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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家庭暴力受害人求助咨询解答指南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撰写
中华女子学院李洪涛教授特别指导

疫情的爆发让 2020 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鼠年，疫情形式严峻，“宅在家里”成为抗击疫情
最普遍与有效的方式，也是我们对抗击疫情最大的贡献。但长时间“宅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也增大
了家庭人际关系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让原有婚姻家庭关系面临一定的考验与挑战。外界疫情
带来的恐惧、压力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心理情绪的紧张、承受力减弱；家庭成员密集相处，每天
面对面，互动频繁，摩擦可能会增加；家庭生活内容繁杂，家务量增多，身体疲劳情绪烦躁可
能会引起冲突；若原来婚姻家庭关系有问题，可能增加冲突频率，甚至发生家暴等。

疫情期间，原救助网略消弱、警力的不足以及个人行动自由和空间的受限，家暴受害人报警、
求助以及人身保护令申请、执行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保障特殊时期求助者的合法权益，本
着最大限度保障家暴受害人人身安全的基本原则，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撰写本指南，流程与内容
如下：

一、热线接听基本流程

二、回应疫情期间发生的婚姻家庭冲突求助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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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期间涉家暴求助者其他法律问题解答

1..疫情期间诉讼离婚、申请人身保护令可以立案吗？
可以立案，目前疫情严重，防控形势严峻，各法院一般不再接受直接去法院立案的方式。各

法院建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尽量使用官方网站、“移动微法院”、12368 热线、法院诉讼服务微
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在线开展立案、缴费、调解、查阅档案等诉讼活动。不便网上立案的，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可以选择邮寄立案，将立案材料通过邮寄方式向法院提交，请在邮件封皮
上注明“邮寄立案”。

疫情期间法院对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并未有特别的政策，可参照一般诉讼立案的通知。通过
官方网站、“移动微法院”、12368 热线、法院诉讼服务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在线提交申请书
及材料。不便网上申请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可以选择邮寄，将申请书及材料通过邮寄方式
向法院提交，请在邮件封皮上注明“邮寄立案”。

需要提醒，疫情期间，外出、居所等限制因素可能导致保护令的执行面临一定的现实困难。

2.疫情期间报警警察可以不出警吗？
疫情期间无任何文件通知派出所接到报警可以不出警，所以派出所接到报警应当出警，但

可能会存在交通阻断、警察被调到防疫工作中派出所人员不够而导致的出警不及时的情况。如
遇到不出警情况请做好思想准备，紧急情况可向上级公安机关纪检部门投诉，也可拨打市长热
线。

3.疫情期间关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问题
原则：诉讼时效中止，除斥期间疫情期间正常计算。（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

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
失效制度。除斥期间，是指法定的权利的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的经过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

※疫情防控期间，男方在女方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的离婚请求权限制期限会否
中止？

答：不会。前述女方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的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与诉讼时
效期间适用中止、中断的法律规则不同，该期间不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这种不可
抗力而中止，也不会因为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中断。

※疫情防控期间，一方在离婚后，根据我国《婚姻法》第 47 条的规定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的两年诉讼时效是否中止？

答：中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或者持续于前述两年诉讼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94 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待不可抗力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至满
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一方对离婚协议反悔，即将满一年，但因管控疫情限制出行，恐耽误起诉，是否必须在一年
提起诉讼，否则丧失诉讼时效？

答：是的。此一年时间属于除斥期间，在当前疫情情形下，当事人如不能及时行使权利，
便会产生权利消灭后果。

※疫情防控期间，一方发现对方的出轨证据，而疫情严重，是否必须在一年内提起离婚损害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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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诉讼，否则丧失诉讼时效？
答：是的。此时间为除斥期间，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法律效果

同上述问题的解答。当事人还是应当通过网上立案等可能的方式，尽快在一年内立案。

※疫情防控期间，受胁迫婚姻、无效婚姻，是否必须在一年内提出，否则丧失诉讼时效？
答：是的。最高人民法院将胁迫婚姻或无效婚姻规定的一年期间明确为除斥期间，同上。

四、转介信息
若求助者有涉及心理的专业问题可为求助者提供转介信息如下：

1.识别图中小程序查询查询各地心理援助热线

2.北京市免费心理援助热线

北京市免费心理援助热线

热线号码 热线服务时间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
800-810-1117；
010-82951332（手机用户、分机用户）

周一至周日，24 小时

北京安定医院咨询热线：
01058303286

周一至周日
上午 8：00-1：30
下午 12：30-16：30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热线：
4001-888-976

周一至周日
6：00-24：00

五、附件
亲密关系暴力危险评估量表（仅供专业工作人员使用）
1.亲密关系暴力危险性评估量表（15题版）
2.亲密关系暴力危险性评估量表（5题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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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

亲密关系暴力危险性评估量表（DAIPV）

孟莉、李洪涛、麻超、付昨霖1

此量表用于评估亲密关系暴力受害人的危险性，以帮助受害者避免可能的潜在
风险。测试的过程和结果需遵循相关伦理规范。在遵循法律及受测者知晓基础上，
使用该测试结果。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一、受害人基本信息：

1.姓名 年龄 性别： 男□ 女□ 其他□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住址）

3.下列情况（可多选）：

视力障碍□ 听力障碍□ 言语障碍□ 肢体障碍□ 智力障碍□

精神障碍□ 多重障碍□ 其他障碍□

4.工作现状：

有固定工作□ 有临时工作□ 有兼职工作□ 无工作□

5.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大学□ 研究生□

6.性倾向： 同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不确定□

7.婚姻状态： 在婚□ 未婚□ 离婚□

8.生活状态： 同居□ 分居□

9.童年时目睹或经历过家庭暴力： 是□ 否□ 不确定□

10.怀孕期间遭受对方家庭暴力： 是□ 否□ 不确定□

1本量表获得亚洲基金会全程支持。测试及数据分析工作为原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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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暴人基本信息：

1.姓名 年龄 性别： 男□ 女□ 其他□

2.下列情况（可多选）：

视力障碍□ 听力障碍□ 言语障碍□ 肢体障碍□ 智力障碍□

精神障碍□ 多重障碍□ 其他障碍□

3.工作现状：

有固定工作□ 有临时工作□ 有兼职工作□ 无工作□

4.性倾向： 同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不确定□

5.是否有下列行为（可多选）：

赌博□ 酗酒□ 吸毒□ 犯罪前科□ 物质依赖□ 其它□

6.童年时是否目睹过家庭暴力： 是□ 否□ 不确定□

三、接访机构基本信息

1. 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接访人：

四、计分方式

计分包括 15道测试题，2道特别提示题，1道受害人主观评分题三部分。

1. 15道测试题中，每题回答“是”的计 1分，累加后计总分。3 分以下为“低危

险”；4至 7 分为“中危险”；8分及以上为“高危险”。
2. 2道特别提示题中，任何一题选择“是”，即为“高危险”。
3. 主观测试题中，可根据受害人的主观评估，分别将“不太危险”和“有些危险”
判断为“低危险”；将“很危险”判断为“中危险”；将“非常危险”判断为“高危险”。

三部分判断越一致，说明危险程度越高；三个部分判断不一致，工作人员应注

意尝试寻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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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测试题目

共 15 题。请根据近一年来的实际情况，在每题右边的“是”或“否”栏内打（）。 是 否

1.对方经常有跟踪、监听、查手机、定位等监控你日常生活的行为

2.对方经常会在经济、行动自由等方面对你进行控制

3.对方威胁或使用过暴力手段逼迫你或阻止你离开

4.对方曾对你使用过刀、枪、棍棒、打火机等危险性的工具

5.对方曾故意伤害你的下体、胸部或肛门等性器官或对你性虐待

6.对方对除你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朋友、同事、邻居等人也会有身体暴力

7.过去一年来，对方对你的身体暴力的频率或程度越来越严重

8. 对方目前平均一周喝醉四天以上

9. 对方目前遇到经济/感情/亲属/健康/法律/工作/等某方面的重大压力事件

10.对方常常会蔑视或侮辱你。

11.对方曾威胁要自杀或尝试要自杀

12.对方说过“要分开就一起死”或“要死一起死”此类的话

13．对方曾威胁要杀你或你的家人

14.你相信对方可能会杀你

15.你想到过或尝试过自杀。

以上选择“有”的题，每题计1分；选择“否”的题，不计分。 共计： 分

特别提示题 是 否

（1）对方曾做过掐脖子、迫使你呛水、用枕头闷等使你无法呼吸的行为

（2）对方曾对你做过推下楼、灌毒药、浇开水、泼汽油、用车撞、开燃气等

其它明显的致命行为

受害人目前处境的自我主观评分

请受暴人根据未来一个月内家庭暴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做出主观评估，在下面相应的□上打

“”。
不太危险□ 有些危险□ 很危险□ 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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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接访人对测试的反馈

1、测试情况：

量表评分与受害人主观评分是否一致？请做简单评价

受害人评估与接访人评估是否一致？请做简单评价

其他：

2、接访人员对受害人的主观观察：

3、处理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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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

亲密关系暴力危险性评估量表（DASMC）简版

孟莉、李洪涛、麻超、付昨霖2

此量表用于评估亲密关系暴力受害人的危险性，以帮助受害者避免可能的潜在
风险。测试的过程和结果需遵循相关伦理规范。在遵循法律及受测者知晓基础上，
使用该测试结果。

1.受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男□ 女□ 其他□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住址）

2.接待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接访人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请根据近一年来的实际情况，在每题右边的“是”或“否”栏内打（）
以下 5题中，任何 1题选择“是”，都需要考虑高危风险性。

第一部分：测试题目 是 否

1. 对方曾做过掐脖子、迫使你呛水、用枕头闷等使你无法呼吸的行为

2. 对方曾对你做过推下楼、灌毒药、浇开水、泼汽油、用车撞、开燃气等其它明
显的致命行为

3. 对方说过“要分开就一起死”或“要死一起死”此类的话

4. 对方曾威胁要杀你

5. 你相信对方可能会杀你

第二部分：受暴人目前处境的自我主观评分：

请受暴人根据未来一个月内家庭暴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做出主观评估，在下面相应的□上打“”。

不太危险□ 有些危险□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处理意见：

2本量表获得亚洲基金会全程支持。测试及数据分析工作为原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