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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

简称“网暴”。网络暴力的界定模糊，表述多样。一般认为网络暴力包活恶意
言语谩骂、谣言、威胁恐吓、暴露隐私等行为 １。有用网络欺凌、羞辱、骚扰等
词语表述网络暴力。联合国把网络欺凌定义为“使用数字技术的欺凌和暴力
行为。它可以发生在社交媒体、信息平台、游戏平台和手机上。它是一种反复
发生的行为，目的是恐吓、激怒或羞辱那些被攻击的人”２。本报告使用网络
暴力泛指网络空间的欺凌、羞辱、骚扰、恐吓、悖虐等行为。

网络暴力

指曾经亲身经历过或正在遭受网络暴力攻击的人。受害者

中国城市分级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本报告借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惯用的三
级城市划分，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一线城市；包括天津、重庆两个直
辖市、各省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及宁波和青岛在内的二线城市；其他城市
为三线城市 ３。

一、二、三线城市

根据惯例，本报告把中国大陆地区划分成七个地理区域：华东，包括上海市、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和福建省；华北，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
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华中，包括河南、湖北和湖南省；华南，包括广东省、
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包括重庆市、四川、贵州、云南省和西藏自
治区；西北，包括陕西、甘肃、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

中国地理区划

３  国家统计局：《在住宅价格统计中对“一二三线城市”的定义及划分依据》，2021年5月8日
http://snzd.stats.gov.cn/index.aspx?menuid=17&type=articleinfo&lanmuid=49&infoid=3997

２ UNICEF: "Cyberbullying: What is it and how to stop it."
https://www.unicef.org/end-violence/how-to-stop-cyberbullying

１  肖海霞、沈超：“从法社会学视角看网络暴力”，《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0（2），9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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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自2006年黑龙江女子虐杀小猫的视频引发网络“民间缉
凶”起，中文互联网上的网络暴力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４。社交媒体的发展为网络暴力提供了更加便利、广
阔的滋生平台５，在虚拟世界中卷起黑色的漩涡，坠入漩
涡的受害者亲历的伤害是真实的，而鲜有“键盘侠”——
网络暴力的实施者——为此承担责任。

歪脑 | WHYNOT 于2022年2月在中国大陆地区与商业调
研公司合作，以大型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中文社交媒
体的青年用户遭受网络暴力的经历、以及他们对网络暴
力的认知和态度。《2022 中国大陆社交媒体青年用户网
络暴力调查》将详细描述并分析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和
发现，以期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交媒体的网
络暴力现状。

谨此，歪脑 | WHYNOT 感谢为此次大型调查问卷给予支
持帮助的合作伙伴，感谢受访者们，特别是网络暴力的
亲历者和幸存者参与本次问卷调查，谢谢你们与我们分
享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歪脑 | WHYNOT

５  Craig, W., Boniel-Nissim, M., King, N., Walsh, S. D., Boer, M., Donnelly, P. D., Harel-Fisch, Y., 
Malinowska-Cieślik, M., Gaspar de Matos, M., Cosma, A., Van den Eijnden, R., Vieno, A., Elgar, F. J., 
Molcho, M., Bjereld, Y., & Pickett, W. (2020). Social Media Use and Cyber-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Young People in 42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6(6S), S100–S108.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20.03.006

４  刘新传：《探析“网络暴民”的言论侵权：以“猫、铜须事件”为例》，中国新闻研究，2007年
5 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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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3

《2022 中国大陆社交媒体青年用户网络暴力调查》以网络调查

问卷的形式，于2022年2月初在中国大陆地区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访问了18至35岁的中文社交媒体用户，共收取2,059份有效问卷。

调查的主要发现有：

一、近四成受访者是网络暴力受害者。调查发现38.6%的18至35

岁社交媒体青年用户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学生和非

全职工作者、居住在一二线城市的受访者遭遇网络暴力的比例更

高。

二、网络暴力常发生在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用恶意、污秽的语

言羞辱攻击他人是最常见的网络暴力形式。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中，近一半（48.4%）所经历的遭遇发生在微信平台上。超过半数

（52.3%）的受害者因为参与讨论社会性话题而遭到网络暴力。

有10%的受害者是因为性取向遭遇网络暴力。

三、约四成网络暴力持续时间超过两周，更多受害者需两周以上

时间摆脱阴影。超过六成网暴受害者的遭遇持续时间在两周以

内，但也有6.8%的受害者的网暴经历长达一年以上。超过四成的

受害者需要两周至一年的时间才走出网络暴力的心理阴影，另外

有近十分之一的受害者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四、网络暴力使近半数受害者产生严重焦虑情绪。向信赖的人倾

诉和远离网络是受害者应对网络暴力最常用的手段。15.7%的受

害者产生过自杀的想法，也有超过16%的受害者遭受网络暴力后

自残或试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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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五、近三成受害者因网络暴力而遭到现实生活中的骚扰和欺凌。

比起未在现实生活中被骚扰或欺凌的网暴受害者，网暴经历波及

到现实生活中的受害者受到的心理影响更严重。

六、网络暴力经历无显著性别差异，但女性受到的影响更深。男

性和女性受访者遭遇网络暴力的比例、形式、原因、持续时间等

没有明显差别。然而，女性受害者比男性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更

深，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摆脱网暴的阴影。

七、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受访者对网络暴力的认知和态度有

差异。虽然大部分受访者对于网络暴力的概念比较熟悉，大部

分认同，“转发网络暴力，不能算是网络暴力”此观点。大部分对

于“目前社会对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援助”，“转发网络暴

力，不能算是网络暴力”和“在网络上对有不道德行为的人进行

攻击不算是网络暴力”均持反对态度。但在受访者内部，不同年

龄、性别和职业的人对以上观点的认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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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4.1

本次网络问卷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大陆地
区收取了2,059份有效问卷，受访者为18至35岁的中文
社交媒体青年用户，其中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用户
833 人，占受访人数的40.5%；男性受访用户1,156人，
占总受访人数的56.1%，女性902人，占总受访人数的
43.8% ，1名受访者未表明性别。

受访者

图1.
受访样本的年龄分布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图2. 
受访样本性别分布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1名受访者未表明性别。

26至35岁
59.5%

18至25岁
40.5%年龄分布

女性
43.8%

男性
56.1%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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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受访者

受访者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22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共560人，占受访者
人数的27.2%；来自天津、重庆等二线城市的受访者为
606人，占受访人数的29.4%。按照地理区划来看，来自
华南地区的受访者最多，有474人，受访者人数的23%，
其次是华北（466人，22.6%）、华东（407人，19.8%）、
华中（285人，13.8%）、西南（197人，9.6%）和东北地区
（154人，7.5%）。来自西北地区的受访人数最少，有76
人，占总人数的3.7%。

图3.
受访样本的城市分布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惯
用的三级城市划分：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为一线城市；
天津、重庆、各省省会城市和
自治区首府及宁波和青岛等
为二线城市；其他城市为三
线城市。

图4.
受访样本的地域分布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据惯例，中国大陆分成七
个地理区域：华东（沪苏浙徽
赣鲁闽）、华北（京津晋冀内
蒙古）、华中（豫楚湘）、华南
（粤琼桂）、西南（渝川贵云
藏）、西北（陕甘青宁新）、东
北（黑吉辽）。 华南

23%

华北

22.6%

华东

19.8％

华中

13.8%

西南

9.6%

东北

7.5%

西北

3.7%

二线城市
29.4%

城市分布

一线城市
27.2%

三线城市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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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受访者

样本中17%的受访者为在校学生，350人；80.7%为
全职从业者，1,661人；兼职或待业的受访者48人，
占2.3%。约二成的受访者（406人，19.7%）每周使用
社交媒体的时间在5至10个小时之间；四成的受访者
（833 人，40.5% ）每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约为10至
20个小时；另外四成（820人，39.8%）每周在社交媒体
上花费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学生
17%

全职工作
80.7%

兼职或待业
2.3%

图5.
受访样本的职业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图6.
受访样本每周使用社交
媒体的时间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约5至10个小时
19.7%

约10至20个小时
40.5%

20个小时以上
39.8%

职业分布

每周社交媒体
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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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近四成受访者（795人，38.6%）在社交媒体上遭受过不
同程度的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经历

图7.
近四成受访者是网络暴
力受害者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遭受过网络暴力

38.6%

男性受访者中遭遇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比例和女性受
访者中的受害者比例均接近四成，没有显著差异。因
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人数占多，所以网络暴力的男性
受害者的绝对人数也居多数，有448人，占受害者总人
数的56.4% ，女性受害者有347人，占受害者总人数的
43.6% 。

图8.
两性遭遇网络暴力的比
例无显著差异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总人数：1156 总人数：902

男性
38.8%

女性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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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经历

年龄在26岁至35岁之间的受访者遭遇网络暴力的比
例较高，共512人，占795位受害者的64.4%。18至25
岁的受访者中，283人有过网络暴力经历，占受害者的
35.6% 。

从职业划分上看，在校学生和兼职或待业人员中有过
网络暴力遭遇的比例分别为42.3%（148人）和64.6%
（31 人），即每五名在校学生中就有两名有过网络暴力
经历，每三名兼职或待业者中有将近两人经历过网络
暴力。全职从业者遭遇网络暴力的比例略低，为37.1%
（616人）。

图9.
网络暴力受害者年龄比
较
分别占对应年龄段受访者人
数的百分比

图10.
网暴受害者职业比较
分别占对应职业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学生
42.3%

全职
37.1%

兼职或待业
64.6%

26-35岁
41.8%

18-25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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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经历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经历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有显著关联。每
周使用社交媒体少于10个小时的受访者中近一半遭遇
过网络暴力（201人，49.5%），超过20小时的受访者中
40.1%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329人）。

一线和二线城市遭遇过网络暴力的受访者比例明
显高于其他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受访者
中，43.9%遭遇过网络暴力（246人）。天津、重庆等二线
城市的受访者中，42.7%有过网暴经历（259人），其他城
市这一比例为32.5%（290人）。

5-10小时
49.5%

10-20小时
31.8%

>20小时
40.1%

图11.
网络暴力受害者上网时
间比较
分别占对应上网时间的受访
者人数的百分比

图12.
各级城市的网络暴力受
害者比较
占对应城市受访者人数的百
分比
[注] 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惯
用的三级城市划分：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为一线城市；
天津、重庆、各省省会城市和
自治区首府及宁波和青岛等
为二线城市；其他城市为三
线城市。

一线城市
43.9%

二线城市
42.7%

三线城市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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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恶意、污秽的语言羞辱攻击他人是最常见的网络暴力
形式。在所有受害者中，62.8%（499人）曾经在社交媒
体被人以恶意言论羞辱；48.7%（387人）的家庭地址、
私人照片或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被恶意公开；47.8%
的受害者（380人）私下对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公之于
众；37.9%（301人）是社交媒体上的谣言和诽谤的受害
者。

网络暴力经历调查结果

62.8%

48.7%

47.8%

37.9%

被人以恶意言论羞辱

个人信息被公开

私人对话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或散布谎言

图13.
受害者遭遇的网络暴力
形式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注] 因为受访者可多选，所以
数值之和超过100%。60.9%
的受害者经历了多于一种形
式的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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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385人，48.4%）的受害者曾经在微信上遭
遇过网络暴力。受害者遇到网络暴力较多的其他社
交媒体平台依次为抖音（303人，38.1%）、微博（292
人，36.7% ） 、各类私信短信平台（255人，32.1% ）、知乎
（145人，18.2%）、Bilibili（131人，16.5%）和豆瓣（124
人，15.6%）。也有受访者反映在网络游戏、淘宝购物
和“全民K歌”等娱乐消费平台遭遇过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经历调查结果

微信

抖音

微博

私信短信平台

知乎

Bilibili

豆瓣

48.4%

38.1%

36.7%

32.1%

18.2%

16.5%

15.6%

图14.
受害者遭遇网络暴力的
社交媒体平台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注] 因为受访者可多选，所以
数值之和超过100%。58.5%
的受害者在多于一种社交媒
体平台遇到过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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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讨论社会性话题是受访者遭到网络暴力最常见的
原因之一，超过一半（416人，52.3%）的受害者因此而受
到伤害。个人的行为举止或兴趣爱好（381人，47.9%）、
参与公众人物的讨论（355人，44.7%）、以及个人的体型
外貌（242人，30.4%）也是受访者遭受网络暴力的常见
原因。每十位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中就有一位是因性取向
而成为网络暴力的目标（87人，10.9%）。也有个别受访
者反映他们因网络游戏、购物纠纷等遭遇网络暴力的侵
扰。

网络暴力经历调查结果

图15.
受害者遭遇网络暴力的
原因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注] 因为受访者可多选，所以
数值之和超过100%。57.6%
的受害者遭到网络暴力的原
因不止一个。

52.3%

47.9%

44.7%

30.4%

10.9%

参与社会话题的讨论

行为举止或兴趣爱好

参与公众人物的讨论

体形和外貌

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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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95名网络暴力受害者中，超过六成经历网络暴力的
时间在两周以内（494人，62.1%），其中三分之一受害者
经历网络暴力时间的在一周以内（268人，33.7%）。也有
11.2%的受害者（89人）受到长达一至12个月的网络暴
力，6.8%的受害者（54人）所经历的网络暴力长达一年
以上。近三成受害者还因为网上的经历而在现实生活中
被骚扰与欺凌（224人，28.2%）。

网络暴力经历调查结果

图16.
受害者经历网络暴力持
续时间
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百分
比

图17.
网络暴力延伸到现实生活
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百分比

33.7%

28.4%

19.9%

11.2%

6.8%

一周以内

一至两周

两至四周

一至12个月

一年以上

在现实生活中被
骚扰欺凌
28.2%

在现实生活中没
有被骚扰欺凌
67.8%

不确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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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的影响4.3

调查发现，网络暴力对受害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影
响。近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表示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遇到
的暴力侵扰而感到愤怒（521人，65.6%）；近半数受害
者产生严重焦虑情绪（387人，48.7%）；42.2%的受害者
（335人）因网暴而严重失眠；31.7%的受害者（252人）
陷入抑郁；15.7%的受害者（125人）表示产生过自杀的
想法。20.1%的受害者（160人）表示没有出现上述的情
绪影响或影响轻微。

图18.
网络暴力对受害者的心
理影响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非常严重 严重或比较严重 不严重或无此情绪 

愤怒

15.1% 50.5%

焦虑

5.3% 43.4%

失眠

5.8% 36.4%

抑郁

3.4% 28.3%

产生自杀的想法

2.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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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的影响调查结果

因网络暴力而在现实生活中被骚扰与欺凌的受害人，心
理上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他们比未在现实生活中被骚
扰的网络暴力受害者更多出现严重的愤怒、焦虑、抑郁
和失眠症状；他们中更多人产生过自杀的想法，接近三成
（67人，29.9%），是未在现实生活被骚扰欺凌的受害者
中有自杀想法比例的三倍（51人，9.5%）。

网络暴力对不同性别和职业的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影响
没有显著差别。这种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也不显著。

图19.
现实生活中被骚扰的经
历加深网络暴力的影响
占现实生活是否被骚扰的受
害者人数的百分比

74.6%

71.5%

63.8%

57.2%

29.9%

61.7%

38.4%

33%

21.7%

9.5%

65.6%

62.6%

43.8%

21.9%

21.9%

愤怒

焦虑

失眠

抑郁

产生自杀的想法

有过现实生活中被骚扰的经历
没有现实生活中被骚扰的经历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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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对网络暴力

遭遇网络暴力后，超过四分之三的受害者表示曾向自己
信任的人倾诉求助（607人，76.4%），超过七成的受害者
减少参与社交媒体的讨论发言，以躲避网络暴力（558
人，70.2%）。三分之一的受害者表示曾寻求心理咨询
（268人，33.7%）。

应对网络暴力带来的影响，超过16%的受害者采用了更
消极的方式，其中超过10%的受害者（84人，10.6%）曾
自残，10.4%（83人）曾试图自杀。两种方式都尝试的受
害者有36人，占受害者总人数的4.5%。

76.4%

70.2%

10.6%

33.7%

10.4%

向自己信任的人倾诉

减少网络发言

寻求心理咨询

自残

试图自杀

图20.
受害者应对网络暴力的
方式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注] 因为受访者可多选，所以
数值之和超过100%。72.3%
的受害者选择了不止一种方
式应对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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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对不同形式的网络暴力，受害者采用的应对方式略有不
同。被谣言诽谤和私人对话被公开的受害人更有可能采
取自残或尝试自杀，以对待网络暴力。被诽谤的301位受
害者中，自残的人数达51人，占16.9%，显著高于总受害
者中10.6%的自残比例。私人对话被公开的380位受害
者中曾经自残的比例也高达15%（57人）。被诽谤的受害
者中，试图自杀的比例也是16.9%（51人），显著高于总
受害者的试图自杀的比例（10.4%）。私人对话被公开的
受害者中，试图自杀的比例为14.5%（55人），也高于总
体受害者中10.4%的试图自杀的比例。

被诽谤的受害人更可能寻求心理咨询。超过一半（152
人，50.5%）被诽谤的受害者曾寻求心理咨询，这一比
例远远高出受害者总体寻求心理咨询的比例（33.7%）。
个人信息被公开的受害者中，82.4%（319人）曾向信任
的人倾诉，显著高于受害人总体采取向他人倾诉的比例
（76.4%）。被恶意言论羞辱的受害人中，接近四分之三
（371人，74.3%）以减少参与社交媒体的讨论发言应对
网络暴力的侵扰，显著高于受害人总体的远离网络的比
例（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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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图21.
受害者用不同方式应对
不同形式的网络暴力
[注] 受访者可多选网络暴力
的形式和应对方式，所以数
值之和超过100%。

总比例
私人对话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

试图自杀

10.4%
14.5%
16.9%

总比例
被人以恶意言论羞辱
个人信息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

寻求心理咨询

33.7%
39.1%
40.3%

50.5%

总比例
被人以恶意言论羞辱
个人信息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

向信任的人倾诉
76.4%
79%
82.4%

78.4%

总比例
被人以恶意言论羞辱
个人信息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

减少网络发言
70.2%
74.3%
73.1%
73.1%

总比例
私人对话被公开
被造谣诽谤

自残

10.6%
15%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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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近四成的网络暴力受害者表示在两周之内走出网暴带
来的心理阴影（316人，39.7%）。超过四成的受害者需
要两周以上乃至一年的时间摆脱网暴带来的影响（320
人，40.2%）。另外有78位受访者（9.8%）则表示需要一
年以上的时间。统计表明，受害者应对网络暴力影响的
时间与网络暴力持续的时间紧密关联，网络暴力持续的
时间越长，摆脱网暴阴影的时间也相对越长。

图22.
受害者走出网络暴力阴
影的时间
占受害者总数的百分比

18.7%

21%

21.6%

18.6%

9.8%

10.2%

一至两周

两至四周

一至十二个月

一年以上

未回答

一周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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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多数网络暴力受害者曾以各种方式试图维护自身权益。
近七成曾向发生网络暴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投诉（550
人，69.2%）；超过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曾寻求法律手段维
权（274人，34.5%）；近四分之一的受害者曾与施暴者直
接联系，试图在现实生活中解决纠纷（197人，24.8%）。
约四分之三的受害者（588人，74%）认为以上的维权行
为有助于终止网络暴力行为的持续发展。

图23.
网络暴力受害者采用各
种方式维权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注] 因为受访者可多选，所以
数值之和超过100%。37.4%
的受害者采用了不止一种维
权手段。

向社交媒体平台投诉

寻求法律手段解决

与施暴者联络

维权行为有效果

69.2%

34.5%

24.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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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统计表明，维权行为与受害者走出网络暴力阴影的时间
有一定的关联。维权行为有效的受害者中，488人在一年
之内走出阴影，比维权无效的受害者在一年内走出阴影
的人数（118人）多了3倍有余。

一至两周

一周以内

两至四周

一至十二个月

一年以上

未回答

13.8%

16.7%

16.5%

14.3%

6.8%

5.8%

4.9%

4.3%

5.2%

4.3%

3%

4.4%

图24.
走出网暴阴影的时间与
受害者维权经历相关
分别占受害者总数795人的
百分比

维权行为有效
维权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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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暴力的影响

被诽谤的受害者中，35.9%（108人）曾与施暴者联系，
尝试在实际生活中解决网络暴力的问题，这比总体受
害人中直接联系施暴者的比例（24.8%）高出10个百分
点；48.5%的被诽谤的受害者（146人）还曾诉诸法律
手段，比例大大高于受害人总体的寻求法律援助的比例
（34.5%）。个人信息被公开的受害中，75.2%（291人）
曾向发生网络暴力的平台投诉，高于受害人总体投诉的
比例（68.9%）。

图25.
遭遇不同网络暴力的形
式与维权方式有关联
[注] 受访者可多选网络暴力
的形式和维权方式，所以数
值之和超过100%。

总比例
被造谣诽谤

与施暴者联络

24.8%
35.9%

总比例
个人信息被公开

向社交媒体平台投诉

68.9%
75.2%

总比例
被造谣诽谤

寻求法律手段解决

34.5%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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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本次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大陆18至35岁的社交媒体青年
用户对网络暴力这一概念认知度比较高；面对四条关于
网络暴力的常见说法—“互联网行为是匿名的，不用负
责任”,“目前社会对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 
“转发网络暴力的内容，不能算是网络暴力”，“在网
络上对有不道德行为的人进行个人攻击不算是网络暴
力”—多数受访者的态度趋向一致。但是比较受访者性
别、年龄、职业等特征之后，调查发现不同人群对网络
暴力的认知和态度存在一定差异。

联合国把网络暴力定义为“是使用数字技术的欺凌和暴
力行为。它可以发生在社交媒体、信息平台、游戏平台和
手机上。它是一种反复发生的行为，目的是恐吓、激怒
或羞辱那些被攻击的人。”６。

６ UNICEF: "Cyberbullying: What is it and how to stop it."
https://www.unicef.org/end-violence/how-to-stop-cyber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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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受访者（1,914，92.9%）对网络暴力的概念表
示熟悉，其中36.8%的受访者（758人）非常了解网络暴
力。仅有5.8%的受访者（119人）表示不太熟悉，1.3%的
受访者（26人）表示完全不了解网络暴力。

图26.
绝大多数受访者熟悉网
络暴力的概念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非常了解网暴36.8%

比较了解网暴
56.1%

不太了解网暴
5.8%

不了解网暴
1.3%

网暴概念
熟悉程度

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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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图27.
女性受访者对网络暴力
的熟悉程度高于男性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图28.
不同职业者对网络暴力
的熟悉程度有差异
分别占对应职业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统计显示，女性受访者对网暴概念的熟悉程度略高于男
性，近40%的女性（359人）表示非常了解网络暴力，男
性受访者中非常了解网络暴力的占34.5%（399人）。

学生、兼职和待业人士中不熟悉网络暴力的比例相对
较高。8.8%的学生（21人）和18.7%的兼职或待业人士
（9 人）不熟悉或者不知道网络暴力，而全职从业者中不
知道和不太熟悉网络暴力的占6.3%（105人），接近四成
的全职人员非常熟悉网络暴力（630人，37.9%）。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非常了解网暴 比较了解网暴 不太了解网暴 不了解网暴

男性
6.4%

34.5%
 

57.6%

1.5%

女性 39.8% 54.2%
5%
1%

全职工作

5.3%

37.9% 55.7%

1%

学生

7.7%

33.1% 58%

1.1%

兼职或待业

8.3%

25% 56.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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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说法一：“互联网行为是匿名的，不用负责任。”

图29.
受访者对“互联网行为
是匿名的，不用负责任”
一说的态度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图30.
网络暴力受害者和其他
受访者对“互联网行为
是匿名的，不用负责任”
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受害者或其他受
访者人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没有网暴经历

遭遇过网暴

35.6%4.8% 12.2% 38.6%

29.7%2.6% 11.3% 48.7%

“互联网行为是匿名的，不用负责任。”

33.3%4% 11.9% 42.5%

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反对“互联网行为是匿名的，不
用负责任”这样的说法（1,561人，75.8%）。在网络暴力
受害者中反对说法一的比例更高，占78.4%（623人），而
更多没有亲历过网络暴力的受访者认为网络匿名行为可
以不用承担责任（215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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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统计表明，女性受访者更倾向于反对匿名可免责的说
法，占82.2%（742人），高于男性中持同样观点的比例
（818人，70.7%）。

反对这一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在26至35岁年龄段更高，占
78.5%（963人）。相比之下，18至25岁年龄段的受访者
中71.8%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598人）。

图31.
男性和女性对“互联网
行为是匿名的，不用负
责任”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图32.
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 
“ 互联网行为是匿名
的，不用负责任”一说的
态度
分别占对应年龄段受访者人
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男性

女性

34.3%4.8% 14% 36.4%

32%2.9%
9.1%

50.2%

18-25岁

26-35岁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32.3%4.8% 14% 39.5%

34%3.4% 10.4% 44.5%



322022 中国大陆社交媒体青年用户—网络暴力调查报告歪脑 | WHYNOT

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图33.
受访者对“目前社会对
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
的援助”一说的态度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说法二：“目前社会对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人们对这一观点的态度分歧较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
同，认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援助（1,137人，55.2%）；接
近四分之一（510人，24.8%）的受访者不同意这样的看
法。

“目前社会对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20%13.4% 41.8%
4.8%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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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图35.
不同维权经历的受害人
对“目前社会对网暴受
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援
助”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维权经历人数的
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维权行为有效

维权行为无效

20.7%10.4% 44.9%
3.4%

33.8%8.2% 26.6%
10.1%

图34.
网络暴力受害者和其他
受访者对“目前社会对
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
的援助”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受害者或其他受
访者人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17.3%15.7% 42.9%
4.6%

24.2%9.8%
40.1% 5.2%

没有网暴经历

遭遇过网暴

接近30%的网络暴力受害者（233人，29.4%）对此持反
对意见，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没有网络暴力经历的受访
者（277人，21.9%）。在受害者中，维权的经历和对这
一观点的认同度有显著关联：55.3%维权有效的受害者
（325 人）赞同一观点，而维权无效者中认同这个一观
点的只有34.8%（72人），他们中的43.9%认为社会援助
不够（91人）。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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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生活在不同规模城市的
受害者对“目前社会对
网暴受害者提供了有效
的援助”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各级城市受访者
人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17.5%16.3% 45.9%
3.9%

20.9%11.6% 42.1%
6.6%

20.9%12.8% 39.1%
4.1%

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四座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对社会援助持更加肯定的态
度，62.2%的一线城市受访者（348人）赞同这一观点。
而二线和三线城市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分别为53.7%
（324人） 和51.9%（465人），持反对态度的比例分
别为27.5%（166人）和25.0%（224人），较一线城市的
21.4%（120人）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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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说法三：“转发网络暴力的内容，不能算是网络暴力。”

图37.
受访者对“转发网络暴
力的内容，不能算是网
络暴力”一说的态度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转发网络暴力内容，不能算是网络暴力。”

41.5%3.8% 13.2% 31.2%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图38.
男性和女性对“转发网
络暴力的内容，不能算
是网络暴力”一说的态
度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42%3.9% 15.8% 26.6%

40.8%3.8% 9.9% 37.3%

男性

女性

认同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占少数（351人，17%）。超过七
成的受访者（1,498人，72.7%）认为转发网络暴力的内
容也算是参与了网络暴力，这一观点在女性中更主流，
占78.1%（704人），比男性中持同样观点的比例高出近
10个百分点（793人，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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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超过四分之三的26至35岁受访者认为转发网络暴力也
应算是网暴（927人，75.6%）；持这样观点的18至25岁的
受访者有68.5%（571人），而超过两成（171人，20.5%）
觉得转发不算是网络暴力。

图39.
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
“转发网络暴力的内
容，不能算是网络暴力”
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年龄段受访者人
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37.9%4.9% 15.6% 30.6%

44%3.1% 11.6% 31.6%

18-25岁

26-35岁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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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说法四：“在网络上对有不道德行为的人进行个人攻击
不算是网络暴力。”

图40.
受访者对“在网络上对
有不道德行为的人进行
个人攻击不算是网络暴
力”一说的态度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在网络上对有不道德行为的人进行个人攻击不算是网络暴力。”

41.1%4.5% 15.9% 23.7%

图41.
男性和女性对“在网络
上对有不道德行为的人
进行个人攻击不算是网
络暴力”一说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访者人数
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40.2%4.8% 17% 22.1%

42.2%4.1% 14.5% 25.7%

男性

女性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1,335人，64.8%）不赞同这一
观点，女性中反对的比例为占67.9%（613人），略高于
62.3%持反对意见的男性（7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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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从年龄段来比较，较年长的26至35岁的受访者更多反对
这一观点，接近七成（846人，69.0%），只有58.7%的18
至25岁的受访者（489人）反对用道德正义来合理化网
络暴力，他们中超过四分之一认为攻击“不道德行为”不
算网络暴力（219人，26.3%），明显高于较年长受访者中
持这样态度的比例（201人，16.4%）。

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网络暴力的熟悉程度和对网络暴力
的态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熟悉网络暴力的受访者往往
更倾向于反对“匿名的网络行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看
法。更多熟悉网络暴力的受访者认为转发网络暴力的内
容和在网络上攻击不道德行为都属于网络暴力。

18-25岁

26-35岁

37.9%6.6% 19.7% 20.8%

43.2%3.1% 13.3% 25.8%

图42.
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
“在网络上对有不道德
行为的人进行个人攻击
不算是网络暴力”一说
的态度
分别占对应年龄段受访者人
数的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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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性别差异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青年在社交媒体经
历网络暴力的可能性、形式、原因和持续时间等不存
在明显差别。除了更多男性（90人，11.3%）比女性（41
人，5.2%）在Bilibili遇到网络暴力之外，各主要社交媒
体的网络暴力现象也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然而，女
性受害者比男性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更深，走出阴影需
要的时间更长。不同性别的社交媒体用户对网络暴力的
态度也存有差异。

男性受害者
女性受害者

图43.
女性比男性需要更长的
时间走出网络暴力的阴
影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害者人数
的百分比

女性受害者需要更长的时间走出网络暴力的阴影。 
34.6%的女性受害者（120人）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
能走出网暴的阴影，其中包括13.0%（45人）需要一年以
上。相比之下，23.7%的男性受害者（106人）需要1个月
以上的时间摆脱网暴的阴影，其中7.4%的男性（33人）
受到的影响超过1年。

一周以内
19%
18.4%

一至两周
24.3%

16.7%
两至四周

23.2%
19.6%

一至十二个月
16.3%

21.6%
一年以上

7.4%
13%

未回答
9.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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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调查结果

近四分之三的女性受害者（259人，74.6%）采取减少网
络发言、远离网络的手段躲避网络暴力的侵扰，选择远
离网络的男性受害者占66.7%（299人）。

虽然男性和女性受害者采取相似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但
是和男性（103人，23%）相比，更多的女性受害者认为
自己维权不成功（104人，30%），未能终止网络暴力继
续发生。

在对网络暴力的态度上，更多的男性倾向于赞同互联网
上的匿名行为不用承担负责。更多男性认为转发暴力内
容不算是网络暴力，攻击行为不道德的人也不属于网络
暴力。

图44.
更多女性受害者选择减
少网络发言躲避网络暴
力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害人数的
百分比
[注] 因四舍五入，数值之和有
可能不等于100%。

图45.
更多女性受害者认为维
权不成功
分别占对应性别受害人数的
百分比
[注] 因为数据不包括未表明
态度的受访者，所以数值之
和可能小于100%。

减少网络发言，远离网络
74.6%

未减少网络发言
21.6%

不确定
3.7%

女性
受害者

未减少网络发言
30.6%

不确定
2.7%

减少网络发言，远离网络
66.7%

男性
受害者

女性：
维权行为无效
30%

男性：
维权行为无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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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声音

本次问卷调查包括一条开放式问题，采集了受访者对网
络暴力这一社会问题的多种声音。

忧虑：
大部分受访者担忧网络暴力对个人、家庭、社会、青少年、舆论、

网络环境和言论自由、人际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等造成不良影

响。

大量受访者特别强调网络暴力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不但败坏

社会风气、价值观、混淆社会认知、损害社会公信力，而且网络行

为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危及社会治安，削弱法制。网络暴力对个

人、家庭和生命的威胁也让大量受访者比较担心。相关回答内容

包括：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网暴确是真实的。”

“这些谩骂或人身攻击，会给网民带来实质的伤害。”

“网络上暴力的语言就是看不见的刀刃，杀人于无形。”

“我们学校就有因为网暴自杀的同学。”

一部分受访者特别指出网暴对青少年的潜在而长远的危害：

“会使青少年形成不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以后的人生。”

关于网络暴力对社会的损害，回答内容包括：

“污染了网络环境”；

“限制了健康的言论自由”；

“助长了偏激和强权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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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原本符合社会伦理、符合道德意识的价值观在网络暴力的冲击

下会被扭曲。原本提倡的辩证法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完全被忽略，

事情变得只有两个极端。”

“造成观点单一化。不同观点得不到发表。”

“有人不了解事情真相就进行舆论审判，有人一言不合就让对方 

‘社会性死亡’，这是一种非常恐怖且恶劣的行为。”

网络暴力还对人们的社交有极大影响：

“使人性变得麻木”；

“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有受访者作为受害者表示网络暴力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改变，觉

得“社会上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有恶毒的心思”。

解读：
部分受访者分析认为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性

导致了网络暴力的蔓延。社交媒体传播快而广，有“放大性”。“与

现实社会的暴力行为相比，网络暴力参与的群体更广，传播速度

更快，因此某些意义上说，可能比现实社会的暴力产生的危害更

大。”

网络暴力还具有“传染性”，“很多人盲目跟风，在不了解事实的

情况下，参与恶语伤人的行为。”有受访者坦诚自己参与了网络暴

力，“我的暴力对象是国足，不骂他们难消我心头恨。我知道网暴

是不好的，一人带头，就会让我们跟着。”

有受访者认为，网络暴力是社会暴力的延伸，相关内容包括：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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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是低成本的，不用负责的犯罪行为。”

“恶语一句六月寒”；

“网络暴力的伤害又是真实的，蔓延到更广的社会生活中。”

“即使没有遭遇过网暴，避免和制止网络暴力无形中也是对自己

的保护。”

提倡：
一些受访者提倡加强管理、健全法制，用法律和制度来约束、惩

治网络暴力行为。也有人提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帮助

网络暴力受害者。公民个人责任也是受访者提到的主题之一：

“公民在享受自由发表言论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担当起维护文明与

道德的责任。”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希望人都善良起来，拒绝

网暴，保持网络风气的正能量。”

两面性：
不乏有受访者提及网络暴力的两面性和积极影响：

“网络暴力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能够借助舆论引导促进问题

的解决；一方面对无辜的弱势群体易造成严重的伤害，不应随便

使用。” 

“网暴对于社会有利有弊，当然弊远远大于利。但是有些事情必

须通过网暴一些坏人。”

 “网暴有时候对于社会也是一种摄制吧”。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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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暴败坏社会风气、价值观、社会认知、舆论、
社会公信力、社会治安、削弱法治

44.4%

网暴对个人心理的伤害、个人权益、生命、家庭生活
33.2%

负面影响很大
8.5%

网暴影响青少年、下一代健康成长
5.7%

网暴污染和恶化网络环境、限制言论自由、偏激、助长强权主义
2.9%

影响社交、娱乐，造成社交恐惧、人变得麻木、人际关系冷漠
2%

影响经济发展、让人丢掉工作，网暴还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0.5%

主题分析：
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
占受访者总数2,059人的百
分比
[注] 因为每位受访者留言可
能涉及不止一条内容主题，所
以数值之可能大于100%。

避免、制止网暴是自我保护
0.1%

受害者很难得到帮助，维权很难、很难解决
0.5%

网暴是犯罪、是暴力、隐形杀手
1.1%

分析网暴发生的原因，如网络匿名性、煽动性、虚拟性、网暴的信息传
播性、放大性，网暴行为传染性，网络纵容网暴者，他们变得更加猖狂

6%

主题分析：
对网络暴力的
解读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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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主题分析：
没有影响、不关心

没有影响、不关心
3.5%

主题分析：
倡议

提倡：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
0.4%

提倡：希望加强管理、惩治网暴行为、健全法制，用法律解决
1.6%

提倡：希望正能量；制止网暴；建设和谐社会
0.3%

主题分析：
两面性 网暴能促进问题的解决，暴露坏人、促进和扩大交流

1.3%

网暴有正负两面性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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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方法

本次网络问卷调查在中国大陆地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访问了18至35岁的中文社交媒体的青年用户。样本
中不包括现居住地为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用户。问卷调
查通过受访者自报的年龄排除了18岁以下和35岁以上的
受访者。

此次调查将社交媒体用户定义为每周使用社交媒体5个
小时以上的用户。少于5个小时的受访者被自动排除。

本次问卷设计使用简体中文，一共32条客观选择题和
1条开放式问题。问题主要针对受访者的网络暴力的经
历、遭遇网络暴力的方式、程度、时间、原因、社交媒体
平台、以及遭受网络暴力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对网络暴
力的认知和态度等。问卷还收集了受访者的基本个人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段、职业、居住城市、社交媒体使用
习惯等。

本次网络调查于2022年2月3日开始小范围测试，2月7日
全面投放，截止于2月12日，共收取了2,059份有效问卷，
样本误差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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