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刑人员自我控制与预谋/冲动攻击的相关研究

岸本鹏子 1，2， 林洁瀛 1， 曹广健 3， 邱子鹏 3， 汪克来 3， 杨寅 1， 钱铭怡 1，2

（1．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2．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

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北京市第一监狱，北京 102600）

【摘要】 目的：探讨服刑人员自我控制与预谋/冲动攻击之间的关系，同时发掘与自我控制相关的其他因素。 方法：对

206 名男性服刑人员施测自我控制量表、预谋/冲动攻击量表和填写个人信息。 结果：自我控制量表总分与预谋攻击

呈显著负相关，与冲动性攻击没有显著相关。 自我控制得分对预谋攻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结论：服刑人员的自我控

制能力越高预谋攻击行为越少，但自我控制和冲动攻击没有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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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premeditated or impulsive aggression
among prison inmates, and to explore other factors that correlate with self-control ability.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six
male inmates from a prison in Beijing completed Self-Control Scale, 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 and ques-
tionnaire regarding thei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Results: 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ores, but not impulsive aggress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lf-control scores. Furthermore, self-control scores could predict 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ores as reflected in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 Inmates with less self-control ability show more premed-
itated aggression other than impulsive aggression.
【Key words】 Prison inmates； Self-control； Premeditated aggression； Impulsive aggression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经费资助

通讯作者：钱铭怡

心 理 学 很 早 就 开 始 涉 及 自 我 控 制 的 研 究 ，在

1975 年 Fagen 等就制定出可 以测量自 我控制能力

的量表-自控行为记录表（The Self-Control Behavior
Inventory）[1]。 纵观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角

度的不同， 自我控制这一概念被不同的研究者进行

了不同的诠释（采用的英文词包括：self-control，im-
pulsive control，self-regulation 等）。 但研究者对于自

我控制的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自我控制

是个体对自身的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 对自身的

欲望、需求进行主动抑制或克服，以另一种反应代替

个体固有的优势反应（包括行为、思维等）的过程[2，3]。
抑制或克服自身的欲望、 需求而使个体自觉地选择

目标，在没有外部限制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排除干

扰，采取某些方式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保证目标的

实现。自我控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对个体

的行为和思维有直接的影响。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在 1990 年提出了自我控制理论 （self-control theo-
ry），并认为犯罪发生的模式是低自我控制者在犯罪

机会条件之促成下，以力量或欺诈，追求个人自我利

益的即刻性满足 [4]。 有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个体缺乏

自我控制，则会冲动行事，较易出现肥胖、物质滥用、
暴力和犯罪等问题[5]。

早在 1977 年 Baron 就对攻击行为进行了定义，
认为攻击行为是指任何一种以伤害或损害他人为直

接目的的行为或语言， 同时被伤害的个体主观上不

希望遭受这种伤害 [6]。 Tinbergen 指出攻击是个体本

能的反应，但同时又是受到环境影响的反应，是这两

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6]。 近年来的研究较多关注两种

类型的攻击行为： 冲动性攻击行为 （Impulsive ag-
gression behavior） 和预谋性攻击行为（Premeditated
aggression behavior）。 这一概念是 1991 年由 Barratt
提出的 [7]。 他认为冲动性攻击行为是指个体被挑衅

或被激怒时， 由于愤怒使个体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激

动状态，而不加考虑地发起攻击行为。预谋性攻击则

相反，是个体在冷静的情况下，有预谋地对其他个体

进行攻击的行为。 冲动性攻击是一种包含情绪的反

应性的攻击，个体对自身的攻击行为缺乏控制能力。
而预谋性攻击则是一种有目的， 个体对其行为进行

控制后的结果。 这两种攻击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行为

的控制水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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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低于普通人群[9－13]。 那龙等人的关于某省服刑人员心

理状况调查的研究发现， 服刑人员在 SCL-90 各个

因子上的得分均值显著高于中国常模。 其中男性服

刑人员在强迫、 敌对和恐惧三个因子上的分值显著

高于女性服刑人员 [10]。 陈明的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

自控性对其在适应性和在社会化中起到显著作用。
自我控制能力较好的个体能够更好 地适应监狱 生

活，并在出狱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11]。
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服刑人员的自我控制能

力与预谋性、冲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服

刑人员自我控制能力相关的因素。 更好的理解服刑

人员攻击的原因， 并为之制定更合适的规章制度以

及干预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北京市某监狱正在服刑的 206 名男性人员进

行调查，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施测前向被试说明可

自愿参加本研究。共发放 220 份问卷，其中回收有效

问卷 20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3.6%。
1.2 工具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SCS)：Tangney
在 2004 年编制， 谭树华等人于 2008 年在大学生被

试中修订了该量表的中文版，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4]。

本研究所使用的即是该中文版的自我控制量表。 量

表共 19 个题目，分为五个分量表，分别为冲动控制、

健康习惯、抵制诱惑、专注工作以及节制娱乐。

冲 动 /预 谋 攻 击 性 量 表 （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IPAS）：Stanford 及 其 同 事 于 2003
年编制，Chen 等人于 2011 年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

版的修订 [15]。 为冲动攻击分量表（IA）和预谋攻击分

量表（PM），分别测量冲动性攻击行为和预谋性攻击

行为，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该类型的攻击性行为越多。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8.0 对数据进行分析。 使用回归分析

考察自我控制、预谋攻击与冲动攻击之间的关系。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结果

服刑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88.8%， 大专及

以上学历占 10.2%，另有 1%教育程度未知。 其中初

中学历（占 53.4%）和高中学历（占 23.8%）为所占比

例最多的两个教育水平。犯罪类型中暴力犯罪（包括

绑架、抢劫、强奸、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危

害公共安全等）占 66.02%，非暴力犯罪（包括诈骗、
盗窃、伪造国家机关文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
占 33.98%。 表 1 为年龄、已服刑期、预谋/冲动攻击

量表以及自我控制量表得分的基本统计结果。

表 1 服刑人员人口学特征

2.2 自我控制及攻击性量表得分相关分析结果

自我控制量 表总分及其 分量表之间 显著正相

关。 年龄、已服刑期与自我控制总分显著正相关。 预

谋攻击与冲动攻击显著正相关。 预谋攻击与自我控

制显著负相关，冲动攻击与自我控制没有显著相关。
见表 2。

表 2 服刑人员人口特征、自我控制与攻击性的相关性

注：*P<0.05，**P<0.01，下同。

2.3 回归分析结果

以 IPAS 的 PM 分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由于 PM
与 IA 分量表得分显著相关， 因此将 IPAS 的 IA 分

量表得分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犯罪类型和教育

水平）纳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将自我控制量表总分

放入第二层。所得到的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共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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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样本总体 27.1%的方差。 在最后的模型中，自我控

制能力和冲动性攻击得分对预谋攻击有显著的影响

作用。 分层回归结果中变量的 Beta 值和显著性水平

见表 3。
以 IPAS 的 IA 分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由于 PM

与 IA 分量表得分显著相关， 因此将 IPAS 的 PM 分

量表得分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犯罪类型和教育

水平）纳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将自我控制量表得分

放入第二层。 所得到的模型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水平

意义。 第一层的 r2=0.065，△r2=0.065，△F 值=3.360，
P<0.05。 第 二 层 的 r2=0.065，△r2=0.000，△F 值 =
0.002，P>0.05。

3 讨 论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 自我控制与预谋攻击显

著负相关， 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低预谋攻击性行为

越多。 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的结果[16，17]，根据两者的

概念， 自我控制能力是一种克服优势反应而采取其

它反应的能力，而攻击性是一种本能冲动，所以自我

控制能力高的个体更能够抑制自身本能的攻击性。
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提示， 自我控制对预谋攻击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能

够通过训练提升[18]。 因此可以通过自我控制能力的

训练提升个体对自身情绪、认知和行为的控制能力，
进而降低个体的预谋攻击性。

但是自我控 制与冲动攻 击之间没有 显著的相

关， 这一点与研究预期不符。 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

原因有二：其一，自我控制量表的条目中未涉及到负

性情绪的测量， 而在个体被激惹的当下所引发的强

烈的负性情绪是冲动攻击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我控

制量表中更多的是测量认知思考和 行为结果的 题

目，这与预谋攻击关系更紧密。因此本研究中未能观

察到自 我 控 制 与 冲 动 攻 击之间的关系；其二，IPAS
是测量攻击性行为结果的量表， 而参加本次研究的

服刑人员最低已服刑期为一年。 在服刑期间的特殊

环境对个体的攻击行为有非常严厉的管理和限制。
如果个体采取冲动性攻击行为则会立刻受到惩罚。
因此，本研究假设，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可能导致了

个体更多地采用预谋性攻击， 而使冲动性攻击无法

得到体现， 因此出现了自我控制无法预测冲动性攻

击的研究结果。

另外，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自我控制量

表的总分及其分量表之间都存在高度正相关， 说明

该量表在服刑人员群体中具有很好的量表间的一致

性。 另外，在 IPAS 中的预谋和冲动两个分量表得分

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普通人群

中这两个量表的相关较低 [15]，而在服刑人员中存在

较高的正相关[19]。 本研究这一结果提示，服刑人员两

种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人群存在特异性。
本研究不足 之处为被调 查者均为男 性服刑人

员， 缺少女性服刑人员信息， 因此无法进行性别比

较。 但由于现有的与服刑人员或攻击性有关的研究

对象多为男性，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尚可与其他研究

进行比较。 另外，由于现实条件所限，本研究无法进

行纵向追踪研究。因此，回归分析所得到的自我控制

对预谋攻击的预测效力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希望未

来的研究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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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父子依恋关系在两个

变量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

可以稳定的预测父子的依恋关系， 父亲参与教养程

度越高，越能建立良好的优质的父子依恋关系，相反

则父子依恋的品质越低。 研究结果也表明， 父子依

恋关系在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会行为预测

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父亲参与教养的

程度会影响到父子依恋关系的质量， 再通过父子依

恋关系的质量影响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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