛共情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β=-0.42，t=-3.82，P<0.001，f 2=0.15）
（见表4）。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疼痛共情在其中的调节作

用，根据疼痛共情的得分将被试分为高疼痛共情组

（疼痛共情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和低疼

痛共情组（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呈现疼痛共情对

竞争和合作情境与攻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30]。

Simple slop检验显示，低疼痛共情组的个体在竞争

情境下的攻击行为水平显著增加，而高疼痛共情组

的个体在竞争和合作情境下的攻击行为没有显著差

异（β低 疼 痛 共 情 组=0.80，P<0.001；β高 疼 痛 共 情 组=-0.26，P>
0.05），即疼痛共情调节了游戏情境下个体的攻击行

为，较低水平的疼痛共情对竞争情境导致攻击行为

的增加有更高的预测性。

表3 游戏相关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检验

表4 疼痛共情在竞争和合作情境

与攻击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注：*P<0.05，***P<0.001。
2.5 讨论

实验二再次验证了电子游戏中的竞争情境会增

加个体对游戏同伴的攻击行为，且疼痛共情在其中

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为：在疼痛共情水平较低的

被试群体中，竞争组的攻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合作

变量及步骤

第一步（ENTER）
游戏情境

疼痛共情

第二步（ENTER）
游戏情境

疼痛共情

游戏情境*疼痛共情

R2

0.18

0.29

ΔR2

0.18

0.11

β

0.41
-0.21

0.42
0.04

-0.42

t
4.3***

-2.21*

4.76***
0.39

-3.82***

Fchange

10.42***

14.58***

变量名称
过度竞争性
态度

个人发展
竞争性态度

难度

愉悦度

挫败感

兴奋度

喜爱度

暴力程度

竞争程度

合作程度

喜欢吃辣的
程度

游戏情境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M
3.48
3.63
3.60
3.54
3.76
3.58
4.60
4.33
3.28
3.04
4.72
4.63
4.52
4.67
1.76
1.96
4.76
1.67
2.56
3.96
3.44
3.54

SD
0.91
1.04
1.11
0.92
1.67
1.89
1.56
1.53
1.68
1.88
1.44
1.51
1.40
1.45
1.35
1.38
1.81
1.00
1.74
1.47
1.51
1.30

t
-0.73

0.28

0.49

0.85

0.66

0.32

-0.51

-0.72

10.41

-4.29

0.36

P
0.47

0.78

0.63

0.40

0.51

0.75

0.61

0.47

<0.001

<0.00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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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疼痛共情水平较高的被试群体中，攻击行为不

受竞争及合作情境的影响。实验二结果表明，高水

平的疼痛共情可以减少电子游戏的竞争情境所导致

的对竞争对手的攻击行为。

3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竞争情境对攻击行

为的影响。实验一发现，竞争情境和攻击对象存在

交互作用。当攻击对象为游戏中的同伴时，个体对

竞争对手的攻击行为显著强于对合作伙伴的攻击行

为；而当攻击对象为无关他人时，竞争及合作情境则

对攻击行为没有影响。竞争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增加

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7, 9]，也证实了社会互赖理论

提出的个体在竞争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和阻

碍他人的观点 [5]。竞争情境的“短期效应”也指出，

游戏中短时间的竞争情境就能够产生对攻击行为的

促进作用[31]。这些研究成果都说明了竞争与攻击行

为的关联性，而且在电子游戏创设的竞争情境中也

同样适用。而对于攻击对象导致的差异，Berkowitz
和Leonard的挫折-攻击理论认为，竞争之所以导致

攻击是由于个体希望通过干扰对手来使自己获得胜

利，但是由于有规则的束缚，个体并不能这样执行，

因此导致无论竞争结果如何，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个

体都会感受到挫折，从而可能引发后续的攻击行

为[32]。Eastin的研究也发现，当游戏的竞争对手是真

人而不是电脑，以及当被试以男性身份对战女玩家

而不是相反时，被试会表现出较高的攻击认知 [33]。

这些都说明，电子游戏中的竞争导致的攻击行为是

有指向性的，而不是泛化的，指向的对象是在同一游

戏情境中的竞争对手。游戏同伴是电子游戏中重要

的一部分，所以在探究电子游戏中的情境对攻击行

为的影响时，对攻击对象是游戏同伴或无关他人进

行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

实验二以游戏同伴为攻击对象，再次验证了实

验一的结果。研究还发现，疼痛共情在竞争情境与

攻击行为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只有

疼痛共情水平低的个体，其攻击行为才会受到电子

游戏中竞争及合作情境的影响，竞争导致攻击行为

增加；对于疼痛共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其攻击行为不

受游戏中的竞争或合作情境的影响。这可能由于疼

痛共情水平与攻击行为之间密切相关，疼痛共情水

平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暴力等攻击行为的发生，疼

痛共情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有暴力等攻击行为，甚

至成为暴力犯的可能也更高[17, 18]。因此在竞争情境

下更容易触发他们的“开关”，导致对竞争对手的攻

击行为增加。而疼痛共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则不同，

他们更不容易产生攻击行为，因此受到电子游戏中

竞争或合作情境的影响也较小。

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实践方面的启发。首先，游

戏的设计开发者可以设法促进电子游戏中玩家，尤

其是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双方

对彼此的针对性；此外，可以通过提高玩家的疼痛共

情来减弱游戏中的竞争对攻击行为的促进作用，比

如通过预期错误来减弱或消除被试在高竞争强度的

游戏情境中对竞争对手的刻板印象，从而增强个体

的疼痛共情，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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