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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性克隆人：关于联合国大会讨论的情况 

秘书处的报告 

 
1. 卫生大会于 1997 年首次审议人的克隆这一主题，确认“ 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
理上不能接受，并有悖于人类的有机统一和道德” 1。第二年，第五十一届世界卫生大
会重申“ 进行克隆复制人类个体从伦理的角度来说不能接受并与人类尊严和完整性相
悖” 2。 

2. 迄今为止，约 35 个国家已通过法律禁止克隆人。一些国家只禁止为生殖目的进行
克隆并允许创造克隆人的胚胎用于研究，而其它国家禁止为任何目的创造克隆胚胎。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 1997 年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于第二年核可的《世界人类
基因组与人权宣言》3和 1997 年认可的世界医学协会关于克隆的决议等国际文件已正视
这一问题，但缺乏法律约束力。自 2001 年 12 月应法国和德国的请求将拟定一项关于禁
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作为补充议程项目列入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以来，联合国一
直在对该主题进行审议。目前，此事正由第六（法律）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进行讨论，
该工作组将于 2005 年 2 月向委员会报告其结论。 

4. 本报告提供克隆所使用术语和方法综述并概述大会进行的讨论。 

                                                 
1 WHA50.37 号决议。 
2 WHA51.10 号决议。 
3 53/1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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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方法 

克隆：自然发生和通过体细胞核移植 

5. 源自希腊语小支一词的“ 克隆” 这一术语系指一群相同的实体。它最近也已演变为
意指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特别是作为另一个生物体遗传拷贝的生物体。该术语不仅应
用于所有生物体，而且应用于分子（如脱氧核糖核酸）和细胞的拷贝。 

6. 克隆发生于自然界；它可发生于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生物体。在有性生殖中，当
受精卵分裂产生具有相同基因组的同卵（单卵）双胞胎时产生复制品。大多数自然克隆
发生在无性生殖其后代的那些物种，即无雄性和雌性遗传物质的结合。虽然许多物种以
这种方式产生无性系后代，但是，1996 年在苏格兰一个研究所诞生的羔羊多利是第一个
无性生殖产生的哺乳动物复制品。 

7. 创造多利使用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在 40 年前第一次用于蝌蚪和青蛙研究。取下一
个成熟体细胞（如皮肤细胞）核并将其移植到一个无核卵，然后用电流或化学品刺激驱
使细胞分裂。要继续进行至妊娠和分娩，将由此产生的胚泡移植到妇女子宫；如果植入
着床和发展至足月妊娠，由此产生的个体将携带与成熟体细胞供体相同的核遗传物质。
但是，通过这种技术制造的动物并不是其核脱氧核糖核酸源的准确遗传复制，因为每一
个克隆是由来自其卵的线粒体（位于核的外面）而不是细胞核供体线粒体的少量脱氧核
糖核酸产生的。因此，如果该卵子来自相同的供体或来自其母系，该复制品方会从遗传
方面与核供体相同。 

8. 科学家们最初对体细胞核移植感兴趣，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以确定随着发育生物体的
细胞承担其作为血液细胞、肌肉细胞等专门功能，即使在其中大多数已被抑制之后，基
因是否仍能起作用。可刺激一个已分化（成熟）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回复到可与一个新
受精卵的状况相比较并重复胚胎发育过程的一种状况，这一事实证明，尽管只有少数基
因是活跃的，但是已分化细胞中的所有基因均保留它们的功能能力。 

9. 除这一学术兴趣外，对动物克隆的商业关切注重于复制大量遗传相同的动物，尤其
是由已经遗传改良的先祖产生的动物。以这种方式可制造显示某些特性的老鼠或其它实
验动物用于专门研究，或可创造其奶中含有有益药用蛋白质的成群饲养动物（如山羊、
绵羊或奶牛）。如果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取得成功，它将制造出从遗传方面互相以及与其
细胞核用于制造它们的个体几乎相同的个人。但是，正如单卵双胞胎并不完全相同一样，
由于每一生物体的发育受到其基因与其环境（包括孕期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它们在
体格或个性方面几乎肯定不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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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殖、医疗或科学目的进行克隆 

10. 将体细胞核移植用于人类生殖会引起科学和伦理问题。在迄今为止克隆的所有哺乳
动物物种 — 包括老鼠、兔子、猪、牛和绵羊中，已产生不可预知的遗传和表观遗传问
题，不仅导致畸形率和产前死亡率高，而且还对大多数生下来活的动物造成健康问题，
这些问题从一个复制品到另一个复制品是不同的。由于这一原因，世界各地的国家科学
院和其它科学领导人已表示反对在人中间生殖性使用这一技术。除了这些安全性问题
外，卫生大会于 1998 年得出的结论 — 进行克隆复制人类个体与人类尊严和完整性相
悖 — 也得到广泛遵守。 

11. “ 人的克隆” 这一术语也可应用于通过体细胞核移植制造胚胎，不是要产生儿童，
而是用以作为一个科学工具。此类非生殖性利用克隆有时候被称为“ 研究性克隆”（或
较不准确地称为“ 治疗性克隆”，目前尚无治疗性使用），以区别于为生殖目的进行克隆。
正在继续从事研究性克隆，特别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制造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科学研究和潜
在用于治疗。一旦克隆胚胎进入胚泡阶段（受精之后五天左右），就将产生干细胞系的
内细胞群清除，这是一个摧毁胚胎的行动。从事此项工作的一些科学家更喜欢将其描述
为“ 体细胞核移植以制造干细胞”，因为他们认为，“ 克隆” 这一术语包含了创造一个婴
儿。批评这一立场的人作出反应，认为“ 克隆” 是唯一适当的术语，并且主张，更准确
地说，相同技术 — 通过体细胞核移植制造胚胎 — 可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制造胚胎
用于研究（例如，作为干细胞的一个来源）或制造人。 

12. 2004 年 2 月，大韩民国的科学家报告从克隆人类胚胎中制造干细胞系。他们将来自
16 个供体的 242 个卵母细胞去核，并且将来自相同供体的卵巢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移植
到这些去核卵母细胞。30 个胚胎到达胚泡阶段；科学家从这些胚泡中提取内细胞群用于
培养干细胞系，其中一个已成功确定。6 个月之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人类
受精及胚胎学管理局颁发了欧洲第一份许可证，使研究人员能利用通过体细胞核移植进
行克隆开展胚胎干细胞研究。 

13. 已提出将从克隆人类胚胎中制造干细胞系作为一种手段推进药物开发和评价、诊断
方法以及细胞和组织移植。如果移植中使用的材料来自从需要移植物的病人所克隆的胚
胎，由于克隆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几乎与病人自身的脱氧核糖核酸相同，它们可能比
来自另一个人的材料较少受到排斥。人类胚胎干细胞（与来自成熟组织的干细胞相比）
是否具有独特的治疗希望，以及如有，作为干细胞来源制造的克隆胚胎是否会增加其治
疗价值，这些都是目前科学调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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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无论研究性克隆的这些治疗目标优点如何，一些科学家希望利用体细胞核移植开展
基础研究；他们认为，它对研究来自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和糖尿病病人的细胞中的
基因改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 

联合国关于禁止人的克隆国际条约的讨论 

大会第五十六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的讨论（2001 年至 2003 年） 

15. 大会同意审议拟定一项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决定
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审议拟定一项关于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的工作，请特设
委员会就其工作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1。特设委员会于 2002 年初举行了会议，
讨论法国和德国提出的将生殖性克隆宣布为非法的建议，并且由第六委员会工作组于
2002 年 9 月继续讨论。虽然所有国家反对人的生殖性克隆，但是一些国家赞成采取更为
全面的做法，禁止为包括研究或治疗在内的所有目的克隆人。 

16. 在其 2002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大会审议了特设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报告2，并且决
定第六委员会工作组应在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再次召开会议继续工作3。工作组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举行会议，由于禁止生殖性克隆的支持者4与全面禁止的支持
者5之间的分歧未能解决，继续在草拟一项条约方面遇到困难6。最后，第六委员会支持
（80 票对 79 票）一项程序性动议，暂定辩论到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为止7，但是大会未经
表决决定只将一项全球条约的讨论推迟一年并将该项目列入其第五十九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8。 

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讨论（2004 年） 

17.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再次继续对该问题进行讨论。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代
表继续对迫切需要禁止生殖性克隆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他们仍然在条约是否应禁止为医
疗或科学目的制造克隆人类胚胎方面存在分歧。哥斯达黎加代表代表 60 多个其它国家
提出的决议草案9将宣布所有形式的人的克隆为非法。对全面禁止提出的理由为：首先，

 
1 56/93 号决议。 
2 分别为文件A/57/51 和A/C.6/57/L.4。 
3 57/512 号决定。 
4 比利时代表代表许多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文件A/C.6/58/L.8。 
5 哥斯达黎加代表代表许多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文件A/C.6/58/L.2。 
6 文件A/C.6/58/L.9。 
7 文件A/58/520。 
8 58/523 号决定。 
9 文件A/C.6/59/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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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为其它目的克隆人类胚胎，要控制生殖性克隆是不可能的，其次，由于制造并
随后销毁克隆人类胚胎的行为涉及将人仅仅作为一物体对待和扼杀人的生命，因此在本
质上是错误的。比利时代表提出的另一项可选择的决议草案1将禁止为生殖目的克隆人
并向各国提供三种方案以控制其它形式的克隆人：颁布禁止，实行暂停，或通过国家立
法对它们加以管制以防止滥用。这一立场的支持者认为，存在普遍一致意见的唯一禁止
是宣布生殖性克隆为非法，对此应立即制定法律以便向正在试图通过体细胞核移植制造
儿童的不负责任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发出明确的信息，并且要实现世界范围禁止，公约必
须考虑到成员国之间关于“ 治疗性克隆” 的意见和管制方面的分歧。关于研究性克隆可
导致生殖性克隆这一危险，比利时提出的决议草案支持者认为，这是法律框架的任务来
确定适当限制和控制滥用。 

18. 一旦确定无疑，两个提案都不能吸引压倒性支持，意大利代表于 2004 年 11 月 19
日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第三种选择方案。该决议草案提出一项宣言，吁请会员国通过并实
施立法“ 以禁止通过克隆过程创造人的生命的任何企图以及为实现此项目的而进行的任
何研究” 和“ 确保在应用生命科学方面，在所有情况下都要尊重人的尊严，尤其要确保
妇女不受剥削” 2。该宣言进一步吁请会员国采取“ 必要措施，禁止应用可能有损于人
的尊严的基因工程技术”。宣言序言指出“ 必须紧急防止人的克隆可能对人的尊严造成
危险”，同时重申“ 生命科学的应用应当旨在设法减少痛苦，以及增进个人乃至全人类
的健康”，但应“ 以保障尊重人权和造福全人类的方式来促进” 进展。 

19. 关于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以意大利决议草案为基础最后确定关于人的克隆的宣言
文本的建议于 2004 年 11 月 19 日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批准。该工作组将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15 日和 18 日举行会议，并且第六委员会将于 2005 年 2 月 18 日下午举行会议
就工作组的报告采取行动。 

 
=      =      = 

 
1 文件A/C.6/59/L.8。 
2 文件A/C.6/59/L.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