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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瘾研究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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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对“性成瘾”给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试图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性成瘾问题进行多维度的透视，以期最大限度科学认识“性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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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ology，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give their judgment on”sex addiction”from their own per- 

spective．This paper tried to carry out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from a muh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of sexual addiction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sexual addiction”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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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3期和第 5期的《中国性科学》杂志接连发表了 

两篇以“性成瘾“问题为主题的研究综述 。严格意义上，这 

是我国性学界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引介西方发达国家对“性成 

瘾”问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路径。这些努力和尝试不仅是对我 

国性学研究起到了某种“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 

鼓舞了本土性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继续展开探索。 

1 什么是“性成瘾” 

按照惯常的说法，性成瘾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当时的一名酒瘾者在治疗酒瘾的过程中，突发奇想地认为如果 

某人长期沉溺于性爱，就如同沉溺于酒精一样，也应该被看作 

是一种需要治疗和纠正的成瘾行为。他进而呼吁建立性爱成 

瘾匿名协会来帮助这部分人进行治疗。虽然“性瘾”的概念由 

此开始慢慢传播开来，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性成瘾”的 

概念被社会接纳之后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在性经常被污名 

化的文化中，一些人可能会无辜地被贴上标签，放到社会道德 

的“照妖镜”下受到批判和伤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可能把 

“性成瘾”作为自己罪责的“挡箭牌”，把 自己的行为说成“身不 

由己”，从而减轻甚至免遭应有的惩罚。 

自从性成瘾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学界关于性成瘾的研究和 

争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按照是不是承认性成瘾是一种确然 

“存在”的划分，可以分为性成瘾支持派和性成瘾反对派两大阵 

营。性成瘾支持派认为，性成瘾是指个体出现强烈的、被迫的 

连续或周期性的性冲动行为，如果这些性冲动得不到满足，就 

会产生焦虑不安和痛苦。性成瘾 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性活 

动缺少控制，性成瘾者为了寻求性高潮或性行为可以牺牲任何 

其他事物，如家庭 、朋友、金钱、事业、安全和健康 ，因而最终可 

能导致 自己或他人在生理、心理、社会等各层面受到严重损 

害⋯。更有研究者坚信性成瘾虽然可能没有对特定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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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依赖，但是却与物质成瘾一样会发生大脑的变化。性成 

瘾支持派反对把性成瘾简单地解释成为性欲亢进。因为，单纯 

的性欲亢进要么是 自然体质的差异使然 ，要么是其他疾病(如 

脑额叶肿瘤等)诱导 J。而很多时候，性成瘾中“过度的”性行 

为只是逃避情感或身体疼痛，或者是处理生活压力的一种方 

式 ，性成瘾是一种确实的“存在”。 

性成瘾反对派认为，在不能正确地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性行 

为频率之前 ，不能将某些行为标记为性成瘾，也不能把某些人 

标记为性成瘾者。美国精神病协会编写的《心理障碍诊断和统 

计手册》第五版(DSM—V)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精神疾病部分都没有将“性成瘾” 

加以收录 。此外，美 国科学家最近对一些 自称性成瘾者(包 

括男性和女性)的脑电图测试中，发现所有受试者和正常人的 

反应一样 ，没有发现所谓的“异常”和性成瘾存在的生理依据。 

如果仅仅依照 自我认定这一条标准判断，性成瘾很大程度上只 

是社会文化对“性行为”和“性欲望”认识的折射。性成瘾本身 

并不是一种先天的确然“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或 

她的生活中没有明显的不 良身心后果，那么性成瘾可能不存在。 

作为科学研究，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派都需要有更多的数据 

和资料来阐明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 目前双方似乎都还没有 

能力做得到。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关于性成瘾认知的争论，必 

定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那么，性成瘾到底是不是一种确然的存在?什么的行为特 

征符合性成瘾的标定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从 

什么是成瘾说起。世界卫生组织将成瘾定义为一种时间上持 

续涉人的沉迷状态，因无法克制其诱惑，而不断的持续使用天 

然或人工合成的药品。同时 ，随着其对药品的戒断性 ，造成了 

其在生理及心理上的依赖状况。然而，心理学家则大都从心理 

层面来判定一种行为是否属于成瘾。在心理学看来 ，成瘾行为 

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显著性 ，成瘾的事项或物 

质成为当事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第二是心境改变，在从 

事该事项或使用该物质时，当事人会产生不同内心感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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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耐受性，需要增加次数或分量才能达到先前效果；第四是戒 

断性，停止使用后身心会产生影响；第五是冲突性，会与日常生 

活、工作、家庭等产生冲突；第六是再发性，以上的现象不断重 

复再现。如果具有上述六个方面的特征就可以初步判断成瘾 

倾向行为。简言之，“成瘾”就是人的心理达到一定的满足水平 

或状态之后 ，而不断重复进行某项行为、动作或者实践等。 

根据研究者的划分，成瘾行为又可再细分为两种类型。其 
一 是物质性成瘾，如烟酒、药物等，对于人体以外的物质依赖及 

成瘾所引发不受其思维控制并且出现想一再使用的念头，相同 

也会产生想要增量其成瘾物的用量并且伴随着如耐受度、克制 

性、戒断性等生理现象。其二是行为性成瘾，如同赌博、运动、 

网络、手机等过度从事以上行为，也会形成成瘾现象。虽然行 

为性成瘾不像物质性成瘾会对于某些特定产品或物质产生依 

赖性，但其同样会造成成瘾者在身心灵上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甚至是沉迷状态。显而易见 ，性成瘾是行为性成瘾的一种。不 

过，由于每个日常生活中人对性需求、性欲望、性行为的诠释都 

有所不同，性成瘾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不严格意义上，性 

成瘾是指个人对性过度痴迷或难以自拔，而产生冲动或强迫的 

性行为 ，从而导致 自己或他人在生理、心理、社交、经济、工作 、 

学业等各层面形成严重混乱或损害的现象。 

2 多学科对性成瘾的研究 

如前所述，性成瘾是人类活动中复杂而又令人费解的一种 

行为模式，对成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课题。不同 

的学科对性成瘾行为有着不同的解释路径和解释视角。 

2．1 生理学视角下的性成瘾研究 

从生理学的视角看，成瘾之所以令人无法 自拔 ，其源头可 

谓来自大脑的奖励系统，藉由外部的大量刺激，影响了脑部报 

酬回路，首先会先活化中脑腹侧被盖区再传达至伏隔核的多巴 

胺神经回路，使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增加，而多巴胺又可 

谓控制运动、情绪、动机与愉悦感 ，也因此 当多巴胺的量增加 

时，人体在情绪上也会产生愉悦的感受。而药瘾、酒瘾的摄入 

都会影响多巴胺的释放，当人们服用药物时，多巴胺会记住使 

用药物所产生的愉快感受，并且会指使成瘾者重复的使用，而 

当人们过度使用后脑部会适应多巴胺的过量感受，并且会开始 

减少多巴胺的释放量 ，也因此产生了耐受性 的结果 ，导致成瘾 

者必须大量使用成瘾物质才可以达到相同的感受。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性成瘾的生理学视角的 

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生理学上判断一种行为是 

否属于病态，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造成个人生活的痛苦和器质 

性功能损害。相对而言 ，如果某种行为只是导致心理满足，不 

造成心理痛苦或功能损伤，就不可以诊断为一种l}缶床疾病 。 

因此，在生理学上常常以几个指标表现来综合判定一个人是否 

属于性成瘾：是否出现成瘾症状，是否影响正常生活，是否产生 

依赖症状。而这几条都是与个人生活和器质性功能损害紧密 

相关。 

生理学视角认为性成瘾是 由于个人的身心系统平衡遭到 

破坏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吸毒相类似。有研究证据表明，可卡 

因和海洛因可以使脑内的神经递质分泌量达到平常的l0倍以 

上，并且随着时间，大脑产生了耐受性，需要更多的神经递质分 

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大脑开始依赖于这种外部的刺激物。 

神经递质对性成瘾作用主要集中在神经肽类，即5一羟色胺、多 

巴胺、内啡肽等方面 J。除了神经递质，性激素水平的高低也 

是影响性成瘾的一个关键的生理学因素。一些研究表明：睾丸 

激素水平与性机能的强弱直接相关。但奇怪的是，临床证明睾 

丸激素水平不一定与性成瘾的发生率直接相关 j。 

生理学视角支持这样一种观念：任何形式的内在生命的行 

为(性、饮食、睡觉等)在临床上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病理。但 

是这种生理学视角也存在先天的缺陷，那就是目前还找不到性 

成瘾确然存在的生物学原因，也没有研究证明多次性交、滥交 

等会刺激多少种和多少数量的多巴胺、内啡肽等内源性成瘾物 

质出现。此外，由于目前没有完整的科学统计资料，过高或过 

低的性成瘾估计数字都可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虽然国外有关 

专家估计，一般人群上一年或终生性成瘾患病率为 3％ 一 

6％ 。不过，生理学视角把性成瘾看作一种疾病 ，一种器质性 

病变的结果，这对于从 以道德角度来看待成瘾性问题而转入从 

医学角度看待病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 ，这 

将有助于对性成瘾的研究以及和正确对待性成瘾人群。 

2．2 心理 学视 角下的性成瘾研 究 

长期以来，心理学长期主导着成瘾 问题研究的科学话语 

权。撇除生理因素的话，将性成瘾行为的出现归因为个人的心 

理问题是现今最常见的解释。在心理学界看来，性成瘾从根本 

上来说并不是生理学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问 

题。因为，心理活动是人们客观行为的一个准备过程，性成瘾 

作为一种偏离甚至违反社会认知和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它产生 

之前，性瘾者必定经历 了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 ，更确切地说经 

历了一个心理危机的过程。 

心理专家把性成瘾症当作心理问题来看待，认为患有性成 

瘾者的心理问题大于生理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性成瘾是作 

为一种逃避和解脱来 自生活的压力、情感的不适和潜在心理抑 

郁、焦虑或儿童期心理创伤的手段而存在。在他们看来，性成 

瘾作为一种本能欲求的替代，形成的真正原因不是个人意志薄 

弱，而是焦虑。有心理学者甚至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在“性 

成瘾者”的人群当中，焦虑和抑郁的压抑程度越高 ，越可能发生 

“失控”的性行为 。还有一些心理学者习惯以“强迫性性行 

为”来指称“性成瘾”，认为性成瘾实际上是一种与心理痛苦相 

关的强迫症。据此，“一个人即使有过度的性行为 ，但是如果没 

有个人的心理和道德不适感，就不能被视作病态”。在心理学 

看来，性成瘾更多在于与 日俱增的性欲相联系的痛苦压力 ，而 

不仅仅是一个时期 内性高潮的数量有关 。对于性成瘾者而 

言，强迫性性行为虽然暂时地减轻痛苦，但接踵而至的是更进 
一 步的心理沮丧和忧伤。换句话说 ，当性行为变成强迫性欲望 

的一部分时，性成瘾就成了受减轻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的支配 

工具，而与性欲渐行渐远。还有研究者认为，性成瘾和童年时 

期遭受的心理伤害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研究者称 45％ 一60％的 

性瘾者在儿童期都遭受过性创伤或性虐待，并且绝大多数的性 

瘾者都在缺乏适当爱和亲密关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 

相比生理学观点 ，心理学的视角对性成瘾多了一份人文关 

怀，但仍将性成瘾视为一种个人的问题。心理学视角更多地关 

注性瘾给性瘾者带来的消极影响，除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之 

外，更多是负面的心理感受，比如，感到羞愧、低 自尊 、想要自杀 

的念头等。同时，值得提出来的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心理学视角下的性瘾诊 断标准，不同于对毒瘾和酒瘾的认知， 

目前心理学关于性瘾的研究，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所谓的性瘾者全部来 自“自我认同为性瘾者”。换句话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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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自己主观认定 自己是性瘾者，才被视为性瘾者；如果一 

个人心理上不认同，哪怕表现出一些 明显的行为特征，也不能 

贸然地认定其就一定是个性瘾者。 

2．3 社会学视角下的性成瘾研究 

在社会学看来，性瘾常更接近于是一种妖魔化的社会现 

象，是群体中某一些自认为正常的成员所刻意制造出来的产 

物，他们认为必须用一些手段来解释、控制与制裁违反社会规 

范的不受控制与越轨行为，原因在于他们与社会大众有着不同 

的行为和思考模式。性瘾即是在为了抑止那些与常人不同行 

为规范的群体所产生的一种污名和歧视。所以，相对于“正常” 

的性活动水平与功能，“性瘾”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标签与歧 

视。也就是说，性瘾者并不是因生理或心理异于常人，较正确 

的说法是这些人颠覆了社会既有价值观的生活模式。所以， 

“性瘾”是社会正常人为了理解此种生活方式所建构出来的专 

有名词。因此，性瘾不仅是因为生理上的失常产生的症状，而 

是与合理的社会行为期望相互违背的结果。在社会权力结构 

与媒体的特殊操弄之下，社会大众藉此合理化对这些所谓的行 

为偏差者进行合理化的控制。换句话说，“性成瘾者”在社会上 

是一群备受争议且敏感的族群，新闻媒体常报导性成瘾者引起 

的负面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性成瘾”与福柯所说的疯癫有着 

异曲同工之处。其次，专家学者凭借其专业知识和认识社会能 

力，在性成瘾的发现、阐述、论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 

在唤醒民众关注性成瘾问题方面也起先导的作用。比如，随着 

艾滋病的泛滥，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在附加讨论性成瘾的后果方 

面。于是，“性成瘾”被渲染成比“毒瘾”更可怕。再者，性成瘾 

问题的建构需要唤醒相当数量的民众并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撑。 

比如，一部分名人在性犯罪、违法或违反性道德之后主动承认 

自己 “性成瘾”，并以此为借口，希望能避免或至少减轻对他们 

的道德惩罚和审判。还有一些人面对现代生活压力等因素产 

生的各种问题，也有可能藉由“性”这种特殊的载体加以宣泄或 

疏通，从而造成性的滥用。 

社会学认为“性上瘾或强迫的诊断依赖于对什么是性冲动 

控制文化观念所致” 。这样一来，性成瘾是一种病的观点就 

遭到彻底挑战。同时，性成瘾对应的也并不必然是一种不证 自 

明的健康性行为。由此，社会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性成瘾的判定。在社会学看来 ，在当代社会 ，“性不停地 

被张贴 、被展示。广告商们将想要推销 的商品和性联系在一 

起，而媒体，从广播电视到各种杂志，他们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描 

绘性生活困难和性生活行为的机会”Il 。在这个过程中，性不 

断地、广泛地以各种“疾病”形态活跃在话语层面和实践层面。 

在某种意义上，性成瘾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消费主义社会 

的副产品，而绝非一种简单的疾病。 

3 结语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各种“偶遇性性行 

为”的发生成本大大地被降低。由此，各种各样的“性狂欢”在 

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几何级数的“狂飙”̈J 。按照国外一些性成 

瘾治疗机构的说法，由此被诊断为患有“性成瘾”的人数量也正 

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 Et俱增，“性成瘾”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 

社会流行性疾病。在互联网上，如用“性成瘾”或“性瘾”作为关 

键词可以轻松得到475万多条相关查询结果，由此可见此词在 

民间和网络上的热度。不过，检索同期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数据 

库 ，就会尴尬发现学术界对性成瘾问题的研究并不系统 ，相关 

研究文献十分有限。这种强烈反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学术界对 

“性成瘾”研究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预示在性成瘾的认知上存 

有误识的可能性 。尤其是，性成瘾问题很多时候都已经被道德 

化、医疗化甚至政治化的背景下，对性成瘾问题的认知往往并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客观全面”的科学探究 ，更是一个努力争取 

被“理解和包容”的社会运动。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上三个学科 

对性成瘾的认识各有特色，也各有有待深入之处。生物医学视 

角把性成瘾看成是一种疾病，其解释具体而详细，但忽视对人 

性和社会性的关怀。心理学视角则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性成 

瘾，尽管表明心理因素是致瘾的重要因素，但它不能解释与依 

赖、耐受及戒断症状有关的生理因素的影响。社会学视角下的 

性成瘾，具备比较 比心理学更宽阔的视野和现实解释力，但失 

于过于宽泛。因此，如果要更客观科学地认识性成瘾问题 ，可 

能需要一个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综合 

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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