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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色情成瘾研究进展 

贺金波，李兵兵，郭永玉，江光荣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网络色情成瘾是指不能 自我控制的长时间沉迷于网络色情活动，并因此对成瘾者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 

造成严重影响的一种新型行 为成瘾。国外从 20世纪 9O年代开始对此现象进行关注和开展研究 ，已经提 出了网络 色 

情成瘾的基 本概 念、测量和诊断方法 ，揭 示了导致 网络色情成瘾发生 的外部条 件和内在心理机制 ，探索 出了行为疗 

法、接受承诺疗法、动机访谈法等多种治疗方法。文章综述了国外对网络色情成瘾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其发 

生机制和治疗方法，以期对我国开展此方面的研究有所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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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sex addiction is a new kind of addictive behavior that the addicts indulge in cyber pornography fre— 

quently，long and out of serf-control，and his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are badly affected as a resuh of the addiction． 

Since the 1990s，researcher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cyber-sex addiction and have done lots of 

studies about it．They have put forward the basic concept，measurement and diagnostic method of cyber—sex addiction and 

explained how cyber-porn addiction is form ed through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s to the treatment of cyber-sex addiction，they have proposed behavior therapy，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motiva— 

tional interviewing therapy etc．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studies and claims on this issue of researches from western 

countries，with a wish to enlighten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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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ak。Mitchell和 Finkelhor的调 查显 示 ．美 国青 少 年 

中，66％的人曾无意接触过网络色情信息．34％的人曾有意接 

触过网络色情信息flJ。袁大中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56．8％的 

大学生浏览过网络色情信息，他们每周花在网络色情上的时 

间平均为 1小时左右目。王培和曾凡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有 84．3％ 的大学生认为周围人群 浏 览 网 络色情现 象是普遍 

的l引。早在 2000年 ．Cooper等对 9665名具有 网络色情行为的 

人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其中有近 1％的人患有网络色情成 

瘾[41。当时这个比例看起来虽然不大 ，但是考虑到网络发展 El 

新月异的速度，网络色情信息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 

网民数量的几何级数增长等因素，我们有理由推测 ，现在的 

青少年人群中，网络色情成瘾的比例肯定远高于 2000年。本 

文重点对 国外关于 网络 色情成瘾 的发 生机制 和治疗研究 进 

行了综述 ，以期对我国亟待开展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益。 

1 网络色情成瘾的概念和测量 

Young是较早开展网络成瘾研究的心理学家之一，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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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色情成瘾定义 为一种沉迷 于成人色情 网站和性 爱 网站 

的行为．是网络成瘾的子类型．在网络成瘾中占到 2O％的比 

例。她还发现，那些低 自尊、身体发生畸变、有未治愈的性功 

能障碍或者有色情成瘾的人是网络色情成瘾的高危人群，而 

成瘾者的主要行为特征是：网络色情行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 

的重心．他们总是期待从网络色情信息中得到更强的性唤醒 

和性满足感 ，在上 网或色情聊 天时伴 随手淫行为 等。但是 

Young并没有制定专 门的测量网络色情成瘾 的量表 。Cooper， 

Delmonico和 Burg使用“Kalichman色情成瘾量表”，结合从 

事 网络色情行为的时间作为测量 网络色情成瘾 的方法。 

Kalichman色 情 成 瘾 量 表 (Kalichman Sexual Compulsivity 

Scale，SCS)包括 10个题 目，主要测查成瘾者对色情的沉迷程 

度和受色情困扰的程度。Cooper等认为，符合 SCS诊断标准， 

并 且每周沉迷 于网络色情 的时间达到 11小 时以上 的人 ，可 

以确诊为 网络色情成瘾者 。 

Cavaglion对意大利 一个 网络色情成瘾 自助 团体成 员 自 

我报告的症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网络色情成瘾者自我描 

述的典型症状有五点：①沉迷 ：网络色情行为已经成为他们 

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②情绪缓解：网络色情行为成为他们 

摆脱和逃避消极情绪的工具。③耐受性 ：他们需要越来越多 

的网络色情行为才能达到先前那种情绪上的解脱感。(璺)戒断 

症状 ：当网络色情行为因故不能持续或忽然减少时，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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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和心理上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⑤冲突：他们因为网 

络色情 活动与周 围人 、与 自己内心 ，以及 与学 习和社 会 工作 

等都产生了较大 冲突_5l。事实上 ，Cavaglion发现 的这 五个特点 

也符合 Griffiths提 出的诊断成瘾 的五个 条件 ，即沉迷 、情绪缓 

解 、耐受性 、戒断症状 和冲突㈣。 

2 网络色情成瘾的危害 

网络色情成瘾对青少年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影响青少年 

性 观念 的健 康发展 、增 加青 少年的性暴 力和性 犯罪 、影 响青 

少年的学习 、心 理健康以及社会关 系方 面 。青少年 期是性观 

念 发展 的关键期 ．网络色情成瘾对青 少年的性观念 发展有很 

大的负面影响。 等对台湾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网络色情行 

为次数 与开放 的性观念呈正相关 。Peter等对 荷兰青少年 的 

调查显示，过度网络色情行为与无承诺的性尝试(如，与伙伴 

的暂时性关系 ，一夜情等 )相关 1。还有研究发现 ，有过度网络 

色情行为的青少年有更高的性骚扰倾向[91。Cavaglion的研究 

证 明，网络色情成瘾者存在 高焦虑 、低 自尊 、生活控制感 降低 

以及工作和学习效率下降等心理健康问题[51。Mesch的调查发 

现 ，过 多接触网络色情 的青少 年表现 出对学校 和家庭 的严 重 

疏离和对重要他人 的亲情 缺乏必要 的回应。另外 ，沉迷 于暴 

力露骨的网络色情行为会增加青少年的攻击行为ll01。 

3 网络色情成瘾的发生机制 

3．1 影响因素 

3．1．1 网络 色情 特征 网络 色情成瘾 的外 部 因素主要 是指 

影 响其发生的外部因素 。这些 因素包括 网络 色情 的特征 、社 

会因素、法律制度和家庭因素等等。但心理学家对外部发生 

机制的探讨当前主要集中在网络色情的特征上面。Cooper指 

出，较之其它色情 内容 ，网络色情具 有三个显著特 征 ：易得性 

(Accessibility)、廉价性(Affordability)和匿名性(Anonmity)，即 

“三 A”引擎。他认为 ．这个引 擎的作用不仅 在于能够 吸引更 

多的青少年从事网络色情行为，而且促使了有两类倾向的人 

发展成为网络色情成瘾 者。一类 是先前就有色情成瘾行为的 

人 ，另一类是人格特质上对色情较为敏感 的人[41。Young在分 

析 网络 色 情 成 瘾 时 也 描 述 了 网 络 的三 个 特 征 ： 匿名 性 

(Anonymity)、便捷 性 (Convenience)和逃 避性 (Escape)，她称 

其 为“ACE”模型 。匿名性 和便 捷性的解释与 Cooper的观点基 

本相 同 ，逃避性则是 指因为无需为 网络 色情行为 承担某些责 

任而带来 的轻松感 。Schneider指 出 ，网络 色情信息常常在私 

人环境中获得 ，具有较好的隐蔽性特征 ，这也是促使使用者 

成瘾 的重要因素。另外 ，p2p技术的出现使 网络资源 的下载和 

共享更加方便快捷。但 p2p文件共享网络是一个充斥着色情 

的媒体环境。这种网络环境使得上网者无意接触到网络色情 

的情况大量发生 ，而且 主动搜 索并下载 网络 色情信息 也变得 

更加方便。一项对 433名青少年进行的调查发现 。有过上网 

经历的人中有 55-4％的人通过 p2p文件共享方式获得了大量 

的色情信息f7】。考虑到社会称许效应 ，这个比例应该更大 

3．1．2 人格 在接触过网络色情的青少年中为何只有小部 

分人对它着迷成瘾 ?研究者发现人格特征是原 因之一 。Peter 

等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 、高焦虑、多孤独者更易成瘾_引。Perry 

等的研究也发现 ，感觉 寻求 量表 得分高 的大 学生色情成瘾 量 

表得分 也高 】。Levert还发现 ，网络色情 成瘾 中右倾权威 主义 

者 (Right—Wing Authoritarian，RWA)的 比例明 显高 于非 成瘾 

者中的比例。有倾权威 主义包括权威 主义服从 、因袭主义 和 

权威主义攻击三个成分 ，高右倾权威主义者具有服从权威， 

刻 板地遵守传统 的社会规则 和社 会规范 ．好攻击 性的行为倾 

向。Leve~认为 ，具有 高右倾权威 主义的人容 易成瘾 的可能原 

因是有这些 人格特 质 的人 通常会有 焦虑 、孤 独感等 负性体 

验 ，而网络色情成为他们摆脱这些负性情绪的一个 工具 。 

3．1．3 童年 的性 创伤经历 一些 研究发现 ．网络 色情 行为往 

往 成为那些 有过童 年的性创 伤经历 (特别是性 虐待 )的人逃 

避消极情感 的一种途径 。原 因在 于 ：第一 ，那些童年遭受性创 

伤的人在网络色情行为中，能够得到某种兴奋感和解脱感， 

可以暂时忘记过去的创伤和羞耻：第二 ．他们也可能通过产 

生与 当初受创 伤的 自我不 同的另一个 分离性 自我 来解决 当 

初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 ．在 网络 色情行 为时 ，这些受伤 

的成瘾 者存在 两种 自我 ：执行 自我 时过着 正常生 活 ，而分 离 

性 自我时则在解决 过去未解决 的问题 。第 三，他们也可 以将 

网络色情行为作为一种分心手段来应对创伤产生的不断加 

重的心理问题，如羞耻感和完美主义等l】21．． 

3．2 心理机制 

3．2．1 第三人 效应 心理学 上 的第三人 效应 理论有 两个基 

本 观点 ：一是 人们普 遍认 为一些事 件在社会 层面上 (对其他 

人 )的影 响与个 人层 面上 (对我 )的影响是不 同的 ．前者 的影 

响 要 比后者 大 ；二 是这种认 知偏差 对人们 的行 为有很 大影 

响 。一项对 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许 多大学生认 为网络色情信 

息对自己的影响要小于对其他学生的影响l】31 这种认知偏差 

的存在使得青少年极易减轻对网络色情的警戒 ．而在好奇心 

等 的驱动下接触 网络色情 ，从而使 自己成 为网络色情 信息的 

受害者 。第 三人 效应不是促成 网络 色情成瘾 的直接因素 ，但 

是 南于它 的广泛 存在 ，间接 地增加 了人们 接触 网络 色情 的概 

率 ，促进 了网络 色情 的传播 。 

3．2-2 双过程理 论 Putnam 用经典 条件反射 和操 作条件 反 

射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网络色情成瘾的产生和维持Il41。开始时， 

青 少年在性唤醒状态 下受性动机驱使 ，有 意或无意浏览 到网 

络 色情信息 。多次重 复行为后 ．性 唤醒 和网络 色情信 息之间 

建立起刺激一反应连接，即经典条件反射。网络色情行为促使 

性 唤醒 的提高产生 了积极情绪 ．同时缓解 了因性 冲动压抑和 

沮丧带来 的负性情绪 ，该行为因此得到双重强化。这样 ，网络 

色情行为提高了性唤醒，性唤醒的提高义产生了情绪效应的 

双重 强化 ，反过来 义会 增加 网络色情行 为的频 率 ，最终 导致 

了网络色情成瘾 。该理论用行为 主义观点解释 了网络色情成 

瘾形成和维持 的直接原 因。 

3．2．3 认知 一行 为模 型 Davis称 网络成瘾 为病 态性 网络使 

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并 提 出认知一行 为模 型来 

解释 网络成瘾的形成过程 。他认为 ，根据离 网络成瘾行为 的 

远近，可将引发网络成瘾的因素分为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 

远端因素是指那 些不直接引起 网络 成瘾 的因素 ，近端 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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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那些直接引起网络成瘾的因素。在这个模型中．网络色情 

成瘾属于特殊性病态网络使用行为 ，引发 它形 成的远端 因素 

包括 网络 的特点 (如 方便 、快 捷 )、网络色情 的特 征 (如 匿名 

性、隐蔽性、方便、免费)、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倾向)等 ，它 

们不直接引起网络色情成瘾但却是引起网络色情成瘾的必 

要 因素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 ，具有 网络色情行为的青少年产 

生 了一些 关于世界 和 自我的扭 曲性认知 ．例如 ：我是 一个性 

欲很 强的人 。我没有 意志克服 自己这种不健 康和不齿 的行 

为．因此没必要强 迫 自己 ，还是随心所欲吧 ⋯⋯，等等 。这些 

扭曲性认知是引发网络色情成瘾的近端因素，直接引起了网 

络色情行为并表 现出网络色情成瘾症状 。Davis强调 ，正是远 

端因素和近端因素的交互作用，最终使网络色情成瘾形成并 

难 以消除 

4 网络色情成瘾的治疗 

4．1 行为疗法 

Putnam提出了利用强化原理治疗网络色情成瘾，使习得 

的两种反射行为消退㈣。该疗法首先需要消除网络使用与性 

唤醒之间建立起来的经典条件反射。譬如，对于轻度成瘾者， 

可以让其在图书馆、咖啡屋等公共场合使用网络，利用公众 

的压力阻止其浏览色情信息。对于较重的成瘾者，可以考虑 

在他们的电脑上安装过滤软件或者防护软件，使其难以接触 

到网络色情信息。这样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消除之前建立 

的经典条件反射。关于网络色情行为之后的情绪强化，Put— 

nam指 出治疗 的关键 在于帮 助成瘾者缓 解或 消除 因性 紧张 

和其它因素带来的消极情绪。可以通过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 

消除成瘾者的焦虑情绪．改善成瘾者的应对策略，使成瘾者 

建立健康的性关系和性态度等。 

4．2 动机性访谈疗法 

动机性访谈疗 法是 一种 以当事人为 中心 的治疗方法 ，它 

通过 治疗者和 当事 人建立无条件 积极关 注的治疗关 系 同盟 

使当事人找回自我实现的潜力，并改变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和 

不受欢迎的错误认识。该方法最初主要用来治疗物质成瘾， 

但 Matthew和 Kutinsky研究发现 ．它在治疗 网络色情 成瘾方 

面也有较好疗效_l61。他们报告 了两个使用该 方法治疗 网络色 

情成瘾的案例 ．结果发现两个案例的成瘾行为最终都得到了 

控制。动机性访谈疗法使用 的治疗技术包 括反馈性倾听 、积 

极肯定等。反馈性倾听是指治疗者只是简单的以当事人的谈 

话来回应当事人，或者(也是更经常的)是以对当事人谈话的 

重点做简单修改来回应当事人。这样可以使当事人有被接受 

的感觉 ．也让他 们觉得治疗者 理解他们 ，从而 促进 良好 治疗 

关系同盟 的建立。积极肯定是指治疗者在与当事人进行交流 

时要强化当事人的积极品质。积极肯定可以使当事人在治疗 

早期产生要改变的内部动机。 

4．3 接受承诺疗法 

Twohig和 Crosby提出用接受承诺疗法治疗网络色情成 

瘾 。接受承诺疗法属于认知行为疗法 ，它关注来访者 的内心 

经历 。以行为改变策略来治疗来访者 的心理 问题 。该疗法 的 

疗程分八个阶段 ：阶段 1，告 知成 瘾者治疗 的内容 ，通 过与成 

瘾者 的交 流使他接受治疗 方法 ．并 承诺完成所 有 阶段 的治 

疗；阶段 2，让成瘾者接受“性唤醒和浏览色情信息的欲望是 

正常现象 ”这一 观点 ，而不是 总想 努力控制或 消灭 自己的这 

些行为 ：阶段 3，在继续增强成瘾者对上述观点 的接受程度的 

同时，引导成瘾者建立新的价值观，如重视学校工作，重视与 

朋友或其他重要他人在一起 的时间等；阶段 4到阶段 6，通过 

冥想训练使成瘾者学会表达 自己的内心体验 ，让成瘾者学会 

以客体的身份观察 自己的内心经历。总之 ，前 六个阶段 的疗 

程在于让成瘾者接受 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建立新的价值观 。阶 

段 7到阶段 8则是让成瘾者践行对新价值观的承诺，即在生 

活 中实践这些新的价值观 ，逐步摆脱以前 的网络 色情行 为， 

同时还要告知成瘾者这种治疗要在生活 中持续下去 ，以防止 

网络色情成瘾 的复发 。 

4．4 在线支持 

由于感 到羞愧 和尴尬 ，网络 色情 成瘾 者通常很少会 向人 

承认 自己的问题 ．因此往往也不愿意寻求当面治疗 。而 如果 

他们 在网上寻求治 疗信息 ，就不会有 这些感觉 了 ，因为 网络 

的匿名性使得他们 的羞愧和尴尬大大减少 。而且网络信息可 

以随时得到．这就使得成瘾者任何时候想寻求治疗时就可以 

立刻在网上找到帮助资源。因此，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在网络 

上 提供各种关于 网络色情成瘾 的治疗 和支持 资源 ，让那些 因 

羞愧 而不敢 寻求治疗 的成瘾者可 以得 到关于治疗的信息 ，通 

过 这些 信息增加他们对 网络色情成瘾 的了解 ，引导他们 克服 

羞愧感 ．以致 能主动寻求心理治疗 。研究发现 ，许多 网络色情 

成瘾者通过在线帮助后 ，能够主动和治疗者联系，希望得到 

进一步的面对面的专业心理治疗_l81。 

5 小 结 

如上综述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青少年网络色 

情成瘾没 有物质摄入 ，表现 为行为依赖性 ，因此属 于行 为成 

瘾类 型 ：第二 ，对此 成瘾 的诊 断要 把临床症状 和行 为时间结 

合起来考虑 ；第 三 ，成瘾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心理 和社会层 面 ， 

心理层面诸如性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等 ，社会层面则是对社会 

关系的损害；第四，关于成瘾的原因和机制 ，虽然外在因素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内在因素才是决定性动因；第五，对 

成瘾 的治疗主要是基于行为主义 、认 知和人本 主义 三种 心理 

学理论 ．行为 主义 旨在消除 网络色情 引发 的条 件反射行为 ， 

认知疗法强调改变成瘾者 的动机 ，人本主义注重促使成 瘾者 

的 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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