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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安全事故频发，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许多传染病，如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病、寨卡病毒病等相

继发生暴发和流行；台风、地震、洪水、海啸等各种灾害也时有

发生。这些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通常会给卫生应急人

员、公共卫生专家、临床医生和决策者等相关人员带来许多伦

理问题。在这些紧急情况下进行研究、监测和病人治疗，往往

会引起伦理学方面的争论。而且，关于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

灾害情况下研究、监测和治疗的伦理学，目前尚缺乏此类书籍。

为此，WHO 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了这本培训手册，为相关专业人

员和管理人员在这些紧急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和应对伦理学

问题，为研究、监测和病人治疗等伦理方面提供合适的观念和 
资料。

该培训手册突出紧急情况下的研究、监测和治疗方面的伦

理学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和监测的伦理

问题，如在公共利益与个体自主权之间、伦理监督与出版伦理

之间产生的冲突。第二部分为病人治疗，如突发事件时的检伤

分类、治疗规范和卫生保健人员的工作职责。教学资源为单元

形式，包括 7 个核心能力和 26 个学习目标。这些单元有各种教

学指导和活动，包括案例研究、讲座、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

每个单元还有参考文献和拓展阅读资料。在该手册末尾，汇编

了本手册所用的所有案例研究，可供进一步研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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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丰富、概念清晰，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

性，权威性强，学术水平高，既全面又简要。本书适应面广，不

仅适合于发达国家，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但在使用本书的过

程中，应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考虑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做到洋为中用。

本书作为专业人员的伦理学培训教材和实用的专业工具

书，不仅可供现场流行病学人员、急救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

生应急人员、传染病学、防病救灾人员、科研人员、伦理学专业

人员和决策者，也可作为公众了解伦理学的有用资料。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承蒙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支持，许可

翻译和出版，承蒙本书的各位译者在百忙之中为翻译本书的精

心付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译作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周祖木
 2017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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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会给应对人员、公共卫生专家

和决策者等相关人员带来许多伦理问题。这本培训手册提供

了在这些困难情况下有关研究、监测和病人治疗等伦理方面的

资料，以及在事件之前、事件期间和事件之后减少风险的相关

问题。

编写这本手册的想法可追溯到 WHO 国际疾病流行应对的

研究伦理技术咨询会（WHO，2010）。在形成的报告中，专家们

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立场。首先，他们主张在疾病流行应对

的研究中“国际和国家伦理指南以及人权文件所体现的原则和

价值观必须得到鼓励”。第二，他们表示没有必要对卫生实践

与研究之间的传统区别（例如活动的主要意图）进行伦理监督，

因为这样的区别在突发事件期间易变得模糊不清。第三，专家

们考虑了多种伦理监督和程序的改编版本，重点研究伦理委员

会的审议意见。其他问题与突发事件期间的监测和病人治疗的

关系更为密切。技术咨询会重申了在突发事件时研究、监测和

病人治疗期间各种伦理问题中冲突处理的重要性，这些伦理问

题包括获取治疗标准、保密、治疗职责、公平性、知情同意、自

由、道德相对主义和隐私。

通常在面临最近的疾病大流行威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禽流感 H5N1、甲型大流行流感 H1N1 和 2014 年埃博

拉病毒病暴发］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和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

监测和病人治疗通常会引起伦理依据的争论。对有公共卫生

后果的突发事件的伦理学研究涉及临床实践和研究等多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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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 2000 年以来，已在相似而又不同的框架中构建了专门

针对公共卫生的伦理原则（Kass，2001；Childress et al.，2002；
ten Have et al.，2010；Petrini，2010）。

国际卫生条例（IHR）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对可能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协调管理，提高所有国家

侦测、评估、报告和应对公共卫生威胁的能力。但在突发事件

时研究、监测和病人治疗等其他多个方面的规范还未达成共

识。本培训手册旨在让学员掌握一定的伦理推理能力和了解突

发事件中可能出现的主要伦理难题。编写人员遵循 WHO 技术

咨询会的意见：不要因为对几个问题缺乏国际共识而不去编写

此类培训教材。

在编写本手册时考虑了以下几点，了解这些可能有助于读

者阅读本手册。

突发事件通常需要立即的、非常规的、协调的行动。联合

国减灾办公室的灾害定义为社区或社会的功能遭受严重破坏，

包括大量的人员、物资、经济或环境遭受损失和影响，并超过了

受累社区或社会使用自身资源来应对的能力。虽然有些定量测

量（如伤亡阈值和每天死亡率）也可能适用，但是出于本手册之

目的以及为了构建伦理问题的范畴，突发事件和灾害的定义可

参考受累社区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或卫生界应对这些状态可获

得的资源，如对此加以考虑也许有用。我们在本手册中使用的

术语“突发事件”或“灾害”是指广义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有不

同程度的公共卫生后果和其他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并且

往往可检验系统和资源的可获得性。

重要的是要记住，突发事件和灾害是危害和社区因素（包

括人的健康，应对紧急状况的脆弱性和能力的差异）相互作用

的结果。各个国家及其系统、社区和亚人群的脆弱性、能力和

总恢复力决定了他们管理风险的能力大小和确定突发事件的规

模。突发事件和灾害可以由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所致。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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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包括疾病流行、水文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人为灾害包括技

术危害、冲突、不安全食品和社会动荡等。对于病人治疗、研

究和监测的社区要求各不相同，且受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

后如何管理风险以及突发事件发生时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的

影响。

如何使用本手册

该培训手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研究和监测

的伦理问题，如在公共利益与个体自主权之间，伦理监督

与出版伦理之间产生的冲突。第二部分包括病人治疗，如 
突发事件时的检伤分类、治疗标准和卫生保健人员的工作

职责。

教学资源为单元形式，由 7 个核心能力和 26 个学习目标

组成，每个核心能力有一个专用单元。这些单元有各种教学指

导和活动（如案例研究、讲座、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视频），以

达到学习目标。根据每个学习目标制作了讲座幻灯片；对每

个核心能力制作了总结幻灯片。在本手册末尾，汇编了本手册

所用的所有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可从 http：//www.who.int/
ethics/topics/outbreaks-emergencies/en/ 网页上获得。

课程教员应该根据学员的专业水平、可用的时间和培训需

求，确定学习目标后选择合适的单元，不一定遵从本手册安排

的单元顺序。例如，核心能力 7 的材料可能是以卫生保健专业

人员为主的学员的理想起点。本手册材料的目标读者包括现

场流行病学专家、现场急救人员、公共卫生医师、研究人员和决 
策者。

虽然教员最好应在伦理学方面受过培训，但非专家也可

使用本手册以助讨论和学习。因此，拓展读物将提供有用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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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周祖木 译　卢　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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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30 分钟

（30 分钟）

31～45 分钟

（15 分钟）

41～80 分钟

（40 分钟）

81～90 分钟

（10 分钟）

大会报告 公开讨论 小组活动 总结和结论

小组

工作
报告

教学方法

对教员的要求：本次课程提供该手册的内容概况；仅包括

部分内容且比较粗浅。对于时间有限的培训课程，仅安排全体

会议，时间约 45 分钟。如有更多时间，可增加小组活动，课程

共需约 90 分钟。

1. 教员介绍单元，并使用幻灯片做伦理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方面的大会报告。

对教员的要求：在上课前一定要熟悉全部培训手册的内

容。对幻灯片上每个概念的解释要在相应的单元找到。

2.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提问。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学员没有问题，可要求志愿者描述一

下突发事件情况，以便收集可能必需的资料。请他们描述一些

他们觉得困难的问题，并请小组的其他人员反馈信息，或者询

概述：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
灾害情况下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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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员在随后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部分提出的问题。

3. 教员将学员分为两组，给每个组一个案例研究（30 分钟）。

 ● 对一组要求起草优先获取静脉补液设备的指南，考虑概

述中讨论的伦理问题。

 ● 对另一组要求概述研究设计，解决概述中提出的伦理 
问题。

4. 教员从每个组中邀请一名报告人，以解释小组对案例研究

提出的伦理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5.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讨论，然后对课程进行总结。

案例研究 1

第一组：在病毒出血热暴发期间静脉注射液体的分配

社区中发生了致命型的病毒出血热。该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包括高热、出血。确诊病例的特征包括血压下降（低张性）、休

克、呕吐和腹泻。

社区的实验室诊断能力非常有限，但卫生保健中心收治的

有些患者诊断是明确的，因有大量出血、高热和休克等严重症

状。其他患者的诊断不太明确，因为他们主要是根据接触史和

多种全身症状做出疑似病例的诊断。鉴于疾病发生持续暴发的

严重程度，卫生保健中心的工作不堪重负。

因缺乏资源，对患者的支持性治疗受到严重限制。虽然静

脉补液疗法对治疗病毒性出血热是有效的，在免疫系统抵抗病

毒的同时可以确保补充足量的液体。但卫生保健中心没有足够

的静脉注射液体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包括其他疾病患者的

需求。除支持性疗法和静脉补液疗法外，还了解到卫生部已成

1 这些案例研究由 Renaud Boulanger 和 Selena Knight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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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获得少量实验药物用于治疗。由于该实验治疗的数量有限，

如果你决定进行治疗，卫生保健中心仅有 2% 患者可获得治疗。

作为在流行病学和伦理学方面经过培训的护士，你现在被

要求准备一场有关制定暴发期间治疗指南的会议。你必须考虑

如何优先获得静脉注射液体和决定是否提供未经批准的治疗。

如果是的话，你必须决定如何分配这些有限的库存。你关注的

问题之一是确保资源的分配要显示高水平的伦理考虑。

准备一份声明来解释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确保用伦理学

的语言来说明你对分配的公正性。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小组在活动期间一筹莫展，可要求他

们思考下列问题：

你愿意与谁一起做出决策，应如何做出决定？

 ● 你会提供实验治疗吗？

— 如果是的话，接受治疗的患者也符合静脉注射液体的

纳入标准吗？

 ■ 如果是的话，你如何确定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哪些也

应接受静脉补液？

 ● 你会考虑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卫生保健人员）来分

配治疗吗？

— 如果是的话，所用的人口学特征对获得治疗和获得静

脉注射液体（如果你许可获得）有所不同吗？

 ● 如果是的话，你会根据“需要”来分配资源吗？

— 你会考虑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吗？

— 你会考虑患者生存的可能性大小吗？

— 你会考虑需求的变化吗？如果是的话，应如何做？

— 如果有静脉注射液体，你会考虑在实施分配政策前患

者是否已在接受治疗这一因素？

 ● 卫生保健中心未给予患者静脉补液和（或）实验性治疗，要

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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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会让未获得治疗（如实验药物）的患者对决定上诉吗？

— 如果是的话，要确定用什么程序来审查上诉？

 ● 应该与患者、家庭和广大社区沟通分配政策吗？

— 如果是的话，应如何沟通？

 ● 其他考虑。

第二组：在出血热暴发期间进行临床试验

社区中发生了致命型的病毒出血热。该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包括高热、出血。确诊病例的特征包括血压下降（低张性）、休

克、呕吐和腹泻。社区的实验室诊断能力非常有限。然而，当

地卫生保健中心收治的患者中有些病因是明确的：这些患者症

状严重，如大量出血、高热和休克。其他患者的诊断不太明确，

因为他们主要是根据接触史和多种全身症状做出疑似病例的诊

断。鉴于发生暴发的严重程度，卫生保健中心的工作不堪重负。

几家私立公司和公共机构迅速开展合作，并提出了已研究

几年的抗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方案。实验室研究显示，该药物

对侵袭社区的病毒有良好疗效。虽然该药物已在动物显示安全

性和效果，但尚未在人体进行研究。方案旨在立即检测该药物

对人体的效果。

有财团联系卫生保健中心，要求将其作为实验药物的临床

试验中心。他们要求你作为潜在合作研究者对实验方案中将要

讨论的问题提出意见。你的理解是虽然目前可获得的药物数量

非常有限，但生产能力可能会迅速上升。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小组在活动期间陷于停顿，你可要求

他们思考下列问题：

 ● 在讨论前你还需要药物或研究的哪些信息？

 ● 你会考虑哪种研究设计？你会考虑使用什么方法？

 ● 谁会从这个研究中受益，他们会获得什么利益？该研究会

伤害谁以及如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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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如何考虑招募患者加入实验？

 ● 在做知情同意时应将其他什么信息告知研究对象？

 ● 哪些情景因素可能会影响患者提供知情同意的能力？说明

这些因素时可能需考虑哪些规定和做哪些修改？

 ● 应如何考虑情景因素才能确保研究得到有效地进行？

 ● 实验对未参加的患者有什么影响，是由于选择所致或他们

不符合纳入标准？如何将有害影响最小化？

 ● 获许的研究对在卫生保健中心工作的卫生保健人员的作用

和职责会产生什么影响？

 ● 是否应将影响告知患者和社区？如果是的话，应如何

告知？

 ● 对卫生保健人员和研究者的双重责任导致的挑战应如何

处理？

 ● 研究结果如何发布？

 ● 在实验结束时财团对实验参加对象和社区的责任是什么？

 ● 你如何与社区沟通研究情况？

（周祖木 译　卢　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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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监测



12

核心能力 1：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共卫
生实践（包括监测）和研究及其伦

理学问题之间的界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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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1：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共
卫生实践（包括监测）和研究及其伦理学问
题之间的界限之能力

标准主要用于确定公共卫生的伦理学监督是否必要以及公

共卫生实践与研究的定义之间的区别。使用这一标准需要了

解每项艰巨工作的活动范围。在学习目标 1.1 和 1.2 中强调了

这些问题。虽然专家们正在逐渐采用基于风险的伦理学监督

方法，并弃用区分实践工作与研究的更加人为的方法，但是目

前主要的规范的方法仍是采用这种传统的区分方法。在学习目

标 1.3 中，阐述了这些主要方法所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学习目标

1.4 在提出基于风险的其他方法前强调了一些主要方法的不足

和争议。

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区分。

1.2 确定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可作为“研究”并通常需要研究

伦理学评议的活动范围。

1.3 说明和了解在突发事件时研究和监测相关的最近规范方

法中所规定的一些伦理学原则和要求。

1.4 确定突发事件情况下目前所用规范方法的不足，并评价其

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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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1：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
之间的区分

Michael J. Selgelid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20 分钟

（5 分钟）

21～40 分钟

（20 分钟）

41～55 分钟

（15 分钟）

56～60 分钟

（5 分钟）

引言 阅读 小组准备
小组报告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开始上课时，使用幻灯片作为引导展示问题的概况。

对教员的要求：包括对幻灯片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小组

讨论，参见：http：//www.who.int/ethics/topics/outbreaks-emergencies/
en/.

2. 教员分发脚本（见下列案例研究），并给学员 5 分钟来阅读

脚本。

3. 教员将学员分为 3 个小组，并把脚本分给每个小组。

4. 教员给每个小组 10～15 分钟来讨论所分发的脚本。

5. 当小组再次开会时，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位报告人，以

 ● 总结小组对每个问题的答案；

 ● 在小组讨论中解释研究与监测之间的不同作用。

对教员的要求：通过讨论，将共识和争论部分记录在活动

挂图上。

6. 教员回到最后一张幻灯片，并根据脚本讨论鼓励学员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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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小组讨论。

7. 教员总结课程，邀请学员作最后评论。

A. 背景

自 1920 年以来，公共卫生一直被定义为“通过有组织的努

力以及社会、组织、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社区和个人的知情选

择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Winslow，

1920）”。在各种公共卫生活动（包括健康教育规划和政策以及

卫生系统和服务的管理和法规）中，监测往往被认为是“公共卫

生的眼睛”（Fairchild et al，2007），并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卫生实

践的重要部分。监测可提供发病率和患病率、疾病分布、疾病

暴发和疾病负担长期变化的信息，从而揭示新出现的或现有的

健康问题并为采取合适的控制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因此，监测

是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活动（Selgelid，2014）。
监测与研究密切相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两者都涉及

研究或调查，有时就是同一个活动（如查阅病历、数据挖掘）； 
两者都往往涉及人类受试者。由于在开展监测时区分公共卫生

实践与研究特别困难，所以本单元特别关注研究与监测之间的

区别 2。

美国疾病预防控中心（CDC）（2010）将公共卫生监测定义

为“通过一系列持续的系统活动，包括收集、分析和解释对规

划、实施和评估公共卫生实践所必需的健康相关数据，并将这

些数据高度综合后分发给需要知道的人和与疾病防控相关的

人”。尽管研究和监测之间具有相似性，但监测的伦理要求一

般被认为与管理人体研究的伦理要求有所不同。例如，知情同

2 在质量保证、卫生系统研究、实施研究和管理研究方面可能会出现相似问题。

在讨论期间可能会提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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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研究伦理的主要原则，但对公共卫生监测来说往往是不必

要的 3。

研究伦理学，即对生物医学研究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是

生命伦理学领域研究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在人类受试者相关

研究的伦理行为方面已有大量文章，并已制定了原则、指南和

监督机制（如研究伦理委员会）来管理这种行为。相反，对于监

测的伦理行为还缺乏标准的总的国际指南和监督机制。

虽然研究与监测的伦理规定明显不同，但是有关研究和监

测之间技术和道德方面的差异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本单元要讨

论这些问题。

B．主题 4

研究与监测如何区分？

研究与监测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同一种活动，如数据挖

掘和病历查阅，有时被认为研究，而有时则被认为监测。而且，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资料（2010），有些监测系

统实际上就是研究。

这就提出了研究与监测乃至公共卫生实践之间的技术区分

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从事研究和监测的人员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要确保遵从研究伦理规定，就需采用

可以区分两者的方法。

美国 CDC 根据相关活动的主要意图或目的来区分公共卫

生方面的研究与非研究。根据美国 CDC 的说法，研究的特征

3 参见学习目标 3.2。甚至已有人声称知情同意与监测目标不一致（Verity，Nicoll，
2002）。例如，如果在进行能识别身份的报告之前需获得知情同意，则可能难以准

确估计发病率和（或）患病率，从而采取不恰当的控制措施，最终危及人群健康。

4 这一章节的根据是 Selgelid（2014）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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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旨在产生或贡献可推广的知识（generalizable knowledge）”，
但相关非研究活动的特征是“旨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或伤害和

促进健康”5。这种提法产生的实际问题是其主要意图如何确

定？应该怎样确定？又如何验证？另外，什么才是“可推广的

知识”？6。美国 CDC 的这种区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

知识的推广在伦理上应该被认为是重要的？换言之，为什么

追求可推广的知识要遵从特定的伦理原则（Rubel，2012）？美

国 CDC 这种区分的另一个问题是原型研究（如临床实验）的

目的是产生可推广的知识恰好就是为了减少疾病和促进健康

（Selgelid，201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减少疾病和促进健康似

乎是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导致了矛盾的但可能正确的结论，原

型研究事实上应该被认为监测，如非研究型的公共卫生实践。

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区分研究与实践，但具体应该用什

么方法则不清楚 7。

如果有的话，在研究与监测之间伦理相关的区别是什么？

即使在研究与公共卫生监测（乃至公共卫生实践）之间可

以作出迫不得已的区分，第二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如果有的话，

两者之间的伦理相关差异是什么？监测的伦理要求与用于研究

的伦理要求会有哪些不同（或比用于研究的伦理要求更低）？目

前监测与研究的伦理要求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如知情同意）；

5 因为美国 CDC 提出监测与研究的区别概念比较完善且有影响力（尽管下面还会

提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做重点讨论。

6 可推广的知识可以是程度不同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7 一种可能性是根据相关的活动而非意图或目的来区分，但这同样会导致有矛盾

的结论。另一种可能性是认识到在研究与监测（乃至公共卫生实践）之间可能

存在连续谱而不能划一条明确界线的观念。例如，不询问活动是研究还是监

测，而要考虑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的程度，这可能取决于包括产生可推广的知识

和（或）减少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目的之程度。区别研究与监测的这些方法和其

他可能的方法会在讨论中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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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情况是这样？如上所述，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监测一

般是对产生用于改善健康的信息而进行的研究或调查。因此，

两种活动之间有关伦理方面的差异不太明显（WHO，2010）。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研究还是监测（作为公共卫生实践的一

部分）的活动，其相关的伦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受试者

的利益和（或）权利以及可望从活动中获得公共卫生利益的程

度（Selgelid，2014）。如果对相似个案的处理应该相似，则在这

两个方面极为相似的任何两个活动，不管是研究，还是监测（或

实践），都应受到相同的约束（Selgelid，2014）。

C. 案例研究 8

中部非洲暴发埃博拉出血热

情景1

中部非洲某个国家正在暴发埃博拉出血热，你作为临床医

生被派到一所综合性医院对隔离病房中的一些病例进行治疗。

有些病例的临床表现明显（出血、末期）；而另一些病例则不太

明显，主要根据接触史来怀疑病例。

讨论的问题：

1. 流行病学家要求你对每个病例采集一份血标本作为诊断之

用。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

如何）？

2. 同一个流行病学家提出最新诊断试验的合适校准需要每天

对所有病例采集血标本直至出院。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

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何）？

3. 同一个流行病学家提出最新诊断试验的合适校准需要每天

8 这些案例由 Philippe Calai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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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病例采集唾液拭子标本直至出院。你应如何处理

（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何）？

4. 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暴发响应队伍的成员）声称，

生产潜在有用的免疫治疗制剂需要从所有恢复期患者中采

集骨髓抽提物。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

的决定关系如何）？

情景2

一名研究者试图使你相信情景 1 所述的暴发是检测重组抗

凝蛋白 C 的唯一机会，这种制剂可作为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由于还没有成立国家研究伦理委员会，所以获得知情同意面临

一个重大问题：许多病例晕头转向和（或）仅能讲当地语言，你

带着沉重的保护设备与其交流觉得非常困难。

讨论的问题：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的区别与你的

决定关系如何）？

情景3

某个国家正在暴发埃博拉出血热，你作为临床医生被派到

一所综合性医院对隔离病房中的一些病例进行治疗。为了更好

地处理病例和降低病死率，认为有关发病机制的信息是非常需

要的，但现场无实验室，因此需要进行许多受限制的尸体解剖；

然而，有关救援队伍动机的谣传正在社区传播。寻求亲属的同

意可能会导致误解，从而使国际救援队伍处于危境。

讨论的问题：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

定关系如何）？

D．总结

公共卫生监测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卫生实践的主要部分。虽

然监测（乃至公共卫生实践）在方式和目的方面往往与研究一

样，但大多数司法部门仍然认为这两种活动在伦理要求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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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的。例如，虽然知情同意是研究伦理的主要原则，但

对公共卫生监测往往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虽然已制定了研究伦

理指南，但还缺乏公共卫生监测伦理的标准的总指南。制定这

些指南需要进一步考虑研究与监测（乃至公共卫生实践）之间

的技术区别和伦理方面的差异。同时，如有怀疑，规划管理者

和研究人员应听取伦理委员会有关如何处理的建议。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周祖木 译　陈　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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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2：确定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可作为
“研究”并通常需要研究伦理学评议的活动范围

Renaud F. Boulanger, Matthew R. Hunt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30 分钟（30
分钟）

31～50 分钟

（20 分钟）

51～75 分钟

（25 分钟）

76～90 分钟

（15 分钟）

导言和小型幻

灯片展示
小组准备 小组报告和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使用幻灯片来介绍单元，提供研究伦理学委员会的简

要背景，参见 http：//www.who.int/ethics/topics/outbreaks-
emergencies/en/.

2. 教员将“灾区仍需使用研究伦理”（Sumathipala，2008）分发

给所有学员。

3. 对于小组演练，教员应遵行下列步骤：

 ● 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

 ● 给每个小组分发纸张，纸上写有研究类型或公共卫生实

践类型（监测、质量改进、项目评价）。要求小组不要显

示已被分配给其他小组的活动类型。

 ● 展示基于演练的突发事件情景（见幻灯片）。

 ● 要求每个小组设计已被指定的活动类型的项目，并概述

— 问题

— 人群、抽样

— 收集资料的方法。



22 研究和监测

 ● 每小组选出一名代表给大组展示他们所规划的活动，而

不说明是研究还是公共卫生实践。

 ● 促进大组对下列问题进行讨论：

— 对于规划的活动是研究还是公共卫生实践；

— 为什么在突发事件期间收集这种资料可能是必要的；

— 规划的活动通常是否需接受研究伦理审查；

— 可能由项目导致的主要伦理问题。

4.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讨论，并最后发言。

A. 背景

公共卫生实践与研究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意义是后者一般

需要接受独立的伦理学审查（见核心能力 2 在突发事件期间实

施公共卫生干预，监测和研究时确定适当的伦理审查程序的能

力）。自 1947 年发布纽伦堡法案以来，已制定了数以百计的规

章制度，包括众所周知的赫尔辛基宣言和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

际伦理指南（见学习目标 1.3）来指导在人类研究的伦理学行为

（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2012）。由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各种

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机构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一般赞成研究

方案实施前应由独立的机构进行审查，以确保方案符合伦理标

准（WHO，2012）。被称为研究伦理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的

这些机构，通常由科学技术专家、法律和伦理专业人士，以及主

要背景不是从事人体研究的非专业人员组成，从而可增加研究

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委员会的职责是审查所有与人体研究相关

的参与对象，有时也审查人体生物学物质。当在突发事件期间

活动正在进行时，则确定这些活动是否为研究的标准通常不变

（参见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区分）。

如核心能力 2 所述，对特定类型的研究要加速审查，或完

全豁免伦理审查。所需审查的级别应与研究相关的风险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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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研究的风险越大，则要审查的详细程度越高。略有风险

的研究一般需由研究伦理委员会进行全面审查。国际和国家

的指南要求如研究要得到伦理审查的豁免，需要符合严苛的条

件。所需审查的级别也要考虑受试者的脆弱性。然而，在突发

事件期间伦理审查的程序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以便操作，既要进

行认真详细的审查又能确保及时进行研究（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

B. 主题

研究主题

在灾害和疾病流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资源缺乏的地区，

研究的一些优先选项包括卫生机构管理、精神卫生、营养、传染

病和信息管理（WHO，1997）。其他与公共卫生研究者相关的

主题包括援助措施的影响或效果、需求和健康的评估、新的研

究工具和标准的有用性、突发事件对管理机构和财政系统影响

的宏观分析（Hunt et al.，2012）。
许多设计可用于研究这些潜在领域中的任何一个，从干预

研究（如临床试验）到观察性研究或自然式观察。研究方法包

括各种定量方法（如调查）和定性方法（如人种志研究）。

研究类型

 ● 基础科学研究：基于实验室的研究，如对人体生物材料的

检测。例如，对引起疾病流行的病原体易致病的遗传变异

体的研究（Chan et al.，2007）。
 ● 临床研究：前瞻性地给予受试者（个体或群体）卫生干预

措施，从药物和生物制品到设备和预防规划。例如，临床

研究可以是对灾害生还者进行治疗的临床试验（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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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s of Health，2013）。
 ● 卫生服务和卫生系统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涉及卫生和卫生

保健的管理和社会方面，包括财政方面。例如，卫生服务

研究项目会涉及处置疾病流行对医院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

（Chu et al.，2008）。
 ● 基于人群的研究：这类研究就广义而言是对大量个体的研

究，包括对健康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和

队列研究。例如，这类研究可以是对灾害期间存活儿童的

健康结局进行的研究（Zheng et al.，2012）。
 ● 决策和宣教研究：是将证据如何充分地转化为实践和用

于改进公共卫生的研究。关于这类研究的问题可能是

“社交媒体可用于改善灾害准备吗？”（Merchant et al.，
2011）。
每种类型的研究都可在管理突发事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但有些类型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可能不太恰当。例如，在突发

事件期间对研究性物品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可能是不合适或不恰

当的。许多研究设计和收集资料的方法可以用于每种类型的研

究。例如，访视可用于获取临床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基于人群

的研究或政策研究的数据。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类型）通常

可指导设计的选择和数据收集方法。

C．总结

可称得上“研究”的活动范围较广。研究必须与公共卫生

实践相区别，因为大多数机构的研究需经独立的伦理审查。最

近审查员倾向于赞同根据目的（产生新知识）和条件（暴露于

干预措施或危险性增加）来定义研究（Cash et al.，2009）。虽然

伦理审查过程可以不同，但疾病流行或灾害期间应使用同一标

准。在疾病流行或灾害应对期间需要伦理审查的研究活动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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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受到事件环境的限制可能比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研究的类型的

相关规则的限制更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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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周祖木 译　陈　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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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3：说明和了解在突发事件时研究
和监测相关的最近规范方法中所规定的一些伦
理学原则和要求

Ghaiath Hussein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35 分钟

（20 分钟）

36～50 分钟

（15 分钟）

51～80 分钟

（30 分钟）

81～90 分钟

（10 分钟）

导言 阅读 小组讨论
伦理指南幻

灯片报告
讨论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学习目标（15 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询问学员他们在实践中是否使用过“研究

伦理指南”或者听到过这样的文件。然后，询问他们是否知道

研究对象被错误处理的实验或其他研究项目的情况。鼓励他们

讨论当地的例子。

2. 教员把全部学员分为两个组。给予第一组一份“什么使得

临床研究有伦理”（Emanuel et al.，2000），给予第二组一份

“什么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临床研究有伦理？伦理研究的标

准是什么？”（Emanuel et al.，2004）。
3. 教员给予每个组 20 分钟，阅读文章和确定所讨论的主要

伦理问题或原则，并举例说明这些原则在其最近实践中的

应用（20 分钟）。

4. 教员要求每个组讨论其答案（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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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员的要求：“公平的对象选择”要符合伦理的公正原则。

5. 教员概括主要研究伦理文件所包括的主要伦理问题（30分钟）。

6.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讨论，并最后发言（10 分钟）。

A. 背景

研究，尤其是涉及人体的研究，会产生许多伦理问题，如

研究对象的保护，对被要求参加的研究要充分尊重他们的知情

权，确保他们为自愿参加。其他的伦理考虑包括研究诚信（如

利益冲突）和与研究发现出版相关的伦理问题。

研究伦理领域的发展已有 100 多年（Resnik，2012）。伦理

研究的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是纽伦堡试验，该试验导致 1947
年纽伦堡法案的出台。该法案在随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起了

重要作用，阐明了研究项目必须符合伦理标准才可被接受。这

些文件被称为“研究伦理指南”，并作为研究者和委员会审查研

究的伦理指南的来源。这些委员会在全球许多国家被称为研究

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Kent，1997），在加拿大

被称为研究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boards），在美国被称为

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这些委员会通常

由各专业学术背景和知识的专业人员以及代表公众的非专业人

员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递交的研究方案进行审查，评估这些

方案是否符合研究的伦理标准（参见学习目标 2.1）。
不同委员会使用不同的规章制度（如法律和法规、指南）做

出评估。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规来管理本国的

研究行为。因此，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以及提供的指南是否有法

律约束力因国家不同而异。

一些主要的研究伦理文件见下述，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2012）有相关管理文件的详细清单。主要指南及其提出的问题

简介如下。表 1 概括了大多数指南所列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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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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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例子。这些伦理标准一般可望受到所有

研究者（包括在突发事件期间工作的人员）的尊重。然而，现已认

识到，其应用也许应考虑到他们所应用的背景（见学习目标 2.3）。
在突发事件期间，研究者可帮助公共卫生人员来评估突发

事件的影响和减缓影响所需的东西。此外，研究可帮助公共卫

生人员更好地制定未来干预措施的计划。然而，在研究和公共

卫生活动（包括在突发事件期间开展的活动）之间存在方法学

和其他的差异。有些评审员和指南认为伦理委员会应根据这些

差异来确定是否审查所提出的活动。本单元的目的并非是支持

或反对这个提议。其焦点是在突发事件情况下对人体进行研究

的伦理要求。这些要求一般也可用于与研究的主要特征相同的

其他活动，如采集人体数据或采集生物学标本。在突发事件期

间对人体的研究，不管研究的定义如何，都必须符合在其他情

况下研究行为的伦理标准。

B. 主题

研究伦理历史上的标志事件如下。

在纽伦堡试验之前

试图改变人体研究的方法已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现代

历史中，Edward Jenner 被认为是疫苗接种的先驱，他是 1798 年

要求“任何研究对象要同意而非被强制或欺骗而参加试验”的

首批研究者之一（Davies，2007，p. 175）。一个世纪后，Walter 
Reed 首先给研究对象提供书面文件，并说明了参与黄热病实

验相关的风险。Reed 的文件现被广泛认为是首份知情同意书

（Levine，1996；Bazin，2001）。
纽伦堡试验和纽伦堡法案（194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因纳粹医师对集中营中的囚犯进行

试验而被盟军的法官判为战争罪（Shuster，1997）。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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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庭首席检察官 Telford Taylor 和三名医师（Leo Alexander、
Werner Leibbrand 和 Andrew Ivy）认定有 10 个特征对人体研究

的伦理学是必需的。此后，这些原则一直被认为是纽伦堡法案

（Anon.，1949）。
1947 年以来，相继制定和更新了研究伦理指南和规章，尤

其是在欧洲和北美以及其他国家。指南通常由国家机构（如加

拿大卫生研究所）、国际专业机构（如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国机

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或由国际非政

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如国际医学科学组织联合会）联合发布。

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1964）

世界医学协会于 1964 年 6 月在芬兰赫尔辛基通过了赫尔

辛基宣言。虽然该宣言是在纽伦堡法案形成的 10 条基础上制

定的主要文件之一，但它包括了更广泛的伦理问题，并对某些

问题采取更细致的立场。例如，该宣言倾向于使描述获得知情

同意重要性的语言不那么绝对化。与纽伦堡法案相比，赫尔辛

基宣言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定期更新。最近的版本于 2013 年发

布，该版本规定了如发生研究相关的伤害要补偿和治疗（条款

15）以及强调研究结果（包括阴性结果）的发布以提高医学研究

的价值（条款 23、35 和 36）（Millum et al.，2013）。
贝尔蒙报告（1979）

在研究对象被虐待的研究（黑人男性不治疗的 Tuskegee 梅

毒试验）成为讨论最为广泛的研究示例之一曝光后，美国保护

参加生物医学和行为学研究人体实验对象的全国委员会（1979）
起草了贝尔蒙报告。在这个持续近 40 年（1932—1972 年）的研

究规划中，对 400 名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男性患者梅毒的进展

进行观察，并与 200 名未感染的个体资料进行比较。即使在梅

毒可获得有效治疗之后，为了让研究者观察该病进展的自然史

而仍不让研究对象退出研究（Brandt，1978）。
1978 年国家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保护人体研究的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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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南”的报告。该伦理原则指南包括的三个主要伦理原则被

认为是涉及人体研究的必要条件，包括对受试者的尊重、受益

和公平。对于委员会来说，对受试者的尊重是指感谢和保护合

格的受试者能作出参与研究的决定。换言之，研究者不应欺骗

受试者。此外，对作出决定的能力受限的人必须提供保护。受

益是指“行善”的道德义务，使研究受试者的利益最大化和风险

最小化。公平原则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贝尔蒙报告，

公平是指研究相关的风险公平分配，并确保研究的利益也公平

分配。

人类受试者的保护（1991）

这个法案被称为通则，管理美国联邦资金资助在美国和其

他国家的所有研究，于 1981 年成为法律（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

部，1991），并于 1995 年进行了修订。2011 年美国卫生和人类

服务部部长办公室协同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建议制

定规则的预备通知”，要求对参与研究的人类受试者的当前保

护规则如何更新和修订更为有效作出评论（美国卫生和人类服

务部，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2011）。
通则强调了涉及人体受试者研究的下列几个方面：

 ● 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职责、运行和登记

 ● 研究伦理审查

 ● 许可研究的标准

 ● 知情同意的一般要求和文件

 ● 对孕妇、人类胎儿、新生儿、囚犯和儿童的特殊保护

根据预备通知，对最近规则提出了 7 个方面的修改，包括

重新调整由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水平，以更准确地反映研究

面临的风险程度；对研究中使用的所有生物学标本应如何编写

同意表和获得书面同意提供更加具体的说明；涉及身份识别数

据或潜在身份识别数据的研究的保护标准；涉及身份识别数据

或潜在身份识别数据的研究的标准；收集和分析意料之外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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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不良反应事件数据的系统方法等（Henry，2013）。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指南（2002）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属的国际医学科学

组织委员会（CIOMS）于 1982 年发布了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

究国际伦理指南，1993 年对该指南进行了修订，2002 年又再次

进行了修订。最近的版本包括确定了有关生物医学研究伦理

的国家政策，在地方环境下使用伦理标准并建立或重新定义涉

及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合适机制（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

2002）。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指南包括的主要问题有以下

几种：

 ● 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包括在临床试验中选择对照）

的伦理学理由（ethical justification）和科学验证；

 ● 伦理审查委员会和能力建设；

 ● 外部资助的研究的伦理审查；

 ● 个体知情同意问题（如前瞻性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及资

助者和研究者的义务）；

 ● 个体参与研究的诱导；

 ● 参与研究的利益和风险；

 ● 当研究涉及无能力提供知情同意的个体时对风险的控制；

 ● 在资源有限的人群和社区的研究；

 ● 在所选的受试者人群中公平分配负担和利益；

 ● 涉及脆弱人群的研究；

 ● 妇女作为研究对象；

 ● 保守秘密；

 ● 受伤害的受试者接受治疗和补偿的权利；

 ● 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义务。

三大研究理事会政策宣言（1998）

三大研究理事会政策宣言等同于加拿大的通则（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1998，2005），但还没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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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宣言最初由三大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加拿大卫生研究所、加

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

理事会）通过。2010 年版本强调了涉及人体研究的几个方面：

 ● 同意过程；

 ● 参与研究的公平和公正；

 ● 隐私和保密；

 ● 研究伦理审查的管理；

 ● 利益冲突；

 ● 多方研究；

 ● 涉及加拿大原住民、纽因特人和混血儿的研究；

 ● 定性研究；

 ● 临床研究；

 ● 人体生物材料；

 ● 人体基因研究。

其他指南

在发展中国家与研究特别相关的其他伦理指南包括世界卫

生组织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指南（WHO，1995）、奥维耶多

公约（Council of Europe，1997）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 HIV
预防性疫苗研究的伦理考虑（Guenter et al.，2000）。

C. 总结

研究和监测是突发事件期间公共卫生干预的重要组成部

分。涉及收集个人数据或生物标本的研究及类似活动业已引起

对这类活动受试者权利的伦理方面的高度担忧。许多国家和国

际指南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指南还定期更新。提到

最多的研究伦理指南文件是纽伦堡法案、赫尔辛基宣言、贝尔

蒙报告、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指南、通则和三大研究理事

会政策宣言（加拿大）。



研究和监测 37

虽然研究伦理文件强调的领域不同，但都倾向于同意一些

核心问题，包括尊重自主权、知情同意、非伤害、公平、脆弱者、

隐私、保密的伦理原则和研究伦理审查的要求。

对研究相关的一些主题的指南也有不一致和争议，例如使

用安慰剂和涉及诸如妇女、儿童和囚犯等一些脆弱人群参与的

研究。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对突发事件期间采取的公

共卫生干预措施应被认为是研究，并在开展研究前需获得伦理

许可等问题仍有不同意见。对建立伦理委员会和制订伦理指南

的法律考虑也各不相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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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4：确定突发事件情况下目前所用
规范方法的不足，并评价其他方法

Ghaiath Hussein

课程时间表（120 分钟）

0～5
分钟

（5 分

钟）

6～10
分钟

（5 分

钟）

11～30
分钟

（20 分

钟）

31～40
分钟

（10 分

钟）

41～55
分钟

（15 分

钟）

56～70
分钟

（15 分

钟）

71～85
分钟

（15 分

钟）

86～
110 分

钟

（25 分

钟）

111～
120 分

钟

（10 分

钟）

回顾学

习目标

1.3

探索性

问题

阅读，

案例研

究和讨

论

报告反

馈

幻灯片

展示
阅读

小组讨

论
撰写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回顾学习目标 1.3 中学习的研究伦理的主要指南和核

心原则（5 分钟）。

2. 教员向学员询问探索性问题（5 分钟），如

 ● 对诸如指南的数量、频率和更新，他们的意见如何？

 ● 指南是否可应用于突发事件？

3. 教员在分发案例研究前将人员分组。

4. 教员可让每组 20 分钟阅读并讨论下列问题：

 ● 使用学习目标 1.3 中介绍的研究伦理指南或规章中的

一个，讨论你在案例研究中确定的主要伦理问题中的三

个，讨论你是否觉得研究伦理文件对决定是否通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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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帮助。

 ● 如果你觉得在研究伦理文件方面有缺陷和不足，请描述

出来，并与你的同事讨论其中至少一种的解决方法。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研究有许多需要考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来自学员的讨论，教员应重点关注下列伦理问题，如

 ● 在疾病流行期间儿童的脆弱性

 ● 获取与（国际）研究者不能直接交流的研究对象的同意

 ● 隐私和保密，特别是数据采集者为采集信息所在社区的成员时

 ● 卫生保健人员同时也为研究者的利益冲突和药物捐赠者同

时也是药物制造商的利益冲突

 ● 研究者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在试验前和试验期间应充当的角色

5. 教员再次召集学员开会，要求每个组分享有关案例研究的

评论（10 分钟）。

6. 教员介绍这个学习目标的材料（15 分钟）。

7. 教员分发 WHO 国际疾病流行应对的研究伦理报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a）第 13 和 14 页，并给予 15 分钟

阅读（15 分钟）。

8. 教员要求学员对文稿提出评论（15 分钟）。

9. 教员要求学员起草在与其所在机构特别关注的突发事件期

间进行研究的伦理标准“框架”（25 分钟）

10.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讨论，并最后发言（10 分钟）。

A. 背景

如同学习目标 1.3 所述，研究伦理指南和规章的数量不断

增加。这些指南和规章都不同程度地包括和强调了主要伦理问

题（如获得知情同意、风险利益比的评估、隐私和保密）。在学

习目标 1.3 中未包括但在一些指南文件中所讨论的其他问题有

社区参与、利益冲突、出版伦理和研究诚实。为了应对广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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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臭名昭著的研究实践，制定了许多指南。例如，在纳粹对

集中营中的囚犯进行臭名昭著的试验后制订了纽伦堡法案，在

Tuskegee 梅毒研究后出台了贝尔蒙报告。大多数主要的国际指

南由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所制订，并将主要原则纳入这些国

家的法律之中使之取得法律地位。

研究伦理指南和规章的权威、透明度和实用性现已受到批

评。例如，指南文件对非医生从业人员的实用性及其在资源有

限地区的适用性遭受质疑（Henderson，2007；Alahmad et al.，2012；
Millum et al.，2013）。一般说来，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

伦理指南是为临床研究而制订的，而临床研究通常是在有足够

资源和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反，突发事件在性质上是破坏

性的，且往往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受累最为严重，从而导致紧急状

态，因此几乎不可能遵从主要研究伦理指南的确切措辞。

这就是说，对紧急状态应进行总体评估，而不能将紧急状

态作为借口来避开或忽视研究的主要伦理原则。有用的例子是

最近咨询组向 WHO 报告使用未注册的干预措施来抗击埃博拉

病毒病的伦理学考虑。咨询组认为，虽然各成员认识到这违反

了业已制定的逐渐发展的药物和干预措施管理控制系统，但根

据伦理和证据将未注册的干预措施用作潜在的治疗或预防是可

接受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但那时的前提条件

是其他伦理原则，如干预措施效果的透明度、公平分配、团结、

知情同意、选择自由、保密和社区参与等都要得到尊重。

在大多数突发事件期间，研究对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

非常重要。然而，卫生保健系统和研究管理的总体结构会受到

负面影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根据正常的参照系统开

展研究是不可能的。本单元主要讨论许多主要研究伦理指南

在解决突发事件期间研究问题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重点是针

对非常复杂的问题，如突发事件对伦理问题感知的作用、医患

关系、研究诚信和伦理审查等。提出了利益相关人可采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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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修订和评价在突发事件情况下主要指南的适用性。

B. 主题

伦理问题感知的改变

突发事件往往可为在时间和地点受限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提

供有意义的机会，这种研究涉及的人是直接受累者或高危受累

者。这种研究可能涉及收集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或生物学标本，

从而引发对保密的关注。

在突发事件时伦理问题感知变化的示例是风险和利益问

题。许多研究伦理指南强调受益和无伤害原则的重要性（见学

习目标 1.3），并且一般只有在期望的利益适度地大于风险时，

才会同意研究对象所冒的风险，这是合理的。例如，加拿大三

大研究理事会政策宣言认识到这种限制，故建议对研究伦理审

查应采取合适的方法，审查的层级由研究对象的可预见的风险

所决定（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
在突发事件时对伤害风险的感知可能是不同的。求生的

欲望可能使得一些人急需获得任何种类感知的帮助，而不管潜

在的权衡结果如何，个体可接受的风险比在非突发事件情况下

要接受的风险更高。感知的相似变化可发生在制定政策时，例

如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基于未达到最佳的证据来制定疫苗接种政

策（Jefferson，2006）。同样，虽然所研究的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

还未得到确认，但受感染的或易于感染的个体可预知会愿意参

与在高致死性感染大流行期间的三期临床试验。Chor 及其同事

（2009）认为，中国香港医院的 2255 名卫生保健人员样本中接受

大流行前疫苗接种的意向从 H5N1 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Ⅲ级预

警为特征）的 28.4% 到 H1N1 时（世界卫生组织的Ⅴ级预警为特

征）的 47.9%。最近世界卫生组织的咨询组认为，虽然知道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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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性干预措施是与已确立的逐渐发展的药物和干预措施管理和

控制系统背道而驰的，但是为患者和发生疾病的高危者提供这种

措施在伦理上仍是必要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
虽然主要的国际指南是一致的，对符合要求的人员参加

试验需获得同意是强制性的，但有些指南规定获得脆弱人群

的同意可能需要特别的程序，故倾向于不直接提出暂时的环

境和因素问题（如大流行），以免影响人们坚持其通常倾向于

参加研究的能力。同样，通则强调“调查者应该寻求为预期的

对象或代表提供足够的机会来考虑是否同意参加试验的环境”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1991）。

角色和关系

许多研究伦理文件提供一些有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

系方面的指导。例如，赫尔辛基宣言指出，当潜在的研究对象与

医生（研究者）之间呈依赖关系时，研究者应更加注意（条款 27）。
这些例子显示大多数研究伦理文件可为医患关系类型方面提

供指导，在这种关系类型中假定治疗的医师是研究者，而研究对象

为患者。但是，在突发事件时并非所有受累者都是患者，也并非所

有研究者都是医师。例如，有些受累者可能已失去安全的家园，缺

少卫生保健或其他基本需求。另一些人可能间接受影响，如直接

受累者的家人。在整个突发事件期间，可采用各种方法来收集资

料，但并非所有资料都是临床的或者总是由临床医生来收集。

在突发事件时进行研究的人员未必是政府公共卫生当局，

但可以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志愿者。这些

人往往按不同的专业标准和规章开展工作，这主要取决于其所

工作的机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组织不一定属于强制遵守

指南的机构（如大学机构），所以对于他们受主要研究伦理指南

约束到什么程度尚不清楚。

然而，大多数国家研究伦理指南强调研究必须由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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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来实施和监督。例如，赫尔辛基宣言在其指导原则中清楚

地说明“对患者或健康志愿者的研究需要有能力的和有资质的医

生或其他卫生保健人员来监督”（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2008）。
同样，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认为“人体受试者的研

究应该仅由有资质的和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进行或由他们来严格监

督”（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2002）。
然而，在突发事件时，在确定什么是研究以及谁是研究者时

可能缺乏一致性。这种不一致使得研究者难以被确定，例如，为

非政府组织工作并收集有关突发事件受累者资料的志愿者是否为

研究者，以及其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是否应根据指南来作出保证。

研究诚信和利益冲突

维护研究诚实对维护公众信任和为良好决策提供合适的依据

是至关重要的。对研究诚信的主要威胁之一是存在利益冲突（见

学习目的 7.3）。一个经常被引用的问题是研究者与制药公司的

关系可能对研究结果有影响（Thompson 1993；Emanuel et al.2000；
Bekelman et al.，2003）。因此，研究伦理指南以及编辑出版政策倾

向于强调详细披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例如，国际医学期刊编辑

委员会指南（2013）指出，“研究者负责披露可能导致其工作偏差

的所有财经和个人的关系” 。此外，几乎所有的主要指南包括利

益冲突章节，如加拿大三大研究理事会政策宣言第 7 章（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

的准则 2（伦理审查委员会）、准则 3（外部资助研究的伦理审查）

和准则 20（加强伦理和科学审查以及生物医学研究能力）（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2002）和赫尔辛基

宣言的条款 22、26和 36（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2008）。
利益冲突和诚信问题在最近的突发事件期间受到公众的监

督。例如，在 2009 年 H1N1“猪”流感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对少数

大药厂正在生产的疫苗效果有许多争议（Henderson 2007；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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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er，2010；Alahmad et al.，2012）。英国医学杂志和新闻调查局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独立调查显示，有证据表

明对如何处理专家的利益冲突出现了令人烦恼的问题（Cohen & 
Carter，2010）。争论数量有限的疫苗如何分配给国内外所需要的人

们往往在情感上很是纠结（Kotalik，2005；Longini & Halloran，2005）。
虽然研究伦理工具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但它们尚未具体解决在何种情况下设置强制因素来施加压力以

确保研究结果（如药品）尽快获得。有鉴于此，业已表明在突发

事件研究期间应以责任、诚实和透明原则为优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a）。这些原则对减少个体受引诱而滥用“突发

事件”标签以优先获取个人或机构利益的风险确实非常重要。

其他模式和指南

“正常”研究伦理审查需花费很长时间，有时甚至需要数月

（Hyder et al.，2004；Hunter，200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在突发事件期间，及时编写信息对合适的规划和有效

的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如出现延误则达不到预期目的，会

事与愿违。主要的研究伦理通常没有更适合于突发事件相关环

境的其他伦理审查模式。

上述主要研究伦理指南的四个不足之处是最为重要的。由实

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来确定这些缺点，并通过大量工作

试图提供特别适合于突发事件时研究的指南。迄今为止，这些指

南主要针对流感大流行，如美国CDC大流行流感伦理指南（Kinlaw 
et al.，2009）、WHO 对大流行流感公共卫生应对的伦理考虑（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WHO 大流行流感准备和应对指南文件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b）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指南。

现已提出了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的特别备选方案。一

种是 WHO 国际流行应对的研究伦理的技术咨询报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b），该报告指出了在主要研究伦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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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未被广泛提及的下列注意事项：

 ● 通过区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关键任务与非关键任务来

减轻研究监督系统的负担（对不符合豁免或加速审查的非

关键任务可留在突发事件后进行审查）；

 ● 比例性审查，如提出的研究计划的审查层级与其危险水平

相匹配；

 ● 快速审查（虽然达不到忽略或减少尚待满足的伦理原则）；

 ● 建立突发事件前研究方案（部分）库；

 ● 建立维基样平台（wiki-like platform），储备突发事件研究设

计的最佳实践；

 ● 在方案的“滚动式”审查或同步审查中，一部分被通过，另

一部分还需随项目启动做实时修改，并且接受有条件的监

督和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定期复审。

C. 案例研究

尼日利亚的特洛芬（Trovan）试验

Stephens J（2000）.  Where profits and lives hang in 
balance，Washington Post，17 December 2000（http：// www.
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0/01/
AR2008100100973_pf.html）.

参见 http：//www.pfizer.com/files/news/trovan_fact_sheet_
final.pdf.

D．总结

国际上使用的大多数研究伦理指南是为在正常情况下进行

研究的临床模式提供指导。突发事件的情境与进行标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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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稳定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因此，参考指南的主要框架对指

导突发事件期间的伦理研究行为用途不大。在本章节学习目标

中探讨了特定的不足之处，包括目前主要研究伦理指南涉及以

下几种情况的事实：

 ● 主要强调在临床研究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如研究

者通常是卫生保健人员。

 ● 提出伦理审查模式，这种模式需要的资源和时间可能在突

发事件期间难以获得，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

 ● 不强调可能影响紧急情况下受试者“避免强迫和不适当的

影响”的其他因素，这些受试者的脆弱性从突发事件前就

开始变化。

 ● 公共卫生工作者必须知道主要研究伦理文件的不足之处，

应努力工作以提供操作方案（operational alternatives）。这

可能包括指南的重新定位或局部修改，而并不一定要形成

全新的指南模板。突发事件的复杂性会成为需要及时编写

信息的状态。然而，这不应作为开展研究不符合尊重研究

对象及其社群权利的伦理标准的借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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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2：
在突发事件期间实施公共卫生干
预、监测和研究时确定适当的伦

理审查程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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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2：在突发事件期间实施公共卫生
干预、监测和研究时确定适当的伦理审查程
序的能力

当伦理监督被认为是为公共卫生活动所必需时，重要的是

这样的监督质量要高。学习目标 2.1 描述在研究时应该遵循的

标准程序。学习目标 2.2 描述公共卫生监测活动也应接受伦理

委员会审查的情况。学习目标 2.3 描述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特别

有用的伦理审查标准程序的备选方案。

学习目标

2.1 描述可以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共卫生研究）的伦理审查

的“标准”程序。

2.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应接受正式伦理审查的情况。

2.3 描述适用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研究的伦理审查标准程序的

可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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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2.1：描述可以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
共卫生研究）的伦理审查的“标准”程序

Kenneth W. Goodman, Sergio Litewka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20 分钟

（20 分钟）

21～45 分钟

（25 分钟）

46～70 分钟

（25 分钟）

71～85 分钟

（15 分钟）

86～90 分钟

（5 分钟）

介绍 辩论
案例研究与

讨论
讨论 总结与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单元，并提供伦理审查“标准”程序的背景资料。

2. 教员确定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主要（概念）

差异。

3. 教员将学员分组，并要求他们对“是否有改变研究伦理

委员会审查标准的情况？”这一问题提出赞成或反对的

理由。

对教员的要求：参见对突发事件的研究审查所特别提出的

特殊挑战，举例如下。

4. 教员提供案例研究，要求学员回答以下问题：

 ● 确定合适的案例往往是研究项目的第一步。这里研究

的问题可能是什么？

 ● 如果这是一个研究性课题，作为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

你会提出什么问题？

对教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确定这项研究性课题为监测和干预，而不是研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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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其他人可能会反驳这个结论。

用这个案例来说明要确定介于研究和监测之间的研究性课题是

否需要伦理审查是很困难的。

5. 教员将学员分为 3 个组，给予每组 8 分钟，对下列三个问

题中的一个表达自己的立场：

 ● 为什么对于研究的伦理监督要费那么多心思？是否可

以不增加研究的不必要费用？

 ●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服务比较费时，这值得吗？为什么？

 ●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应该全体通过吗？对个别方案

投反对票可以接受吗？

6. 教员要求每个组指派一名报告者对本小组的讨论情况进行

总结。

7.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健康研究的目的是产生可推广的知识以促进健康和（或）

增加科学知识。然而，如学习目标 1.1 所述，在紧急情况下有时

很难将公共卫生研究与公共卫生实践（例如，人群监测、疾病预

防控制、方案制定与评价）分开（世界卫生组织，2010）。这两种

活动之间有非常明显的重叠之处。

虽然健康研究的目的是“行善”，但也可能会对受试者造

成损害，包括剥削。研究伦理的作用通常被认为是确保受试者

在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受到尊严和尊重地对待。然

而，学习目标 1.3 也表明，研究伦理领域正在迅速发展。许多机

构和组织一直为其做出重要贡献。例如，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委

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为在中低收入国家工作的研究人员确定的责任中，强调他

们在这些国家开展研究时，在减轻病痛，对受试者的尊重，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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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的敏感性，避免剥削脆弱群体等方面负有责任（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2002，2005）。国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

人类保护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1979）
提出，研究项目协议要确保受试者风险低，公平选择受试者，根

据科学标准而不是考虑成本或便利，以及对知情同意的尊重。

现在这些原则已被普遍接受。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有充分的理由对涉及人类的研究在

实施前要进行伦理方面的审查。对每个研究项目应进行独立的

前瞻性伦理审查，其范围很广，从尊重人权的要求（防止研究中

固有的潜在利益冲突）到建立研究机构诚信的要求（Edwards，
2009）。因此，伦理审查的目的不是阻止研究，也不是延缓研究

或阻挠他们进行的研究。

大多数机构有专门委员会来审查研究的伦理。这些委员

会往往由多学科人员组成，但主要根据所审查研究的类型而

异。重要的是通常要包括“社区成员”或与进行研究的机构无

关联的人员，以保证委员会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的“民主化”

（Klitzman，2012）。
许多涉及人体研究的规则和标准是在研究活动导致的剥

削、不必要的伤害或侵犯人权被曝光后才制定的（见学习目标

1.3）。其他的规则和标准随着学者们考虑到科学家和他们研究

的对象之间的适当关系而变化。

现在，想进行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的人员，在招募任何受

试者前，通常需要提交一份详细描述项目的“研究协议”给研究

伦理委员会。他们的申请书必须描述将如何解决整个研究项目

的伦理问题。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并特别注意下一节

讨论的问题，然后再批准它，或要求在批准前进行修改，或拒绝

它。在有些国家，伦理审查是资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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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题

标准伦理审查所涵盖的领域

项目（包括突发事件期间在内的项目）伦理方面的审查应

该包含 11 个重要方面：对相关情境研究的适用性和社会需求

与预期效用；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社区咨询和参与的作用；

剥削；尊严、隐私和保密；风险最小化；专业胜任能力；公共

利益和公正分配；结果发布；国际合作研究；机构责任与安排

（Sumathipala et al.，2010）。换言之，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会询

问下列主要问题，如：

 ● 治疗和不治疗的风险和潜在利益的平衡；

 ● 提供的知情同意程序的合适性，包括：

— 提供的信息充足，使得未来受试者可以决定是否参加；

— 提供保护使其不遭受不当的影响、免受压力甚至暴力

的影响（即自愿）；

— 确保个人能理解和判断信息并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的

机制；

 ● 保密和信息披露如何处理以及由谁披露；

 ● 对脆弱人群的保护；

 ● 提供应该开展研究的证据以及为避免重复研究的努力；

 ● 对参与研究的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包括以下措施：

— 确保将相关知识反馈至社区；

— 研究小组获得的资源和制定的措施，要确保不损耗当

地资源；

— 减少有可能妨碍需求评估、医疗保健、救济分配甚至搜

救的研究活动。

有些资源可用于引导研究伦理委员会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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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研究的伦理审查

正如在学习目标 1.3 中所讨论的一样，最初制定的大部分

管理研究的规范性文件是专门适用于临床或生物医学模式。这

些标准中的大部分也适用于公共卫生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但

有些方面可能不同。

 ● 对整个群体危害的担忧可能会增加对个体受试者直接危害

的担忧（但是，如学习目标 4.1 所述，在突发事件的研究中

个体伤害也是可能的）。

 ● 对参加研究项目的个人知情同意的要求可以被豁免（见学

习目标 4.3）。
 ● 退出研究的能力可能被限制。

 ● 汇总数据的使用可以减少对个人数据的身份识别信息的担

忧，但提出了“群体隐私”、文化或社会权利的问题。

由于这些不同的担忧，被指定审查公共卫生研究的研究伦理

委员会要求各成员熟悉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的方法和伦理问题。

此外，虽然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只包括一个社区成员，但

专注于公共卫生研究的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包括多个社区成员。

突发事件的研究提出的挑战

研究设计

对突发事件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经验和伦理问题。例如，在

研究如何最好地应对海啸后或流感大流行危机开始时人们的需

求时，从伦理和后勤保障来看，随机对照试验是不合适的。相

反，可对这种突发事件期间或之后社交媒体的应用情况进行研

究，以确定医院里最需要的资源种类和确定最需要疫苗的社区。

专家

假定研究伦理委员会收到一份在突发事件之前、期间和

之后监测社交媒体的研究协议（Petrini，2013；Stephen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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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如果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是没有公共卫生经验的临床医

生，则委员会可能缺乏必要的专家来审查协议。当委员会成员

中未找到专家时，应寻求外部专家的帮助。

来自社区的代表

研究伦理委员会应包括社区代表。然而，在发生严重公共

卫生后果的突发事件时，维持这类代表性可能是困难的。应牢

记社区代表的“代表性”，因为有些突发事件可能会影响某个人

群，从而导致委员会中此等人群的代表性不足。

改变规范

临床实践通常遵循“治疗规范”。然而，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缺乏资源或配给的情况下，可改变治疗规范（见学习目标 7.1）。
例如，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呼吸机或医院床位短缺可能导致无

法保持日常治疗水平。

应该允许研究伦理委员会考虑和批准采用不同于非紧急突

发事件情况下的研究规范（Limkakeng et al.，2013；Sims et al.，
2013），但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案例应作出说明。特别是很有可

能提出的知情同意问题。例如，在突发事件期间和之后社交媒

体流量监测的研究协议可能不需同意就可被批准：

 ● 由于调查人员事先不知道谁会使用社交媒体，不能事先得

到他们的同意。

 ● 一旦危机开始，没有时间获得社会媒体用户的同意。

 ● 为了研究而中断应急通信的思想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本身是成问题的。

如果对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共卫生研究）伦理审查的标

准程序无法遵循时，伦理委员会可能会采用其他可替代的要

求。在上述讨论的社会媒体研究的案例中，委员会可以要求预

先通知社区他们使用的社交媒体可能被监测。一般而言，一旦

建立了融洽和信任的关系，使用改变的伦理审查规范来研究社

群可能会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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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例研究

“在 2003 年 3 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在全球暴发

期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经过一系列努力，系统地

识别潜在的 SARS 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中发生的这些病例。作

为这些活动的一部分，CDC 专注于通过航空旅行者之间的偶然

接触而传播的 SARS 潜在病例。CDC 要求州和地方公共卫生

机构协助追踪调查潜在的密切接触者。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

期，CDC 认为如果有人已知或怀疑 SARS 的感染者最近已飞入

美国或已在美国境内，则需确定飞机航班，联系航空公司以取

得旅客名单，然后要求州或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帮助找到与这

个感染者共乘这个航班并有可能已暴露于 SARS 的人。有时，

获取旅客名单并定位被指名的个体可能会导致 3～4 周从 CDC
怀疑可能暴露到开始调查的管理延误期。尽管如此，CDC 要求

州或地方机构监督医生对与确诊或可能 SARS 病例乘坐同一航

班而未被感染的健康乘客采集血样并获得流行病学史。当管

理延误期延长时，对无症状个体进行血液检查的时间段会超过

SARS 的可能潜伏期，而检测仅显示他们可能已经被感染。因

此，检测不会直接使没有发病的非病例的无症状个体受益。

来源：Hodge and Gostin（2004），pp. 34-35.

D．总结

目前，伦理审查被广泛地看作是人类受试者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单元概述了伦理审查的核心要素，描述了伦理委员

会经常讨论的领域或主题，并指出了隐私、知情同意、对脆弱人

群的关注和负担及利益公平分配等价值观的作用。该课程还详

细说明了发生突发事件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通过致命性新病

毒暴发的案例研究，模拟讨论对这些公共卫生威胁所带来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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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进行伦理审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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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2.2：确定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应接受
正式伦理审查的情况

Kenneth W. Goodman

课程时间表（75 分钟）

0～25 分钟

（25 分钟）

26～30 分钟

（5 分钟）

31～45 分钟

（15 分钟）

46～65 分钟

（20 分钟）

66～75 分钟

（10 分钟）

介绍 阅读
案例研究与

讨论
辩论 总结与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本单元。

2. 教员将学员分为两个组，并要求学员讨论为什么研究伦理

委员会有时必须对监测进行审查。

对教员的要求：通过解释有时道德允许或要求的行为是违

法的，而有时合法的行为可能不道德来强调法律法规与伦理道

德之间的差异。法律有时要求的研究监督是太多还是太少？

3. 教员向学员介绍案例研究，并要求他们回答下列问题：

 ● 为什么没有正式审查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请在知

情同意和保密方面考虑答案。

 ● 由于机构确定活动是研究的一部分（见提示），因此需要

审查。机构是否因正确的理由作出正确的决定？

教员：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的领导人员确定这个项目为

研究，其理由是“研究所产生的信息旨在有助于可推广的知识、

涉及人类受试者以及个人身份可识别的健康数据的收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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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有争议的。

 ● 该项目旨在评估此类检查对医院筛选方案的价值所在，

而不是研究本身。是否有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方面的

其他替代做法既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又无需满足机构

必将此活动归类为研究的要求呢？

 ● 如果有的话，正式的伦理审查仍然有用吗？为什么？作

为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你会问什么问题？

4. 教员将学员分为 3 个小组，每组 8 分钟，回答三个问题中

的一个：

 ● 哪种监测应该接受正式的伦理审查？

 ● 哪种监测不需要这样的审查？

 ● 为什么不要求研究伦理委员会来审查除研究性研究外

的所有监测研究？

5.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派一名报告员来总结小组的讨论。

6. 教员总结会议，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关于如何区分和采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公共卫生实践（包括

监测）与研究的问题是生命伦理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研

究情况下保护人体受试者的机制演变已近一个世纪，现已与开

展公共卫生监测的日益强大的工具共同发展。我们既要监测公

众的健康，同时又要保护人们避免研究滥用，这种看法是完全

一致的。在某些类型调查中出现的挑战是要同时兼顾两者。通

常研究需要正式的伦理审查，但监测则否。

研究和监测之间的区别之一是研究通常涉及某种干预措施：

使用或拒绝药物（或安慰剂）、设备测试或治疗探索。换言之，受

试者暴露于可量化的风险中。有人认为，“研究与公共卫生实践

之间的区别与无论哪种活动给个人或社区带来的风险程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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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然而，有无风险以及风

险大小是确定是否需要伦理审查以及伦理审查范围的标准之一。

许多监测是基于数据和（或）信息收集。事实上，对于多种

广为接受的、在伦理上无可争议的监测，受试者不知道他们的

信息正在被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标准来确定监

测活动应接受正式伦理审查的情况？

对教员的要求：复习学习目标 1.1 和 1.2 提出的问题“何谓

监测？”，并要求学员“确定公共卫生研究、实践和监测的区别”。

B. 主题

公共卫生监测正式伦理监督的伦理基础

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科学源自对使用人口健康数据模型来

防止传染病蔓延的认识。也就是说，许多个体的汇总数据可以

用来宣传教育、制定政策、提高群体健康。在某些情况下，特别

新的监测项目只是暂时得到实施。决定是否获取这些数据需要

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民间团体对个人健康相互承担责任的水平。

 ● 公民有义务允许使用他们的健康信息，尤其是在为了保

护和改善他人健康而进行适当的健康信息维护和管理时

（Goodman & Meslin，2014）。
 ● 虽然这会导致自主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但人们普遍

认为集体同时放弃一些自主权是一种道德义务（Lee et al.，
2012）。换言之，监测可以被理解为公共卫生，如同用于交

通的信号灯，或用于市政基础设施的税收。

 ● 由于监测期间收集的信息可能非常个体化，并难以处理，

故越来越需要大型数据库来存储和分析信息；同时，由于

公众对监测机构的信任是成功的关键，故必须采取适当的

措施以确保相关用户恰当地使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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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的基础是公众信任的价值观，对招募过程的信赖

以及为了保护它而开展的社群合作。当一个区域或行政区的

居民或公民理解并知道从公共卫生服务所获得的利益时，对提供

服务的人们便有了信任基础。一般来说，至少有些地区的人群不

仅信任公共卫生当局，而且认为这些机构已经在使用他们的存储

信息，并欢迎其使用（Meslin & Goodman，2010）。然而，这种信任

可以被损坏或降低。例如，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艾滋病危

机的早期，某些司法机构利用血清学阳性数据来隔离HIV感染人

群；使用这些信息导致的歧视可破坏对监测机构的信任。

倡导对监测进行正式伦理审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加强信

任。如果审查可以在不妨碍监测的情况下完成，原则上可有助

于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人们正在采取透明、包容的方式来收

集和分析数据。

对监测进行正式伦理审查的理由

将需要审查的研究和不需审查的监测分开有充分的理由。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监测的哪些种类或范围应该被审查？开

始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详细列举在研究伦理审查时通常

提出的一些问题。

 ● 有效同意

对接受知情、能胜任、自由行动的受试者的许可要求作为

伦理干预研究的基石，这一点一般是无可争议的。虽然监测不

一定需要同意（见学习目标 3.2），且在开展大规模工作时征得

同意有时是不可能的，但知情或有效的同意是与特定种类监测

的参与者建立联系并表示尊重的有效方式。

 ● 隐私和保密

如果要收集到能识别身份的数据，则重要的是要有适当的规

定来保护数据，以免使用或披露不当。此外，种族、民族、宗教和其

他亚群在使用代表整个群体的数据时有风险，因为即使删除了能识

别个人身份的汇总数据也可对亚群造成伤害（见学习目标 3.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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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情况下，正式的研究伦理审查可以发现问题，建议和（或）

要求最佳实践或其他支持，或有助于改善措施以保护隐私。

 ● 弱势群体

某些人群（包括儿童、孕妇、残障者、囚犯、士兵和少数民

族）对研究审查构成了特殊挑战，对此已有广泛的共识。当对

这些人群进行监测研究时，应咨询研究伦理委员会以确保这些

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使他们不暴露于比平时高的社会风险。

如上所述，如同信任对公共卫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样，这些

问题可以为监测研究的正式伦理审查提供依据。

虽然根据上述理由对监测的正式伦理审查可能是合理的，

但重要的是，审查应与所提出的监测带来的利益相权衡。如果

正式审查被过度使用，或要求太宽泛，它可能一开始就会阻止

监测。协调专门的公共卫生实践有很多方式，并非所有公共卫

生实践都要求委员会进行逐个的前瞻性审查。例如，对于破坏

或违反保密，普通数据保护法和普通法律赔偿有时可被认为是

足够的（Edwards，2009）。“正式伦理审查”这一术语并不一定

要求所有受试者提供知情同意，且至少有些审查可以被加速。

C. 案例研究

蛋白质 - 热量营养不良增加了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可延缓伤

口愈合，削弱免疫应答。这些影响可以增加住院率和延长持续时

间、增加再住院率和疾病相关并发症。用于检测蛋白质 -热量营养

不良最常见的实验室检测项目是血清白蛋白水平。然而，白蛋白

的有用性受到半衰期长的限制，其变化不能被迅速检出，同时炎症

和慢性疾病（如肾脏、肝脏疾病）对白蛋白的水平也有影响。其他

更敏感的实验室检查项目包括血清前白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和

C反应蛋白。使用这些检测方法可以更快地评估病人的病情。

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确定医院筛检方案并通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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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这些蛋白质对病人进行监测的附加值。所有有一定营养风

险的非孕产妇、非姑息疗法和非肠道外营养的住院患者才有资

格被要求接受干预措施。拒绝参加试验的患者要解释他们的决

定，对他们的反应做匿名记录，用来制定增加今后类似病人参

与活动的方法。纳入的患者将接受目前医院的营养保健标准。

如果参加试验的患者需要肠道外营养或过渡到姑息治疗，他们

愿意接受，则不会从这个项目剔除。

对所有病人要首先用四种检测指标（白蛋白、前白蛋白、视

黄醇结合蛋白和 C 反应蛋白）中的一种检测蛋白水平，给予床

旁营养评估和治疗计划。在住院期间安排每周三次的后续检

测。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将获得标准治疗和附加实验室检

测所推荐的标记物，但结果不与患者及其照顾者共享。在干预

组，检测结果与病人及其照顾者共享。将两组的临床结果（包

括住院时间、呼吸机使用天数、感染率）进行比较，以确定知道

实验室结果是否会影响临床结果。收集的数据将包括患者的蛋

白检测结果、费用、人口学信息、高危因素和作用。

来源：摘自 Hodge & Gostin，2004

D．总结

建立国际和国家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正式审查规章，可

以对研究期间发生严重虐待人的事件的处置做到有法可依（见

学习目标 1.3）。现已很好地建立了研究伦理委员会的程序和

制度（见学习目标 2.1）。迄今这些程序和委员会仅考虑研究审

查，而公共卫生监测活动是否也应该（至少有时）要接受正式伦

理审查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豁免这种审查的理由包括监

测相关的风险一般非常轻微，且通常由专业机构和案例法进行

管理。此外，这个程序增加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责，而其中

一些职责已经不堪重负，并可能会阻止某些对公众健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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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相反，考虑正式伦理审查的理由包括认识到虽然受试者

可能暴露于没有其他方面管理的社会风险，但这样的审查可以

有助于在公共卫生组织与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建立信任，正式

伦理审查可以为监测人员提供有用的指导。总的来说，“研究”

的传统定义在某些情况下还不足以对是否需要正式伦理审查

作出决策，因此要重视推动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张　皓　潘会明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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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2.3：描述适用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研
究的伦理审查标准程序的可能变化

Athula Sumathipala

课程时间表（75 分钟）

0～5 
分钟

（5 分钟）

6～15 
分钟

（10 分钟）

16～30 
分钟

（15 分钟）

31～40 
分钟

（10 分钟）

41～65 
分钟

（25 分钟）

66～75 
分钟

（10 分钟）

介绍 小组讨论 大组讨论 幻灯片展示
案例研究

和讨论

总结与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单元，并简要让学员回顾一下伦理审查的标准程

序（见学习目标 2.1）（5 分钟）。

2.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并要求学员思考以

下问题（10 分钟）：

与人类受试者研究的标准审查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该

标准审查是否适用于突发事件期间的研究？

3.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派一名报告员来总结小组讨论（15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后来报告的各组仅报告前面其他组还

未提到的内容。

4. 教员使用幻灯片，展示一些已在文献中讨论的与伦理审查

标准程序的一些差异（10 分钟）。

5. 教员重新召集学员并展示两个案例研究。

6. 教员要求 3 个组皆回答两个案例研究之一的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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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把这个项目归为研究还是监测？

 ● 项目是否需要专门的伦理审查？

 ● 如果是的话，你认为标准程序的更改是否合适？

 ● 伦理委员会是否会与预期的常规研究一样坚持要完整

的须知单和同意书？

 ● 有无需要快速审查的情况？

7.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派一名报告员来总结小组讨论（10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后面报告的各组仅报告前面其他组还

未提到的内容。

8.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关于研究伦理审查的全球性思想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仍可以确定研究伦理审查的长期的主要动

机：找到“危害最小”的方法来开展研究。当研究伦理程序变得

明显不适应时，了解这种动机对创新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随

着研究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预期伦理审查的一些准则

也将发生演变确实是合理的。

与这个单元特别相关的内容包含对复杂紧急情况下开展研

究进行审查的新方法之目前审查监督框架。人们普遍认为紧

急情况下应该开展研究，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开展研究才是

不道德的，尤其是考虑到研究存在“九一开（10/90），即健康问

题多资源少”的情况（Sumathipala et al.，2010）。当然，这种“当

务之急”不应让剥削资源匮乏地区开展简易廉价研究的历史不

公长期存在下去（Sumathipala & Fernando，2014）。然而，由于

研究对突发事件的基于证据的管理是必需的，这一点已被广泛

接受，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面对要提供监督的要

求。由于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现有有关人类受试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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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南和规范可能不足以解决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所

有问题。

最初可能会认为，需要对突发事件的研究进行更严格的审

查，以确保遵守一般伦理原则，保护受试者。同时，情况可能是

这样：研究伦理委员会觉得更多地参与比较困难。因此，对于

突发事件的研究，伦理审查标准程序可能需要做出某些变通。

本单元涵盖的一些选项在文献中已有描述，故应要求学员对其

他可能的机制进行思考。

B. 主题

标准程序的可能变化

对于紧急情况下进行的研究，大多数伦理问题不是突发事

件所特有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因此，人们可

能认为，非专门针对管理人体受试者研究的国家和国际指南已

圆满解决了这些问题，且伦理监督程序应该是相同的。

通常人们强调突发事件期间脆弱性增加的可能性（Sumathipala 
et al.，2010），但人们对这个假设已提出挑战（O’Mathúna，2012）。
例如，在一个由不同背景专业人员以及俄克拉何马州和纽约世界

贸易中心袭击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参会者认为幸存

者不一定是脆弱的（Kilpatrick，2004）。然而，在复杂的灾害情况

下，如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2013 年的巴基斯坦地震，在受累最

严重的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全部倒塌，这与俄克拉何马州爆炸和纽

约世界贸易中心袭击等有限的人为灾害不同。

灾难幸存者并不一定脆弱的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

所有伦理学家的认可，而且这种观点受到灾害研究和伦理工作

组的挑战（Sumathipala et al.，，2010）。该工作组的一个担忧是，

全球差别和社会中存在的差距在灾难中被进一步扩大，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该工作组采取的立场是，就本身性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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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灾害能使个体和社会群体脆弱，特别是弱势群体。因此，在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灾害中涉及人类受试者的任何研究应该需

要严格的、连续的伦理审查，比在非紧急情况下的研究要更加

保持警惕并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Sumathipala et al.，2010）。
目前的挑战是在突发事件期间要确保对受试者的尊重和

尊严，同时对社会有益，并找到进行研究的“最低危害”方式

（Sumathipala & Fernando，2014）。为实现双重目标而提出对伦

理审查标准程序的可能变更，包括加快审查，权衡风险和收益

的比例，专项的严格审查，速度和灵活性与审查严格程度的结

合，尤其对可预见的、重复的突发事件之通用预期协议的准备，

以及积极主动的伦理审查。

 ● 加快审查

加快审查或委托审查通常用于风险很低的研究，或没有

新的或令人担忧的伦理问题（Tansey et al.，201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虽然“加快”这个术语意味着限制或障碍

的清除，但加快审查不应被误解为研究伦理委员会放松对常规

程序的全面审查（Tansey et al.，2010））。虽然加快审查在例外

的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应该极其谨慎地进行（Sumathipala 
et al.，2010；Tansey et al.，2010））。因此，加快审查不应被理解

为只是为了方便而绕过正常审查的一种途径；相反，限定词“加

快的”仅提示审查所需的时间应该缩短。

 ● 通用协议

通用协议完全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前提前制定，特别是

当这些事件可以预见或经常发生时（Sumathipala et al.，2010；
Tansey et al.，2010）。一旦已经制订通用协议，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对其进行修订。当灾难来袭时，这种方法可以有助于及时实

施研究和及时进行审查。

 ● 预批准协议

对通用协议也可以预先审查，允许在特别紧急情况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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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修改完善，并加快重新审查。因此，在周期性或复发性突

发事件的研究开始前，可以进行最后的伦理审查和批准。应

与受影响的社区商量后开始研究（Sumathipala et al.，2010；
O’Mathúna，2012）。

 ● 审查豁免

在复杂的突发事件期间，建议对常规项目实施、需求评估

和常规收集的数据分析实行审查豁免（Schopper，2011）。然而，

豁免对评估需求的审查可能会损害协调，如同 2004 年印度洋

海啸后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进行了多个需求评估，但没有形

成有形的成果，从而增加了幸存者的不满情绪（Siriwardhana et 
al.，2012）。

对一些公共卫生研究项目豁免审查的理由可能是，对受试

者可预见的危害或不适不会超出日常活动中可预期的危害或不

适。当然，“日常活动中的风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具有新的含

义。因此，对公共卫生研究项目的伦理批准可能是不必要的这

一建议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在突发事件研究期间，豁免审查

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惯例。

Angell（1997）强烈表达了为什么持续监督是必要的理由：

“伦理规范明确规定关心研究的人类受试者是研究者的主

要义务，这一理由强烈诱导研究的目的要服从于受试者的利

益。当研究的问题非常重要，且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大大改善

未来病人的治疗时，这尤其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明

确提出快速获得研究问题的明确答案是主要的伦理义务。那

么，即使拥有最无私的动机，研究者也可能发现自己超越了禁

止将受试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底线。一旦越线，为了

达到研究目标就几乎不可能去维护患者，其利益受到无情的

忽视。

违背正常审查程序的框架

业已表明，研究伦理委员会根据实际的或操作的标准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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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项目，与非紧急情况下进行研究的标准有所不同，这在伦理

上可能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Edwards，2013；Limkakeng et 
al.，2013；Sims et al.，2013）。现已提出违背正常审查程序的框

架（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2009；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
Sumathipala et al.，2010；Tansey et al.，2010；Schopper，2011）。
例如，Tansey 等（2010）提出“紧急伦理审查的框架在方式上明

确将增加警戒（与专项审查的警戒相似）与增加程序弹性（与加

快审查相一致）相结合，与感知的风险和研究协议相关的特殊

情况相一致”。然而，许多框架是通用的。除了灾害研究和伦

理工作组（Sumathipala et al.，2010）以及人道主义危机行动健康

研究（Curry et al.，2014）提出的指南以外，可以明确地指导审查

程序的资源还不多。

对违反正常审查程序的担忧

违反正常审查程序的危险在于他们可能会破坏研究目标

2.1 中列出的研究伦理审查的 11 个重要领域。有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是审查协议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对剥削问题的忽略。突发

事件使得某些个体脆弱，且增加社会群体如儿童、妇女和贫困

社团和个人现有的脆弱性（Sumathipala et al.，2010）。突发事件

也可能加大社会内部和全球层面现有的差距。伦理审查标准程

序的变化必须坚持剥削最小化的目标。

标准审查的变化可能会增加治疗误解的风险（见学习目标

8.2）。当研究与人道主义援助或临床治疗结合时，对开展的活

动是常规治疗的一部分还是研究的一部分尚不清楚。当提供给

潜在受试者的信息不足时，这可能特别容易导致混淆（如没有

明确提到研究，过于强调项目的治疗意图）。即使伦理审查标

准程序发生变更，也必须确保知情同意程序以减少受试者将研

究误认为治疗服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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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例研究

案例讨论 1：

为了便于对新的致命性病原体的高危感染人群接种新疫

苗，建议一周内由小型专题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来评价人体中新

疫苗的效果，并将审查意见提交给主席，由主席审核并将委员

会的决定告知研究者。

在实验动物的研究完成前，委员会要批准新疫苗用于有即

时风险的人群。该疫苗将一次性在一个社区使用，以便与由等

待药物的人员组成的对照组人群进行比较。随着疫苗生产越来

越多，被纳入研究的社区也越多。

为方便疫苗接种，增加接种率，可在零售网点分发新疫苗，

而无需征得被招募社区的同意。伴随新疫苗的宣传单会提供相

关信息，社区成员可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是否使用。此外，还可

通过短信开展公共健康活动，以提高对新疫苗的认识。

随着有更多的疫苗效果的信息可以获得，研究人员建议应

定期向伦理委员会通报信息宣传单的修改情况。对数据应进行

连续评估和定期分析，如果出现伤害结果，可以迅速停止研究。

来源：Edwards（2013）

案例讨论 2：

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早期发现对公

众释放的病原体，往往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因此当局非常希望

能尽快发现生物恐怖袭击。他们设置了一个系统，公共卫生部

门通过该系统可收集处方药的销售数据，从急救部门收集日志

信息，从大型社区雇主收集旷工数据。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

据，当局可以确定毒素制剂引起的症状以及释放的位置，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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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规模作出可靠的推测。然后，他们可以部署适当的控制队

伍和分配资源以应对攻击。

递交公共卫生办公室的数据具有可识别的个人身份信息，

即每个药店购买、急诊室住院和缺课旷工报告都与个人有关，

有时还包括地址、信用卡号码和雇主等数据。当局认为，如果

要征得其同意，保护其隐私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则无法采取行

动，并失去挽救许多人生命的机会。

资料来源：A composite case，but see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2009）

D．总结

该单元讨论了适用于突发事件期间研究伦理审查标准程序

的可能变更，并对提前准备可预见和经常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一般协议和获得预批准作为突发事件发生后实施研究的策略

做了讨论。对加快审查以及审查豁免作为方便公共健康研究，

避免延误的可能选项进行了讨论。但是，加快审查的目的是加

快审查速度，而不是放松审查的常规程序。审查豁免仍具有高

度争议性，应该作为例外，而不是惯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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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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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3：
应急响应期间监测时确定公共利

益与个体自主权冲突的能力

当地卫生工作人员与来自“无国界医生”的专家一起工作，

对死于埃博拉病毒病患者的房子进行消毒。刚果民主共和

国，2007 年

来源：WHO/Christopher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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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3： 应急响应期间监测时确定公共
利益与个体自主权冲突的能力

尽管公共卫生活动（包括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公共利

益或者提高公共福利，但是它也会危害个人和社区的利益。在

从事公共卫生活动期间，公共卫生人员应该了解可能给个人和

社区带来危害和利益的确切性质（学习目标 3.1）。考虑到危害

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要确保获得知情同意，在学习目标 3.2 中

有这方面的建议。公共卫生人员也应该了解应急响应期间应

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隐私和保密（学习目标 3.3）。对生物学

材料私密性的保护措施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措施在学习目标

3.4 中进行讨论。学习目标 3.5 描述了公共利益可能会优先于

社区个体成员自主权的一些情况。

学习目标

3.1 确定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导致的对个人和社区的危害和

利益。

3.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何时需要个人或社区明确的知情同意

并评价其相关因素。

3.3 评价突发事件期间保护隐私和保密所需的措施。

3.4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保护和收集数据以及生物学材

料所需的特殊措施。

3.5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公共利益可能否决个人自主权

的某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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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1：确定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导致
的对个人和社区的危害和利益

Dónal O’Mathúna

课程时间表（105 分钟）

0～5
分钟（5
分钟）

6～25
分钟

（20 分

钟）

26～30
分钟（5
分钟）

31～35
分钟（5
分钟）

36～50
分钟

（15 分

钟）

51～60
分钟

（10 分

钟）

61～70
分钟

（10 分

钟）

71～
100 分

钟（30
分钟）

101～
105 分

钟（5 分

钟）

书写和

讨论
介绍 书写 阅读

小组讨

论

班级讨

论

幻灯片

报告

案例研

究和讨

论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要求学员简答下列问题并在小组中分享他们的答案。

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有的话）隔离检疫在伦理上是合

理的？解释你的理由。

2. 教员解释单元并简要描述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可能产生的

危害和利益。

对教员的要求：讨论社会心理性危害、公共利益与个体

权利之间的潜在冲突等概念。社会心理性危害和利益超越生

理学和生物学效应，包括情感、精神、社会、文化和精神冲击

（Williamson & Robinson，2006）。
3. 教员给学员 5 分钟时间，根据下述情况书写一份简要的报

告。情况：地震毁坏了城市区域。根据 Nuffield 的干预阶

段理论，你认为对各个阶段的人应该分别需要采取哪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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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请举例说明（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2007，详见幻灯片）。

4. 教员给学员分发《对 1976 年猪流感疫情的恐慌留给今天 
的教训和关注》（Pollack，2009），并给学员 5 分钟时间阅读

材料。

5.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讨论如何在

伦理上权衡本文讨论的新流感疫苗带来的危害和利益。

6.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位报告者对组内其余人员的讨论

进行总结。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后面汇报的小组只汇报其他组还没有

涉及的内容。

7. 教员报告案例研究并要求各组讨论以下问题：

 ● Chingana 医生推荐的公共卫生监测活动的潜在危害和

利益是什么？

 ● Chingana 医生可能会争辩说他只是简单地收集资料，对

他的发现如何被用来造成偏见或成见不负责任。你对

这个观点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能给出理由支持你的

观点吗？

 ● 让我们假设 Chingana 医生建议进行这项调查而不需获

得知情同意。在与病人的背景访视期间他会询问一些

问题。他声称这是必需的，可以确保所有病人都非常诚

实地回答问题。你会同意这种方法吗？为什么同意或

为什么不同意？

8.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正如学习目标 1.1 所讨论的一样，公共卫生活动（包括监

测）的目的是通过预防疾病或伤害，或者通过识别异常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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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使危害最小化，从而使人受益（Lee et al.，2012）。与

临床医学一样，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心理、社会或生理）的益

处的性质差别较大，但是它们已得到很好的确认（Bernstein & 
Sweeney，2012），包括使用卫生资源更加有效和使个人和社区

更加健康。然而，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有时也会带来危害，就

像益处一样，其危害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可由公共卫生活动的

不同方面所造成（Lee et al.，2012）。例如，危害可能由违反个体

自主权（如强制收集生物学标本）造成。

尽管临床治疗和公共卫生所提供的益处之间有相似之处，

但是他们之间仍有重要的不同。临床医学中的道德困境倾向于

注重在个体水平权衡病人的危害和益处。同一位病人通常会经

历潜在的危害和潜在的益处。因此，该病人就会在最有利的情

况下来判断应接受哪些干预措施和拒绝哪些干预措施。自主权

的伦理原则指出应该允许个体决定他们生命的进程和他们生

命中发生的事件，该伦理原则支持这种方法（见学习目标 3.2 和

3.5）。相反，在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中，益处和危害可由不同的

实体所致。例如，社区利益（公共利益）的形成是以牺牲对个体

权利的尊重为代价的。以隔离检疫为例，即使公共卫生活动一

般都寻求维护个体自主权的原则，但有时也不可能做到在临床

治疗中所期待的那种程度。在传染病暴发期间，通过隔离一些

人员以预防疾病的传播似乎是明智的。理想的情况是暴露的个

体应自愿接受隔离。但是，如果他们拒绝隔离，那么应该违反

他们的意愿对其实施隔离吗？实际上如何强制实施隔离？谁来

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实施多久？谁可以做出这些决定？

这些疑问产生了两个难题：权衡不同实体产生的危害和益

处（见学习目标 3.5 中的描述）和决定由谁来权衡潜在的风险和

益处。由于参加公共卫生项目是自愿的，如同其他医疗干预活

动一样，人们可自己权衡利弊并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在某

些公共卫生干预活动中，为了使社区的利益最大化，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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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接受干预活动。

当公众已对公共卫生当局失去信任时，强制性项目就更具

挑战性。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期间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强调了伦理实践作为构建信任的一种途径的重要性。

例如，一些人支持强制性疫苗项目，这些项目要求人们接

种疫苗或让其孩子接种疫苗。另一些人则不支持这些项目，认

为自愿的方法会增加公众接种疫苗，疫苗接种的全覆盖对群体

免疫是不必要的。决定强制性项目是否合理以及在什么时候合

理，涉及伦理、科学和政治等方面。这些项目的公共卫生益处

可能是明确的，但是对其违反人的自主权造成的固有危害也需

要仔细考虑（Field & Caplan，2008；见学习目标 3.2）。
权衡风险与益处是意识形态上的负担：不同的政治和伦理

理论可能不仅会提出益处由哪些构成，危害由哪些构成的不同

概念，而且还可产生导致每种益处和危害所占的不同权重。可

指导卫生领域决策的主要伦理理论在学习目标 4.2 中讨论。

下列部分包括了一份潜在生理和社会心理的危害和益处的

清单，所产生的危害和益处可作为公共卫生活动和公共卫生监

测的结果。

B. 主题

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的潜在益处

 ● 个体更加健康

积极参与公共卫生项目的个体将因变得更加健康而获益。

例如，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疫苗接种项

目通过保护受试者避免患病，让绝大多数疫苗受种者个体受益。

 ● 社区更加健康

通过对公共卫生的密切监测，社区获得了保护，避免了新

发的卫生问题。对某种疾病发病率的异常升高的响应可能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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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及时，从而反过来限制威胁的影响。此外，大规模疫苗接种

项目可以通过提高“群体免疫”而使整个社区健康而获益（Field 
& Caplan，2008）。

 ● 卫生资源利用更加有效

监测也可以提示对特殊事件的关注度或公众警觉性需要提

高，从而有助于制定相关项目和政策。换言之，公共卫生监测

可能会发现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从而可促进向这些领

域重新分配资源。如果这意味着公共资源让更多的公众受益，

那么促进社会更加公平的益处就增加了。例如，边缘化人群和

脆弱人群（如老人、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的需求会因此得到更加

公平的满足。

 ● 科学研究机会更多

公开进行卫生干预和监测可能会更快地揭示突发事件的原

因。如果是传染病的话，就可以对其预防以防进一步传播，这

反过来可能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新疫苗或药物的

生产。此外，公共卫生活动可以为国际合作打开大门，如在原

先能力有限的地区开展构建公共卫生能力的项目。

公共卫生实践和监测的潜在危害

 ● 不良反应

公共卫生干预不是没有风险，其不良反应可以非常严重。

例如，在 1976 年针对“猪流感”的疫苗与罹患吉兰 - 巴雷综合

征的风险高有关（Pollack，2009）。除了造成上述痛苦之外，令

人担忧的猪流感流行并没有出现，提示疫苗接种项目没有带来

好处。

 ● 失去隐私和（或）保密性

因为没有一种保存数据的方法是完全安全的，所以在公共

卫生实践过程中收集的个人私密信息可能会被故意或无意泄

露。信息泄露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与受累个体有关系的人们，如

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那些照顾他们的人员。例如，祖先会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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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给后代，因此基因资料的泄露会显示家族成员可能都有患

病的危险因素，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伤害（如蒙受耻辱）。

 ● 蒙受耻辱

如果大家都知道某些人罹患了公共卫生关注的疾病，那

么这些人可能会蒙受耻辱。有科学依据的关注或不切实际的

关注都可导致这些人蒙受耻辱。例如 HIV/AIDS 的病人和接

触埃博拉病毒的人员遭受的很多耻辱都来自传播方式的错误

观念。

如果公共卫生活动提示一个社区有某种疾病高发，且可追

溯到与社会通常不能接受的行为有关，则整个社区就会蒙受耻

辱。如果认定某些人员在某些方面有明显异常，那么在宗教或

文化群体中也会蒙受耻辱。如果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指责“引起”

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则会出现某个特定问题。

 ● 违反权利

为了维护所谓的公共利益，突发事件所制造的气氛会使人

权更容易被忽略甚至被违反。由于高估所获得的好处和低估失

去公众信任的负面影响，强制行动可能看起来是公然合理的。

例如，尽管在流离失所者营地收集每个人的生物学标本可获得

最合适的流行病学信息，但是未经同意就这样操作会增加其他

危害的风险。对此必须给予特殊的关注以确保收集这些资料时

不违反个人的权利。

违反权利有时候会被普遍认同。例如，为了公共利益可能

会牺牲个人自主权，但是在允许这样做之前需要认真地进行伦

理论证。在检疫隔离期间或强制疫苗接种时会失去个人自由，

这在伦理上具有特殊的挑战性。Siracusa 原则（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1984）是一套以公共卫生（包括

紧急情况）的名义限制人权的指南。

 ● 有限资源使用的浪费

公共卫生实践和监测的资料有时会逐渐积累而没有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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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利用。发生这种情况有很多意外的原因，但资源是有限的

这一事实意味着浪费资源会损害公共基础设施。资料收集和分

析缺乏规划也同样是一种浪费。

危害最小化

业已提出一些策略以尽量减少监测带来的危害（Lee et al.，
2012），包括尽可能少地收集最简单的数据而达到监测目标；尽

早与个人、家庭或社区建立友好关系，尤其在收集敏感数据或

涉及脆弱人群时；使用严格的数据保护程序；根据新证据尽快

行动；鼓励透明、包容和开放。在采取其他公共卫生活动时要

设想相似的策略。

C. 案例研究

非洲南部某个国家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性传播感染门诊的记

录提示，来自自认为是“有色人种”人群的病人是来自自认为是

“黑人”人群病人的两倍。这个医院门诊部所见到的每个种族

和民族中的其他几乎所有疾病病例数的构成比与总人口中相关

种族和民族的病例构成比相同。即使在控制社会经济状况后，

性传播性感染的分布差异仍然非常明显。

在该国独立之前，政府官员根据外貌、血统、语言和行为将

人们分为四个种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自国家

独立以后，个人属于哪个种族，或属于一个新的“其他”种族都

是自定的。如果当局怀疑他或她为了获得特殊的好处而自定为

哪个种族，就会调查其自定种族的行为。

Chingana 医生作为这个性传播感染门诊部的主任，相信

自认为“有色人种”的人群病人数明显多于自认为“黑人”的

人群病人数，反映出不同种族对这些疾病的生物学易感性不

同。然而，他对相关机制不是很确定。为了给假说提供支持

性证据，Chingana 医生设计了一项将性传播感染症状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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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因素相关联的调查，这些高危因素包括种族和民族 9，10。他

将调查草案提交给他所在机构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以求批准。

该委员会的一位社区代表 Johnson 女士自认为是有色人

种，她反对将人种列入调查内容。她认为有色人种人群已经

被习惯性地认为性生活混乱，不喜欢使用卫生设施，从而蒙

受耻辱。她认为如果有色人种的性传播感染疾病发病率更

高，那么既往对该人种的顽固偏见会进一步加深。此外，她

还怀疑有色人种罹患性传播感染疾病的风险高这一想法，并

要求做进一步的解释。在有色人种的人身上细菌作用会不一

样吗？他们在解剖上有不同吗？她希望将问卷中的种族和民

族问题删掉。

Chingana 医生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他的研究至关重要。此

外，调查结果会导致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会形成控制这些疾病

的项目，从而可降低有色人种的高感染率。

资料来源：Cash et al.（2009）

D．总结

必须要考虑公共卫生实践和监测造成的身体危害，并与

所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权衡。这种权衡会对一些公共卫生伦

理产生重要的挑战：与标准的临床治疗相比，在公共卫生活

动中个人利益有时必须与公共利益进行权衡。即使这些实践

活动是科学有效的，也不会产生明显的躯体伤害，但可能会

违反个体和社区的文化、道德或宗教信仰。伤害会发生在广

泛的社会心理领域而不仅仅只限于躯体伤害（Williamson & 
Robinson 2006）。

9 本文所指的种族是由共同祖先或来源相关联的人群。

10 本文所指的民族是具有共同祖先或来源的一群人所具有的文化和（或）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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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适合进行定量评估，但处理由公共卫生实践和监

测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利益和危害甚至可能比处理身体危害本

身更具挑战性。尽管如此，对他们的评估仍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权衡危害和利益之前，必须先要识别他们，并根据环

境以及道德和文化的信仰给出每个危害和利益的相对权重。

例如，在疾病大流行期间停课对有些社区来说是一项合理的

方法，可保护儿童以免疾病扩散，但在另一些社区，学校可能

是孩子们最安全、最能培养儿童的场所。如果不上学，孩子们

就会遭受更严重危害的风险（Faden，2007）。这些冲突的观点

提示出现突发事件的社区参与有关潜在危害和利益的决策的

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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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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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2：确定公共卫生监测何时需要个
人或社区明确的知情同意并评价其相关因素

Carl Coleman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20 分钟

（5 分钟）

21～35 分钟

（15 分钟）

36～56 分钟

（20 分钟）

56～60 分钟

（5 分钟）

介绍 阅读 小组准备
小组汇报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用幻灯片介绍主题的概况（15 分钟）。

2. 教员分发案例研究，并要求学员 5 分钟阅读材料（5 分钟）。

3.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要求每个小组指

派一位报告人，并给他们10～15分钟讨论以下问题（15分钟）：

 ● 描述的活动是监测，还是研究，或两者兼有？

对教员的要求：根据一些指南，监测和研究的区别取决于

活动的主要目的（见学习目标 1.1）。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适当地应用这种区别还不明确。一方面，活动的长期目标

不是为了产生可推广的知识，而是为了通过形成的国际支持

来改善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治疗，从而让当地人群

受益。另一方面，因为目前获得 MDR-TB 治疗的机会有限，

所以参与这项调查的个体不大可能直接从项目中获益。讨论

应该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上述“主要目的”标准的困难，还

要强调这种标准对决定伦理问题的性质或伦理审查的相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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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否有用。

 ● 在调查中被采集血液的病人有哪些风险？

对教员的要求：主要的风险是病人会被确定罹患了耐多药

结核病。这会导致病人及其家人蒙受耻辱和歧视。这是否会

成为一个问题有赖于病人是否仅根据样本采集的日期和地点

而被确定，同时也有赖于诊所的规模大小和病人的数量多少。

 ● 应该要求病人提供调查的知情同意书吗？如果需要，那

么作为知情同意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披露什么信息？

对教员的要求：有些人认为不需要明确详尽的知情同意

书，因为并没有收集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另一些人则认为征得

知情同意是恰当的，因为参与活动会让个体受到危害的风险增

加，而参与活动对他们的临床治疗是不必要的。如果要获得

知情同意，需要披露的信息可包括检测目的、病人身份可能被

披露的风险、检测结果不会告知病人的事实以及目前能获得

MDR-TB 治疗机会有限的事实。

 ● 病人有权拒绝参加调查吗？

对教员的要求：有些人认为即使不需要获得明确详尽的知

情同意，也不应该对任何拒绝的个体进行检测。这种论点的依

据可能是病人作为自主个体的权利诉求，或者是担心强制检测

会降低病人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从而阻碍公共卫生活动的

开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允许个体拒绝会降低公共卫生调查的价

值（区别“决定参加”和“决定退出”的方法以及探讨何时满足退

出条件可能是有用的）。

 ● 在调查开始前要进行社区咨询吗？如果要，为什么？应

该咨询谁？应该咨询他们什么问题？获得的信息应该

如何使用？

对教员的要求：社区咨询是一项重要的方法，既表达了对社

区的尊重，也维护了病人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信任，还可能会加强

社区成员参与调查的意愿。应该与社区领导人、当地公共卫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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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及有可能纳入调查的代表人员进行商讨。应该给他们提供关

于该调查的目的、方法、风险和好处等可以理解的信息，并询问他

们的看法。如果他们提出问题，负责设计调查方案的人员应该重

新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或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重新设计。

4. 一旦再次召集小组学习，教员要让一位报告人总结其小组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然后让其他报告人补充他们组里的

其他观点。其他学员也可以参加讨论。一旦针对第一个

问题的讨论结束，就开始对其余问题进行讨论，过程相同。

每个问题由不同的报告人牵头（20 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在讨论期间，要在活动挂图上做好记录，关

注赞同的部分和不赞同的部分。

5. 教员对活动挂图上赞同和不赞同的部分进行评论，并要求

做进一步的评论（5 分钟）。

6.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知情同意是在被全面告知风险、潜在好处和可获得的选项

后，个体对是否接受某种干预措施作出明确选择的过程。知情

同意一般被认为是在医学治疗和研究中伦理和法律方面的基本

要求，也是所有主要国际研究伦理指南—《纽伦堡法案》（纽

伦堡军事法庭，1949）、《赫尔辛基宣言》（世界医学协会，2013）
和《国际生物医学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伦理指南》（国际医学科

学组织委员会，2002）的核心，这在许多国家的国家立法和司法

裁决中也有所反映。尽管通常要求个体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但在许多情况下口头知情同意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法律上

有时要求使用书面的知情同意。

支持知情同意原则的一些理由已经发布。Capron（1974）
提出，获得知情同意可以提高个体的自主权，保护作为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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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状态，避免欺骗和强迫，鼓励医生仔细考虑他们的决定，

促进理性决策和让公众参与医学。尽管知情同意通常是医学

治疗和研究的伦理和法律的先决条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

被豁免或修改。例如，医生不会在进行常规血液检查（作为医

学检查的一部分）时要求知情同意（Coleman et al.，2012）。如

果受试者的风险很低，而要求个体知情同意会带来繁重的工

作量（如涉及查阅医疗记录的大规模研究），研究伦理委员会

可能会豁免对获得知情同意的需求（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9）。同样，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如果研究

的风险很小，研究资料是“匿名”的，或者研究“在公共卫生的

立法机构或监管机构下进行（如疾病监测）”，国际医学科学组

织委员会（CIOMS）（2009）认为豁免知情同意是可以接受的。

无论监测获得知情同意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个体已提供

知情同意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个知情同意是符合伦理的

或合法的。正如纽伦堡法案所解释的一样，真正的知情同意需

要个体有“足够的知识并理解相关主题的元素使其作出通情达

理的明智的决定”（纽伦堡军事法庭，1949）。由于个体通常对

医学概念不熟悉，确保理解到这种水平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当

个体还不习惯自行作出重大决定时（Mystakidou et al.，2009）或
当他们意识到（正确或错误地）如果不同意参加权威公共卫生

官员或社区领导人支持的项目会遭受负面影响时，语言和文化

的障碍会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化。

与在医学治疗和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日常公共卫生实践

（包括监测）时知情同意通常难以获得（Gostin，2008）。例如，

公共卫生官员可能常规地从医生或医院收集个人信息而不会

询问相关个体是否同意自己的信息被采集。在有些情况下，公

共卫生官员甚至命令个体接受其竭力反对的干预措施。例如，

如果结核病患者有传染性且不愿意或拒绝采取措施来预防传

播，就会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对其实施控制。然而，根据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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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原则，非双方自愿的干预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决不

能使残忍地、不人道地或有辱人格地对待个体合法化，而且只

能用正当的程序来保障个体的权利（Coleman et al.，2012）。

B. 主题

如上所述，虽然知情同意是医学治疗和研究中的一项核心

要求，但是在公共卫生监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有限。这种差异

的机制包括以下事实：监测通常由政府官员依照法律义务而进

行；个体通常没有权利来拒绝参加监测，因此要求获得知情同

意可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或令人费解的；监测带来的风险被认

为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监测和医学研究的边界往往很难划分

（见学习目标 1.1）。此外，即使一项活动具有监测的相应特征，

但紧急状态下的伦理问题也可能与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无法区

分。基于这些原因，一些评论员认为参与监测活动的公共卫生

机构应该更加关注知情同意的作用。

与监测相关的个人和社区的风险

具有监测（不是研究）特征的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个体

不会面临任何风险（见学习目标 3.1）。在某些情况下，监测会导

致蒙受耻辱的个人可识别信息被泄露或导致歧视或骚扰。实例

包括可通过识别 HIV 感染、耐多药结核或遭受耻辱疾病的个体

或其他参与非法行动（如使用毒品或卖淫）的个体的监测活动。

通过监测产生的信息也可能让整个社区蒙受耻辱。例如某个少

数民族族群被认为有更高的不良基因突变率，或某一地理区域

的个体被认为更容易感染一种危险的新病毒（见学习目标 3.3）。
知情同意在监测中的作用

虽然在法律上监测活动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但是给个

体提供信息并要求他们同意参加活动可能是表达对个体的

尊重，增加信任并激发个体和社区对活动支持的一项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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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Parmet，2005）。如果能得到足够信息并有机会询问问

题，则大部分个体都愿意参与合法的公共卫生监测。如果有

少部分人拒绝参加，则说明活动设计不好或缺乏社区支持。

社区咨询的作用

虽然监测获得个体的知情同意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或不可行

的，但是在开始活动前向社区领导进行咨询可能是合适的。当

活动的主要风险波及整个社区而不是每个个体（如某个少数民

族族群有不良基因突变的风险）时，社区咨询活动尤其适宜。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咨询社区领导人来表示对当地

习俗的尊重。

社区咨询的一个挑战就是要确定咨询谁—即确定能够依

法代表社区讲话的个人或机构。这个“社区”不一定是一个唯一

的实体，外来人员可能无法确定是领导人还是领导小组代表整个

社区或只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与跨文化的顾问合作，

确保卫生专业人员不会错误地将某位领导当成“社区”的代表。

提早考虑社区咨询期间所获得的信息有什么用途也很重

要。如果社区在监测活动中要发挥真正的作用，就必须尽早寻

求他们的参与来影响干预活动的设计。寻求社区参与监测活动

的公共卫生官员应该准备面对可能会出现社区反对所推荐的活

动。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应该做好准备以修改他们的计划。

C. 案例研究

椰香天堂共和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岛国，结核病发病率高。

在过去几年间，MDR-TB 发病率急剧上升。MDR-TB 传染性

很强，且往往会致死。社区的人们往往会躲避被认为感染了

MDR-TB 的人，感染 MDR-TB 者的家庭成员也会蒙受耻辱。

尽管 MDR-TB 可以治疗，但是岛上的大部分人无法得到治疗，

大部分感染的患者最终死于该病。

担心 MDR-TB 播散的公共卫生官员建议国家结核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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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进行检测来确定感染耐药菌株的病例数。他们认为通过

确定国内实际的 MDR-TB 感染率，将以更有利的地位与国际捐

献者谈判来协助获得治疗和改善当地的治疗设施。

官员们建议通过获取随机选定的结核病病人样本（在 2 个

月内到国家主要医疗机构就诊的每 10 例病人中选择 1 例）进

行检测。指导医务人员对这些病人采集血液，然后将血液标本

送往国家参考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检测，并确定病人是否对标准

抗结核药物耐药。标本上只注明采集日期作为识别标记，没有

记录病人姓名。检测结果以汇总表形式上报。因为标本不是

通过名字来识别，所以不可能向病人反馈个人的检测结果。

D．总结

知情同意是在被全面告知风险、潜在益处和能得到的候选

方案后，个体对是否接受特殊干预措施作出明确选择的过程。与

医学治疗和研究不同，获得知情同意往往不是常规公共卫生实

践（包括监测）的一部分。一项活动具有监测的特征并不一定意

味着相关的个体不会面临任何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监测会导致

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泄露从而使个体蒙受耻辱或遭受歧视或骚扰。

虽然在监测活动中法律上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但是给个体提供

信息并让他们同意参加活动是一项重要的手段，可表示对个体的

尊重，增加他们的信任并激发个体和社区对活动的支持。虽然认

为监测需要获得个体的知情同意是不合适的或不可行的，但在启

动活动前与社区领导人商讨仍然是合适的。当主要的活动风险

涉及整个社区而不是个体成员时，社区咨询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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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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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3：评价突发事件期间保护隐私和
保密所需的措施

Ghaiath Hussein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5 分

钟（5
分钟）

6～15 分

钟（10 分

钟）

16～20
分钟（5
分钟）

21～45
分钟（25
分钟）

46～60
分钟（15
分钟）

61～85
分钟（25
分钟）

86～90
分钟（5
分钟）

介绍 讨论 阅读
小组 
准备

大组 
讨论

小组汇报

和讨论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简要介绍学习目标（5 分钟）。

2. 教员调查学员对隐私和保密概念的理解程度，并要求他们

分享任何专业或个人的经验（10 分钟）。

3. 教员将学员分成 3 个小组，分发案例并询问下列问题：

 ● 你认为小组应该遵从村长的要求吗？根据伦理原则说

明你的选择理由。

对教员的要求：对于与村长分享或不分享信息，学员们可

能会找到不同的理由。重要的一点是除非他或她愿意，否则不

应接受采访。此外，为了收集数据的目的而被明确授权的人员

才被允许查看所收集的数据。

 ● 请描述如果小组听从领导人的要求，保护隐私和保密会

怎样被破坏。

 ● 建议在调查之前、期间和之后，非政府组织和调查小组

对受试者的隐私和所采集数据的保密应该采取的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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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项实际措施。

对教员的要求：一些保护性措施可包括：

 ● 在调查之前联系社区领导人以明确目的，强调随机选择

的概念，从而消除领导人对过程公平性的疑虑。

 ● 解释从村民样本中采集数据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受到

救助；这可能会让村长确信他自己无需参加筛查。

 ● 避免收集可识别的身份信息，如受试者的姓名和地址。

给受试者一个代码或独特的识别码会使非研究组的人

员更难理解数据。

 ● 将填好的问卷调查表放在加锁的箱子中运输，而数据采

集组则没有该锁的钥匙。这样做使得数据采集组不可

能听从村长的要求行事，从而可以缓和一下气氛。

4. 教员给学员留些时间来阅读和讨论（30 分钟）。

5.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汇报他们的答案（15 分钟）。

6. 教员提供学习目标材料，并让学员自由讨论问题，然后对

会议进行总结（25 分钟）。

7.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5 分钟）。

A. 背景

突发事件往往为开展从直接或间接受累者收集个人数据和

（或）生物学标本等活动提供机会。这些活动（包括监测）可让

公共卫生医师及早确定公共卫生威胁，从而改善危机的管理和

结果。因此，突发事件期间收集数据的益处会惠及整个社区。

这些益处不是没有代价的。收集有关个人健康状况的资料可能

会对个人构成威胁，尤其是出现让人蒙受耻辱的疾病（如结核

病、HIV/AIDS、肝炎和性传播疾病）。

这个单元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与收集个人数据和（或）生

物学标本活动相关的两个伦理问题（在学习目标 1.3 中已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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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隐私和保密。

B. 主题

隐私和保密的定义

隐私是不被干扰、免于监测的权利或期望，或者更通常地

说是一种独处的权利。它还指对自己与他人（身体、行为或智

力）共享的程度、时间和环境的控制权。Boruch 和 Cecil（1979）
将隐私定义为“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控制别人和自己的接触”

（Boruch and Cecil，1979）。根据 Beauchamp 和 Childress（1994）
的观点，这种隐私权赋予人接受或拒绝影响其生活的权利

（Beauchamp and Childress，1994）。
保密是指对个体在治疗或研究过程中出于信任而提供的信

息未经提供者授权不能提供给他人的职业责任。保密的责任包

括所有卫生人员从病人采集的所有可识别身份的与健康相关的

个人信息（可以是手写、输入电脑、视频、音频或被卫生人员简

单记忆的信息）。

在正常临床活动中，个人信息可望被保留在一个安全的场

所（如医院），只有少部分人员（如卫生保健人员）可以获得信

息。在紧急情况下，危及隐私和保密的因素就会出现。首先，

较难控制数据采集的环境。其次，采集的资料易被更广泛地分

享，例如，强制要求当地卫生机构向国家卫生机构上报非汇总

的资料。第三，在紧急情况期间数据记录可能更多的是临时提

供的，使得数据更不安全，如使用纸质的问卷调查表会增加数

据丢失的可能。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可

识别身份信息安全避免被窥探的合适方法有赖于更多的资源，

而不是仅仅汇总信息。例如，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找到加锁的资

料柜。此外，甚至在正常情况下，数字化采集或储存的数据的

安全性变得越来越难维护。随着使用电子设备采集、储存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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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数据的不断增加，有理由相信在紧急情况期间收集的数据会

越来越多以数字形式储存。数据的安全性会因为后勤保障的困

难而受到进一步威胁。例如，没有电或电流不稳定，资料就有

可能丢失。此外，分享“数据云”和电子邮件的数据可能会有资

料被黑客窃取或泄露的风险。

尊重隐私和加强保密的道德责任的理由

可根据许多伦理原则来论证尊重隐私和加强保密的道德责

任的合理性。与此相关的四个方面：受益、不伤害、尊重自主权

和值得信任。

 ● 受益和不伤害

尽管受益和不伤害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伦理原则，但是在这

种情况下将他们结合起来看效果更好。正如在学习目标 1.3 所

讨论的那样，受益是指“行善”的责任，而不伤害简单来说是指

不伤害他人的责任。就这两项原则在公共卫生中的应用而言，

如两者同时应用则提示公共卫生机构要确保干预活动应尽量

让对所服务的社区多受益和少负担。从根本上说，这些原则也

提示，如果有理由认为信息的披露会产生负面结果（如蒙受耻

辱或悲伤），则分享个人健康的私密信息在伦理上是错误的。

 ● 尊重自主权

尽管大部分人同意在某些情况下不顾个体意愿可能是合理

的，但其理由是有限的。John Stuart Mill 宣称“可以合法但违反其

意愿地运用权力来管理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

止对他人造成伤害。他自己的健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不应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Mill，1859，p.18）。“最小侵害”原则是

指“应充分保留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力以应对特殊情况，只有当强

制性不强的手段失败后才可以使用更加强制性的手段”（Upshur，
2002，p.102）。与“最小侵害”原则一起，Mill 的声明为保护隐私提

供了强有力的理由。从此以后，在紧急情况期间公共卫生监测及

其相关活动都应该想方设法尊重被调查者自主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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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得信任

信任对卫生保健系统和公共卫生干预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因为人们对医疗机构有一定水平的信任，所以才会同意寻求医疗

指导和与公共卫生机构合作。此外，信任也可以被看作是卫生保

健人员尊重被服务者自主权的一系列责任的一部分。被服务人

群应该有机会享有知情权，然后决定他们提供给卫生保健人员的

资料中哪些可以与第三方分享。由于害怕信息不能保证以保密

的方式处理，人们不愿提供自己的医疗信息。如果了解了这一

点，人们与公共卫生机构的合作就可能犹豫不决。这对公共卫生

会有一些启示。例如，社区成员可能会寻求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

替代治疗方法，或者所用的这些方法来自不向国家登记机构提供

信息的没有注册的医生。除了对作出这些选择的人的健康造成

这些直接威胁之外，还会对公共卫生决策造成威胁。基于粗略的

或不准确的估算作出的决策会带来长期的损失。

为了达到值得信任的目的，在紧急情况期间从事监测和资

料收集的人们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让人们失望。这直接

说明了保护隐私和保密的重要性，要尽量满足用户和受试者的

要求。

尊重隐私和保密的措施

保护隐私要采取的措施应该根据情况而定。当然，在收集

数据时应该与环境隔离，尽可能与家庭成员分开。医师及其机

构所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见框 1。

框 1　尊重隐私和保密的措施

 ● 避免收集不需要的可识别身份信息。例如，如无必要，不要收集

全名和地址。

 ● 使用代码来指代受访者。例如，用字母数字混合的编码指代受访

者，只有该编码的人才能将个人身份与数据连接在一起。这个密

码应该放置在安全的地方，与相关的资料分开。知情同意表要与

资料分开存放，保存在独立的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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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清楚理解完成任务所需的角色和信息的基础上，限制人员接触

资料。例如，不让下列人员接触这些信息：可帮助病人但不知道

病人身份信息的人，以及不能直接帮助病人的人（如非照料病人

的卫生保健人员）。

 ● 不要与未经授权的人员讨论个体的个人资料。例如，在某些情况

下，任何“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往往可无限制地接触医疗信息。

这种行为有损隐私和保密的理念。应指定“记录人员”，让他们手

上有“谁需要知道什么”的清单。在分享信息前需要出示工作人

员识别标签。

 ● 明确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必须出示标识符号（如法院命令）。

 ● 制定相关政策来管理医疗信息的获取和违反保密工作的处理。

例如，制定政策时明确说明以下几种情况：什么时候允许披露识

别信息；可以披露哪些识别信息；由谁披露；披露给谁以及如何

处理违反保密工作。

 ● 不要收集与公共卫生活动无关的信息。收集无关信息会浪费资源

（如浪费医生和受试者的时间），增加了保密和保护隐私的负担。例

如，如果婚姻状态与收集资料的目的无关，则不要询问这项内容。

 ● 不要不恰当地接触记录或给接触记录提供便利。

 ● 锁好办公室的门。

 ● 在资料储存处附近要对来访者（身份不明者）的身份进行登记。

 ● 如果有怀疑或担心，要向上级领导汇报。

 ● 尽可能将临床资料和人口资料分开。

手写的记录

 ● 要安全保存。

 ● 如果有移动或转运，要追踪。如可以在档案系统中增加一项关于

其目前所处位置的标注。

 ● 使用后尽快将记录归档。

 ● 如果没有使用就要存入并关闭档案系统，使记录内容不易被他人

获取。

 ● 明确谁负责档案箱（或相似的储存工具）的上锁。

电子记录

 ● 当完成工作后要正确地退出应用软件和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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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端要有人管理，无关人员不可登录。

 ● 不要与他人共享密码或电子卡。

 ● 定期修改密码。

 ● 如有他人在场，要清除屏幕上的保密信息。

 ● 如果可行的话，尽量加密数据。

 ● 如果通信没有加密，就不要通过电子邮件分享个人信息。

 ● 如果用移动设备来收集数据，就要确保这些设备也有密码保护。

C. 案例研究

在某个国家的边远地区发生了突发事件。居住在这个地区

的土著部落与邻近部落在水源使用上有争端，因为他们的牛群

都严重依赖这一水源。作为其缓解措施的一部分，一个国际非

政府组织决定开展一项调查来评估这次突发事件对不同村庄的

影响，以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分配资源。为了开展这项调查，该

机构招募了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当地社区人员，培训他们如何

调查受访者和填写调查问卷表。

最近接受过培训的调查组开始到受累区域随机选择的村子

里收集资料。当一个调查组在一个受累村子收集资料时，村领

导阻止了他们，原因是调查组中有一人不是来自同一部落。该

领导指责这个人不公正，收集的资料会帮助其部落从非政府机

构获得额外救助。村领导要求调查组出示填好的调查表，以便

核对被调查人的身份，确保他们是村子里最需要救助的家庭。

村领导还要求调查组允许他的助手参与所有调查。如果调查组

不听从他的要求，他威胁要停止调查组在村子里收集资料。

D．总结

应该按照与突发事件境况相关的并得到调查者尊重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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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准，来指导在突发事件期间开展的公共卫生活动，包括那

些涉及收集个人资料和（或）生物学标本的活动。两个主要的

伦理标准是尊重隐私的责任和确保在突发事件期间所收集资料

的保密责任。紧急情况不应该不顾受灾人群对隐私和保密的需

求。为了达到期望，必须在突发事件期间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

资料收集的过程和所收集的资料。理论上，在紧急情况期间开

展监测和资料收集的机构在操作流程中应该体现隐私和保密的

重要性。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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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4：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保护
和收集数据以及生物学材料所需的特殊措施

Carl Coleman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20 分

钟（5 分钟）

21～35 分钟

（15 分钟）

36～55 分钟

（20 分钟）

56～60 分

钟（5 分钟）

介绍 阅读 小组准备
小组汇报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用幻灯片作指南介绍课程的概况（15 分钟）。

2. 教员分发案例研究，并给予学员时间阅读（5 分钟）。

3. 教员将学员分成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要求每个小

组指定一名报告人，并给他们 10～15 分钟讨论以下问题

（15 分钟）：

 ● 在家庭居民被要求提供血液或参加调查之前，应该告诉

他们什么？

对教员的要求：重要的信息包括：为什么采集血液和信息；

信息分析结束后，会怎样处理标本（包括与欧洲疫苗生产商分

享阳性标本的事实）；不采集姓名，但是要记录标本收集的日

期、时间和地点；即使检测结果阳性，也不会将这一信息反馈给

受试者。

 ● 有可能确认病毒检测阳性个体的身份吗？如果有可能，

这会带来什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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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员的要求：记录标本收集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也会要

求受试者描述其日常行为，即使没有记录姓名，也有可能确认

标本的来源。在一个小社区，这尤其能够做到。如果信息没有

被保密，受试者身份被泄露，则检测阳性的个体可能蒙受耻辱

和遭受歧视。

 ● 描述应该采取哪些安全措施才能保护生物学材料来源的

秘密？

对教员的要求：决定是否真正有必要达到调查者所建议的

详细程度来收集所有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这样做不会损

害公共卫生目标，则应该尽可能以更广泛的层面来记录地理信

息（如记录附近地区而不记录街道）。此外，应该使用上锁的档

案柜来保护资料，并用密码加密来保护电脑资料，应该限制接

触资料的人数。

 ● 标本检测结果应告知标本提供者吗？

对教员的要求：如要这样做，需要收集识别信息，因此会

增加对保密的担忧。然而，受试者可以假设，如果他们没有

收到进一步的信息，则无任何担忧，从而产生了虚假的安全

感。如果不反馈结果，则重要的是要确保受试者知道这个结

果，并且确保他们知道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健康。

 ● 欧洲疫苗制造商使用标本需要什么条件？

对教员的要求：需要起草材料转运协议，明确注明疫苗制

造商对采集标本的社区所要承担的义务。疫苗制造商最好应该

致力于让社区居民买得起疫苗。

 ● 这个项目需要经过伦理审查和（或）社区咨询吗？如果

需要，那么这些流程需要哪些人参与？

对教员的要求：大规模收集生物学标本活动最好应经过伦

理审查和社区咨询。这些流程应该涉及公认的社区领导人、当

地公共卫生官员和普通公民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员。

4. 一旦再次召集小组，教员就要求报告人中的一位总结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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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然后再要求其他报告人提供小组

的其他观点。其他学员也可以参与这个讨论。一旦第一个

问题的讨论结束，对于其余问题则可重复相同流程。每个

问题由不同报告人带头讨论（20 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在讨论期间，要在活动挂图上做好记录，尤

其在赞同的部分和不赞同的部分。

5. 教员回顾活动挂图上赞同和不赞同的内容，并要求学员做

进一步的评价（5 分钟）。

6.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在紧急情况下采集的生物学标本（如血液标本）可以用于

多种活动，包括确定哪些人接触了新型病毒或者化学制剂；确

定人群中耐药性细菌的流行率或者开发新的疫苗或其他干预措

施。可以在现场检测标本，也可以将标本送往其他地区或国家

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束后，这些标本可以被丢弃，也可

以被储存用于将来的研究。

收集和检测生物学标本会产生一些伦理学问题。首先，尤

其从对血液和其他生物学材料的个人和文化态度来看，标本的

收集过程本身被认为是扰人或给人造成不适。其次，如果检测

标本时发现一些负面的健康信息，如罹患某种疾病或者与易患

某种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则的确会存在蒙受耻辱或遭受歧视

的风险。这种风险会通过标本被采集个体以外的人扩散到更广

大的社区。例如，如果从某个社区采集的标本中发现某种感染

发生率异常增高，则该社区所有成员，包括实际上没有感染的

个体，都会蒙受羞辱或遭受歧视。确保标本与特定个体没有相

关性，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个体所承受的风险，但是不能改变

潜在的社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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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生物学标本存在的另一个伦理风险是存在剥削的

可能性。如果从一些个体或社区收集的标本被用于开发干

预措施，而提供这些标本的个人或社区则无法享有这些干预

措施（见学习目标 7.2）；如标本被用于开发疫苗，而当地人

因疫苗价格昂贵而无法购买，则会出现剥削问题。当从标本

中衍生出来的产品给研究者和公司带来利润，但又不能保证

标本所采集的社区分享这些利益时，就会产生对剥削问题的

关注。

这些关注能够解释 2007 年印度尼西亚决定停止将该国收

集的禽流感病毒标本送往世界卫生组织。印度尼西亚担心这些

病毒标本会被用于制造疫苗和开发治疗药物，而疫苗和药物非

常昂贵以至于该国无法购买，而所产生的利润却被药品制造公

司获得。2011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过了一项新的病毒分

享框架协议，其中包括建立确保平等获取负担得起的疫苗的机

制（见学习目标 7.2）。

B. 主题

如同核心能力 2 相关的单元中相关的讨论一样，对于收集

和使用生物学标本的伦理学问题，应该先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

对活动进行前瞻性审查来处理。伦理委员会可以决定是否需要

获得知情同意。如果确实需要，应该如何设计获得知情同意的

流程。伦理委员会也要考虑限制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可识别

信息的机制；确保制定与提供生物学标本的个体和社区公平分

享利益的策略。

收集生物学标本的知情同意

决定是否需要知情同意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该活动是否具

有研究的特征。这一问题在学习目标 1.2 中已有详细讨论。正

如学习目标 3.2 所示，即使该活动在技术方面不属于研究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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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知情同意也是合适的。决定收集生物学标本时知情同意是

否必要这一有用的问题包括：个体身份信息要随同标本一起被

收集吗？披露标本相关的信息会引发个体或社区蒙受耻辱或遭

受歧视吗？如果个体有拒绝收集和分析其标本的机会，公共卫

生的目标会被破坏吗（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1999）？

如果确实需要知情同意，应该告知个体一些可以理解的信

息，如收集标本的目的，以及一旦检测结束后标本如何处置。

在获取知情同意的过程中应该让个体知道是否要收集个人可识

别信息。提供信息者应该知道谁会接触这些信息以及采取哪些

措施来保护秘密。此外，个体应该知道他们是否会收到标本检

测的结果。如果这些检测可能会显示与个体和家庭成员的健康

直接相关的信息，这就显得特别重要。应该提供的其他信息包

括：标本将被保留多久；标本是否用于其他用途（包括研究或产

品开发）（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2012）。
确定“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概念

不记录提供标本者的姓名并不一定意味着能保护标本提供

者的身份。可根据具体情况，如通过收集标本的大概地点、出

入机构的日期，根据家庭或其他社会网络（如工作地点）对标本

进行的分组，可以确定个人身份。当标本从一个非常小的群组

或社区获取时，就难以在保存后保证标本的匿名。例如，如果

在一小群人中发生新疾病的孤立的暴发时，则社区的其他人员

可能已经知道这些病人是谁。如果生物学标本是从这群人中收

集，则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信息仍被保密。

将贮存的标本用于其他目的

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卫生官员可能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收集

的生物学标本设法用于非相关项目的研究。例如，他们会把病

人诊疗过程中采集的血液用来确定社区中有多少人接触了某种

病毒或化学制剂。与仅为公共卫生检测目的而收集新标本相



研究和监测 111

比，检测现有临床标本会更快、成本效益更高。然而，使用现有

标本可能与早期收集标本的目的不相符。

在评价将当初因某种目的而收集的标本用于非相关项目是

否合适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种新的用途是否与原先的知情

同意相一致。如果这种新的用途超越了当初标本收集的目的，

那么合适的做法是找到原来的人群获得新用途的授权。如果寻

找授权不切实际，则另一个选项是对提供标本的社区广泛告知

新用途，并告知人们如果反对新的用途，应如何让他们的反对

意见得到知晓。如果新的用途超越了原先知情同意的范畴，则

应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来删除与标本相关的任何个人识别信息，

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因新的检测结果引起提供标本者蒙受耻辱

或遭受歧视的可能。

公平分配利益

在公共卫生活动中提供生物学标本的个体和社区有望从这

些活动中获利（见学习目标 7.2）。因此，标本的检测结果应该

与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分享，从而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结果来

设计合适的干预措施。因得到标本而开发的任何产品或技术

（如疫苗或诊断方法）应该以当地人群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给

他们（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2001）。如果标

本所有权要转给数据储存库，就要制定资源转移协议，注明将

来标本使用的条件，最好要进行社区咨询。资源转移协议的模

板可以从国家癌症研究所获得（2001）。

C. 案例研究

在过去几周内，椰香天堂共和国的边远村庄报告了一种新

的高致死性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散发病例。作为应对，该国政府

联系了你所在的组织（一个国际医疗救助机构），要求协助收集

村民的生物学标本。这些标本将被用于分析病毒株的特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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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该病的流行率、传播途径以及开始研发疫苗所必需的工作。

政府提出对有病例报告的村子进行挨家挨户调查，要求家

庭成员提供血液标本，并回答一些关于他们目前健康状况和行

为的简短问题（例如，他们从哪里获得食物和水，他们在哪里工

作或上学，他们最近是否参加过大规模公共集会）。这些问题

的答案将与标本一起保存，并注明收集的日期、时间和大概地

点，但是不记录姓名。

标本在中央政府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将与问卷表中获得

的信息相关联。不给提供标本者反馈任何信息。病毒检测呈阳

性的标本要运送给欧洲的商业疫苗制造商。

D．总结

在多种突发公共卫生活动中可能采集生物学标本（如血液

标本），这些活动包括确定哪些人接触了病原体；确定特殊人群

中耐药菌的流行情况或者是开发新的疫苗。收集和分析生物

学标本会产生一些伦理学问题。首先，收集标本的过程本身被

认为是侵扰人或给人造成不适，尤其是考虑到个体和对于血液

和其他生物学材料的文化态度。其次，如果分析标本时发现一

些负面的健康信息，如罹患某种疾病或者与易患某种疾病相关

的基因突变，则有蒙受耻辱或遭受歧视的真正风险。这种风险

会扩散到个体所在的更广阔的社区。第三，如果从一些个体或

社区收集的标本被用于开发干预措施，而提供标本的个人或社

区则不能获得这些措施，或者当从标本衍生的产品给研究者和

公司带来利润，而不能给提供标本的社区带来利益时，就会出

现被剥削的风险。应该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对活动进行前瞻

性审查来处理这些问题，以确定获得知情同意的必要性，限制

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机制，确保公平分享利益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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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5：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公共
利益可能否决个人自主权的某些情况

Michael J. Selgelid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20 分

钟（5 分钟）

21～35 分钟

（15 分钟）

36～55 分钟

（20 分钟）

56～60 分

钟（5 分钟）

介绍 阅读 小组准备
小组汇报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使用附带的幻灯片作向导介绍课程的概况。

2. 教员分发案例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并给学员5分钟阅读材料。

3. 教员将学员分成多个小组，每组 3～4 人，要求每个小组指

定一名报告人，并给每组 10～15 分钟讨论每个问题。

4. 再召集小组后，教员要求报告人中的一位总结小组对第一

个问题的回答。

5. 在询问其他学员是否愿意参与讨论前，教员要求其他报告

人提供他们小组提出的任何其他观点。

6. 一旦第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对其余问题教员可重复该流程。

对教员的要求：每次要选择不同的带头报告人引领讨论。

在整个讨论期间，在活动挂图上尤其在赞同和不赞同的区域做

好记录，并描述不同答案之间的关联。

7. 教员总结活动挂图上赞同和不赞同的内容，并要求学员做

进一步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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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根据疾病的不同，保护更大的社会利益（如预防流行病）所

需的公共卫生措施可包括监测、通报第三方（包括公共卫生机

构）、强制检测和（或）治疗、隔离和（或）检疫。这些措施的每

一项都干涉基本人权和自由。例如，监测和通报干涉了隐私，

强制检测或治疗与知情同意权有冲突，隔离和检疫干涉了迁徙

自由权（Selgelid，2005），所有这些措施最终都侵害了自主权。

有许多理由可解释自主权为什么在伦理上很重要。首先

（就自我认识而言，包括自己的主要价值观和目标），特别是让

个体首先确定什么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尊重自主权通常能提

高个体的幸福感，从而让整个社会获得更大的利益（根据总体

幸福感）（Mill，1859）。自主权不仅是提高幸福感的工具，而且

本身就是幸福感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快乐和愿望的满足）

（Brock，1998）。尊重自主权往往也被认为对人的尊重是至关重

要的，因为理智或理性的个体应该被认为对自身拥有自主权。

家长式统治（如为了自身利益强迫他人去做某些事情）被认为

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然而，干涉个体的自主权有时对保护他人或给社会带来更

大的利益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根据上述理

由，被公认的是个体拥有自主权。而这个自主权的定义是指即

使违反了这种权利但带来的总体后果对整个社会有好处，通常

应得到尊重或保护的一种权利（Dworkin，1978）。
然而，自主权通常被认为不是绝对的。如果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威胁足够大，其他方面的考虑就会超越权利（包括自主

权）。当出现冲突时，必须在保护或尊重个体自主权的目标与

促进社会更大利益的目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或者权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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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达成这种平衡或者权衡这种利弊

的有原则的方式是什么（Selgelid，2007）？

B. 主题

对社会的威胁有多大才可以成为违反自主权的理由？

不同情况下，在公共卫生方面为了保护更大的社会利益，

干涉个体的自主权具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风险随

情况不同而异。在有些情况下，如脚部真菌感染和感冒，公共

卫生政策通常不会采取侵犯自由来预防个体将疾病传给他人的

公共卫生措施。然而，在流行病（如 SARS、H1N1 流感和埃博

拉病毒病）流行期间，往往会采取强制性隔离和检疫措施。

那么，一种疾病或传播带来的危害有多严重才可以违反自

主权呢？为了适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注意的是公共卫生

措施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违反自主权。例如，检疫一天比检疫一

周的干扰要少。最终的问题是风险（或预计的公共卫生益处）

需有多大才能违反某种程度的自主权。

对教员的要求：在案例研究讨论中提出问题。

应该尊重那些做不道德事情的自由权吗？

在疾病严重流行期间，有人可能会要求自愿隔离。如果个

体接触了可疑疾病（科学上有理由推测他或她有可能被感染，

从而患病或具有传染性，对他人带来风险），则可认为存疑的个

体在道德上有责任自愿接受检疫。

这种责任合理地继承了无害责任，意指避免感染他人的义

务（Harris & Holm，1995）。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个体不愿意去

做在道德责任上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干涉他或她的自主权（为

了保护他人或概括地说公共卫生）是否会被认为比不干涉时存

在的问题较少？一般认为自由权在伦理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应

该保护那些做不道德事情的自由权吗（Dworki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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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员的要求：在案例研究讨论期间提出这些问题。

受益性强制措施

家长式统治可被定义为为了自身利益而强迫他人做事。这

在健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有道德问题的。然而，至于公共卫

生，通常可能需要强制措施才会让他人或社会更多受益，而这

些措施也可能让被强制的个体受益（尽管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不

是采取这种强制措施的主要动力）。例如，在发生流行病流行

的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强制性治疗或疫苗接种。如果有充足

的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治疗或疫苗接种不仅有利于接

受治疗或疫苗接种的个体，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更有利

于公共卫生，那么是否应该更主动地强制性要求接受治疗或免

疫接种而不是采取另一种被动的态度呢？

对教员的要求：在案例研究讨论中提出这些问题。

C. 案例研究

约翰琼斯（John Jones）最近被诊断为 MDR-TB。医生给他

开了二线药物 11 进行治疗（门诊就诊）并建议他采取标准感染控

制措施。对他肺部的分离菌株做了进一步检测，显示他感染的

菌株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新出现的广泛耐药的

结核分枝杆菌，具有特殊的毒性和传染性。因此，公共卫生机

构决定隔离约翰琼斯并做进一步的检查、观察和治疗。然而，

当他们试图联系病人时，却无法联系上。根据他们既往与病人

接触的经验来看，他们有理由相信病人是害怕有可能被隔离

（他重复说：“我不想被关起来……请不要把我关起来！”），因而

可能躲藏起来。1 周后仍未能找到他，有人建议将他的名字和

11 抗结核病一线药物是用于治疗普通结核病分枝杆菌菌株的药物。二线药物用于

治疗耐药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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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发给主要媒体机构（如报纸和电视新闻机构）并发布公共

警告，还说明如果在任何地方看到他，要报告相关机构。

讨论的问题

 ● 应该将约翰琼斯的名字和照片公之于众吗？

 ● 还有别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吗？

 ● 有些人可能认为约翰琼斯的行为不道德，因此侵犯他的隐

私或自主权问题不大。如果他真的躲藏起来，就不道德

吗？他行为的道德与这种情况下他的隐私或自主权是否允

许被侵犯的问题是否相关？

 ● 假设在决定公布他的照片之前，进一步检测显示感染同种菌

株的其他人通常每月平均感染一位人员，那么公布他照片的

理由是否充足？如果感染同种菌株的其他人通常每 2 个月，

或者每 6 个月，或每 12 个月感染一位人员，那又会怎么样？

其他人的平均传染率要达到多少才可以允许公布他的照片？

或者不管传染率有多高，都不允许公布他的照片？

 ● 如果最后找到约翰琼斯，（如果有隔离的话）伦理上允许强

制隔离他多久？

D．总结

促进和保护更大社会利益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时会干涉个体

的权利和自由，尤其会干涉自主权。虽然自主权在伦理上很重

要，但是自主权不是绝对的。保护自主权必须与其他合法的社会

价值观（如公共卫生）相权衡。只有当公共卫生的风险很高时（当

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来预防最大危害时），当个体被强制去做他们

在道德上有责任去做的事情时，以及当强制措施不仅会给被强制

人，而且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时，才认为违反自主权的强制

措施是非常合法的。制定强制措施的计划应该确保隔离区安全、

适宜居住并具备人性化的措施，包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研究和监测 119

参考文献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120

核心能力 4：
在应急响应期间研究和临床试验
中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体自主权冲

突的能力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地震

海地大学医院

来源：WHO/AMRO/Victor Arisc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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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4：在应急响应期间研究和临床试验
中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体自主权冲突的能力

研究随时准备成为对有公共卫生后果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的组成部分。然而，就像其他公共卫生活动一样，除了给个人

和社区带来预期的益处之外，公共卫生研究也可能造成伤害。

这个问题在学习目标 4.1 中进行讨论。为了从伦理观点评估潜

在的危害和益处，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伦理的理论和框架。学

习目标 4.2 中对此做了简要介绍。学习目标 4.3 关注的是知情

同意问题以及对开展研究可能是不必要的条件。在传统社区或

低收入环境中工作会让研究者很难完成找到真正知情同意者并

参加研究的任务。学习目标 4.4 讨论了这种情况下在突发事件

期间改善知情同意所需的流程。

学习目标

4.1 确定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给个体和社区带来的潜在

危害和益处。

4.2 讨论伦理理论并确定适用于突发事件期间研究的框架。

4.3 解释在重症监护机构开展研究可以豁免知情同意的目前规

范，并评估这些规范何时可以用于突发事件期间的研究。

4.4 解释改善紧急情况下研究的知情同意所需的流程，尤其要

考虑传统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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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4.1：确定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
给个体和社区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益处

Lisa Schwartz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1～15 分钟

（15 分钟）

16～25 分钟

（10 分钟）

26～35 分钟

（10 分钟）

36～50 分钟

（15 分钟）

51～60 分钟

（10 分钟）

介绍
幻灯展示和

班级讨论
小组讨论

案例研究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至 4 人。

2. 教员要求一半小组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对个人和

社区带来的潜在危害。教员要求另一半小组讨论在突发事

件期间进行研究对个人和社区带来的潜在益处。

对教员的要求：在章节 B 主题部分讨论潜在的益处和危害。

3.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位报告人来汇总小组的意见。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即将汇报的小组只报告其他小组还没

有提过的内容。如果教员觉得内容切题，则可以播放下面两部

YouTube 视频中的一部：

 ● 1918 年流感大流行（http：//www.youtube.com/watch？
v=rbYwNOcKqqc）（2 分 37 秒）

 ● 1918 年大流行（高中生制作）（http：//www.youtube.com/
watch？v=5ftqWGaFVXg）（3 分 10 秒）

4. 在要求小组讨论下述问题之前，教员简要描述相关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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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念和原则。

 ● 你认为讨论的清单完整吗？应删除一些原则或概念吗？

 ● 如果这些原则或概念中有两个或以上出现矛盾，怎么办？

对教员的要求：虽然没有肯定和明确的选择方法，但对于

为什么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有相关性；哪一项可以妥协或者优

先考虑，应该公开辩论原则的冲突。还应该讨论这样做的得

失。你可能无法在学习班期间解决这个问题，但辩论是学习的

重要部分。目的并非要达到完全统一，有时候一项原则会优先

于另一项原则。目标不是让所有内容得到统一，而是要理解用

于支持一项原则优先于另一项原则的前提条件。

5. 教员将班级分为三个小组，要求每个小组讨论下述三段引

文中的一段所涉及的不同价值观。

 ●“公共卫生活动必须针对提高整个人群健康水平的目

标。这个目标可能与总是将个体的权利和需求置于社

会之上的愿望相矛盾。”（Benatar，2006）
 ●“下个世纪的伦理会逐渐认识到必须要牺牲某些病人的

利益来履行对其他人的义务—要么是为他人谋取利

益的义务，要么是其他义务，如遵守诺言、如实告知，特

别是促进正义。”（Veatch，2000）
 ●“任何医生都没有理由将科学或公共福利放在首位，而将

对个体（他的病人或研究对象）承担的义务放在第二位。

任何医生，不管他的能力多么强或思维多么创新，都无权

为科学或公共利益寻找殉难者。”（Pappworth，1967）
6.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名报告人来汇总小组的意见。

7. 教员询问其余学员每个报告人的报告有无遗漏什么内容。

8. 教员介绍两个案例研究。

9. 教员将学员分成 8 个小组，并要求每个小组根据两个案例

研究中的一个的观点来讨论下述问题中的一个。

 ● 这个案例遵守（或破坏）了哪项原则？哪些需要优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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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哪些需要妥协？

 ● 在这个突发事件期间研究者期望获得哪些益处？哪些

个体可能受益最多？

 ● 这项研究会涉及哪些风险？谁承担风险最多？

 ● 怎样让风险负担变得最低（或处理得更好）？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早已完成的各组要根据案例研究的观

点来处理其余问题。

10.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名报告人来汇总小组的讨论意见。

11. 教员询问其余学员每个报告人的报告有无遗漏什么内容。

12.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在应急响应期间公平而有依据地采取干预措施需要在发生

事件期间或之后收集大量相关的证据。有许多明确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实例显示，研究有助于改善结果。一个实例是 SARS
暴发。在 SARS 暴发期间通过研究确认了病毒，从而减缓疾病发

生大流行的进程（Naylor et al.，2003）。然而，其他实例也显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研究也涉及风险和伤害。在一些研究

中，伤害还包括永久性残疾和死亡（Nyika，未标明日期）。这些

伤害的威胁引起了重要的伦理学考虑，这些考虑是研究所有步

骤［从制定研究的议程（包括资金的分配和项目的优先顺序）到

研究的实施］所固有的。伦理学考虑包括“为了对突发事件作出

快速应对，我们愿意牺牲哪些科学原则（如果有的话）？”“使用未

经许可的治疗对谁的风险最大？”；“在突发事件时，哪个项目对

突发事件高危人群产生积极结果的可能性最大？”以及“我们如

何决定谁会最早获得最新开发的稀缺治疗？”

对潜在受试者提供有效知情同意的障碍问题是另一个重要

的考虑因素，尤其是那些来自传统社区或低收入地方的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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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学习目标 4.4），因在这些地方文化水平的差异、妇女签署表

格的问题、在某些社会签署表格的符号和情景胁迫可能都有影

响（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Aboriginal Health，2012）。
在上述伦理考虑因素中，研究伦理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研

究的利益和负担问题。在应急响应中，当人们可能变得更脆弱

时，这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平衡问题

（O’Mathúna，2010）。当资源紧张时，为谁的利益服务和谁会承担

最大牺牲的风险这个双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紧急情况下

的情况往往就是如此。一个基本的伦理学考虑是制订突发事件

期间的研究议程，并决定哪些人将参与讨论。如何将用于研究

的资源进行分配？我们如何确保研究的结果符合公共利益？如

何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与边缘化脆弱人群的利益进行权衡？我们

如何确信剥削的利益没有占主导地位？当研究给参与者带来高风

险或者需要公共资金的投入时，最后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伦理学的考虑通常在伦理教育中进行讨论，而伦理教育往

往关注与研究相关的问题。要记住公共卫生研究的重要利益和开

展能产生这些利益的研究的道德义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此，

确定潜在的危害以及紧急情况下研究的潜在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B. 主题

给个体和社区带来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结果的潜在

生理的和社会心理的伤害和益处的非完全列举的清单如下。公

共卫生监测的潜在危害和益处已在学习目标 3.1 中讨论，其中

有些内容也可适用于研究。

紧急情况下研究对个体和社区的潜在益处

 ● 快速获取

获取新的试验性药物或促进已批准药物的标识外使用能加

速获得治疗。当预后很差时，如 SARS 或埃博拉病毒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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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尤其重要。尽管健全的科学评价仍然很重要，但是快速地

获取药物有赖于研究者和规划者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设计。虽然

自然试验以及低阈值的证据会提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但是

应该持续寻找其他创新的、可靠的研究设计（Edwards，2013）。
 ● 更好地了解情况

研究（不管是基于流行病学、实验室，还是临床）可进一步

了解情况（包括病因、传播和最佳治疗）。应用这些知识可帮助

控制疾病、改善医疗结果和促进开发新的治疗。

应急状态下的研究对个体和社区的潜在危害

 ● 不良反应

紧急状况下的研究仍然包含风险，其不良反应可以非常严

重。在这个定义中讨论的案例研究显示紧急状况下的研究如何

导致严重的不良事件。一定要注意研究干预是安全的，不要太

仓促开始干预，不要为了“实施干预”而忽略潜在的严重风险。

 ● 效率低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人力和后勤资源会很稀缺。如果把用

于医疗的资源重新调配给研究，那么一些病人就得不到他们原

先会得到的医疗。

当在时间严重受限情况下安排研究的优先事项时，可能会

丧失一些机会。项目和拨款的优先顺序会影响公共或个体利益

的获得。不理想的资源分配会间接引起危害。例如，通常观察

微小效果所需的大规模研究不仅拖延时间，而且还易于导致完

全控制病人，让他们无法参加其他更有前途的干预研究，从而

研究的整个流程也会减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临床相

关后果的重要研究成果的“更大利益”与更快地获得有效的干

预所产生的个体利益相一致。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用小规模的

预试验来观察大的效果会更好（Horrobin，2003）。
违反权利

即使个体的自由被践踏，研究所获得的预期利益会比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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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更有意义吗？如果认同“给最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所

带来的功利性利益，那么这一点是公正的。如果这样是公正

的，那么在一些情况下更关注公众的大利益而忽略个体利益就

符合伦理。可以认为这种权衡应该透明地执行，还应该给予那

些被故意或无意违反权利的个体一定程度的照顾。

不必遭受的风险

必须注意要确保参与活动不能让个体遭受不必要的风险。

在设计试验时，可以调整研究方法来发现较大或较小的效果。

发现较小效果的研究设计需要较大的样本和更多的时间，以及

包括对对照组更严格的要求。如果研究的设计不好，为了达到

发现效果，就可能需要更多的参与者接受干预措施。

紧急状态下研究行为的伦理概念和原则

伦理学原则可以通过帮助确保他们考虑相关的价值观和承诺

来帮助决策者。例如，可以根据伦理学原则来评估预期危害和益处

的权衡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伦理学概念可用于回答下述问题：“研

究项目的正当理由是带来“更大好处”，研究者（也可能是健康专家）

的义务是关照受试者的利益，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文献提示新

近达成了有关紧急状态下公共卫生研究伦理的一系列概念和原则。

对教员的要求：下述列表来自多个来源，可能并不完整。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与学员一起回顾列表，并与个体或全体学

员一起讨论这些原则是否恰当。

 ● 自主权：尊重个体和他们的自由，例如通过知情同意和保

护秘密的形式来表达

 ● 受益：保证研究对象的福利

 ● 关心福利：保护病人、受试者和人群的利益（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2010，Chapter 1，section B）

 ● 平等：公平地获取卫生相关的资源，如治疗

 ● 效率：通过这种方法使用资源从而希望获得的最多结果和

最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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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正程序：达成包容的、负责任的和知情的决策的途径

（Daniels & Sabin，1997）
 ● 全球正义：社会中公正和负责任做法的概念

 ● 互惠：相应的相互作用的关系（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 责任：对人们行动的后果负责的意愿

 ● 社会正义：社区和机构内公正的和负责任的做法之概念

 ● 团结：超越了“我们”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类别的全面统

一的伙伴关系（Baylis et al.，2008）
 ● 透明：提供关于理由和决策的可靠和可用的信息

C. 案例研究

1. 尼日利亚的 Trovan 试验 Stephens J（2000）. Where profits 
and lives hang in balance，WashingtonPost，17December2000
（ht tp：/ /www.washingtonpost .com/wpdyn/content /

article/2008/10/01/AR2008100100973_pf.html）.
也可参见 http：//www.pfizer.com/files/news/trovan_fact_

sheet_final.pdf.
2. 多伦多的 SARS

框 2　加拿大 SARS 暴发（Naylor et al.，2003，Chapter 2）

“2003 年 2 月，中国广东一位治疗过非典型肺炎病人的 65 岁医生

到香港参加其侄子的婚礼。当他登记入住 Metropole 酒店时，感到身体

不适。这位医生感染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至少 12 位客人和拜访者，包括

一位 78 岁的加拿大妇女，K S-C 女士”。

K 女士在 10 天香港之行结束后，于 2003 年 2 月 23 日回到多伦多。

到达多伦多后 2 天，K 女士出现高热。2 月 28 日，她到家庭医生处就诊

时，主诉肌肉痛和干咳。K 女士的病情持续恶化。2003 年 3 月 5 日，她

死于家中。家庭成员不愿意尸体解剖，验尸官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死

亡证明上，验尸官将死因归为心脏病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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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夫人去世后不久，其儿子也出现相似症状，并在不久后去世。病

毒很快传给急诊室候诊的人们及医院的就诊者，当然还有医院员工。

后来医院发病员工占了所有感染 SARS 病人的 40%。

SARS 对多伦多的整个市政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因为被要

求自我隔离和自我监测而误工；卫生人员对于他们所暴露的风险感到

担忧；由于一位学生被发现感染了 SARS 病毒，整个学校停课；医院因

感染控制措施未落实而暂停运行。

“数名受访者都诉说大量服务被取消，并提示卫生服务活动取消所

带来的间接危害从未被全面评估过。其他的危害，包括对家人探视其

他疾病（非 SARS）住院病人的限制所带来的困难，更加难以测量。

在多伦多，疾病暴发期间对监测和研究可能最有争议。人们对难以

收集资料和难以索取 SARS 病例资料感到担忧。由于部分医生不了解省

级隐私立法适用于个人健康信息的情况，导致资料不能顺畅地传递。当局

是否会为了公共卫生监测目的而无视这些法律尚且不确定，更何况研究。

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意味着最有资格的医生由于忙于治疗病人而没

有时间从事研究。也许可以解决流行病学、临床和生物学问题的协议

仍然需要资金支持和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治疗病人和提出科学

建议的责任、缺乏资料、暗斗式获取资料、研究经费有限以及需要获得

多所机构的伦理批准，这些都拖了加拿大研究者的后腿。”

然而，在暴发期间加拿大研究者的确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

“2003 年 7 月 26 日，《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多国作者共同撰写的

重要文章，为新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已经符合被认定为这种新疾病病

原体的标准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性资料。文章中的病人资料来自 6 个

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德国、法国和英国。在 22 个作者

中没有一个加拿大的作者，也没有加拿大的病人被纳入研究样本中。”

D．总结

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研究会有真正的社会利益，包括给治疗

提供更好的证据。正如本单元所讨论的一样，这种研究也有潜

在的个体利益，包括更好地获取资源。然而，支持者必须记住，

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也会对个体和社区带来风险和危害。案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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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这种危害包括违反隐私和自由，以及快速且不安全的

实验干预带来的风险。

本单元讨论的原则和伦理学概念，为紧急状态下研究的伦

理审查提供了材料。然而，当应用于这两个案例时，显而易见

尽管他们很有用，但是也需要进行谈判。因为只有当别的原则

妥协了，这些原则才能被优先考虑，所以会产生道德方面的挑

战。一般来说，如果会对个体或社会造成危害，则基于“更大利

益”据理力争开展研究和实施公共卫生干预的理由是值得商榷

的。尽管我们都是社区中相互依存的成员，但是所有的社会都

会有不公正的结果，原因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让一些成员变

得脆弱和边缘化。依赖于“更大利益”理由的公共卫生研究必

须明白谁将承受损失（例如谁将变得更脆弱），以及如何最大程

度地降低风险。在后面的单元中就会逐渐清楚，在应急情况下

的研究中，知情同意是增加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研究和监测 131

其他读物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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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4.2：讨论伦理理论并确定适用于突
发事件期间研究的框架

Michael J. Selgelid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25 分钟

（10 分钟）

26～55 分钟

（30 分钟）

56～60 分钟

（5 分钟）

展示幻灯片 2～5
和讨论

展示幻灯片

6～7
展示幻灯片 8 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对教员的要求：本课程应根据提供的幻灯片举办互动式、

以讨论为导向的研讨会

1. 教员描述主要的伦理学框架（幻灯片 2～5），并引导学员提

出有关将其用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研究的意见。

对教员的要求：在讨论期间，获取学员关于框架的优点、限

制和潜在缺点的反馈意见并找出理论间的关系。

2. 教员解释多元方法的动机（幻灯片 6～7）。
对教员的要求：自己要熟悉 Selgelid 的文章（2009）。

3. 教员展示幻灯片 8，用 4～5 分钟描述每项原则，并主持一

次简短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关于每项原则有什么要求以及

为什么它可能是合理的。

对教员的要求：对于每项原则，包括下述主题：

 ● 其伦理的合理性

 ● 其合法性可以感知（可知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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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突发事件期间研究的情况下应用原则的实用性和含义

对学员建议的改进或修改意见进行增删。

4.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强调不同的价值观。根据实用主义，正

确的行动或政策可望功用（如社会成员享有的幸福或健康的程

度）最大化。根据平均主义，人类的平等尤其重要，政策的目

标应该是纠正社会的不平等。例如，Rawls（1999）认为公平要

求最大程度地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状况的政策。根据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尤其重要，不应该为了改善平等或总体实用性而被干

扰。根据基于权力的理论，应该尊重并促进人权［如被国际公

约（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记载］。

虽然这些理论性方法强调的实用、平等、自由和人权的价

值观都很重要，但是他们有时可能会出现矛盾。因此，关于行

动过程或追求的政策，不同的伦理学理论有时会提供相互矛

盾的指导。在某些案例中，为了实现功用最大化，所需的政策

需要牺牲自由、平等或人权。例如，当可以提供大量信息并能

让许多人受益时，我们就考虑不需要知情同意就收集血液或信

息。在其他情况下，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由的政策，可能需要

牺牲实用性或平等性。例如，我们通常不会隔离感冒患者，即

使人群可能会出现更高的发病率。

上述四个理论框架都优先考虑某些价值观，但是从常识或

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不管它们被削弱的程度如何，所有这些

价值观都不应该否决其他的价值观。为了预防功用的巨大损

失，需要稍微侵犯自由权，这种侵犯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如果

需要避免大灾难（见学习目标 3.5），在疾病流行期间使用强制

性社交隔离措施（如检疫）可能是合理的。然而，我们不应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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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给整个社会提供益处（不管有多少）而在任何场合和在每

个场合都干扰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现有的公共卫生伦理框架（Kass，2001；Upshur，2002；Gostin，
2006；Selgelid，2009）为某些情况提供了指导。例如，在疾病流行或

其他紧急情况下，为保护社会的更大利益，使用侵犯自由的措施可

能是合理的。虽然制定这些框架旨在指导公共卫生实践，但这些

框架所提倡的许多原则也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行为。

B. 主题

伦理原则

 ● 证据

证据原则是基于这个想法，即我们不应强制采取限制自由

的措施（如检疫），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让人相信这样做将有效地

保护公共卫生。

对教员的要求：关注这一事实，即可能会提出有关需要多

少证据，以及如果证据有限且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情况（如一种

知之甚少的新的流行病），应该怎么办等这些问题。

询问学员这项原则如何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例如，

在研究的背景下，应用这项原则可能需要接受新的限制自由的

干预措施的方案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基于经验性知识）。

 ● 最小限度措施

这项原则是基于这一想法，即侵犯自由不能超过达到公共

卫生目的所需的程度。

对教员的要求：关注这一事实，即当各种替代措施的效果

还不清楚，或更严格的措施比不严格的措施可能更有效时，可

能会提出问题。例如，如果强制性和自愿性隔离检疫可望都有

公共卫生益处，但是强制性隔离检疫可望有更大的益处，应该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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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学员这项原则如何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例如，

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研究时，最小限度措施原则可能要求调查不

能过多侵犯受试者的隐私。

 ● 比例

比例原则认为在侵犯自由的程度与需要证明侵权合理的程

度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此外，这还意味着避免有限的不良后果

成为对自由侵犯很小的理由，但不能成为对自由侵犯很大的理

由。不应该采用极端的侵犯自由的方法，如隔离和检疫，除非

不实施这些措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对教员的要求：关注这一事实，即可能会提出有关预期公

共卫生利益必须有多大才可认为侵犯某种程度的自由是合理的

这些问题。

询问学员这项原则如何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想法可

能是：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我们不应该在任何场合和在每个场

合都开展侵犯自由的研究。例如，如果正在考虑的研究会严重

侵犯隐私，则这个风险会太大。

 ● 公平

公平原则认为侵犯自由的干预措施应该以公平（如非歧视）的

方式实施，当被考虑需采取限制措施的对象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员

时，实施这项措施的起点应该是最高的（就所需的证据或受到威胁

的公共性而言）。因此，社会中的脆弱人群需要获得特殊的保护。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学员思考为了保护公共卫生以及其他

事情（如预期的公共卫生利益）平等，与相对富裕者相比，更不

愿侵犯穷人和弱势群体自由权的合法性这一问题。

询问学员这项原则如何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当

用于紧急情况下进行的研究时，公平原则反映了对脆弱性的惯

常关注以及对危害和利益的合理分配。

 ● 最小危害措施

这项原则认为出于公共卫生目的而侵犯自由应该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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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例如，被隔离的个体应该获得基本必需品（如食品和卫生

保健），使其尽可能舒适，避免遭到歧视和蒙受耻辱的伤害。

对教员的要求：请注意这样的事实：目前尚不清楚社会将

如何不顾一切去遵守这项原则，尤其是处境特别困难时，例如

整个区域都可能被检疫的情况下。

提出有关这项原则如何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研究的问

题。例如，在紧急情况下公共卫生研究的时间受限这一特性不

应该被用来说明让受试者承担不必要风险的理由。

 ● 补偿

补偿原则是基于互惠的理念：社会应该把从人群中获得的

东西归还给这个人群。自由被侵犯的人们被认为是受到伤害

的，因为他们牺牲了自主权。如果他们在检疫期间或被要求宰

杀牲畜后不能工作，他们也可能承受经济损失。如果整个社会

从侵犯自由中获益，则应给那些为了实现社会利益而承受伤害

的人一定的补偿。

对教员的要求：关注这一事实，即在尝试应用这项原则时，

建立适宜水平的补偿将是一项重要的难题。应询问学员紧急情

况下的研究如何导致伤害并需要补偿。

 ● 正当（法律）程序

可以说为了公共卫生保护而限制自由应该按照正当（法律）

程序，包括限制自由情况下上诉的权利（Gostin，2006）。最好是

在计划准备阶段就应该解决法律和法规问题。正当程序的原则

是为了预防权力滥用和对自由无理的侵犯。

对教员的要求：关注这一事实，即由于可能要迅速作出决策且

上诉可能不可行，因此在严重紧急情况下可能难以确立法律程序。

询问学员这项原则如何可能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一

个实例是不管什么时候（如在人们接受研究性干预之前），要尽

可能获得知情同意的要求（详见学习目标 4.3）。同样，人群层

面的研究可能需要政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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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主和透明

在公共卫生领域互相矛盾的价值观之间权衡利弊有许多方

法，这条原则认为政策制定应该包含民主化过程，使决策与公

民的价值观相一致，或者至少要以透明的方式做出这些决策，

使其背后的明确的理由公开化。民主和透明对于改善对公共卫

生的信任至关重要。反过来，信任被公认为对公共卫生体系的

成功至关重要。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学员思考民主和透明原则所需的要求以

及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满足这些要求的可行性。请考

虑下述问题：试验性干预埃博拉病毒病的安慰剂对照试验的伦理

可接受性是否有赖于这些试验被要开展这些试验的社区所接受。

C. 总结

上述讨论的四项主要伦理理论（功用主义、平等主义、自由

主义和基于权利的方法）考虑了不同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公共

卫生伦理框架主要基于在限制个体权利和自由可能是合理的情

况下可用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一般是为了公共卫生伦理

而制定，但是他们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研究。然而，关于这

些原则是否合适，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实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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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研究和监测 139

学习目标 4.3：解释在重症监护机构开展研究
可以豁免知情同意的目前规范，并评估这些规
范何时可以用于突发事件期间的研究

Lisa Schwartz

课程时间表（75 分钟）

1～10 分钟

（10 分钟）

11～25 分钟

（15 分钟）

26～40 分钟

（15 分钟）

41～60 分钟

（20 分钟）

61～75 分钟

（15 分钟）

小组讨论 大组讨论 幻灯展示
案例研究和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4 名学员。

2. 教员要求一半小组查找证据来说明“没有知情同意就不应

该许可开展研究”这一观点的理由，要求另一半小组查找

证据说明“如果没有知情同意开展公共卫生研究也会产生

更好结果”这一观点的理由来反驳对方（10 分钟）。

3.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位报告者来汇总小组的讨论意见

（15 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即将汇报的小组只报告其他小组还没

有提过的内容。

4. 根据小组提出的意见，教员主持主题为“在什么情况下没

有知情同意也可以允许研究？”的讨论。

5. 教员简要解释目前豁免知情同意被认可的规范。

6. 教员展示学习目标 4.1 中的案例研究，并询问学员下列与

知情同意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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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描述的情况能满足豁免知情同意需求最小风险的条件吗？

 ● 在 Trovan 的研究中如何处理知情同意？那么在 SARS 研

究案例中又如何处理？

 ● 所描述的流程是否反映了“最小风险”研究的伦理责任？

 ● 所有公共卫生干预都需要知情同意吗？

对教员的要求：Trovan 案例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据称

研究者可能已给父母提供有关研究、试验药物和其他替代治疗

方法的详细信息，他们可能已获得父母为其孩子作出决定的支

持。虽然这是由代理决策者作出的代理知情同意，但代理决策

人承受着巨大压力，并可能未充分了解该试验的情况。然而，

我们通常认为父母是孩子的决策者。此外，尽管可能很难获得

知情同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此，这个案例并不符

合豁免知情同意的认可标准。

SARS 案例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明显的，

即对获取个人健康档案缺乏透明性，从而阻碍了相应的监测和

研究。这种监管缺口给负责病人健康档案的人员制造了伦理

冲突。在这个案例中，因为研究符合最低风险的三大研究理事

会标准（详见下述），所以研究伦理委员可能会同意豁免知情

同意。研究很可能会带来巨大好处，并且相关人员也已认识到

如果他们能为控制 SARS 提供个人信息，则研究的危害风险较

小，而潜在的好处较多。

7.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为了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研究，对受试者的招募必须公

平，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所有关于人类研究的伦理的陈

述都强调保护受试者，并引用知情同意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

段之一。但是，如果需要个体知情同意，因难度太大而无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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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干预措施需要完整的数据集，则被认为会产生很多潜在

益处的研究就无法进行，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在重症监护中有一个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的

一贯做法。这个做法往往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要求病人提供知

情同意的情况通常涉及对神志不清病人的紧急干预处理。因为

治疗被认为既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也是普通人所希望的，所

以法律框架允许在没有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这种治疗。它通常

包括基于可获得的最好证据所能获得的最好治疗或措施。

一些法律框架也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性干预措施可豁免

知情同意的要求。通常这种豁免仅限于风险极低的研究，但是

也可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为支持基于证据的实践而设计的研究。

在这些案例中已接受的准则是：如果研究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

进行，则豁免知情同意的要求是有可能的（见下框）。

B. 主题

哪种类型的研究可能需要豁免知情同意？

需要豁免知情同意的研究实例包括回顾性资料的收集和

基于庞大人群最可能完整数据集的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重

症监护的实例包括需采取紧急干预措施、没有时间获取知情同

意而对病人无危害、病人神志不清、找不到代理决策者等的研

究。在事故现场或另一个引发伤害事件的情况下可以开展这

些研究。

什么时候允许豁免知情同意的要求？

应该考虑国家法律。数个研究伦理法规都包括了豁免个

体知情同意的指引。一般而言，这些表述要求研究者说明该研

究可能会带来的好处，但在建议的环境下获取知情同意是不现

实的。加拿大三大研究理事会政策声明（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提供了这样一个最小风险研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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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例。从题为“违背知情同意的一般原则”一节中摘录的内

容，见框 3。

框 3　最小风险研究中知情同意的变更

（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et al.，2010）
“第 3.7 条 当研究伦理委员会（REB）感到满意，研究又符合所有下

述条款时，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会批准研究而不需要研究者获得受试

者的知情同意［……］：

“（a）研究对受试者的风险极低；

“（b）缺少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不会对受试者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c）就研究设计而言，如果在研究之前需获得受试者的知情

同意，则开展研究并正确地回答研究的相关问题是不可能或不切

实际的。

“（d）如有可能和必要，参与研究之后或在研究的后期，受试者会

听取汇报，接受额外的相关信息［……］，在这些时间点上，他们都有机

会拒绝参与研究［……］；

“（e）研究不涉及治疗性干预措施，或其他临床或诊断性干预措施。”

什么时候这些标准与紧急情况相关？

尽管这些标准在理论上与紧急情况相关联，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的研究干预措施可能不符合通常最小风险的设想。在这种

案例中，可以根据上述条件（c）和（d）争取获得豁免知情同意要

求的允许。这种理由的正确性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应该根据具

体情况评估风险：与对这个病已被认可的标准治疗相比，有风

险的试验干预措施可能并不会给需要紧急治疗的个体带来更大

的风险。

最小风险意指与日常生活中，或在常规身体检查、心理检

查或检测期间所遇到的风险相比，研究预期的伤害或不适的可

能性和程度本身并未增加（Institute of Dental and Craniofacial 
Research，2013）。

在紧急情况下相同标准也是有意义的。如果相对危险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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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可接受的，则该研究被认定会给受累社区带来足够的利

益，该研究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法进行，而且如有可能还为继

续研究去争取知情同意，则可以同意豁免知情同意。在紧急情

况下，所有这些条件都可以得到满足。然而，为了让利益冲突

最小化，豁免知情同意要求应该由与建议研究无关的伦理审查

委员会所决定。

C. 总结

并非一定能获得个体的知情同意，尤其在紧急情况下的研

究。在某些情况下，严格执行这项要求会干扰具有潜在利益的

研究。然而，知情同意是尊重自主权和保护受试者利益的最好

方法。因此，获取个体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应该被认为是实践的

标准。对任何例外必须要说明理由，必须显示符合豁免知情同

意的严格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有资格审查研究的研究伦理委

员会可以许可豁免知情同意。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144 研究和监测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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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4.4：解释改善紧急情况下研究的知
情同意所需的流程，尤其要考虑传统社区和资
源匮乏地区

Caroline Clarinval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15 分

钟（15 分

钟）

16～25
分钟（10
分钟）

26～45
分钟（20
分钟）

46～65
分钟（20
分钟）

66～85
分钟（20
分钟）

86～90
分钟（5
分钟）

介绍 幻灯展示 阅读 小组工作 讨论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学习目标（15 分钟）。

2. 教员展示幻灯片（10 分钟）。详见 http：//www.who.int/
ethics/topics/outbreaks-emergencies/en/
对教员的要求：需要介绍的主要议题是知情同意与招募、

贫穷、突发事件造成的伤害、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和文化之间的

关系。

3. 教员分发 Trovan 案例研究及其相关的三条其他新闻条目，

要求学员阅读这些内容（20 分钟）。

4. 教员将学员分成 3 个小组，要求每个小组讨论下述问题中

的一个问题（20 分钟）：

 ● 一般而言，在传统社区或资源匮乏地区开展研究的伦理学

挑战是什么？

对教员的要求：获取知情同意的要求一直是毫无疑问的。



146 研究和监测

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和其他障碍，获取知情同意可能会有困

难。在任何场合参与者可能不了解研究相关信息的性质，但在

许多潜在参与者可能未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具

有重要意义。也可以探索其他方法，如获取社区的许可。其他

可能的伦理学问题包括有限制参与者自主权的风险以及社区间

和社区内遭受歧视的风险。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群尤其容易被研

究者胁迫和剥削。尤其在紧急情况下，两组的脆弱层级可能会

增加。

 ● 资助者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做法以及所导致的丑闻（如果

有的话）？

对教员的要求：在这个案例中，研究者没有披露所有必需

的信息，且受试者未能提供知情同意。一些原则（如自主权、

受益和公正）遭到挑战，而且由于他们特别脆弱、死亡率和患

病率很高以及当地卫生保健系统难以满足需求，从而导致人们

被剥削。此外，研究者滥用权力以及辜负当地人们对他们的信

任。资助者本来可以通过遵守获取脆弱人群知情同意的最佳

实践（包括确保充分披露信息，如给受试者提供所有所需的相

关信息以便作出知情的选择）来避免丑闻的发生。资助者本来

可以与当地社区讨论紧要问题来获得社区的允许（Diallo et al.，
2005）。资助者应该采取所有相关的措施来确保对这些脆弱受

试者的保护。

5.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报告各自的结论，所有学员要参与讨论。

6.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即使在资源充分地区非紧急情况下，获得研究的真正知

情同意也是困难的，如在资源匮乏地区和传统社区，则更具挑

战性。主要的困难是语言、研究素养和能力、授权不足和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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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unwe & Kessel，1984；Benatar，2002）。然而，在紧急情况下

还会再增加一层复杂性。本研究目标将介绍处理这些不同层级

问题所需的流程。本单元补充以前对紧急情况下自主权的假设

造成挑战的内容（学习目标 3.5）。本学习目标所讨论的案例以

及贫困人群的其他试验显示，难以获取知情同意是如何让传统

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群遭受伤害的风险。Bhutta（2004）和
Marshall（2006）指出，现有获取知情同意的指南不能为紧急情

况下获取脆弱人群的知情同意提供足够的指导。因此，在紧急

情况下传统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有可能符合另一层级的

脆弱性要求（Luna，2009）。
在“决定”参与研究时要考虑各种外部因素。可能影响自

愿性和自主性的因素（Molyneux et al.，2005；Ganguli Mitra，
2012）包括：

 ● 治疗误解（见学习目标 7.2）
 ● 金钱鼓励

 ● 药物的可获得性

 ● 寻求与社区的信任关系

 ● 担心权力的差异

 ● 担心交换和公平。

因此，对研究的许多“文化”反应显然来自“传统”的理念

或教育的缺乏，这些反应实际上是对贫穷和政治或经济不稳

定有意义的反应。换言之，不能满足卫生保健（如足够的庇

护所、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饮用水）的需求会加剧个体的脆

弱性。

居住在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可能会面临额外的挑战。在

某些情况下，尽管他们可能充分知情并同意参加，但是他们可

能因为面临着困难的情况才这么做。因此，脆弱性不只是一种

知情同意或者伤害的事件。当充分了解潜在风险后，他们可能

会做出某些选择。研究者不应该假设知情后的选择会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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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脆弱的人群可能“发生额外的或更大的错误概率明显增加”

（Hurst，2008）。除非人们获得全民医疗保险或其他社会安全网

的保障，否则他们就更可能冒着被剥削的风险同意参加研究，

也就是参加了研究但并未从中获益（Ganguli Mitra，2012）。在

资源匮乏地区从事研究的研究者应该考虑驱使人们参与研究的

各种原因。

案例研究的目的以及建议的问题是为了对假设提出问题，

并要求学员讨论有关造成危害的可能风险的问题（如权力和经

济的不平等、紧急状态下的研究）。

B. 主题

尽管已经建立了很好的获取知情同意的标准流程（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1979；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2002），但是在应急情况下

这些流程用于传统社区的受试者和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群可能

会特别有挑战性。除了上述讨论的因素之外，其他的现实情

况可能会危及真正的知情同意。例如，在当地人群与侨民的

或国家的研究团队之间在技术、知识和地位的不同可能会有

很大的障碍。传统社区尤其容易卑微地接受外国人的治疗

（Beauchamp et al.，2014）。因此，他们不太可能以有助于了解

紧急问题的方式来获得所需信息。此外，由于文化程度在资

源匮乏地区参差不齐，对人们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作为保护性

措施表示担忧。研究者必须要对可能出现的额外的脆弱层级

保持警惕，并使用预防性措施来避免受累人群和个体暴露于额

外伤害。

在紧急情况下，获得传统社区的知情同意需要什么程序？

当研究的主要风险与整个社区（而不是个体成员）有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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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咨询可能就会特别适宜。在传统社区，国际研究伦理指南

要求的知情同意程序可能不适合于当地的传统。尽管指南要求

所有的社区成员都能够参与，而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如何

（Vreeman et al.，2012），因而要求受试者和社区代表都要提供知

情同意，但是社区代表更有可能根据当地传统作出决定和排除

某些个体。因此，研究者可能不得不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来保

护脆弱人群，避免不必要的伤害（Molyneux et al.，2005）。
如果社区要在研究中真正起到作用，则他们必须尽早收集

数据，以便能影响项目的设计。如果社区可能不同意所有或

者部分建议，应该考虑重新对其进行修改。这个问题已经在一些

文件（如“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美好合作蓝图”（good participatory 
blueprint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AVAC，2014）中得到 
解决。

一般而言，咨询社区领导人至关重要，这样可以显示对当

地习俗的尊重。当他们是主要的切入点时，应该召开预备会

议，并通过适宜的方式来讨论研究的目的、方法和预期。在与

社区领导人的协商和见面过程中，研究者必须确保社区的知情

同意不能取代个体的知情同意（Dresden et al.，2003）。即使在

紧急情况下，社区知情同意通常不应该被认为是对参与研究的

个体提供知情同意的豁免。

在传统社区工作的研究者必须通过与他们交谈来了解其需

求和期望。对于受试者和研究者之间观念上的差异，研究者应

该保持警惕，增进信任和促进尊敬。研究者应通过下列方法避

免以恩赐态度对待传统社区来获取知情同意：

 ● 在研究开始之前调查文化敏感性；

 ● 应注意人群的需求，如果情况不允许开展调查，那么就对

调查进行重新考虑；

 ● 当地人员和翻译人员要参与研究，以确保社区和个体咨询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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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社区的参与，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社区应参与

协议的起草和研究的真正实施（Vreeman et al.，2012）；
 ● 在没有完全了解研究的含义前，应确保个体不被剔除和不

被强迫参与研究；

 ● 在设计获取知情同意方式时，应仔细考虑民族或社会团体

的文化习俗；

 ● 通过对拒绝同意的认可，来尊重个体作出的决定；

 ● 避免给个体和社区施加任何心理或经济的压力；

 ● 在决策时考虑社区结构（Vreeman et al.，2012）。
在资源匮乏地区紧急情况下获取知情同意需要什么程序？

上述许多问题也适用于资源匮乏地区的居民，他们可能会

拒绝参与研究或缺乏提供知情同意所需的适当信息。此外，社

区中的某些个体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脆弱而被剔除，剥夺了提

供知情同意的权利。

由于获取收入的能力有限，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群可能特别

容易受到胁迫和剥削。尤其在紧急情况下，卫生系统超出自身

的承受能力而无法满足受试者的卫生医疗需求。因此，研究者

和救助机构应该合作以确保以下几项：

 ● 在整个研究项目期间，不管他们参与与否，都要满足所有

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

 ● 人群有获取基本卫生保健的机会；

 ● 研究小组不能为了研究而耗尽所有卫生保健资源，从而剥

夺当地人群的卫生保健权利。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关于是否参加研究，“作为主人翁

的”人群就有了真正的选择。这是知情同意有效的必要条件。

如果有剥削受试者的风险，即使研究有潜在的益处，也不

能进行。根据互惠原则，直接从研究中获利的研究者、公司和

组织有义务寻找办法来支持为研究奉献的参与者，或加强当地

的卫生系统（Ganguli Mitr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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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例研究

尼日利亚的 Trovan试验

Stephens J（2000）. Where profits and lives hang in balance，
Washington Post，17 December 2000（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0/01/AR2008100100973_
pf.html）.

也可以参见 http：//www.pfizer.com/files/news/trovan_fact_
sheet_final.pdf.

D．总结

在开展研究项目期间，传统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居民会

面临不同的文化，有时面临技能和知识的不平衡。这些可能会

导致由研究者以恩赐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治疗。即使有被剥削的

风险，贫穷、政治不稳定和缺乏全民健康保险会促进这些社区

的人们参与研究。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的需求可能会超出卫生

保健的范围，从而进一步加剧他们的脆弱性。

研究者必须要权衡给未来病人和人群带来的潜在好处与保

护研究相关人员的利益之间的关系（Ganguli Mitra，2012）。研

究者必须记住，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研究在道德上可能是不可

以接受的。因此，必须要仔细权衡社区的利益和研究的需求

（Dawson & Kass，2005）。研究者的责任是绝不能给传统社区和

资源匮乏地区居民带来进一步伤害，但应分享任何利益。这种

责任在紧急情况下是最重要的。

总之，应该召集社区代表，召开预备会议来解释研究的风

险和益处。研究者必须努力获取个体的知情同意。他们必须要

确保社区的知情同意不能取代个体的知情同意。在某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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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紧急情况出现前就应该获得知情同意。为减少遭受强制

和剥削的风险，在资源匮乏地区工作的研究者可以联络现场的

其他机构来确保满足人群的基本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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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陈　浩 译　邹　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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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5：
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紧急情况下
研究与出版伦理之间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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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5：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紧急情况
下研究与出版伦理之间关系的能力

当产生的新知识是为了保护在紧急情况下的公众时，就有

道德义务在适当的时候分享和发布相关的发现。这样的科学知

识可以在常规监测中获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需相应的伦

理监督就可以开始收集数据，但重要的是应该明确将收集的数

据作为科学知识来传播的条件（学习目标 5.1）。
此外，重要的是，公共卫生人员要牢固掌握各种出版偏倚

的意义，这个问题将在学习目标 5.2 中进行讨论。最后，与数据

所有权捆绑的义务必须明确，因为这种所有权可能对科学证据

的质量或花费多少财力在有争议的技术干预上可能产生巨大影

响。该主题将在学习目标 5.3 中讨论。

学习目标

5.1 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常规临床治疗期间收集的资料可以

作为科学知识发表的条件。

5.2 解释什么是“发表偏倚”以及它如何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

5.3 解释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对科学数据所有权

的伦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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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5.1：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常规临床治
疗期间收集的资料可以作为科学知识发表的条件

Philippe Calain

课程时间表（75 分钟）

0～15 分钟

（15 分钟）

16～35 分钟

（20 分钟）

36～40 分钟

（5 分钟）

41～60 分钟

（20 分钟）

61～75 分钟

（15 分钟）

课程介绍 阅读
角色扮演和

展示
小组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单元，并列出数据作为科学知识在伦理上可以传

播的条件。

2. 教员分发 Balasegaram 等（2006 年）撰写的文章，要求学员

阅读，特别是前面的 2 页。

教员：向学员解释他们应该忽视文章发表的事实，想象这

是提交给期刊的论文草稿。他们应该考虑是否获准出版。

3. 教员扮演技术人员的角色，要求文章在提交给同行审查的

期刊前获得伦理审批。

教员：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运用 Gollogly（2006）以及任

何其他相关的人提出的论点。

4. 教员将学员分为多个组，每组 4 人或 5 人，要求他们讨论

技术人员的要求，决定是否应给予出版的事后伦理审查。

5.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指定一名报告人来总结他们的讨论。

教员：要求即将报告的小组仅提出其他组还未提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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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该讨论的问题包括：患者是试验的一部分，但未被告知；

以前未经过伦理审查；如何解决对人的尊重与在批准研究结果

的发布带来的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

6. 教员总结活动，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当产生的新信息可以在突发事件中有益于个人和公众时，

则有足够充分的道德义务尽快分享和公开这些信息（（Langat et 
al.，2011）。由于这些科学信息可以来自于常规临床或监测活动

期间，数据收集在没有伦理监督或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可能已经

开始（见学习目标 3.2）。
本课程涉及对作为项目监测、公共卫生监测或“操作性研

究（operational research）”部分获得的回顾性数据进行汇编、分析

和出版而进行的伦理审查。最初，由于可能在紧急情况下，没有

经过伦理监督或个人同意，不管正确与否，就已收集数据（Calain 
et al.，2009）。例如，在一个人道主义项目期间开展的操作性研

究，该单元引入伦理计算的概念，来计算公共卫生重要的数据出

版之重要性是否超过没有事先同意或伦理审查的重要性。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2009；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2011）参考《赫尔辛基宣言》，并引用个人保护作为医学出版的

先决条件。赫尔辛基宣言 2013 版（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2013，paragraph 36）这样指出：研究人员、作者、赞助商、编辑和

出版商都有出版和传播研究结果的伦理义务。研究人员有公

布人体受试者研究结果的义务，并对报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负

责。各方应坚持公认的伦理报告指南。阴性和不确定的结果以

及阳性结果必须公布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开。资金来源、隶属机

构和利益冲突必须在出版物中声明。对不符合该宣言原则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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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不应出版。

在该单元中，参与者将严格审查在公共卫生监测或临床管

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出版的必要条件。

B. 主题

对日常收集的下列数据进行出版的伦理审查的标准是基于

作者的工作和经验（也参见 Schopper et al.，2009）。

活动类型

当确定是否对作为非正式研究项目部分获得的数据进行传

播时，应该确定数据收集的活动类型，因有些类型（如操作性研

究）可允许豁免标准伦理审查。但是诸如操作性研究的活动可

能很难界定。例如，Balasegaram 等（2006）将在人道主义行动

期间进行的研究认为是操作性研究，而其他人认为操作性研究

是改善卫生系统的各类研究中的一种（Remme et al.，2010）。

图 1　改善卫生系统的研究（Remme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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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相关性

必须对所收集数据的相关性进行评估。在紧急情况下，往

往最容易并且首先要收集的是常规的临床监测数据。决定发布

这些数据应考虑从出版获得的潜在利益是否比收集数据之前不

征求同意这一事实更为重要。例如，如果在收集数据的地方工

作可继续，或者利益相关者可使用数据来实施和倡议改进治疗

方案，这将是特别重要的。

科学有效性

在公共卫生监测或常规临床管理期间收集的数据，与根据

科学有效性审查的正式研究项目方案收集的数据相比，可能不

太严格。当数据收集活动的科学价值值得商榷时，明确承认有

局限性是特别重要的。

保密性

学习目标 3.3 涵盖了紧急情况期间的保密问题。正如定义

所述，保密是确保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不被他人知晓的原则。在

基于公共卫生监测或临床管理的出版物中，对个人的所有可识

别身份的信息有保密的义务，因此应该被删除。

风险最小化

保密标准有助于确保数据传播给参与者和社区带来的风

险最小化。然而，如在学习目标 3.1 中所讨论的一样，如果公共

卫生活动揭示与普遍不赞同的行为相关的疾病流行率高，则社

区、团体或个人可能会遭到羞辱。因此，可能需要更加努力以

尽量减少因出版数据而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即使风险预计很

小，研究人员也必须明确承认这些风险。

许可与合作

在提交或传播前，如果相关的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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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收集，则必须被告知并同意公布数据。同样，应当在合

理可行的情况下，寻求与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出版前合作。例

如，与社区机构代表接触，如果可能的话，应寻求以地方部门或

合作伙伴作为作者身份。

可用性与可获取性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数据分析的结果应以适当、可及的

形式提供给患者和社区。

如果对考虑出版的数据收集活动没有获得伦理批准，就不

能同意此后的伦理批准。调查人员和出版者在作出出版决定

时，应对上述所有问题承担伦理责任。

C. 总结

正如 Gollogly（2006）所讨论的一样，对于在公共卫生监测

或常规临床管理中收集的数据应作为科学信息发布的情况，存

在“灰色地带”。本单元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受试者的患者

可能没有提供适当的知情同意（参见学习目标 3.2）。另一个令

人担忧的问题是，相关领域缺乏先验的伦理批准。当调查人员

和出版商在争论是否应公布数据时，他们应该权衡出版可能造

成的伤害与预期的收益（Public Health Ontario，2011）。这样做

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本章节所列的标准清单。在学习目标 5.2 和

5.3 中将提出与出版伦理有关的其他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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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潘会明 译　张　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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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5.2：解释什么是“发表偏倚”以及它
如何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

Maxwell J. Smith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20 分

（20 分）

21～40 分

（20 分）

41～55 分

（15 分）

56～85 分

（30 分）

86～90 分

（5 分）

介绍 阅读
视频与小组

讨论

案例研究与

讨论
总结与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提供发表偏倚的背景信息及其对突发事件准备和应对

的影响。

对教员的要求：留出时间用于提问和讨论。

2. 教员向学员分发由 Godlee 和 Loder（2010）以及 Cohen
（2009）撰写的文章，给他们 20 分钟阅读材料。如果可能

的话，教员可以在上课前给学员提供文章。

对教员的要求：由 Godlee 和 Loder 撰写的评论强调出版偏

倚的意义以及减轻其影响的重要性。Cohen 的文章为本单元要

讨论的案例研究提供背景资料。

3. 教员播放一段关注抗病毒药物达菲的视频（四频道新闻，

2009 年）（12 分钟）。

4. 教员介绍案例研究。

5. 教员将大组分成几个小组，给每小组 10 分钟，从下列问题

中挑选一个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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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案例研究有提示发表偏倚吗？为什么有或为什么没有？

该案例中可能存在哪种发表偏倚？

对教员的要求：确定可能存在的偏倚类型，检查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利益，考虑研究结果会如何受到影响（如果有的话）。

 ● 在该案例中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或减轻潜在的发表偏倚？

对教员的要求：根据推荐的方法来解决发表偏倚，可以考

虑下列认可的一些方法。

 ● 该案例如何影响突发事件的应对？

对教员的要求：有与资助和使用公共卫生措施相关的机会

成本，如果措施不力，这些成本可能被认为缺乏理由。

6. 如果时间允许，教员可以决定把框 4 的一些问题分给学

员，并主持讨论。

7. 教员总结会议，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关于如何做好准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很可能基于

研究产生的证据来提供依据。这反映了在公共卫生政策和实

践方面做出的决定是基于证据或以证据为前提的一种趋势

（Banatvala & Zwi，2000；Kohatsu et al.，2004；Bowen and Zwi，
2005）。证据表明，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依据的证据可以多种

形式出现，如纯粹的研究、系统综述或许多研究的 Meta 分析

等。因此，出版什么以及决策的证据由哪些部分组成，都有偏

倚的可能性（Knox Clarke & Darcy，2014）。
偏倚是指“在推断的任何阶段和任何过程中往往产生与事

实有系统性误差的结果或结论”（Sackett，1979，p.60）。虽然偏

倚可发生在研究的任何阶段，如在抽样或测量时，但是本单元

关注的重点是在研究出版阶段的偏倚。当出版的信息不能系

统地代表现有数据时，就出现了“出版偏倚”（Rothste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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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如果仅选择纯粹研究中的数据或结果来出版，或者研

究的部分数据被禁止披露，或者研究数据没有被出版，便会出

现出版偏倚。例如，据报道，在流感大流行病毒株出现后 2 年，

在 73 个注册的甲型 H1N1 流感疫苗随机对照试验中，只有 21
个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Ioannidis et al.，2011）。由于这一主

题只有少数试验报告，已出版的内容是否准确地代表所有证据

尚不清楚。

因此，由于出版偏倚，要确定纯粹研究能否准确地反映所

收集的数据，或者是否仅根据综述或 Meta 分析就认为是所有

现有的研究，则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可将系统综述和 Meta 分

析结合起来，对许多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以试图找出某些模

式，但由于研究未完成、未出版，或未报告而缺乏可用性，从而

损害了研究的有效性（Rothstein et al.，2005）。
最后，出版偏倚的结果是证据的失真（Egger & Smith，

1995）。因此，如果决定是基于可获得的证据，那么作出的决定

最终将基于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这就对研究人员和决策者

提出了至少两个实际挑战：首先是当证据存在潜在偏倚时如何

做出决策，其次是今后如何防止或减少出版偏倚。

B. 主题

下面讨论各种形式的发表偏倚。

“阳性结果偏倚” 

当研究中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阳性结果比支持零假设的

结果或者不确定的结果（称为“阴性”结果）更容易出版，就出

现了“阳性结果偏倚”（Hopewell et al.，2009）。虽然这种偏倚可

能涉及结果的选择性报告，根据这些结果的趋势和统计学显著

意义，可以被认为是属于所谓的“结果报告偏倚”（Dwan et al.，



研究和监测 165

2008）。由于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阳性结果更可能被提交出版，

更可能被编辑、期刊和同行评议者接受，更容易被多次发表，更

容易被别人引用，更容易快速出版，因此会出现阳性结果偏倚

（Stern & Simes，1997；Hopewell et al.，2009）。
阳性结果偏倚的后果可能是应对突发事件时所采取的某

些措施（如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或治疗）的有效性被夸大。

另外，阳性结果偏倚可能提示治疗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是有

效的，可是实际上却没有效果，或者效果实际上达不到响应目

标。这可能导致将稀缺资源用于作为应急响应的干预措施，其

价值值得商榷。此外，如果有统计学意义的阳性结果能更加容

易和快速地发布，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开始的研究，如产

生阴性或不确定的结果直到应急响应结束后也不会被发表，从

而对未来响应的知识库产生影响。此外，对已深入研究的项目，

研究可能继续被资助，并继续进行，但结果却不会被公布。

“热点偏倚（Hot stuff bias）”和“缺乏兴趣（lack of interest）”
偏倚

对于突发事件的重大偏倚被称为“热点偏倚”（Sackett，
1979）。当某主题在科学界或更广泛的公共领域流行时，会导

致对该主题出版的兴趣增加，从而出现这种偏倚。除发表和不

发表有价值的研究所产生的固有差异外，由于急于出版这个主

题的内容，这种偏倚还可能导致出版初步的，甚至“不可靠”的

结果（Sackett，1979）。在突发事件期间要努力加快出版研究结

果，为响应的决策提供依据。由于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出版和传

播研究成果和信息的重要性，有可能会出版初步的或“不可靠”

的结果。此外，可能会在压力下公布早期阳性结果，而不公布

出现的阴性结果。公共卫生机构和政府部门急于与公众沟通应

急准备和响应的信息，因此会存在加快出版，从而可能产生出

版偏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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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可能由于从事研究和出版的人员缺乏兴趣而导致偏

倚（Sackett，1979）。例如，研究人员对某个研究问题可能失去

兴趣，并选择放弃出版，使得数据未能发表。由于突发事件可

能是短暂的，在响应阶段开始的研究可能在之后会被忽视，因

为从开始研究到撰写论文发表期间的一段重要时间已经过去。

此外，虽然对某项研究课题如流感大流行计划感兴趣，但在数

年后研究人员可能会对完成课题研究或者追求结果出版失去

兴趣，期刊和编辑可能会由于“主题疲劳”而不愿出版这样的 
研究。

对所谓“热点偏倚”稍微不同的解释与研究人员的职业兴

趣有关。鉴于出版原创研究以及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

论文的压力，如果他们有一个相互排斥的提升职业生涯选项，

能给研究的作者带来更多声誉的形式或场所发布，则研究人员

可能对相关的、时间敏感的研究结果提供给更广泛的科学界或

公众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对公众健康有直接正面影响的

结果可能（至少暂时）被禁止出版。考虑在哪里出版原创研究可

能会影响何时和以什么形式发表；如果研究者有机会在质量不

高但“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上发表，那些可以通过快速审查和

开放获取的期刊可能会被忽略。与各种应急准备和响应相关的

研究所产生的证据，具有高度的时间敏感性。原创性研究更愿

意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而不是接受更广泛的科学审查

并最终让公众受益，这也是一种发表偏倚（参见学习目标 5.3）。

发表偏倚的其他形式

当研究结果与研究者或研究赞助人的兴趣、期望或假设相

匹配时，就可能存在“确认偏倚”（Mahoney，1977）。对有利结

果有一些既得利益（包括经济或其他方面利益）的企业所赞助

的研究，这种偏倚可能特别明显。商业的参与可能会影响突发

事件期间的研究和活动（Delva，2013）。在这种情况下，确认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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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可能与通常被称为“资助偏倚”或“赞助偏倚”有关联，而“资

助偏倚”或“赞助偏倚”的研究往往支持赞助商的利益。确认偏

倚是出版以外的研究问题，导致的偏倚在于出版的内容。

其他类型的偏倚包括“语言偏倚”（用英文选择性出版研

究），“所有完好的文献偏倚”（选择性出版争议少的论文），“片

面参考文献偏倚”（作者在论文中仅选择支持其观点的参考文

献），“可获得性偏倚”（选择性出版研究人员可获得的研究）、“熟

悉偏倚”（选择性发表作者自己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成本偏倚”

（选择在免费或较低费用的期刊发表研究成果）（Sackett，1979；
Rothstein et al.，2005）。解决发表偏倚的挑战之一是确定和解

释这些偏倚。

出版偏倚的解决方法

现已提出了许多建议以防止或减少发表偏倚，其中一些建

议主张能够公开访问数据，从而对拥有数据的人、可以获取数

据的人以及利用数据的人提出质疑。

出版过程的透明化可能会减少发表偏倚，但仍需实施更严

格的问责制。例如，同行评议的透明化可能需同时报告同行评

议者的姓名和发布他们的评论，从而阻止或至少能更好地识别

与同行评议相关的偏倚。此外，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可方便研

究人员、医师和决策者识别和检索在其他地方可能还难以获得

的重要数据和结果。

现有多种方法（如漏斗图）来处理 Meta 分析中的发表偏

倚，可用相关技术来确定未发表的研究（Hopewell et al.，2009）。
已成立临床试验注册机构以帮助跟踪人类受试者的实验，而不

管其结果如何（Hopewell et al.，2009）。虽然所讨论的发表偏倚

主要是在临床试验方面，但也可发生在其他类型研究的报告，

包括与临床试验方法不同的研究，如定性研究。因此也必须找

到防止或减轻出版偏倚的相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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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例研究

2003 年发表了一篇有关奥司他韦（商品名：达菲）治疗对流感

相关的下呼吸道并发症和住院的影响的论文，该项研究结果由 霍
夫曼 - 罗氏有限公司（F. Hoffmann-La Roche Ltd）赞助。这篇文章报

道用奥司他韦治疗流感能降低高危成人和其他成人的下呼吸道并

发症、减少抗生素使用、减少住院数和住院率（Kaiser et al.，2003）。
这项研究涉及由霍夫曼 - 罗氏有限公司赞助的 10 个独立的

Ⅲ期随机对照试验的分析，其中只有 2 个已发表在同行评议期

刊上。随后一份 Cochrane 综述（Jefferson et al.，2009）宣称，如果

不包括原先论文中提及的 8 篇未发表的研究数据，就没有充分

的证据来确定奥司他韦能否有效减少下呼吸道并发症、抗生素

使用和住院天数。然而，公共卫生决策者根据论著的证据以及

许多其他相关出版物，来说明推荐奥司他韦作为抗击流感（包括

流感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株）治疗药物的理由（Godlee & Clarke，
2009），从而导致大量储备奥司他韦以供流感大流行期间使用。

Cochrane 综述的作者指出，存在出版偏倚是可能的，尤其

是如同我们知道的未发表和未见到的 8 个试验结果一样。其偏

倚方向可能倾向于夸张治疗效果（Jefferson et al.，2009，p.6）。

框 4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是什么从根本上推动出版？在突发事件期间其动机有什么不同？

[ 提示：考虑公共卫生（和其他）利益、职业兴趣和经济利益 ]
2  根据显示的出版偏倚，公共卫生干预的可疑效益证据是如何影响采用

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合理性的（例如，在应对如 SARS 等传染病开展的

隔离措施）？（提示：见 simon & Upshur，2007 for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3  发表偏倚是否会出现在有关应急准备和响应伦理的论文中？对困难

的伦理问题有明确结论的论文会更容易或更快出版吗？（提示：一

篇在伦理立场方面有明确主张的论文是否比一篇仔细考虑不同伦理

的可取之处而无明确结论的论文更容易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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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出版偏倚降低了基于数据作出决策之证据的可信性，应如何作

出决策？（提示：这个问题是要求学员如何在不确定情况下能够或

应该作出决策。一方面，如果决策机构知道他们所依赖的证据存在

某一特定方向的偏倚而作出决策，则他们可能受到批评；另一方面，

即使他们的决策是基于可能有偏倚的证据（换句话说，这是他们掌

握的唯一证据，也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最理想的证据），而没有对公共

卫生问题采取行动而受到批评。

5  同行评议者或杂志编辑（或一些其他单位）应该有机会审查研究数

据吗？（提示：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否会减少发表偏倚的问题）。

D．总结

用于突发事件准备和应对的措施主要是根据在紧急情况之

前、期间和之后进行的研究而产生的证据。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证据是通过学术刊物传播的。发表的内容以及依据数据作

出决策的证据内容，都可能会存在偏倚。出版偏倚的后果是证

据基础的失真，可能影响对公共卫生措施的支持和使用，从而

导致对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响应和恢复的效果出现夸大，缺少，

甚至相反。

在突发事件期间，出版商、公共卫生官员和公众都渴望那

些为规划和应对工作提供信息的研究。这种兴趣的增加可能反

过来影响研究的质量、性质甚至研究结果，并可能影响要出版

哪些研究和哪些证据。努力减少发表偏倚是有效的伦理应对所

必需的，但是这些不能解决用于应急准备和应对的当前数据之

偏倚问题。为了公众健康的利益而被迫作出决定的决策机构可

能需要使用不完整的证据。当他们知道他们的决定所基于的证

据可能有偏倚时，他们可能会因作出的决定而受批评，但即使

他们的决定是基于可能有偏倚的证据，由于不对公共卫生问题

采取行动也会遭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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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出版偏倚，必须检查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

确定其影响研究效果的方式。进一步减少偏倚的技术包括使

数据更容易获取，并寻找研究注册和证据合成的新技术。特别

是出版商、研究人员和研究赞助商在突发事件期间必须共同合

作，以便在传播对响应和恢复至关重要的数据时，将公众的健

康作为优先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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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5.3：解释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
出版商对科学数据所有权的伦理义务

Maxwell J. Smith

课程时间表（120 分钟）

0～20 分钟

（20 分钟）

21～50 分钟

（30 分钟）

51～65分钟

（15分钟）

66～110 分钟

（45 分钟）

111～120分钟

（10 分钟）

课程介绍 阅读
视频和小组

讨论

案例研究与

讨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提供研究者、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对数据所有权、

数据共享以及相应伦理责任的背景信息。

对教员的要求：为提问和讨论留出时间。

2. 教员将 Langat 等（2011）and Crowcroft 等（2014）的论文分

发给学员，并给他们 30 分钟的阅读时间。如果可能的话，

教员可以在上课前将这些论文分发给学员。

对教员的要求：这些文章描述研究者、公共卫生人员和出

版商对突发事件期间科学数据所有权的潜在伦理责任。

3. 教员播放一部关注抗病毒药物达菲的录像（4 频道新闻，

2009）（12 分钟）

4. 教员介绍案例研究。

5. 教员将班级分为两组，给每组 20 分钟准备关于紧急情况

下有关数据所有权的辩论。

对教员的要求：一组被要求赞成严格的数据所有权和控制

权，另一组被要求赞成更开放的数据共享和访问。要求每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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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尽可能多地提出论据来支持其立场。

6. 教员要求每个小组选出一个代表来陈述他们的论点。

7. 教员主持双方论点的讨论。

对教员的要求：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学员对在突发事件期

间数据共享政策中应包含什么内容提出初步想法。

8. 教员就案例研究向学员提出下列问题：

 ● 该案例中的冲突是什么？支持和反对可获得有争议数

据的中心论据是什么？

对教员的要求：有数据所有权与公共利益的利益冲突。

 ● 在流感大流行准备和应对方面，不能完全获得奥司他韦

效果的所有数据有哪些影响？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措施无效，与资助和采用公共卫生措

施相关的机会成本可能被认为缺乏正当理由。此外，应考虑可

能会出现的健康影响。

 ● 在这个案例中下列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访问所有研

究数据？哪些人群的访问应受到限制？为什么是或为

什么不是？

— 研究人员

— 科研机构

— 研究赞助者

— 出版者

— 医师

— 公众

 ● 在你看来，下列每个人群对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共享分别

负有什么责任？

— 研究人员

— 科研机构

— 研究赞助商

— 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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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

— 公众

— 其他人

 ● 如果监管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对突发事件

应对措施（如奥司他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要负责（无论

负什么责任），那么他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对基于所有数据

作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决定负责？如果并非所有数据

都可以访问，则这些机构在制定决策时应承担哪些职责？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让学员参加在不确定情况

下如何能够或应该做出决策的讨论。决策机构可能因为没有充

分证据就做出决策而受到批评，但也可能因为缺乏所有数据而不

得不作出决策，由于不能对公共卫生问题采取行动而受到批评。

9. 如果时间允许，教员可以决定将框 5 中的一些问题分给学

员并主持讨论。

10.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研究中产生或收集的数据在公共卫生实践和政策中起关键作

用（Kohatsu et al.，2004）。因此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在决定

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医师和决策者使用

数据来促进和保护公众健康方面起重要作用。由于限制性的政策

和实践限制了研究数据的获取，并且在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倚（包

括出版偏倚，见学习目标 5.2），如果不是对所有数据进行审查，则对

于如何确定公共卫生措施效果的“真实”性感到非常担忧。如同本

单元讨论的案例研究一样，对达菲应对大流行流感的效果的真实性

尚不清楚，至少部分原因是不能完全获取相关研究的数据。

如果在突发事件期间可以获得研究数据，则对应对能力

有显著影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Langa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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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由于应对突发事件的范围广、具有迫切性和合作需求，

研究人员和他们收集的数据对于防范或应对未来突发事件而提

供时间敏感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

并不奇怪的是，不能获取数据可能会限制对突发事件的有效

应对。例如，在 2003 年加拿大应对 SARS 期间，各级政府之间缺

乏共享数据的协议，以及数据所有权的普遍不确定性造成系统缺

陷（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SARS and Public Health，2003）。
2009-2010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过类似的挑战，当时

缺乏及时全面披露疫苗接种的研究数据和调查结果，导致公众和

决策者的困惑（Langat et al.，2011）。因此，必须提出有关研究人员、

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与更广泛的研究界、卫生部门和政府机构

以及公众在管理和共享研究数据方面的伦理责任问题。在应对突

发事件的情况下，许多因素对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共享是非常重要

的（包括数据管理系统的法律协议、注意事项和技术规范），本单

元重点讨论研究者、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的伦理义务。

B. 主题

“［…］当病人的问题由未发表的、无法获得的研究结果所

致时，医生则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临床医生无法评价研

究，对病人的治疗决策仅基于不确定的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

重复别人公开发表的意见（Stanbrook & Hébert，2010）”。

为什么共享数据？

研究的益处取决于用研究数据到底做什么。如果数据没有

发布或数据分析受到限制，则不会产生由数据所能提供或应该

提供的最大益处。

有关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伦理行为的原创性文献，要求研

究具有社会价值或科学价值（Emanuel et al.，2002）。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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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支持有利于数据共享的论据，限制对数据的访问可被看

作是与研究的社会价值或科学价值相违背（Vanderpool，1996；
Langat et al.，2011）。例如，对研发诊断性试验、疫苗和其他应

对突发事件的公共卫生措施等重要的数据，如要对其限制访

问，可能对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最终产生一些社会价值会

有所限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虽然一些健康机构和部门支持数据共享（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0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但对公共

卫生数据共享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奢望（Pisani & AbouZahr，
2010）。在公共卫生之外的领域（如基因组学）对数据共享限

制较少，从而可以减少重复研究，促进科学进步，甚至为研究

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Pisani，2010）。此外，限制访问研

究数据可能会阻碍这些数据的进一步使用，而使数据可以获得

和访问，可让研究人员确定已有哪些数据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Taylor，2007）。因此，一些人认为，为了拥有（或提升）科学价

值，数据生产者有分享数据的伦理责任（Langat et al.，2011）。

数据共享的挑战与障碍

鉴于发布原创性研究以及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

力，研究者向更广泛的科学界或公众提供可获得的相关的时间敏

感的研究数据或结果的积极性不高。例如，如果研究作者决定对

他们来说是以最有声望的形式或场所发表，可能对公众健康产生

直接、积极影响的研究数据（如病毒标本）或结果会（至少暂时）不

予发布（即提升自身学术竞争力）（Chan et al.，2010）。考虑在哪里发

表原创性研究，可能会影响发布的时间和形式（见学习目标5.2）。
如果仅依靠在同行评议期刊发表研究文章来提升职业发展

和获得资助，则会阻碍其他研究人员获得研究数据（Pisani et al.，
2010）。当其他研究人员获得数据时，他们可以根据数据集发表

其他论文，这可能意味着数据生产商没有（或很少）获得利益。



研究和监测 177

此外，研究，也许特别是企业赞助的药学研究，可能有商品

驱动利益而需要对数据保密（Taylor，2007）：研究数据可被认为是

研究赞助商的知识产权，对获取和使用数据需要获得许可或付费

（Langat et al.，2011）。这些问题对制定科研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

出版商对科学数据的广泛认可的伦理义务政策提出了挑战。

C. 案例研究

2003 年发布了一篇由罗氏公司（F.Hoffmann-La Roche Ltd）
赞助的关于奥司他韦（商品名：达菲）治疗对流感相关的下呼吸

道并发症和住院影响的研究结果报告。这篇文章报告用奥司他

韦治疗流感能降低下呼吸道并发症、减少抗生素使用、减少高

危成人和其他成人的住院（Kaiser et al.，2003）。
这项研究涉及由罗氏公司赞助的 10 个独立的Ⅲ期随机对

照试验分析，其中只有 2 个已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随后

一篇 Cochrane 综述（Jefferson et al.，2009）宣称，由于原先论文

中提到的 8 篇未发表论文的数据未包括在内，还没有足够证据

来确定奥司他韦能否有效减少呼吸道并发症、抗生素使用和住

院。然而，公共卫生决策者根据原创性研究，以及许多其他相

关出版物的证据，来提出推荐奥司他韦作为治疗流感（包括大

流行流感病毒株）选项的理由（Godlee & Clarke，2009），从而导

致储备奥司他韦以供流感大流行期间使用。

Cochrane 综述的作者（Jefferson et al.，2009）认为，尽管他

们试图将所有数据纳入到综述中，但仍无法获取关键数据来支

持罗氏公司资助的原创性研究的结果。

框 5　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在考虑某种公共卫生措施是否应该用于应对突发事件时，应使用

什么数据？是否应该尝试包括由研究人员、研究赞助商或研究机

构未发表的或严格控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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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让学员参与讨论能否在所有现

有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作出公共卫生决策。如果要尝试纳入甚至未公布

的数据，则学员应探讨如何反映研究人员提供其数据的义务。

2.  如果研究伦理委员会受命进行的工作是权衡所建议的人类受试者

参与研究的利益和风险，则如果数据所有权和数据保密对公共利

益制造了障碍，是否可以说他们已经履行了这一义务？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问题涉及研究的伦理批准和研究监督，以及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义务。如果人类受试者在研究中承受压力或遭受伤

害，但是研究的结果可能产生显著利益，则研究仍可能被认为在伦理

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利益取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有人可能会认

为，这些委员会有责任确保数据得到充分传播。

3.  如果大型研究机构和公众无法访问该数据，公共卫生研究也可以

说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吗？

　　对教员的要求：不发表的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研究是浪费资源，

因而是不道德的吗？

4.  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是否对不同类型的数据 [ 例如，

原始数据与有效数据（cleaned data），定性观察数据和定量实验数

据 ] 共同承担不同的责任？如果是的话，这些责任有何不同？鉴

于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和限制，要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必

须遵循的途径来分享数据。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问题应该让学员参与讨论不同类型研究数据

的价值，以及数据是否可以转换以消除潜在的共享障碍。

5. 在突发事件期间产生的研究数据传播给其他研究人员和公众是否

比在非突发事件期间产生的研究数据传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对于教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由于潜在严重程度和突发事件的

时间敏感特性，数据共享可能对制定或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具有

更高的优先级。根据学习目标 5.2 中有关出版偏倚的信息，如何阻碍

或促进这样的优先级设置？

6. 出版要求和共享数据之间有直接冲突吗？

　　对教员的要求：职业发展往往取决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原

创性文章，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这与数据共享有冲突或

成为其障碍吗？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政策和实践的变化对数据共享产

生积极影响的领域吗？



研究和监测 179

7. 谁应该负责制定数据共享协议？

　　对教员的要求：责任人可以是研究的资助者、赞助商、大学、研究

者个人或专业组织。

D．总结

公共卫生决策机构希望根据最充分的证据做出决策。缺乏

可获得的和可用的研究数据会明显影响他们的决定，这是不足

为奇的。例如，如果不是对所有数据进行审查，则限制访问研

究数据的限制性政策和实践可引发对如何确定公共卫生措施有

效性的“真相”的担忧。然而，当新出现的紧急情况下研究数据

易于被利用并对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有重大影响时，则在突发

事件期间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如果研究数据尚未发布或受到其他限制，则在应急计划和响

应方面做出决策时可不考虑研究数据。因此，有人认为，以透明

的方式分享研究活动中产生的任何数据可以提高科学价值，数据

生产者和出版商对此负有伦理责任。鉴于发表原创性研究和在

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压力，以及考虑企业赞助药物研究和商

品驱动的利益，研究人员和出版商可能对时间敏感的研究数据或

结果提供给更广泛的科学界和公众使用的积极性并不高。

这就提出了研究人员、研究赞助商、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

商与更广泛的研究界、卫生和政府机构和公众在管理和分享研

究数据方面的伦理责任问题。鉴于突发事件的潜在严重性和时

间敏感性，为了及时制定或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还

有额外的共享数据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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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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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6：
确定应急响应期间检伤、资源分
配和治疗规范的伦理相关标准的

能力

海地地震　2010 年 1 月 20 日 - Jimani DOR.

Hospital El Buen Samaritano

来源：WHO/AMRO/Victor Arisc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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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6：确定应急响应期间检伤、资源
分配和治疗规范的伦理相关标准的能力

检伤和分配通常是突发事件危机响应的核心。对这些活动

已经制定了具体标准和总的框架，见学习目标 6.1。接下来讨

论三个相关的公平问题。首先是令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烦恼的

问题，即治疗规范可以随着不同紧急情况而改变（见学习目标

6.2）。其次是过去几年备受争议的与开展公共卫生监测的社区

分享利益的问题，如社区提供样本，为国际社会制定下一个流

感疫苗计划（见学习目标 6.3）。第三，在疾病流行或灾难期间

开展研究项目时提供治疗也备受争议。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见学

习目标 6.4。

学习目标

6.1 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检伤和分配的伦理框架和标准。

6.2 了解在突发事件期间如何改变治疗规范的标准。

6.3 确定在公共卫生监测情况下如何与社区分享利益的问题。

6.4 确定在突发事件响应期间开展研究时对获得未经证实的

治疗的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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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6.1：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检伤和分
配的伦理框架和标准

A．M. Viens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15 分

（15 分钟）

16～20分
（5分钟）

21～35分
（15分钟）

36～45分
（10分钟）

46～70分
（25分钟）

71～80 分

（10 分钟）

81～90 分

（10 分钟）

介绍 小组讨论 大组讨论 大组讨论 阅读 讨论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单元，并提供检伤和分配的背景信息，包括可用

于突发事件的标准。

2. 教员对学员分组，并给每个小组提供下列问题中的一个或

几个。在再次召集会议前，给予每组 5 分钟讨论。

 ● 在突发事件时必须分配的重要资源有哪些？

 ● 在突发事件期间应当由谁做出检伤决定？如果在不同层面

或按人的不同分类作出这些决定，是否使用相同的标准？

 ● 在分配卫生保健资源时是否有一些因素（如人口学因

素）从未被考虑在内？

 ● 在紧急情况下，对最严重的受伤病人因得救的概率最低

而可能放弃治疗，因为他们的治疗需要大量资源和人

力。这也是公共利益和病人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

突发事件期间检伤时还可能出现其他哪些冲突？

 ● 检伤通常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挽救生命的数量。但是我

们要增加挽救生命的数量还是挽救生命年的数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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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造成某种歧视（如“对老年人的歧视”），怎么办？

 ● 检伤模型中也应考虑生活质量和生命年的问题。根据

生命质量和生命年来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适？

 ● 我们经常寻求公平公正地分配医疗资源。我们的公平

和正义观念在突发事件期间会有所不同吗？或者伦理

原则还与平常一样吗？

3. 教员给学员分发 Smith 和 Viens 的文章（即将介绍），并询

问以下问题：

 ● 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检伤标准？

 ● 如果使用你选择的检伤标准，哪种实质性和（或）程序性

伦理原则最能支持你的决定？举例说明理由。

4. 教员给学员分发 Melnychuk 和 Kenny（2006）以及 Persad
等（2009）的文章，并提供阅读时间。

5. 教员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6. 教员提供不同伦理原则的背景资料，以及这些原则如何用于制

定伦理框架，为突发事件期间临床病人的检伤决策提供依据。

对教员的要求：留出时间供提问和讨论，确保学员理解伦

理原则是什么，如何用于选择检伤的过程，以及如何选用不同

的伦理原则可导致不同的检伤决定。

7. 教员分发“为您站岗（Stand on guard for thee）”（University of 
Toronto Joint Centre for Bioethics Pandemic Influenza Working Group，
2005）的第3～8页和第15～16页，并给学员15分钟时间阅读。

8. 教员要求学员根据下列问题审查案例研究：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可能的话，试图引导学员参考所讨论

的伦理原则，并要求他们阐述使用这些原则为他们所推荐的行

动过程提供辩护的理由和依据。

 ● 在确定优先事项和分配资源时，根据分配标准或基于标准

的分配原则是否会更有成效？

 ● 如果一个或多个伦理原则发生冲突，怎么办？例如，如果



186 病人治疗

公平原则要求对病人进行检伤是为了平等获得资源，而保护

病人免受伤害原则要求对病人进行检伤是为了拯救大多数

人生命，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最终我们应该如何检伤病人？

 ● 在突发事件期间，人们对于应该使用哪些实质性伦理原则来

选择病人检伤的程序可能不一致。是否能充分确保所选择的

检伤方法符合伦理？也就是我们选择病人检伤的过程是否符

合程序的伦理原则（如这个过程是否透明，是否有问责等）？

 ● 我们一定要使用相同的原则来分配资源或检伤病人吗？你

能想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根据不同伦理原则来选用

不同的分配标准或策略？

 ● 这一目标所概述的伦理原则与你在专业实践中使用的原则

匹配程度如何？是否还有遗漏的原则？

9.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在突发事件期间，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尽量减少发病和死亡。然而，由于时间和资源所限，他们这么做的能

力有限，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决定哪个病人接受什么治疗。有效的

资源和人力的计划及管理会明显影响突发事件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

度，同时也会对确定优先事项和公平分配资源带来重要的伦理问题。

资源管理的方式有多种。一个程序是检伤，是指在不能为

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即时治疗和诊断干预措施时，将某些病人使

用稀有医疗资源作为优先事项。有效的检伤应帮助决定先治疗

谁以及采用何种治疗措施。换言之，检伤包括通过评估特定个

人发病或受伤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来决定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是

否可以得救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优先次序和给予处置的类

型。检伤还应根据非医疗因素，如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效用，

来决定给予谁优先。除确定治疗外，检伤也包括对个人接受进

一步治疗的运输及医疗设施要优先安排。检伤不仅适用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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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人力不足而不能同时为每个人提供必需的医疗保健的情

况，而且也适用于事故处置和急诊室治疗。

第二种有效的资源管理是分配，包括个体因经济原因而拖

延或拒绝即时治疗。分配与检伤一样，不仅适用于突发事件期

间，如大多数医疗保健机构每年对髋关节置换术的数量进行分

配，因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治疗每一位病人。

检伤和分配可同时使用。例如，一年中髋关节置换术的数

量配给 4500 人。一旦确定这个限值，就要可以获得髋关节置

换术的 4500 个病人作出决定。做出这个决定应根据一套标准

来筛选哪些病人可以获得髋关节置换术。检伤和分配都是因为

资源短缺，但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本次学习的重点目标是检伤，特别是可用哪些标准来解决

突发事件期间的资源短缺。本单元还包括依据这些标准对一

些伦理原则进行审查，并提供独立的方法来说明紧急情况下如

何对受害者检伤的理由。标准和原则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决

策框架，用于确定紧急情况下的优先事项和稀缺资源分配。

确定优先事项和分配资源可以使用不同的标准，例如，可以以

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获得的方式来分配资源。即使使用标准的

协议，也可能有一种以上的方法可以满足这一标准（如彩票系统，

其资源是随机分配的，给每个个体一个公正和平等的选择机会）。

根据伦理原则来说明选择在特定环境下最适用的选择标准和方法

之合理性。例如，可以说，彩票是一种随机的分配方法，给每个人

获得资源的机会是平等的，这符合机会公平和平等的考虑因素。

B. 主题

检伤的层级

检伤有三个层级：一级（如在现场）、二级（如在急诊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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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如在手术室）。每个层级可以使用不同的或者更特殊的

标准以及不同的医务人员可以使用不同的检伤规程，这要根据

他们的功能和介入的层级而定。例如，医护人员在地震现场所

用的标准可能不同于医师在医院接收患者或者公共卫生机构决

定优先服务的人群之标准。

在每个层级，所考虑的因素如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医

疗需求程度，人力资源限制因素和治疗方案等各有不同，而这

又反过来改变了要做出伦理学决定的性质。

检伤标准

有不同的检伤方案，且每种方案有其特定的伦理理由。

 ● 拯救尽可能多的人

这个标准指引我们在做分配决定时要优先分配给可以拯救

生命最多的一类人。这通常包括根据病人预后和维持生命所需

的资源和人员数量来分配资源。

 ● 先到者先服务

这个标准指引我们在做分配决定时要将资源优先分配给先

接触到的人，而不管医疗需求程度或他人的需求。这个标准是

基于每个人获得相关资源的能力是平等的这一假设，这个假设

在突发事件期间是有问题的。

 ● 保护最脆弱人群

这个标准指引我们在做分配决定时要优先分配给紧急情况

下最脆弱的一类人。根据紧急情况的特点，最脆弱的人群可包

括婴儿、老人、孕妇或者特殊疾病（如肥胖）的患者。如果选择

这个标准，我们应该优先给脆弱者采取拯救生命的措施。

 ● 机会平等

这个标准指引我们在做分配资源时给每个人（或者至少是

相似的人群）平等的机会来获取资源的利益，或者至少有获得

利益的平等机会。如果选择这个标准，任何人都没有比别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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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每个人与其他人一样重要，所有人都有相等的权利来获得

资源。这个标准不同于先到者先服务的标准，因为平等标准旨

在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先到者先服务。

这个标准的另一个版本是如果不能给予平等获得，也应给

予获得利益的平等机会；例如，通过彩票的方法随机抽取接受

资源的人。

 ● 最重要者优先

这个标准指引我们在分配资源时要确保对社会最重要的人

优先获得资源。通常可根据谁对社会稳定和保护社会的贡献最大

（如现场急救人员、医护人员）来推断个人的重要性。如果选择这

个标准，被判定为有社会功能的个人则优先于无社会功能的个体。

检伤的其他标准

可以使用一些基于非资源的方法来缓解资源匮乏或人员缺

少。这些方法包括病人提早出院，将非急诊病人转介到其他医

疗机构以及取消选择性外科手术、诊断程序或实验室测试。然

而，这些方法并不是伦理上中立的检伤替代方法，反而是这些

方法本身提出了重要的伦理问题。

伦理原则

伦理原则可以归类为实质性或程序性原则。实质性伦理原

则包括要考虑解释为什么某项政策或行动过程在伦理上是正当

的。程序性伦理原则概括的这种方式为如果这些原则被认为在

伦理上是正当的，应如何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这两种伦理原则

对决定如何在突发事件期间对人进行检伤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讨

论的原则来源于指定的阅读材料（University of Toronto Joint Centre 
for Bioethics Pandemic Influenza Working Group，2005，pp.6–8）。
十个实质性伦理价值观

 ● 个人自由：在紧急情况下，限制个人自由对保障市民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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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伤害可能是必要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应当是恰如其

分的，必要的，重要的，应尽可能少限制，要公平地使用。

 ● 保护公众不受伤害：为了保护公众不受伤害，卫生保健组

织和公共卫生当局必要时应采取有违个人自由的行动。决

策者应该考虑服从的必要性，为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促进依

从性和建立审查决定的机制提供理由。

 ● 相称：相称是指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采取保护公众免受伤

害的措施，不应超过应对社区实际风险水平或满足社区重

要需求所需的程度。

 ● 隐私：在医疗过程中个人有隐私权。在紧急情况下，可能

需要否决这种权利，以保护公众免受重大损害。

 ● 提供治疗的责任：提供医疗保健和解除痛苦的责任是卫生

保健人员的所有伦理准则中所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必须

权衡他们职业角色的要求与其他对自身健康以及亲朋好友

的竞争性义务。而且，卫生保健人员在资源配置、工作范

围、职业责任和工作条件方面会面临巨大挑战。

 ● 互惠：互惠是指社会应支持那些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面临严重

负担并需尽最大可能采取措施来减少负担的人。保护公共利益

的措施可能会对卫生保健人员、患者及其家庭构成严重的负担。

 ● 公平：在正常情况下所有患者都有同等的权利来接受他们所

需的医疗服务。在大流行期间，对于哪些健康服务要保持，哪

些要推迟，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不仅要

缩减择期手术，而且也要削减紧急援助或者其他必要的服务。

 ● 信任：信任是临床医生与患者、工作人员及其机构、公共卫

生保健人员或者机构以及卫生系统机构内各部门之间关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变化的突发事件期间，在采

取各种控制措施的同时，决策者将面临维护利益相关者的

信任的挑战。坚持这些程序价值观可以明显增强信任感。

 ● 团结：正如全球所知道的一样，在 SARS 暴发期间，发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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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大流行需要各国团结的新愿景。大流行能挑战国家主

权、安全或领土的传统观念。还需要医疗机构之间和内部

的团结。团结要求卫生保健人员、服务或机构抛开自身利

益或属地的传统价值观，开展合作。

 ● 管理职责：受委托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应遵循管理工作理

念。信任、伦理行为和良好决策等理念是管理职责所固有

的。这意味着在流感大流行的独特情况下对资源作出决定

的目的是达到最佳的病人健康及公共卫生结果。

五大程序价值观

 ● 合理：做出的决定应有理由（如证据、原则和价值），且利益相

关者能够一致认为这些理由与疾病大流行紧急情况下满足健

康需求密切相关。应该由可信任的和负责任的人做出决定。

 ● 公开和透明：做出决定的过程必须要接受审查，做出决定

的依据应该是可公开访问的。

 ● 包容性：作出决定时应明确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利

益相关者应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

 ● 回应：应该有机会来重新审查决定，因为突发事件期间会

有新的信息出现。应该有解决争端和投诉的机制。

 ● 负责：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来确保决策者对他们的作为和不

作为负责。对作为和不作为的辩护，应根据所讨论的 14
个其他伦理价值观要求。

C. 案例研究

Smith 和 Viens 的文章（即将发放）

D．总结

检伤是根据某些人群的受伤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信息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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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处理的类型和优先顺序的过程。根据检伤进行分配的

决策可以遵循一些伦理原则，但是也应考虑资源数量、获得

新资源的难度、对资源的需求和现有分发和（或）管理资源的

人员。这些因素将确定检伤措施取得成功的程度。虽然可能

有策略来减少检伤的必要性，但采用这些策略也会引发伦理

问题。不管选择何种检伤方案，重要的是伦理的辩护理由要

明确。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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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艳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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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6.2：了解在突发事件期间如何改变
治疗规范的标准

Philippe Calain, Renaud F.Boulanger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10 分

（10 分钟）

11～15分
（5分钟）

16～30 分

（15 分钟）

31～35分
（5 分钟）

36～75 分

（40 分钟）

76～90 分

（15 分钟）

介绍 阅读

视频和小

组讨论（案

例研究 1）
阅读

评论和小

组讨论（案

例研究 2）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对教员的要求：在开始上课前要确保熟悉案例研究（见 C
部分和框 7）。

1. 教员通过描述检伤和资源分配的区别（见学习目标 6.1）和
调整治疗规范来介绍单元（10 分钟）。

2. 教员给学员分发 Fink（2009）的文章第 1-2 页，并要求每个

学员阅读（5 分钟）。

3. 教员播放视频“坦诚相见”（Eye to Eye：Dr. Anna Pou”）（CBS 
News，2006）作为补充读物（4 分 30 秒）。

4. 教员要求学员回答下列问题（10 分钟）：

 ● Pou 医生的伦理困境是什么？

 ● 你们当中谁同情 Pou医生？谁认为她“有罪”？请说出理由。

 ● 在这个案例中，你所说的“有罪”是什么意思？道德责任和

法律责任之间是否有差异？

5. 教员分发 Levin 等（2009）撰写的场景 2 和场景 5 材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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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员写下简要的个人想法（15 分钟）。

6. 教员将学员分成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并要求每组

指定一名报告者。

7. 教员要求每组讨论案例，并确定 Smith 医生应该做什么（如

执行操作是否违反了医院的规定），并说明原因（10 分钟）。

8. 教员要求每个报告者报告小组的结论（15 分钟）。

对教员的要求：此时不要期待达成共识。

9. 教员简单介绍最初场景设计和 Levin 等检验的情形，并揭

示在调查中“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框 6）（5 分钟）。

10.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15 分钟）。

A. 背景

检伤和资源分配的概念已经在学习目标 6.1 中介绍。这些

概念不同于本单元已调整的治疗规范的概念。治疗规范是指对

某种疾病合适的被同行专家共同认可的处理。从医疗来看，这

个概念同时具有伦理和法律上的含义。法律上，需要卫生保健

人员提供治疗规范或者因处置不当而被起诉的风险。从伦理上

看，治疗规范根据具体情况（如卫生保健系统的资源和资源的

可获得性）而改变，这是否可以接受值得讨论。在紧急情况下，

医生可能通过检伤或者分配而被迫选择病人，或者为了更公平

地分享资源而降低所有人的治疗规范。毋庸置疑，这可能会引

发争议、追究责任或道德冲突。检伤和治疗规范的概念不一定

是互相排斥的：检伤也可以用来决定谁应接受已调整的治疗规

范，并且调整治疗规范可能是分配有限资源的一种手段。

在紧急情况下过度消耗资源和能力而损害医疗服务金标准

时，可能会对外部资助的研究产生严重的影响。在事态发展并

非令人满意时，如果治疗规范标准被降低，要进行的临床试验

成本会更低，而且由于用于对照组的治疗更加简单，则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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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可能觉得调动试验所需的必要资源更加容易。很显

然，开展研究工作不能以降低治疗规范标准为代价。当医疗资

源有限，治疗标准规范降低时，一般认为将已经从人力资源的

稀少资源转移到研究的物品，从而成为再次降低治疗规范标准

的理由是不道德的。而且，普遍认为应避免纯粹的“机会主义”

的研究或对当前突发事件的受害者并未带来直接利益的研究

（Calain et al.，2009）。在国际医学研究中治疗规范应该是什

么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有关比较性治疗试验中

对照组选择的问题（Selgelid，2005）。然而，很显然，当人们对

研究结果有利益冲突时，降低治疗规范标准的决定应避免受到

影响。

本单元讨论的两个案例阐明了因突发事件的压力而不得不

改变治疗规范时，临床医生可能面临的伦理困境。在某种程度

上，这两个案例说明了同一道德困境的不同方面。Pou 医生擅

自决定改变治疗规范，但后来被起诉；而 Smith 医生面对医院

管理者，拒绝执行在大流行中期强加的新的治疗规范。在讲

到这些案例之前，了解一些对治疗标准定义有影响的因素或许

有益。

B. 主题

改变突发事件期间治疗标准可能影响因素的非详尽清单

如下。

后勤的限制

后勤因素可能是为个体提供改变治疗规范的最直接因素。

当药品的需求大，药品生产能力不足时，不能采用一般认可的

治疗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替代的治疗规范。有类似结

果的其他后勤限制因素包括提供治疗规范所需的进口和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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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困难或者因缺少培训或者人员数量受限而缺少提供全程治

疗所需的人力资源。

未经证实的治疗可获得性增加

在突发事件期间，由于在人类的实验治疗还没有准备好或

者其效果还不明确，可以用其他方面受限的方案为病人进行试

验性治疗。当治疗规范所带来的结果并不理想（如缺少有效的

治疗）时，卫生当局和公众可能会同意改变已有治疗规范的可

能性，而不是探索有待考虑的方案。如果突发事件持续发生，

随着更多药剂竞相参加试验以寻找治疗方法，药物来源可能迅

速增多。

风险规避的变化

由于权衡了利益最大化和伤害最小化，风险规避在定义治

疗规范中起重要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令人满意的治疗规

范在治疗时不能将病人置于高风险中。然而，在突发事件时，

风险的概念可能发生变化。各个病人及其照料者可能更倾向于

冒更大的风险，从而事实上改变了治疗规范（的范围）。

对照组的研究

在很多紧急情况下，必须对治疗规范做出权衡，使有限的

人力资源能应付待处理案件之数量。在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中，

对于为对照组人群提供最高和最低的治疗规范标准要提出理

由。在研究伦理中，这个辩论已有漫长的历史，在文献和媒体

中曾报道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关注研究中使用调整的治疗

规范并非完全是误导：如果实验性的治疗低于金标准，则在危

机环境范围之外的药物疗效难以确定。尽管如此，为对照组提

供最低治疗规范标准可以促进研究，因为在后勤和财政方面的

负担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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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覆盖范围的变化

随着突发事件的进展，政府可能会试图遏制这种威胁，或

者限制所导致的危害。因此，公共卫生部门确信的处置方法可

能会发生变化。在特定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潜在的或实际的治

疗规范：如果政府决定资助一种该国原先还没有的昂贵药物，

必然要改变对该病的治疗规范。

C.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1. Pou医生与美国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

背景材料包括 Fink（2009）的文章和视频（CBS News，2009）。

案例研究 2. Smith医生和流感大流行（Levin et al.，2009）

流感大流行已经持续 6 周，卫生保健系统已经超负荷运

转，每家医院的病床都已住满，每一个呼吸机都在使用，所有卫

生保健人员在加班。因此需增加病床数量，以满足流感病人激

增的需求，所有已安排的手术推迟 2 周。推迟的手术包括胰腺

癌、卵巢癌和恶性脑肿瘤病人的诊断性手术和姑息性手术。很

多这样的病人预期生存时间小于 6 个月，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手

术，他们可能会在 2 周内死亡。作为大流行的结果，医疗资源

匮乏，对通常需要这些手术的急救治疗则不能提供给所需的全

部病人。全国的医院都各自作出决定，修改急救治疗规范，为

很多额外病人提供有限的干预和方法。

医院 A 决定根据通常的先到者先服务标准提供急救治疗。

医院 B 决定仅为预期存活时间 6 个月以上的病人提供重要的急

救治疗。

外科医生 Smith 很反对医院 B 的决定。这个新的规则需要

Smith 医生取消本周晚些时候半段肠梗阻手术的安排。如果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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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术，一位有三个子女的患有卵巢癌的 36 岁母亲作为他的

病人，将在 2 周内死亡。Smith 医生正在考虑是否违反医院的规

定而开展手术，但这可能会冒着威胁他职业生涯的风险。因为

与医院的最近政策有分歧，Smith 医生在使用技术和专业知识来

帮助病人的职业使命与遵守单位规定的责任之间面临困难抉择。

框 6　案例 2 的额外信息（Levin et al.，2009）

为了获得不同观众的反馈意见，作者招募了马萨诸塞州的居民来

审议所提出的方案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2006 年 7 月举办了两个会

议，一个是针对消费者，另一个是针对卫生保健人员，每个会议有约 15
名居民参加。每个会议持续 4 小时，消费者参加了 5 场专业上易于理

解的讨论，最后汇总于文章的一个表格中。

尽管两组都认识到卫生保健人员充当病人的倡导者很重要，但卫

生保健人员反对违反医院的政策，因外科医生决定不服从医院的规定，

会牵连到其他人。然而，他们认为如果引入管理急救治疗干预的分配

规则，则医院需要更好的系统支持医生，包括免责和精神卫生支持。

本篇文章说明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行动方案，以及不同利益相关

者对要做出的决定可有不同的看法。

D．总结

建立治疗规范一直是个挑战，即便在非紧急状况下也是如

此。然而，在紧急状态期间，这可能是引起热烈讨论的来源。

在此等情况下很难界定合适的治疗规范，因在考虑有限资源的

同时，病人的尊严也要得到尊重（我们应该最不愿意达成妥协

的价值观）。面对紧急情况下的资源缺乏，医生可能不得不采

取检伤方法或者降低治疗规范标准。

如果治疗规范标准降低，不把资源用于治疗而开展研究可

能是不适当的。

对紧急情况下治疗规范可接受的调整达成共识具有重要的

伦理学意义，不仅有助于保护病人，而且也明确了同期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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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研究中可用哪种对照组的预期。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邹　艳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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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6.3：　确定在公共卫生监测情况下
如何与社区分享利益的问题

Dónal O’Mathúna

课程时间表（105 分钟）

0～20
分

（20 分

钟）

21～
35 分

（15 分

钟）

36～
40 分

（5 分

钟）

41～
55 分

（15 分

钟）

56～65
分

（10 分

钟）

66～70
分

（5 分钟）

71～100
分

（30 分

钟）

101～
105 分

（5 分钟）

介绍
个人

思考
阅读

大组

讨论

班级 
讨论

案例 
展示

案例 
讨论

总结和

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单元并提供分享利益的概念和历史演变的简要背

景材料。

2. 教员向学员提问以下问题，并给学员 5 分钟时间写下简要

答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命伦理学和人权宣言第 15 款

（UNESCO，2005）阐明利益分享不应该采取非伦理诱导的方

式。你认为公共卫生监测应该如何区分是参与的适当利益还是

不适当诱导？

3. 教员要求每个学员与小组分享观点。

4. 教员分发 Simm（2007）的文章，并给学员 5 分钟时间阅读。

5. 教员要求学员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3 人或 4 人，讨论公 
共卫生监测中如何应用 Simm（2007）提出的利益分享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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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员要求各组总结讨论，并将结果向大组报告。

对教员的要求：要求后来汇报的各组汇报其他组还没有提

到的内容。

7. 教员讲解案例研究，并要求各组讨论下列问题；

 ● 如何解释 Supar 医生认为印度尼西亚应保留禽流感样本

的观点在伦理上是合理的？

 ● 如何用伦理学的语言来说明一个国家完全有责任参加

全球病毒监测（包括分享病毒样本）这一观点的理由？

 ● 关于疫苗生产商有义务与研发产品的人分享产品的利

益这一观点，如何用伦理学的语言来说明其理由？

8. 教员向学员询问下列问题，并给他们 5 分钟时间写出简要

答案：

你认为上述最后两个观点在伦理学上如何权衡？

9. 教员让每名学员与小组其他学员分享他们的观点。

10.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利益分享的原理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为应对一些因素（如人

类的共同遗产、基因资源的使用和临床研究的全球化）而提出

的。尽管对利益分享原理的确切定义及其实际意义仍有很多争

议（Dauda & Dierickx，2013），但近来在研究伦理学中利益分享

不是主要的话题。即使最近对利益分享有所关注，但关注度仍

然不如研究伦理方面的许多其他问题那么高。

共同财产的概念在说明有分享利益的义务的合理性方面发

挥了关键作用。共同财产概念的核心是认为某些资源分布如此

广泛，以致于任何一个人、组织或国家垄断、占有或拥有这些资

源是不合适的。常见的例子包括海洋、月亮、某些生物物种和

人类基因组。由于移除了所有权，人类共同财产的概念最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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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减少国家贫富差距的一种方法。然而，权力和财富分配

的差距迅速引发担忧，即共同财产的概念事实上会助长剥削和

生物剽窃（Dauda & Dierickx，2013）。例如，被视为有药用前景

的植物可能被富裕国家的开发人员从低收入国家带走；如果那

些植物被认为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开发人员可能认为并

没有必要获得移除植物的许可或者没有必要补偿当地社区。很

明显，共同财产的观念必须更加明确地与分享共同资源的义务

公平地结合起来。

1992 年批准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更加明确地描述了利益分

享的概念（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1992）。在

基因资源（植物、微生物、动物和人类）的环境下，利益分享意

味着准许获得资源的人有权从使用或开发资源的人那里获得

利益。换言之，利益分享与公平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从开发共

同财产资源所产生的效益应提供给所有人，特别是不太富裕

的群体（Schroeder，2007）。在阐明和强化公约的法律依据方

面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 2010 年通

过了公约的名古屋议定书，这是将法律确定性和透明度用于

基因资源的利益分享的一个事件（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2010）。该协议指出，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

应该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来共享。

在健康研究领域，利益分享也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研究

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增长直接引发对健康研究的益处应该如何与

研究参与者和其他人分享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引人注

目的临床试验引发了对富裕的制药公司在低收入国家开展临床

试验的伦理学争议（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2002）。这些

临床试验引发的伦理学问题之一是参与研究所获得的一些利益

是否应该惠及受试者自己（例如以继续医疗的形式）或者他们

所在的社区（例如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新产品）。

《生命伦理与人权普遍宣言》（UNESCO，2005）明显赞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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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享，并将其作为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宣言第 15 条

规定：“来自科学研究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利益应与全社会和在

国际社会内共享，特别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利益分享有很

多方式，包括为参加研究的受试者提供特殊帮助，支持卫生保

健服务和构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同时，宣言规定不应当

将利益作为鼓励参与研究的不恰当手段。

虽然根据利益分享的原则，受试者有权从研究中获益，但

对要分享利益的程度和性质仍有激烈争论（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2005）。

B. 主题

定义

利益分享的定义一直备受争议。其中一个定义根据人类遗

传物质（Schroeder，2007）并结合许多主要方面：

“利益分享是通过使用人类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一部分好处

和利益给予资源提供者以达到公平交换的行为，并特别强调要

将利益给予那些可能缺乏合理获得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人群，且

不得提供非伦理的诱导”。

这个定义强调了一种方向，即利益分享与其说是一种哲学

思想，倒不如说是公平分配的工具。

道德理由

基于大量理由，利益分享在伦理上是合理的（Simm，

2007）。每种方法都受到所使用环境的影响，而且一种方法可

能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种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单一的定

义得到广泛认可的部分原因。

在植物和动物遗传方面，利益分享首先应该是基于财产权



病人治疗 205

的考虑。如果当地的常识认为某种草本植物有药用价值，并且

当地人有种植和收获这种植物，则财产权的概念会认为，这些人

理应分享由草本植物变成商业性医药产品所产生的任何利益。

在临床研究方面，所有权通常不是相关的论据。相反，由

于受试者冒着把自己暴露于实验干预的风险，利益分享的理

由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他们承担了风险，所以应该

获得一些回报。因此，最近修订的“赫尔辛基宣言”认为，临床

试验的受试者在试验结束后应接受有益的干预（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2013）。

另一个理由是基于与人类同胞在一起和全球公正的概念，

并据此建议研究应惠及最需要的人，即使较富裕的实体承担了

其费用也应如此。

利益分享和公共卫生监测

对利益分享原则的日常应用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公共卫

生监测方面。本单元所用的案例研究就被安排在这个不断争议

的情况下。

50 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实验室已从很多国家采集了病

毒样本，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分析。2005 年以来，“国际卫生

条例”已要求 WHO 成员国承诺通过审查和执行健全的监测

策略参与到全球监测网络中，从而有助于全球暴发情报工作

（Sedyaningsih et al ，2008）。多个国际机构捐赠基金以便在低

收入国家建立监测网络，并由这些国家向 WHO 提供生物学样

本（包括病毒）以确定诊断和有助于全球风险评估。

监测被认为对监视病毒变异和开发未来病毒疫苗至关重要

（Garrett & Fidler，2007）。根据对哪些菌（毒）株最有可能蔓延

的预测，生产商每年生产相应的疫苗。然而，生产商制造的大

多数疫苗剂数被高收入国家的人所使用，部分原因是因为疫苗

成本，也因为生产的疫苗数量和疫苗分配的方式。由于对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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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大流行流感暴发的害怕，很多国家开始担忧供人群所用的

流感疫苗的可获得性。一些国家已建议，由于他们贡献了病毒

样本，应有权更多地分享所生产的疫苗，这可被认为监测行动

的“利益”。12

在争议的另一方，疫苗生产厂家可能认为生产的疫苗可以

最低价格供应，但他们无法免费提供疫苗，即使在有些国家只

有极少数人才能以目前的价格购买疫苗。他们的论据是这已是

公司在可承受的最低成本范围内所能提供的最大利益了。

Sedyaningsih 等（2008）总结僵局如下：

“遭受疾病严重袭击的国家，必须承担疫苗、治疗和其他产

品的费用，而这些产品的货币和非货币福利大多转移到工业化

国家的生产商［….］。病毒共享是全球致力于大流行准备和全

球卫生安全的关键部分。因此，全球社会应继续努力，以创建

各国认可的病毒获得和利益分享的机制”。

2011 年，WHO 通过了新的“大流行流感防范框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1）。主要目的是具有流行可能的流感

生物材料（而且不是简单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与获得疫苗、抗病

毒药物及其他利益分享方案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

C. 案例研究

印度尼西亚报告了 2005-2007 年世界范围内发病数最多的

人类甲型流感（H5N1）病例。在 116 例病例中，94 例（81%）死

亡。印度尼西亚 33 个省中有 31 个报告家禽中发生病毒性暴发

（Sedyaningsih et al，2008），80% 的家禽关在小后院里，其余家

禽在工业化养殖场饲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如果全国性

12 与提出伦理问题颇为类似的例子是关于对到美国的黑人非洲裔移民遗传信息的

收集和储存的研究（Buseh et al.，2013）。这可导致产生可能惠及人类和未来非

洲裔社群的信息和产品，但担忧这些益处可能不能与这些社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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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群中出现高致病性感染，则家禽不能出口。

2007 年，印度尼西亚宣布将不再把禽流感样本送到 WHO
合作中心（Fidler，2010）。许多国家认为，贫困国家为开发大流

行流感疫苗贡献了病毒样本，而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因为生产

的疫苗难以获得或无法负担。他们宣称高收入国家从这些协议

中获益，并利用捐赠的病毒发展生物武器（Holbrooke & Garrett，
2008）。

虽然有论点认为，病毒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并应与人

类的其他人分享其利益，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部长 Siti 
Fadilah Supari 博士使用“病毒主权”的概念来支持他的观点

（Holbrooke & Garrett，2008）。生物多样性公约支持本土植物和

植物性药材的国家所有权和专利，Supari 博士声称病毒就属于

这一类，并指出国际卫生条例（2005）只需要共享信息和事实，

而不是生物样本。另一些人宣称，病毒不同于其他生物资源，

因为他们会超越国界自然蔓延。而且，全球大流行带来危害的

潜在风险超越任何“病毒主权”的概念。

有人提出印度尼西亚对人类的其他人应承担义务，印度尼

西亚官员反驳说，全球社会应该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承担义务，

因为任何大流行可能会严重影响其他各国。

D．总结

利益分享是研究伦理中一个不断发展的原则，之所以备受

争议，且仍然是概念分析的对象，部分原因是其具有新颖性。与

早先的构想不同，原则目前趋向于与公正和公平有明显关联。

在一般情况下，所谓利益分享就是从资源使用中获得的一部

分利益返回给那些能提供资源的人，这些人不能以其他方式合理

地获得产品以及由使用这些产品所带来的服务。例如，基于天然

产物的传统制剂可开发出有效、可赚钱的药品。这个利益分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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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示可能声称拥有天然产品的人应从天然产品的使用中公平

地获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整个人类声称拥有所有权。

然而，对于哪些利益可以共享仍有很大争议。当该资源是

用于开发疫苗的生物材料并需昂贵的投入时，这尤其具有挑战

性。虽然利益共享的原则在伦理上是令人信服的，但由于权力

不平衡和商业压力的存在，使其应用具有高度争议。然而，当

利益分享被明确纳入法律文书和公约（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时，

可望使用共同遗产资源带来的益处应得到更公平地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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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6.4：确定在突发事件响应期间开展
研究时获得未经证实疗效的治疗公平性问题

Philippe Calain, Renaud F. Boulanger

课程时间表（60 分钟）

0～15 分

（15 分钟）

16～30 分

（15 分钟）

31～45 分

（15 分钟）

46～60 分

（15 分钟）

介绍 阅读 辩论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本单元材料。

2. 教员将案例研究分发给学员阅读。

对教员的要求：该案例描述中部非洲埃博拉出血热暴发

期间暴露后预防的可获得性，这说明生成研究性干预的可靠

数据与基于同情心的紧急救命需要之间存在冲突。研究性

干预对暴露于致命病毒的个体可能增加生存概率，这个案例

阐明该干预可获得性的伦理困境。一方面，需要精心设计来

评估未经证实的疗效和安全性。在这个案例中，潜在的受益

者（特别是采用安慰剂对照试验）是未来下一代的受害者，

而不是目前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对暴露于高致命性疾病而

立即威胁到生命者，需要立即抢救，但不要求有严格的试验

计划。

2014 年，随着世界上迄今已知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病暴

发的扩散，提出和获得治疗性研究的问题成为科学界和媒体关

注的中心。在 2014 年 8 月，WHO 针对使用未经注册的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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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干预措施的伦理问题召开了小组讨论会（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会议达成的共识是，在目前流行的特殊情

况下，提供未经证实的、效果和不良反应不明的干预措施作为

潜在的治疗和预防手段是符合伦理的。

3. 教员把学员分为 7 个小组，并要求每组回答以下问题之一。

 ● 汉堡的科学家提供研究性治疗是基于哪些伦理依据？

是否出于同情心？

 ● 是否可以提出“人道主义”理由来支持运送加拿大的暴

露后疫苗？如果可以，互惠是道德标准吗？（“这位科学

家做出了牺牲，她冒着生命危险选择研究高致命性病原

体。作为回报，如果发生意外暴露，社会应作出努力以

挽救其生命”）？

 ● 埃博拉病毒病在非洲暴发期间，当地卫生保健人员暴露

于针刺伤，他们是否可以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可能挽救生

命的治疗？是否采用相同的道德标准（如“他们是值得

互惠或不值得互惠）？

 ● 如果在暴发期间可以获得研究性药物，是否应限定在明

确的临床试验范围内使用？或者是否应该如同汉堡科

学家的例子一样基于同情心，提供研究性药物？

 ● 对教员的要求：当确认了意外暴露，富有同情心的做法

可能是恰当的；如果大规模人群持续处于暴露之中，临

床试验可能是适当的。

 ● 如果试验是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应使用何种设计？

例如，是历史性比较的一系列连续试验还是安慰剂对照

试验？

 ● 最终，谁是丝状病毒感染治疗研究的主要受益者或预期

受益者？

4. 教员要求每组指定一名报告者，对其讨论内容进行总结。

5.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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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背景

突发事件应对期间的资源分配是备受争议的主题（见学习

目标 6.1）。在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来应对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这

个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正如在学习目标 6.3 中讨论的一样，利

益分享原则要求收集数据带来的利益中一部分要返还给那些其

数据被利用的人，如获得被开发的药物治疗。然而，在突发事

件应对情况下开发新的治疗，利益共享原则可能不一定适用，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寻求的“利益”与知识的积累（如开发

时间敏感性较低的药物的情况）相关不大，而与降低人群遭受

伤害的程度的相关较大，特别是当这些努力被舆论主导时。二

是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的紧急性可用以证明这一情况—无论合

适或不合适—即如果涉及大量人群且产品生产能力仍有限，

大规模采取被证明是有益的干预措施可能是不现实的。

对迅速致命或者致残的疾病进行研究性治疗，几十年来一

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为获得抗反转录病毒

治疗而奋斗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Schuklenk，2013）。在某些领

域，如肿瘤学，人们普遍认为在有些“天衣无缝”的试验中可同

时检验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Wages & Tait，2014）。最近关

于英国医学创新法案（Medical Innovation Bill）（俗称 Saatchi 法
案）的争论也备受关注。该法案要改变法律使医生可以使用研

究性治疗方法来治疗绝症病人，而不是等待机会参加正式的临

床试验。然而，关于使用研究性治疗方法的传统争论并没有提

出当整个人群受到暴发威胁时要做什么这一重要问题。

在讨论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研究期间开展研究性治疗的公

平性问题时，可以设想至少有四种情况。首先是医生使用许多

部门赋予的专业权限开具标识外使用药物引发的公平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本身并未被视为研究对象，因此可能不享

有因正式参加研究项目而期望得到的那种保护，如科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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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治疗方案的审查。关于可公平获得的关注

是由医生来把关，有些个体可能是接受未经测试的治疗的合适

候选者，却不能获得治疗。第二，研究事实上按照既定的国际

研究伦理准则进行，即使病人认为有接受研究中的药物治疗之

合法权利，但是有些病人不能（或不愿意）参加研究（Edwards，
2006）。第三，影响生产流程的因素（如生产能力受限）制约了

获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中，公平问题可能因有限资源的分配

而产生（见学习目标 6.1）。最后，关于还没有广泛获得但已被

认为至少相对有效的创新治疗，可引发公平获得治疗的问题。

本单元讨论的埃博拉病毒病案例研究阐明了这个情况。

因此，在评价公平获得研究性药物前，必须首先要确保获

得研究性药物。本单元在讨论公平性之前，探索突发事件应对

期间增加获得性的可能机制。计算可接受的风险：在使用未经

效果证实的干预措施来控制高致命性疾病情况下的利益比不在

本单元的讨论范围之内。

B. 主题

提高可获得性的途径

减少监管限制

只有在研究性药物已被证明有效和安全后，国家管理机构

通常才会批准使用这些药物。正如 Edwards（2006）指出的一

样，说明这种情况的正当性有多种目的：“对获得治疗的研究

有所限制主要是为了使得病人将来得到保护和受益，避免资助

效果不好的治疗及其相关的机会成本”。这些目的中重要的是

预防原则的问题，该原则本质上是担心在可能发生严重不良

反应的情况下做出指导决策（Gonzalvo-Cirac et al，2013）。在

这些情况下，原则提示对安全更有信心时才能引入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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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2013）。
有人认为“风险厌恶（risk-averseness）”不符合紧急状况。

这些怀疑论者指出对研究性药物的监管限制在紧急情况下应

放松，对获得药物可以（至少部分）解除管制（Edwards，2013）。
然而，批评者认为对这种获得性管制的解除会损害研究工作

（Gonzalvo-Cirac et al，2013），当研究性治疗无效或有害时，解

除管制带来的短期内治疗获得的增加可能威胁到长期获得性并

对大量个体产生不必要的伤害。

使用替代的研究设计

另一个增加研究项目中创新治疗获得的机制是使用替

代的或非传统的研究设计。不幸的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

的非传统的研究设计。被认为有前途的替代方案，如阶梯

楔形群组随机临床试验，将研究性药物逐步引入小规模受

试者人群（Edwards，2013），但该方案在真正发生大流行期

间在方法学和伦理上仍可能难以使用（van der Tweel 和 van 
der Graaf，2013）。例如，如果研究性药物治疗事实上并不

优于标准规范治疗，则最终会受到伤害的人可能多于采用序

贯试验等方法所伤害的人（van der Tweel 和 van der Graaf，
2013）。虽然更加有效的实验设计仅在短期内（如直到监管

部门批准）可减少研究性药物的获得，但要根据突发事件的

情况而定。

增加研究中的“治疗”

尽管追求同时使用几种研究性药物仍不能解决一种治疗的

可获得性问题，但是往往可以增加更多的获得性。在任何既定

的时间，一些研究小组可能有需要测试的药物。在大规模疾病

流行时，可能有需要同时检测多种药物的机会。同样，对具有

类似作用机制的药物可以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进行检测。鉴于

突发事件的时间有限的特性，同时测试可能会增加获得有希望

的药物类别和选择最佳药物的双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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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情使用

用于增加研究性药物可获得性的另一个机制是“同情使用”

规划，该规划是按照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定而建立的。

根据这个规划，在病人面临生命威胁，而且没有令人满意的治

疗方法时，可通过经治医生和生产商之间的特殊安排获得药

物。虽然对这种安排会增加药物可获得性表示怀疑（Edwards，
2013），但 Solomon（2013）则对此表示乐观：“有人认为在突发

事件时提供研究性药物的同情使用法不能用于疾病大流行，但

可用于并已用于疾病大流行状态，这是令人费解的”。

消除影响生产流程的因素

影响生产流程的因素可能与生产受限（缺少能力和意愿）

或者生产机制不良有关。这些可能是突发事件应对期间生动的

问题，例如因检疫措施或者运输基础设施破坏而导致某些区域

不能获得。在生产受限的情况下，有时可通过诸如强制许可等

机制来增加产出。如果基础设施限制了获得，则重建可有助于

解决这个问题。

确定最小剂量

为了避免瓶颈如生产受限，一个可能的途径是找到最小有

效剂量。在正常情况下，通过优化处方模式以缩短治疗期，达

到充分恢复和减少不良反应。当需求使可获得性受到威胁的程

度时，就要研究确定所需的最小有效剂量，以降低生产要求。

要求“救援规则”

救援规则反映了我们的本能，即“不计成本地救援处于即

时危险的可识别个体”（Cookson et al，2008）。因此，该规则已

是臭名昭著，因在卫生保健系统层面要考虑成本效益，而提供

治疗过程中要考虑身份明确的个体生命，两者互相冲突。在紧

急情况下，尽管考虑到效果未经证实的治疗的成本效益，但仍

可能会要求“救援规则”。然而，对这种要求能否达成共识尚不

清楚。例如，Cookson 等（2008）已建议决策者不一定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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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政策，豁免社会中任何一群身份不明者以牺牲他人为代

价的机会成本规则”。

公平的考虑

限于注册受试者的可获得性

在研究新的治疗方法时，药物的获得主要限于正式参加研

究的个体，很多病人发现他们并不能获得药物。如果任何人想

获得药物就能注册参加研究，则对公平性的担忧不会特别令人

信服；然而，试验往往限于某个地域，而且有严格的纳入和排除

标准。尽管其中有些标准是为了参与者的安全，而另一些标准

则是为了方便数据收集和（或）数据分析。

在某些情况下，对公平性的担忧可能特别强烈。在上述讨

论的群组试验中作为增加获得的手段，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在地

理上对群组作出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权力在决定谁获

得研究性药品中起重要作用的疑虑很难解除。因此，“基于当

地社区构成的不同，根据地域上确定的群组依次提供有希望的

新疗法会加剧原先存在的社会不平等”（Edwards，2013）。
此外，即使病人有资格参加更大规模的研究，但他们可能

不是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研究从来没有均匀地分布在

想参与研究的患者人群中”（Edwards，2006）。
承担风险

对公平性的担忧也与个人或社区承担在紧急情况下研究相

关的风险密切相关。如果被研究的新疗法仅提供给那些提供数

据作为研究项目一部分的个体，则对实现公平交易有可能存在

争议：冒着研究项目风险的群体应该是一定受益的人群（尤其

是替代治疗规范特别粗劣时）。然而，如果个体获得研究以外

的研究性药物，则他们不会公平地承担与获得相关的负担。

此外，正如 Edwards（2013）认为，“在大流行时未接受任何

治疗的风险很可能被视为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当任何不平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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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响是持久的或者以后也不可能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

在阶梯楔形群组试验中特别明显。暴露于突发事件的个体可

能认为，不接受研究中的药物治疗与接受药物治疗所面临的风

险类似，而这种风险不能被潜在的利益（如获得研究性产品）所 
抵消。

利益冲突

如果资源严重短缺，则在资源分配中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

很大。例如，如果流行病猖獗，提供有限的研究中的治疗药物

的组织可以按优先顺序对成员进行排序，即使商定的分配机制

不支持这样做。这就是本单元案例中所讨论的问题。对这种

差别也可以在更高层次实施制度化。2014 年在西非发生的埃

博拉病毒病暴发，引起了对分发数量有限的试验性药物的关注

（Kass，2014）。

C. 案例研究

中部非洲曾发生丝状病毒性出血热（埃博拉病毒病和马尔

堡病毒病）暴发，自 2014 年以来西部非洲也发生该病暴发，病

死率达 20%～90%。医源性传播、医疗系统遭受破坏和社会动

荡是非洲这些疾病暴发的众所周知的特征。在人类使用的治疗

方法均未获得批准。在非常罕见的场合，在工业化国家生物安

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意外接种丝状病毒。2009 年德国一名

科学家发生针刺损伤，有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Tuffs，2009；
见框 8）。在 48 小时内，她接受加拿大研制的实验性重组疫苗

进行暴露后治疗—这是该疫苗第一次在人类使用。据新闻报

道（Mullin，2009），这个治疗是经加拿大和德国的专家磋商后决

定的。2007 年这个疫苗显示对实验感染灵长类动物的暴露后

保护是高度有效的（Feldman et al，2007）。这位科学家幸存了

下来，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对治疗是否有效或者这位病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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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被感染过就不得而知了（Günther et al.，2011）。对给可能

感染致命病毒的科学家存活下来的最佳机会所做的工作是值得

称赞的。毫无疑问，在非洲丝状病毒暴发应对期间暴露后治疗

是很有效的和可行的，特别是对被动员的当地卫生工作人员，这

些人员有时仅采取很少的防护措施就为感染的病人提供医疗保

健服务。从道德立场来看，询问 2007 年以来为以下这些事做了

哪些努力是正当合理的：为了制定必要的临床监测方案，评价产

品的效果和确保库存以及所需的管理程序和物流程序，使相同的

试验性暴露后疫苗无论在非洲还是在德国可以同样获得，并且如

果这种干预被证明是有效的，将以同样的尽职程度加以履行。

框 7　案例研究：针刺损伤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

在汉堡的伯纳德·诺特热带医学研究所（Bernard Nocht Institute for 
Tropical Medicine），有一名科学家因可能感染埃博拉出血热病毒被隔离

1 周，目前已经离开汉堡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因为她没有感染的任何

临床表现，血液中也未检出病毒或者病毒抗体，所以被转到普通病房。

由于这位科学家使用了以往未在人类使用的实验性疫苗，随后出

现阳性结果。在接种疫苗后不久，在其血液中发现了疫苗病毒，但在 2
天内消失，表明病人的免疫系统已经消除了疫苗病毒。

伯纳德·诺特研究所的病毒学主任 Stephan Günther 说，“她目前身体

很好。然而，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 4～21天，意味着她仍可能会生病”。

这种危险的病毒是以刚果共和国的埃博拉河命名的，1976 年在就

该河附近发生了首次确认的暴发。此后发生了数起暴发疫情，主要发

生在中非地区。

3 月 12 日，汉堡的科学家在高度安全的实验室从事埃博拉病毒抗

体产生的项目时，用含有病毒的针头穿过三层安全手套刺伤了自己。

这种特殊类型病毒的感染致死率达到 90%。

国际埃博拉研究机构的快速反应有助于获得良性的结果，汉堡科

学家的同事们联系了该机构的人员。在 48 小时内给这名科学家使用

了实验性减毒活疫苗，该疫苗已经显示对猴子有效，但是还没有进行

人体试验。



病人治疗 219

这种疫苗由 Heinz Feldman 及其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国立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前同事所开发，波士顿大学

病毒学家 Thomas Geisbert 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美国陆军传染

病医学研究所的猕猴中进行了试验。

在疫苗接种后 12 小时，汉堡的科学家出现了发热、头痛和疫苗反

应的其他典型临床症状，此后自行消退。

来源：Tuffs（2009）

D．总结

如果在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中要探索新的疗法，则会迅速

出现获得性的公平问题。一方面，正式的研究项目可能限制了

可获得性，从而导致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研究项目之外的

个体不满意。另一方面，研究项目限制可获得性可能有助于负

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并减少资源浪费或者不必要暴露的风

险。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使用替代性研究设计可能有助于解决

公平获得研究性药物的难题。Solomon（2013）甚至建议我们

的研究设计必须具有创新性，使之既能做好研究又能面对人们

面临的现实，特别是可以应对大流行的可怕现实。然而，正如

Edwards（2013）所阐明的一样，使用替代性研究设计可能涉及

技术和道德的约束。例如，由于病人参加研究前获得毒理学信

息往往非常缺乏，对获得真实知情同意的可能性会引起关注。

其他方法包括放松管制和消除资源瓶颈。这个案例研究揭示研

究性药物和潜在救命性药物的获得从全球来看并不平等。更广

泛地说，这个案例也阐述了研究性药物获得的不平等问题，同

时提出了谁是研究的预期受益者问题（案例研究中是“西方” 科
学家还是非洲卫生工作人员）。换言之，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有

时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坚持世界性义务与团结的观念，

我们对这一批评不可以置若罔闻。



220 病人治疗

参考文献

其他读物



病人治疗 221

（邹　艳 译　周祖木 校）



222 病人治疗

核心能力 7：
讨论紧急情况下公共卫生监测
或研究期间卫生保健人员职责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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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7：讨论紧急情况下公共卫生监测
或研究期间卫生保健人员职责的能力

紧急情况会给卫生保健人员带来几种类型的伦理冲突。一

个经典例子是治疗传染病病人的职责。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卫生

保健人员作为研究者，就会引起其他冲突。由于他们服务于不

同的伦理框架（如医疗与研究），可能会导致冲突（见学习目标

8.1）。如果卫生保健人员同时承担研究人员的角色，患者可能

认为受试者有“治疗性误解”的风险（见学习目标 7.2）。研究活

动也会使卫生保健人员处于额外的利益冲突中，这种利益冲突

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显示它独有的方面（见学习目标 7.3）。

学习目标

7.1 区分三种伦理框架：医疗伦理、公共卫生伦理和研究伦理，

并探讨引导这些框架区别和共同点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方法。

7.2 解释“治疗性误解”的含义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对卫生保健

人员职责的影响。

7.3 向卫生保健人员解释参加紧急情况下研究活动的潜在利

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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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7.1：区分三种伦理框架：医疗伦理、
公共卫生伦理和研究伦理，并探讨引导这些框
架区别和共同点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方法

Leigh‑Anne Gillespie, Lisa Schwartz

课程时间（105 分钟）

0～5 分

（5 分钟）

6～25 分

（20 分钟）

26～45分
（20 分钟）

46～75 分

（30 分钟）

76～95 分

（20 分钟）

96～105 分

（10 分钟）

介绍
模板和 
讨论

视频和小

组讨论

案例研究

和讨论
角色扮演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和研究的不同目的，并讨论

他们各自的伦理框架。

2. 教员把班级分为几个小组，给每个小组分发材料，并要求

学员识别三个伦理框架的区别和共同点。

对教员的要求：一旦重新召集学员，询问他们是否认为材

料显示了三个视角的完整画面或者是否他们已发现缺陷。

3. 教员给学员观看视频“灾害伦理：公共卫生伦理与临床伦理

的冲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YAGJB5t4E）
并请学员作出评论。

对教员的要求：为了促进讨论，可以询问以下问题。

 ● 在公共卫生干预和研究项目中能否提升临床医学伦理

的价值？

 ● 在临床方面应该提升哪些价值？在公共卫生方面提升

哪些价值？在研究方面提升哪些价值？同时采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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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干预措施时，能协调开展吗？

 ● 在可以使用几个框架告知伦理行动的情况下，哪个框架

具有道德权威？哪个框架在紧急情况下应用较多？或可

能是“嵌套式”的？或者适用于不同问题的不同方面？

 ● 如果有的话，在公共卫生方面哪些自由可能会被侵犯？

4. 教员介绍案例研究并询问学员以下问题。

 ● 这个场景提出的伦理问题是什么？你认为哪些观点或论点

最有说服力？

 ● 有一个学员建议数据应在现在收集，而研究伦理委员会批

准在稍后阶段收集。应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 另一项建议是可以激励（如用现金）在疫情暴发期间被询

问的人，鼓励他们与团队保持联系，直到研究伦理委员会

批准。然后在研究完成后支付款项。根据这一案例可提出

哪些伦理问题？

 ● 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应该做什么？请给出你的理由。

5. 教员介绍角色扮演活动，并选择志愿者将三个场景表演出来。

6.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模板材料：三个不同伦理框架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责任、原则或实践 医疗伦理 公共卫生服务伦理 研究伦理

医疗责任归属于谁

干预的目的

知情同意的作用

保密和隐私问题

公正和公平的意义

A. 背景

虽然健康干预的模式不同，但目的相同，即确保尊重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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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个体和社区的健康。现已发布了关于医疗（世界医学协会，

2013a）、公共卫生（公共卫生领导协会，2002）和研究（世界医学

协会，2013b）以及共同要素（指导研究的规范性文件的更详细

讨论，见学习目标 1.3）的伦理实践声明（或辩论）。不同的伦理

框架反映了各自的具体目标：

 ● 在医疗方面，卫生保健人员应该用现有知识惠及个体病人，

同时在使用资源时考虑社区利益和传染病相关的风险。

 ● 在公共卫生活动中，应用或者收集的知识应惠及社区，有

时甚至会优先于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保护人及其权利的一

般规则除外）。

 ● 在研究伦理方面，研究的目的是产生新的、可推广的知识，

增进未受疾病或问题受累之个体的更大利益，研究所产生

的知识有望应用于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实践。

 ● 在这些不同的健康活动中所遵循的原则在一定的情况和背

景下和一定的作用中会发生冲突。

B. 主题

三个伦理框架

 ● 医疗伦理

医学伦理强调个人，关注病人的自主性与病人的最大利

益，但是在公共利益方面包括对他人的义务和公正。因此，该

框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临床实践中的

道德问题。医疗伦理往往着重关注疾病的治疗和处理。

 ● 公共卫生伦理

公共卫生与医疗伦理都与健康有关，并有助于公共利益；

然而，公共卫生伦理包括保护和促进公众的健康和预防疾病

（如大规模方案和政策的管理），而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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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2004）。公共卫生伦理框架强调人群和社区的更大利

益，并追求集体行动；其活动旨在改善人群的健康状况。正如

Benatar（2006）所说，这个目标可能与个人的权利和需求置于社

会之上的责任有冲突。然而，因为公众是由个体组成的，公共

卫生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健康益处（Williams，2009）。而且，如果

公共卫生干预被认为可为实现某些权利创造有利条件，则一些

冲突就会消失。

对教员的要求：关于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更多资源（音频和

幻灯片，教科书，网站，练习）可见 Thomas（2004）的著作。

 ● 研究伦理

研究的目的是拿出证据以增进更大的利益，包括不受疾病

或问题所累之个体的利益。同时，“传统的研究伦理是指人的

主要价值，主要关注限制个体用于（不管他们的身体、部位、背

景情况或信息）追求科学或技术的终极目标” 的手段（Kenny & 
Giacomini，2005，p.252）。

选择正确的框架

这个课程描述的三个框架中哪个应占主导地位。一旦确定

了框架，不要以为就不能再应用其他框架的伦理义务。相反，

不同情况下应使用统一的框架，或者可能需要其他的干预措施

来保护所有受影响的各方。例如，如果广泛地采取公共卫生干

预措施，要获得个人知情同意显然是不可行或不可能的，可能

要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来保护个人的利益，并确保尊重个人及

其隐私，包括拒绝或退出知情同意的自由。

“道德困境”是一种对行动过程并不清楚的情况，例如，因

为大部分伦理应对并不清楚；虽然清楚但不能被应用；在几

个同样可接受的应对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在几个同样不

能接受的应对之间必须做出选择。SARS 暴发就是很好的例

子，能使研究伦理委员会意识到在紧急情况下所需的快速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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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lor 等 .，2003）。对于某些研究干预，他们愿意豁免知情同

意的规定，如许可收集病人卫生保健的数据，因为找到一种治

疗致命病毒的方法被认为比保护个人数据更有益。然而，有很

多方法可以保护病人的隐私，包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谁能获得

信息以及他们能获得哪些信息。因此，拒绝某种伦理框架并不

一定意味着削弱保护。在某些情况下，它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创

建另一种更严格的保护。

多重归属的问题

当医生接受培训或准备在一定情况下发挥作用时，则该作

用的目的和道德义务必须尽可能明确规定，以预防职责和归属

的混淆。协调医疗、研究和公共卫生的伦理之潜在挑战在于回

答“医疗的义务由谁负责？”的问题，因为很多健康决定会影响

个体病人、社区和可能未来的几代人。

当对干预目标进行分层时，如果可能有一个以上预期目

标，则特别容易出现职责的混淆，卫生人员在公共卫生干预期

间开展的研究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诸如在灾难或者武装冲突

情况下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多重归属等问题已在文献中进行讨论

（Schwartz et al，2012）。卫生人员能明确其主要职责有助于对

多个归属的引导或管理。

关于责任、原则和实践的三种伦理框架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部分是“医疗责任由谁负责”，干预的目的，知情同意的作用，保

密和隐私问题以及公平和公正的意义。

C．角色扮演

对教员的要求：本次练习涉及结核病暴发期间获得知情同

意的问题。请 6 名志愿者展现下列情况。

1. 学员 A 是一名临床医生；学员 B 是一名有结核病症状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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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员 A 如何获得学员 B 的治疗知情同意书？

2. 学员 C 是负责管理严重结核病暴发的公共卫生团队中的

一名临床医生；学员 D 是一名有结核病症状的病人。知情

同意在治疗学员 D 中起什么作用？

3. 学员 E 是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公共卫生队伍中的一名医

生，学员 F 是一名有结核病症状的病人；学员 F 负责获取

知情同意以对学员 F 开展实验性干预而非传统性干预。知

情同意在治疗学员 F 中起什么作用？

D．总结

根据本单元讨论的三个框架的相应目的和目标不同，其实

践也有明显不同。医生必须知道这些差异，从而可对受试者和

社区进行干预，其干预方式与他们所指定的任务及其相关职责

相一致。受试者和社区还应了解这些区别来尽量减少混淆。

虽然对共同原则的关注不同以及所给予的权重差异可能会

导致伦理冲突，但通常可以和谐地满足个人的利益和社区的利

益。最好的干预是旨在促进这两种利益的干预。至少，研究者

应减少干预措施对一些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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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7.2：解释“治疗性误解”的含义以及
在紧急情况下对卫生保健人员职责的影响

Elysee Nouvet, Lisa Schwartz, Michael Baxter

课程时间表（75 分钟）

0～10 分

（10 分钟）

11～25 分

（15 分钟）

26～45 分

（20 分钟）

46～65 分

（20 分钟）

66～75 分

（10 分钟）

介绍 讨论 案例研究和讨论 角色扮演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1. 教员介绍“治疗性误解”，并评论为什么它可能是一个伦理

问题。

2. 教员介绍了风险问题和三个策略以减少误解后，要求学员

回答以下问题：

 ● 考虑讨论的三个策略，促进个人对临床研究和医疗之间

差异的理解。这在每个环境中是否现实？

 ● 语言障碍、伤害和资源匮乏会如何影响这些策略的有

效性？

 ● 在你工作或居住的场所，这三种策略中的一种或以上是

否有用？为什么有用？为什么没有用？

3. 教员要求学员分享班级其他学员的意见。

4. 教员展示案例研究，询问学员下列问题：

 ● 这个案例通过什么方式可能导致治疗性误解的出现？

 ● 如果治疗性误解可以避免的话，医生可用什么策略来减

少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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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 Justin 似乎无法区分他参与的是研究还是治疗，则医

生最道德的做法是拒绝他的病人参加研究吗？为什么？

 ● 治疗性误解在伦理学上是否有可以接受的环境？

5. 教员主持巴西登革热的角色扮演。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活动的目的：①增加学员了解各种社

会、经济和个人因素，通过参与研究促进个人的卫生保健；②增

加学员对紧急情况下治疗性误解处理的信任；③概括有治疗性

误解的病人参加或者拒绝公共卫生研究而产生的可能后果。

 ● 要求 2 名志愿者扮演角色，一名扮演给巴西儿童接种

登革热疫苗或安慰剂的医生，另一名扮演相关的巴西

家长。

 ● 给每名志愿者提供扮演角色的信息（框 8 和框 9）。
 ● 对教员的要求：不管是护士还是家长，都不能看到其他

角色的描述。

 ● 给每名志愿者 5 分钟时间准备角色。

 ● 对教员的要求：如果志愿者觉得合适，可以邀请其他学

员参加表演。

 ● 在两名志愿者准备扮演角色时，要求其他学员写下志愿

者作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在接种疫苗时要告诉家长和

儿童的话。

 ● 开始扮演角色。

对教员的要求：角色扮演应建立在家长的治疗性误解的基

础上，而且可能有解决方案或可能没有解决方案。

如果你觉得学员对角色扮演失去兴趣时，可拍手停止，开

始与整个组内学员讨论，并使用下列问题作为指南：

 ● 你会考虑这位家长能够做出让其孩子参加该研究的决

定吗？

 ● 在应对家长的治疗性误解时，研究护士还有其他策略吗？

 ● 由于家长决策能力的不确定性，对拒绝将孩子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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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伦理方面的担忧？

 ● 如果家长不理解这是一项试验，那么给儿童接种疫苗的

风险有哪些？

例如，父母可能未提供随访信息；如果他们确信孩子受到

保护，允许孩子在无蚊帐环境下睡觉，则他们可能会冒更大的

风险；如果他们确信孩子受到保护，但当孩子确实罹患登革热

时，则父母可能不会将症状与登革热联系在一起。

6.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当研究对象不理解区分临床研究和普通治疗的规则，就

会产生治疗性误解，从而不准确地将治疗意愿归因于研究程

序”（Lidz & Appelbaum，2002）。
医疗人员和临床情境通常与治疗密切相关。所以，如个人

参与涉及临床程序、临床情境和（或）临床医生的研究，可认为

干预相当于医疗。一名病人参加了临床研究，可增加对病情或

治疗的了解，或制定比目前方案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可能变得

过于乐观以及对他们参加治疗带来的益处存在偏见。另外，当

医生与病人个体存在治疗和研究的双重关系时，在外科研究中

往往就是如此，医生和病人都不能明确区分个体化治疗结束和

研究开始的情况。

尽管生命伦理学领域的治疗性误解问题最初在 1982 年正

式得到确定（Appelbaum et al，1982），研究参与者明确理解研究

和医疗的区别在伦理上是必要的，这一概念实际上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医疗研究伦理规范中已得到确认。具体来说，1947 年

纽伦堡法典与 1964 年赫尔辛基宣言都强调的一个规则，即如

果没有研究对象的自愿和知情同意以及研究人员鼓励和尊重自

主权的相关承诺，就不能对人类进行研究（见学习目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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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误解的概念已经在生命伦理学中获得突出地位，因

为它被认为可以损害科研项目的道德诚信（ethical integrity）。
它破坏了研究对象的知情和自愿同意，而知情和自愿同意是受

试者和社会对健康研究信任的基石。大部分健康研究需要研

究对象自愿和知情同意，如果需要的话，研究人员应按照既定

的透明和公正程序的伦理原则，有责任为潜在受试者诚实地提

供研究目标、程序、风险和利益的易懂的解释。如果受试者不

理解健康研究与常规医疗有哪些不同，则他们不太可能完全理

解参与研究的潜在后果，因此对决定参与研究或拒绝参与研究

不能做出知情决定。如果参与者不理解研究目的，就不能被

认为在行使决策的代理权或自主权。如果个人将研究误认为

治疗而自愿参加研究，则他们的误解消除后就会产生怨恨或

退出研究。如果人们参加研究，而期望的治疗结果一直不能

实现的话，通常可能会强烈反对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Lidz 和

Appelbaum，2002）。
卫生保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对减轻治疗性误解的风险必须

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讨论如下。

B. 主题

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更容易产生治疗性误解？

在突发事件期间或者之后，因为财产损失、不安全、精神紧

张、创伤、过多暴露于风险和依赖外部援助才能生存，人们变得

非常脆弱。所以，他们可能不能充分识别研究和紧急医疗的差

异，或者他们可能会觉得太累或心神恍惚，以致不能考虑更不

用说讨论参与研究的优点和缺点。卫生保健人员（特别是医生）

的权威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和正常情况下是重要的；在紧急情

况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权威可能会增加，包括敏锐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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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对个人、社会健康甚至生存的重要性；对这些专业人员

的强烈需求和获得性的受限；对独特压力的认知或尊重，在紧

急情况下他们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个人和社会对他们紧急处理

突发事件所做的贡献表示的感谢；来自外国（“西方”）的，如果

是境外志愿者，可能被当地人认为特别有知识或者按此对待，

按照当地文化习俗作为外国“贵宾”予以欢迎和感激。紧急情

况下卫生保健人员权威性的增加，反过来又可能增加潜在受试

者对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

紧急情况下在中低收入地区，国际研究团队或者私人资助

的研究中心的权威、声誉或可见的资源可能增加治疗性误解的

可能性。即使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潜在受试者（甚至卫生保健

人员）可能越来越难以区别紧急情况下的研究和治疗。2011 年

日本厚生省在海啸相关的核事件后筛查核辐射污染期间，派医

疗队到受影响的区域测量居民受辐射的水平并解答问题（Saito 
& Kunimitsu，2011）。虽然对污染提供生物医学治疗并不是医

疗队的目标，但医疗队是以通过测量辐射水平来为居民提供治

疗的方式。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医疗队可能已被误认

为从事医疗性活动，而实际上从事研究活动。

志愿者希望从参与研究获得好处，是否被排除在外？

凡是人类皆有差异，在生命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和心理状态

在发生变化，而且依环境而不同。一些科研志愿者比其他人更

为乐观，可以传达期望，即他们的参与将使自己直接受益。期

望和乐观并不是从研究中剔除受试者的理由；然而，研究者有

责任消除治疗获利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如上所述，研究

者的责任是确保参加研究与否的决定要尽可能知情和自愿。这

意味着需要花费时间来确保志愿者能理解被认为受试者的任何

医疗救助与以疗效作为优先的正常医疗救助之间的区别。研究

者必须确保志愿者了解从研究中获得治疗益处的可能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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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表示肯定，他们会比其他受试者表现更好；如果他们是

基于治疗性误解才参加研究，则需要进一步澄清或剔除。即使

在紧急情况下，研究者有责任确保每名参与者理解治疗影响的

局限性，未经证实的效果或某种医疗救助的非治疗目标。绝对

不能出现这些情况，即唯一的选择就是参加研究或者一点都不

给予治疗（见学习目标 4.4）。拒绝参加研究的人至少也能获得

常规的治疗。

降低研究中治疗性误解的策略

1. 第三方披露更详细的信息　根据这个策略，需有一个

中立的知识渊博的人，因其与研究无关并且不是治疗

受试者，最适合对潜在受试者解释研究项目“特别是可

能与个人治疗原则有冲突的方法”的主要方法学问题

（Appelbaum et al.，1987，p.23）。正如 Miller 和 Wendler
（2006，p.39）在治疗性误解的评论中所述，如果研究对象

获得这种中立的和详细的信息，就能更好地理解研究设

计的重要方面，包括随机化、使用安慰剂和协议规定的治

疗限制”。

2. 社区咨询　健康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与研究社区合作是良好

医学研究的重要伦理原则。当公共卫生研究涉及研究人员

并不熟悉的人群和环境时，社区咨询尤其重要。与社区人

员一起工作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确保他们对研究目标、程序

以及潜在的利益和风险的解释并为潜在研究对象所理解，

还要考虑到教育程度、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研究开始

前，应与社区代表一起对研究的知情同意表和信息内容进

行测试以便清晰易懂。“事先测试”这一知情同意过程能

帮助研究团队找出特定情况下受试者对治疗性误解的可能

来源或原因。

在任何情况下，社区咨询都不能取代受试者的个人讨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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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要时的个人知情同意。社区咨询对受试者和个体化治疗干

预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条件。

虽然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限于时间，但在研究前召开社区

信息会议，可以降低研究对象对研究有治疗性误解的风险。这

些策略能增进社区对建议的研究、研究目的以及知情同意的意

义和程序的理解，从而确保潜在研究对象没有误解并自愿做

出知情的决定。这些信息会议也能建立社区成员与研究团队

之间的信任，使社区成员在决定参加研究前提出问题或者引起 
关注。

C. 案例研究

艾滋病因感染 HIV 病毒所致。虽然 1981 年美国首次在

临床上确诊了艾滋病，但可追溯到 1959 年中部非洲的组织标

本，该标本检测显示已携带这种病毒（Zhu，1998）。HIV 易通

过体液交换而传播，而且暴露的个体更易得艾滋病。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艾滋病主要在某些边缘化人群（如静

脉吸毒者、性工作者和男男同性恋者）中发生。但现在情况已

不再是这样，由于健康的社会因素和文化习俗的关系，特别

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和儿童，占全球艾滋病负担的比重日

益增加。

由于 HIV/AIDS 患者出现免疫缺陷，经常会出现多种机会

性感染，或者出现对健康人不足以致病的感染，如卡氏肺囊虫

肺炎（PCP）。该病由真菌引起，但这种真菌对免疫功能正常

的个体并不会引起症状（Morris et la．，2004）。尽管 HIV/AIDS
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病毒的复制率高，目前研制

疫苗的工作未获得成功。因此，尽管可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ART）来控制症状，但很多病人最终产生耐药，并死于 AIDS 相

关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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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是一名 38 岁的酒吧间男招待，住在美国洛杉矶市中

心。他是一名长期静脉吸毒者，总是尽量使用清洁针头，但是

约 15 年前由于注射海洛因时注射器未经消毒而感染 HIV。对

Justin 出现的症状，一直使用各种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鸡尾酒

疗法来治疗，然而体内的 HIV 病毒近年来对使用抗反转录病毒

药物的鸡尾酒疗法中的一些药物逐渐产生耐药性。Justin 最近

发生了严重的流感样疾病，去就诊时医生将其诊断为肺囊虫肺

炎。这意味着他体内的 HIV 对使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鸡尾

酒疗法中的最新药物产生耐药性，而且病毒使 Justin 的免疫系

统降到危险的低水平。不幸的是，Justin 现在已经使用了最后

一种有效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组合。

鉴于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选项，Justin 恳求医生寻找其

他方法来治疗疾病。Justin 的医生建议他参加新抗反转录病毒

药物的鸡尾酒疗法的医院Ⅲ期临床试验，Justin 的医生就是这

项试验的主要研究者。

D．角色扮演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感染，每年全球感染者有

5000 万～1 亿人（WHO，2012）。登革病毒有 4 个血清型，这些

血清型病毒均可通过伊蚊传播，这种蚊子常见于热带和亚热带

气候。如果实验室不做抗体检测，则登革热很难诊断，因为症

状（如高热、肌肉疼痛、头痛、呕吐和咽痛）经常被误认为其他

疾病，如腹泻或一些疾病（如疟疾、黄热病、麻疹和流感）。登革

出血热或严重出血热是最危险的类型，可能导致高热伴呼吸窘

迫、严重呕吐和出血，并可导致死亡。

大暴雨已经连续 3 周袭击巴西东部，包括近 5 年登革热曾

高度流行（连续传播）的多个城市密集区。目前，由于登革热的

住院率剧增，巴西政府声称发生了登革热疫情，并进入紧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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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据报告，仅里约热内卢州就有 90000 例登革热病例，112 例

死亡病例，50% 的死亡病例为 5～9 岁儿童。流行预计在未来

几周会从城市中心传播到农村地区。

一家日本公司与巴西的一所大学合作开发登革热疫苗

已达数年之久。在巴西流行开始时，该大学已经完成了Ⅰ期

和Ⅱ期试验。早期的试验显示疫苗有效率为 90%，有 5% 的

受试者发生了轻度不良反应（瘙痒、注射部位发红和疼痛、轻

度恶心、头痛、嗜睡）。在一个据预测本月内将发生疫情暴发

的有 15 万居民的小镇开展疫苗试验，该试验已获得联邦研

究伦理委员会和市政府的批准。在双盲试验中，对父母能提

供知情同意书的学龄儿童接种疫苗；对没有受种试验性疫苗

的儿童接种安慰剂。第二年研究小组在监测感染率时，将为 
社区再资助医疗资源（10 名护士，5 名医生，增加 12 张额外

床位）。

角色扮演中，在试验中接种疫苗的护士要面对非常焦虑的

家长（Briceño 先生或女士）。准备这个角色扮演时，打印并剪出

下列框中的每个说明（框 8 和框 9）。

框 8　护士给儿童接种登革热疫苗的信息

“护士”：使用以下细节来指导“巴西登革热”角色扮演中的角色。

你是进行临床试验的大学雇员；因此，当 Briceño 先生或女士与孩

子一起出现时，你并不熟悉他们。

你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在诊所碰到的所有父母和孩子能理解参加此

次疫苗试验的风险和益处，包括孩子没有接种试验疫苗的可能性，因

为这是一个双盲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一半受试者将接种安慰剂，但你

不知道哪些是安慰剂。

一个同样重要的目标是与社区成员建立和维持信任。建立和维持

信任不仅可确保广泛参与试验，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参与试验是

基于清晰的理解，因为信任为参加的家长和儿童创造了条件，使之在

参加试验过程中能随时提出问题。

不能强迫家人或孩子参加试验。可以口头同意，但应当是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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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9　对受种儿童的家长 Briceño 先生或女士的信息

“家长”：使用以下详细信息来引导“巴西登革热”的角色扮演中的角色。

你在贫困的父母陪伴下在某国的东北部一个糖类种植园里成长。

目前，你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周 6 天，并出售彩票。你是两个孩子的有

担当的家长，希望他们能完成学业，甚至可能上大学。

你讨厌雨季。当听到雨点敲打屋顶时，你失眠了。这让你回想起你

5 岁时 Tiago 患登革热的情况。他皮肤苍白、神色沮丧。然后他的鼻子和

耳朵开始出血。在医院里，Tiago身上插满了管子，在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今天，你与 4 岁和 8 岁的孩子一起在诊所，他们符合接种登革热疫苗的要

求。你知道有些孩子可能会接种安慰剂。你下定决心要给你的两个孩子

接种疫苗。你坚信疫苗能保护孩子免患登革热，从而避免死亡。

E．总结

当受试者不能理解临床研究和临床治疗之间的差异时，就

会发生治疗性误解。治疗性误解会引发伦理问题，因为它阻碍了

自愿知情同意，限制了治疗决定中的自主权及代理权。因为受有

些因素，如精神紧张、创伤、医疗选择受限和治疗需求增加、补偿

或希望等的影响，受试者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

脆弱。治疗性误解的风险由于缺乏负担得起的安全医疗而变得

复杂，从而导致某些人作为一种治疗选择而参加临床研究。在紧

急情况下工作的研究人员应特别小心，在知情同意过程中避免招

募志愿者，因志愿者的决策能力可能受不切实际的希望或者治疗

期望所影响。研究者有确保受试者了解已知和未知的治疗局限

性和所有研究相关程序的非治疗目标之伦理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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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邹　艳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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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7.3：向卫生保健人员解释参加紧急
情况下研究活动的潜在利益冲突

Marie‑Josée Potvin, Bryn Williams‑Jones

课程时间表（90 分钟）

0～15 分

（15 分钟）

16～25 分

（10 分钟）

26～55 分

（30 分钟）

56～85 分

（30 分钟）

86～90 分

（5 分钟）

介绍
展示解决问

题的工具

案例研究和讨

论，阶段 1
案例研究和讨

论，阶段 2 和 3
总结和结论

教学方法

对教员的要求：这个课程是高度互动的；你需要花些时间

熟悉课程的内容和形式。

1. 教员通过展示定义和概念开始上课（幻灯片 1～4）。
2. 教员展示解决问题的工具（幻灯片 5～7），强调识别、评估

和处理利益冲突的主要方法。

3. 教员总结利益冲突伦理处理的模型。

4. 教员展示案例研究的第一部分（幻灯片 8）。
对教员的要求：提供案例概况，并讨论其关键的背景特征。

5. 教员主持阶段 1 的分析，使用“教员的讨论指南”。

6. 教员逐步展示案例研究的 2a～2c 部分（幻灯片 8），并主持

阶段 2 和阶段 3 的分析，使用“教员的讨论指南”。

对教员的要求：逐步展示案例相关的背景因素。介绍各种

情景来表明理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是必不可少的。识别

背景因素，并询问能帮助学生识别潜在利益冲突的问题。

当课程进展到阶段 3 时，帮助学员回顾一下课程，可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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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伦理分析中学到有关如何有区别地管理事情来避免已被识

别的问题。

7. 教员总结课程，并欢迎学员自由讨论。

A. 背景

公共卫生研究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如研究者、人群、政治

家、决策者），在多个层面（如干预、研究、政策）往往有不同的，

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个背景为利益冲突提供了

有力支持。

在对人类有重大影响且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中，期望研究者或者卫生保健人员在有其他紧急任务情

况下来识别、分析和管理利益冲突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合理的

（Ezeome & Simon，2010）。此外，当涉及既得商业或政治利益

的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时，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可能很

难制定和执行（Conflicts of Interest Coalition，2012；London et 
al.，2012）。由于对与突发事件研究明确相关的“利益冲突”尚

无明确的定义，而且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可能会对制定和应用利

益冲突政策施加压力，从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的研究者必

须熟悉这个概念。各级应制订教育和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研究政

策，确定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并提供明确的程序和指

导。这些政策应该得到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以确保这些政

策在紧急情况期间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B. 主题

利益冲突的定义

“利益冲突”这一术语经常被视为或者等同于欺诈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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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行为（Stell，2011）。对很多人来说，该术语必定是个贬义

词（Williams-Jones，2011）。在健康研究和专业实践领域，这

种看法很可能是由于高度宣传丑闻，包括管理不善的财务利

益冲突，如有企业涉及尼日利亚脑膜炎研究的案例（Ezeome 
& Simon，2010）。由此带来的媒体报道无疑会降低对研究人

员、学术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诚信的公信力（Stephens，2000；
Weinfurt et al.，2006；Smith，2011）。

不幸的是，这个贬义的观点会使得利益冲突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无法使用：如果在人们心目中它等同于欺诈或不端行为，

则只有“坏人”才有利益冲突。因此，按照这一想法，善意的人

不可能有利益冲突。然而，事实是利益冲突在研究和专业实践

中经常发生，因此对有这样的冲突本身并不需要责备。事实上

体制安排有时使其成为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MacDonald et 
al，2002）。如果实际上或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处理不当，或者更

糟糕的是，这些利益冲突没有被解决或被掩盖，则会严重损害

同事、患者和公众对专业人员及其机构的信任。很重要的是，

要使用有效和透明的策略来识别、评估和管理这些不可避免的

利益冲突，例如向利益相关者（但不包括作出某些决策的个人）

披露信息和中立第三方的参与。定义倾向于赞同利益冲突必

定与判断或决策过程有关，并在个人或团体必须作出一个客观

公正的决定的状况下最容易发生。因此，对研究者、卫生保健

人员乃至社区领导者来说，利益冲突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

外部的，它们在结构上包含在集体决策中或成为集体决策的一 
部分。

如果利益冲突的定义相对简单，易于理解，至少在概念上

是如此，则他们很难用于区分哪些是利益冲突，哪些不是利益

冲突。例如，他们经常混淆角色与忠诚的冲突。虽然这些确实

可能是利益冲突，但未必一定就是利益冲突。在制药公司雇用

医生作为研究人员的情况下，两个隶属机构可以把个人置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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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难受的内部冲突的风险之中，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研究

的情况下。哪个角色应该优先？例如：顺序优先还是约定时间

优先？医生的角色是有责任来满足人群的健康需求，而研究者

的角色是应该有责任来关注研究的行为端正，到底是哪个角色

呢？这个冲突只是忠诚与角色冲突的一个例子，所导致的情况

与利益冲突的问题相似，但是两者只是相关，并非完全相同。

然而，如果一个职业角色的利益或责任（如研究者关注知识的

发展）产生偏差而破坏了其他角色的责任（如临床医生关注提

高病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有挑战性的利益冲突。

为了对公共卫生研究或者监测中利益冲突的认识和处理更

加专业，研究者、卫生保健人员和其他人员必须主动进行个人

反思、个人准备以及个人和集体分析。

一个识别利益冲突的策略是确定事态的条件或特点。由

于往往涉及各种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为了识别可能引发的冲

突，这些冲突所产生的风险以及给谁带来风险，重要的是识别

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的利益（如个人的、非金融的、金融的、机

构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评估由冲突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和确定最合适的管理策略。

利益冲突的类型

经济方面

在公共卫生研究的背景下，在临床科学家和私营部门之间

的关系中可能发生明显的经济利益冲突（Potvin，2012）。如果

研究者考虑个人利益（如收入、升职）胜过他们的职责（如保护

参与者的福利或者确保科学过程的诚信），就会引发利益冲突。

同样，与公共卫生研究者合作的社区领导的经济利益可能与他

们对社区或研究者的责任有冲突。

非经济方面

利益冲突并不一定是经济方面的，也不一定是第一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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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似乎最有权势或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研究相关的

利益冲突可能与当地政治有关，而且更加难于发现。这些冲

突也会在开展研究的社区中出现，一些社区领导可能希望从

研究项目中获得利益，例如提升他们在社会上的声誉，从而

试图取悦调查人员，而不是对研究工作提供支持（Cash et al，
2009）。

关注脆弱人群和有影响力的相关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及其风

险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群（如病人和脆弱人群）可能完全缺

乏对与其相互作用者的利益的判断力或对这些利益的抵制能

力。例如，一些潜在的受试者只是提供项目的“知情同意”，而

不能获得其他必要的卫生保健，而这个项目的主要研究者可能

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和利益：研究者、卫生保健人员和进行药物

试验的公司股东（Cash et al，2009）。
即使是很有地位的人，如研究者和卫生保健人员，也可能

有卷入利益冲突或与利益冲突相关的风险。最常见的风险是不

仅对个人和职业缺乏信任，而且对研究成果和研究机构缺乏信

任。这些信任缺失可能危及既定的工作关系（包括研究团队内

外）以及国际合作，从而对病人或者研究对象的安全，甚至最终

对公共卫生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利益冲突发生的背景

识别和管理利益冲突的场景至关重要。然而，具体的场景

乍一看并不明显，在紧急情况下更不明显。尽管可以通过预计

场景的类型获得一些见解，但一些因素和事态往往会发生变

化，并且会迅速发生急剧的变化，使得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因

此，对于有效管理利益冲突，重要的是要为多个场景做好准备。

积极思考和准备充分可以促进理解和加强快速识别和解决利益

冲突的能力，要提供资源（时间、精力）来形成新见解，并且处

理尚待解决的可能引起负面结果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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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例研究

来源：Cash et al.（2009）

第 1部分

一家西非矿业公司的员工福利小组请欧洲一所大学的研究

团队帮助确定艾滋病流行对他们劳动力的经济影响。这个团队

想让高层管理者相信费用比预期高得多。他们认为艾滋病导致

的缺勤、训练有素的和半熟练的工作人员流动加速（导致再培训

费用增加）、疾病治疗费用、受感染工人的家庭一次性补助金和

丧葬费等一直被低估。

研究中心成立一个小组，由医生、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

家和研究助理组成，前往该国进行为期 3 周的深入现场调查

和研究。根据他们的请求，该小组获得所有因患艾滋病或艾

滋病相关疾病而离开公司的员工记录。任何可识别个体雇

员的数据从记录中删除。公司缺乏感染流行的数据，但是该

国其他地区已进行了抽样调查，从而可以监测相似年龄组的

HIV 感染率。

第 2a部分

员工福利小组希望，如果他们论证艾滋病流行所产生的费

用，公司就能提供更多预防计划，如分发小册子，在工作场所开

展讲座，为居住在公司宿舍的单身男子（其中有些人经常到附

近商业性性工作者高度聚集的地区）开展娱乐活动。也要对已

婚工作者的家庭提供预防和教育服务。其他的干预包括建立

诊所，更积极地治疗性传播感染，或者长期提供家庭住房单元。

员工福利小组相信来自受人尊敬的大学研究小组的报告将是影

响公司政策和促进预防措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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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b部分

研究小组将由公司全额出资，包括根据大学指南应支付的

间接费用。该公司声明，尽管要求公司和所有员工在任何报告

和出版物中保持匿名，但不会限制研究者发布研究结果的能力。

当数据收集工作接近完成，研究小组准备回来分析数据和

准备报告时，工会的一名高级成员要求召开一次非公开会议。

公司不使用研究结果来改善公共卫生项目，而是认为由于 HIV
感染者费用太高难以继续留用，甚至表面健康的 HIV 感染者也

以某种借口被剔除，他对此表示关注。尽管该公司禁止对新员

工进行 HIV 检测，但可以要求雇员获得私人健康保险，而私人

健康保险往往需要做 HIV 检测。最终，他可能会说公司通过裁

减人员和外包等措施缩减劳动力，从而减少债务。

小组成员要求与研究资助者会面，在不披露其来源的情况

下，对报告可能用于与其意图相反的目的表示关注。公司坚持

任何关于滥用报告的传闻都是不真实的。然而，研究助理对公

司的解释不满意，并要求公司提供书面保证，否则她将立即退

出该项目。该公司表示，它不能签署这样的声明，因为这样做

会严重影响组织的诚信。

研究小组分析了数据，并在出版前对公司的管理提出以下

结论：

 ● 普通人群的 HIV 感染率可能意味着公司每年的员工离职

率至少为 10%。

 ● 公司的卫生保健费用在未来 5 年会显著增长，并占总营运

成本的 15%。根据法律，如果雇员在为公司工作时患病，

与该病所有的卫生保健费用必须由公司承担，不管这个疾

病是否与工作有关。

 ● 要减少费用，公司应开始建立艾滋病从业人员家庭治疗规划。

 ● 预防规划很可能会降低员工的 HIV 感染率，但这些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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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尚不清楚。

第 2c部分

公司经理对报告和对 HIV 阳性员工的预测成本感到忧虑。

首席执行官说，如果公司被迫承担所有 HIV 阳性员工在雇佣期

间的卫生保健费用，将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将被迫宣告破

产，或者搬迁到成本较低的没有提出这些要求的国家。不论发

生何种情况，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导致许多家庭没

有任何收入。

他要求研究小组在撰写他们的结论时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要求研究小组建议：允许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计

划给 HIV 感染者的福利上限远远低于所需的治疗成本。感染

HIV 的员工要支付他们自己的治疗费用、放弃治疗或者依靠公

开提供的服务。家庭和大家庭可能会承受费用的支出，但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卫生保健设施对 HIV/AIDS 早已不堪重负。首

席执行官认为：对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将费用转移给政

府、家庭和其他公司是合理的应对措施。鉴于该研究小组的国

际声誉，他表示对建议规定福利上限的报告有信心，该报告会

说服政府监管机构并改变他们的政策。

教员的讨论指南

第 1部分

要求学员识别情景中的主要参与者和可能出现的潜在利益

冲突。

对教员的要求：参与者可能包括案例中还没有明确确定的

人，如政治家和公司股东。期待这些人的参与可以尽量减少潜

在的利益冲突。使用下表来引导对主要相关参与者及其利益的

讨论。要求学员列出每个参与者的主要（包括实际的或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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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要鼓励学员开始积极思考，确定案例中可能面临的利益冲

突的可能情形。这会使学员更加意识到从一开始就存在可能的

重大利益，从而帮助他们明确自己作为研究人员或卫生保健人

员的角色和职责并体现自身的利益。使用下表来引导关于参与

者利益的讨论。

确定主要相关行动者 每个行动者的实际或潜在（将来）利益

欧洲大学的研究小组

产生有效的公共卫生研究数据，参与知识发展

人群健康；公共利益

大学，研究小组和研究人员的认可或声望

大学与研究小组筹资

西非矿业公司的员工

福利小组

工人的利益（健康、经济方面）

社区福利

解决与雇主过去的冲突

西非矿业公司

企业的财务状况

政治利益

应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训练有素的工人和半

熟练工人
个人利益（理想的工作、财务、住房条件）

工人工会
工人的利益

工会的利益

社区组织
社区的利益

工人的利益

非政府组织
运行的可持续性，声誉，影响

社区，全球利益

利益相关者 财务利益（利润）

政治行动者（地方、国

家和国际）

经济发展

政治利益（权力、影响力）

要求学员确定可能的利益冲突，简要讨论其相关的风险，

并使用下表引导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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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业公司可能有经济和（或）政治利益，而我们的结果可被视为他们

取得成果的一种手段。

 ● 研究者的潜在利益冲突：如果结果不符合矿业公司的议程［研究小

组的有效研究和诚信与资金（合同）］，怎么办？

 ● 可能的后果：

— 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

—  不能发布有效的研究成果，从而在总体上不能帮助改善工人状

况和社区健康

 ● 风险：高，因为与研究者的主要利益直接相关。

2．我们可以怀疑最终会涉及工会，并导致工人和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的

持久性冲突（如薪金、合同）。

 ● 潜在的利益冲突：如果结果与工人的利益相违背，可能有来自工会

的压力。

 ● 可能的后果：

—  夸大研究结果以帮助被视为受害者的工人，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

—  分析过于谨慎

—  在矿业公司有强烈的政治紧张性

 ● 风险：高，因为与研究者的主要利益有关，可能会被视为干预另一

个国家的政治事务。

3．我们可能不知道当地的政治活动者在矿业公司生存期间是否也有政

治或经济利益；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压力，可能会干扰研究过程。

 ● 潜在的利益冲突：

—  为了使过程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可能会给公司的相关人

员增加压力

—  减缓压力（如邀请吃饭、礼品或其他奖励）

 ● 可能的后果：研究小组可能涉嫌结果腐败（无论怎么分析），可能得

不到工人和普通人群的信任，从而出现僵局。

 ● 风险：高，因为与研究者的主要利益直接相关，可能危害人群对他

们的信任并危害其他未来的研究项目。

4．我们不知道当地政治家是否也有政治或经济利益，并且在执行这个

项目时除简单的“搜索知识”外还可质疑我们自己的利益。

 ● 潜在的利益冲突：产生的阳性结果能被出版的压力，维持良好研究

环境和学术推广成功的压力。

 ● 可能的后果：这种情况使得你对可疑的实践更为宽容，因为你不希望项

目受到损害；这对你的简历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从而增加了你的机会。

 ● 风险：高和低，因为直接与研究者的主要利益相关，但你可以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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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在每次增加背景信息（2a～2c部分）后，询问学员以下问题：

 ● 新的背景信息要素怎样影响你对第 1 部分的分析？

 ● 有无出现利益冲突［实际的和（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 能否简要讨论与这些新出现的利益冲突及其风险？

综上所述，要询问学员根据迄今的讨论在处理利益冲突时

他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紧急情况下的研究特征是什么。使用

以下观点来充实总结性讨论。

针对案例研究的消息

 ●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积极采取措施来减少必须处理轻微利益

冲突的机会，这些利益冲突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是

可控的。

 ● 我们可以问一些更好的问题（如关于利益、政治和制度背

景），并提供整个小组从一开始就同意的解决方案（如个人

限制和执业限制，私人利益优先，研究优先还是公共利益

优先）。

一般信息

 ● 做好准备，减轻压力，从而决策更有效率。

 ● 更好地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范围和基本伦理规则。

 ● 必要时，专家（如政策、政治学、人类学方面的专家）要更

好地了解研究项目的整个背景。

 ● 与研究伦理委员会一起对利益冲突进行先验和后验讨论，

并向其他群体介绍经验。

 ● 在开展研究项目期间应鼓励就利益冲突进行对话。

 ● 尽可能对参与这个项目的多个人员开展宣传和教育。考虑

到每个人都是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如果有可能，尽量向团队、研究者和决策者介绍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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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研究出版物形式），并通过补充你自己与其他人的利

益冲突的情况来充实教育材料。

D．总结

为了更加专业地识别和管理在公共卫生研究或者监测情况

下的利益冲突，研究者、卫生保健人员和其他相关者须增加个

体的反思、个人和集体的准备及持续的分析。本单元的目标是

提高实践中鉴别和管理利益冲突的能力，这似乎是理想化的，

因为研究者和卫生保健人员面对的现实是面临各种严峻的挑

战。然而，该单元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为讨论棘手的事情

（往往是忌讳的事情）提供一种方法和机会，这些事情不仅对研

究的诚信，而且对个人（不公正、压力）和整个社区（如资源分

配、决策）都能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由于紧急情况是高度不

可预测的，从经验中学习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个单元描述了实

用和务实的方法来收集、组织和交流有关利益冲突的信息，预

防或管理那些可以提前预测的利益冲突以及处理在公共卫生实

践中出现的不可预知的或不可避免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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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物

（邹　艳 译　周祖木 校）



在斯里兰卡加勒的 karapitayam 医院，病

案室工作人员在整理病人的病历。由于

医院远离海滨且海拔较高，未受到海啸

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其提

供电脑并培训 Epi Info 软件，以致他们可

以输入病人数据并检索某些健康指标。

来源：WHO/Gary Hampton

术语



256 术语

这个术语表提供健康伦理学中常见概念、原则和价值观的

定义。对于许多术语，每个术语可以有多个定义，因此这个术

语表不是最终唯一的定义，但可以帮助理解常用术语，特别是

本书中使用的术语。

概念、原则或价值观 定义

理由的解释

导致限制卫生保健决定的理由或原因可以公

开获得所需的框架。此外，那些以互惠互利的

条款寻求与他人合作的有“公平想法”的人，必

须对应用于资源受限地区卫生保健工作的理

由达成一致意见（1）

自主权

经常被用来指在不受外力操纵的情况下个体

根据自己的动机作出选择。然而，另一些具有

康德哲学传统的人认为自主性与接受义务和

履行义务有密切关系，比如要按道德行事，而

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2，3）

受益

原则要求政府、卫生保健人员和研究者为人

群、病人和受试者做好事，提供利益，积极贡

献福利（4）

生命伦理学

探讨和调查由“创造和维持生物健康”所产生

的伦理问题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包括医学、生

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所有伦理学问题，

比医学伦理学的范围更广（5）

保密

有维护信息秘密的义务，除非有关人员适当 
授权，或在特殊情况下当局授权才能公开信 
息（6）

尊严

用来表示人的价值概念的术语，经常被用来与

人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尊严的概念可用于表

示一种阈值，即对待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于该阈

值的一种尊重和关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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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原则或价值观 定义

分配公正

（参见公平）

是一套提供“影响社会经济利益与负担分配的

政治进程和结构之道德指导”的原则。人们普

遍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很难分配健康。

然而，有些因素可能被认为与健康的公正分配

（包括收入、财富、效用）、涉及的可能人数（个

人或团体）以及应该如何进行分配的差异（平

等、最大化等）等因素有关。平等主义是分配

公正原则的例子之一（8）

平等主义

是一种平等的观念。然而，对于究竟什么应该

是平等的，平等主义者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

人们是否享有平等的机会，资源是否平等共

享，以及机会和资源到达哪个程度才会产生相

同的结果（9）

公平

（见分配公正）

公平关注平等的结果，这可能需要一些利益的

不平等分配才能产生平等的结果。健康公平

要求解决健康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无益的

和可以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不公平和不公正

的 ”（10）

伦理学

是研究正确行为与错误行为问题，什么是好的

与不好的生活问题以及可以说明这些问题的

依据的一门学科（11）

人权

在一些普通法律声明中庄严载入的基本自由

和权利。人权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他们被国

际声明承认；国家和国家行为者有义务尊重他

们；他们不能被放弃或被带走（虽然在特定情

况下，享有的特定人权可能受到限制）；它们相

互依存、相互联系；他们普遍存在（12）

知情同意

指某种行动（如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

上，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接受

治疗或参与研究）的一种协议（1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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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原则或价值观 定义

正义

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大致可以被认为是给

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14）
参见：公平与分配公正

自由

一个高度争议和复杂的概念，通常被看作是不

受他人干扰、影响或控制的事情。然而，自由

的其他解释关注真实性，自我实现性，甚至与

他人的合适关系（15）

非伤害原则
要求卫生保健人员和研究人员不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无论是故意或过失）的原则（4）

原则

一个广泛的，基础的规范，可以提供更具体的

规则或标准的理由。例如，人们经常声称，知

情同意（标准）是必要的，因为需要尊重自主权

（原则）（16）

隐私

隐私旨在保护某人不被他人审查。尊重隐私意

味着人们不应该期望分享他人个人信息，除非

他们选择分享。任何侵犯隐私的行为需要伦理

学理由，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为了保护公共

利益），其他因素可能比隐私更为重要（17）

程序公平

是对带来公正结果所需的价值观与过程的探

讨。例如，在资源稀缺和需要分配的地区，程

序上公正的结果可为所做的决定提供清晰合

理的理由（18）

比例

在决定是否实施时，对某一特定干预、政策或研

究的正面特征和益处与其负面特征和影响进行

的权衡（19）

公共利益

符合下列两个标准的商品或服务：它几乎是

非排他性的（如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消费，不

论个人提供的贡献大小）和非竞争性的（如一

些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产生的消费之益

处）。例如，消灭天花是一项公共利益，因为它

符合这些标准（2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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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原则或价值观 定义

公共健康伦理

探讨和调查与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以及实现

这些目标所需的集体行动的伦理问题和伦理

困境的领域（21）

互惠

重点关注“为人们已经作出的贡献提供一些回

报”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为行动

（如参与研究）与补偿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之间

的严格匹配。在其他情况下，互惠可能是不直

接的，是一般为其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作出更普

遍的分摊（22）

社会公正

是重点关注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和存在问题

以及需要明确地解决问题的一个概念。在某些

情况下，这可能需要重新分配资源，以弥补现

有的不平等，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防止不平等

的继续存在（23）

团结

团体、社区或民族联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

在讨论福利国家制度或通过保险统筹共同

承担风险的理由时，在思考国家如何保护 
人群中脆弱群体的利益时，往往需要团结一

致（23）

功利主义

是以通常采取功利原则为中心的一套理论，要

求任何行动都应该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

（24）

价值观

“用来解释事物怎么样和为什么的概念。无论

在哪里我们区分事物的善与恶、更好或更坏，

都与价值观有关”。价值观是伦理判断的核

心。通常，在讨论应该做什么时，首先要弄清

的是什么价值观是最相关的，应该如何衡量这

些价值观的重要性（2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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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单元列表和课程时间表

戈马的难民营

来源：WHO/Christopher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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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列表

概述：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情况下的伦理学　90分钟

监测和研究

核心能力 1：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共卫生实践（包括
监测）和研究及其伦理学问题之间的界限之能力

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区分 60 分钟

学习目标 1.2　确定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可作为“研究”并

通常需要研究伦理学评议的活动范围
90 分钟

学习目标 1.3　说明和了解在突发事件时研究和监测相关

的最近规范方法中所规定的一些伦理学原则和要求
90 分钟

学习目标 1.4　确定突发事件情况下目前所用规范方法的

不足，并评价其他方法
120 分钟

核心能力 2：在突发事件期间实施公共卫生干预、监测和研
究时确定适当的伦理审查程序的能力

学习目标 2.1　描述可以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共卫生研

究）的伦理审查的“标准”程序
90 分钟

学习目标 2.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应接受正式伦理审

查的情况
75 分钟

学习目标 2.3　描述适用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研究的伦理审

查标准程序的可能变化
75 分钟

核心能力 3：在应急响应期间监测时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体自
主权冲突的能力

学习目标 3.1　确定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导致的对个人和

社区的危害和利益
10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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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何时需要个人或社区明

确的知情同意并评价其相关因素
60 分钟

学习目标 3.3　评价突发事件期间保护隐私和保密所需的

措施
90 分钟

学习目标 3.4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保护和收集数据

以及生物学材料所需的特殊措施
60 分钟

学习目标 3.5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公共利益可能否

决个人自主权的某些情况
60 分钟

核心能力 4：在应急响应期间研究和临床试验中确定公共利
益与个体自主权冲突的能力

学习目标 4.1　确定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给个体和社

区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益处
60 分钟

学习目标 4.2　讨论伦理理论并确定适用于突发事件期间

研究的框架
60 分钟

学习目标 4.3　解释在重症监护机构开展研究可以豁免知

情同意的目前规范，并评估何时这些规范可以用于突发事

件期间的研究

75 分钟

学习目标 4.4　解释改善紧急情况下研究的知情同意所需

的流程，尤其要考虑传统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
90 分钟

核心能力 5：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紧急情况下研究与出版伦
理之间关系的能力

学习目标 5.1　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常规临床治疗期间收

集的资料可以作为科学知识发表的条件
75 分钟

学习目标 5.2　解释什么是“发表偏倚”以及它如何影响对

突发事件的应对
90 分钟

学习目标 5.3　解释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对

科学数据所有权的伦理义务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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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治疗

核心能力 6：确定应急响应期间检伤、资源分配和治疗规范
的伦理相关标准的能力

学习目标 6.1　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检伤和分配的伦理

框架和标准
90 分钟

学习目标 6.2　了解在突发事件期间如何改变治疗规范

的标准
90 分钟

学习目标 6.3　确定在公共卫生监测情况下如何与社区

分享利益的问题
105 分钟

学习目标 6.4　确定在突发事件响应期间开展研究时获

得未经证实的治疗公平性问题
60 分钟

核心能力 7：讨论紧急情况下公共卫生监测或研究期间卫生
保健人员职责的能力

学习目标 7.1　区分三种伦理框架：医疗伦理、公共卫生

伦理和研究伦理，并探讨引导这些框架区别和共同点的

价值观和原则的方法

105 分钟

学习目标 7.2　解释“治疗性误解”的含义以及在紧急情

况下对卫生保健人员职责的影响
75 分钟

学习目标 7.3　向卫生保健人员解释参加紧急情况下研

究活动的潜在利益冲突
90 分钟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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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表

以实践为导向的 2 天课程

第 1 天

9∶00—9∶15 开场白

9∶15—10∶15 第一节

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区分 60 分钟

10∶15—10∶30 课间休息

10∶30—12∶15 第二节

学习目标 7.1　区分三种伦理框架：医疗伦理、公共卫生伦

理和研究伦理，并探讨引导这些框架区别和共同点的价值

观和原则的方法

105 分钟

12∶15—13∶00 午餐

13∶00—14∶30 第三节

学习目标 6.1　讨论在突发事件期间检伤和分配的伦理框

架和标准
90 分钟

14∶30—14∶40 课间休息

14∶40—16∶10 第四节

学习目标 6.2　了解在突发事件期间如何改变治疗规范的

标准
90 分钟

16∶10—16∶30 课间休息

16∶30—18∶15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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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3.1　确定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导致的对个人和

社区的危害和利益
105 分钟

第 2 天

9∶00—9∶15 回顾性发言

9∶15—10∶30 第六节

学习目标 2.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应接受正式伦理审

查的情况
75 分钟

10∶30—10∶45 课间休息

10∶45—11∶45 第七节

学习目标 3.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何时需要个人或社区明

确的知情同意并评价其相关因素
60 分钟

11∶45—12∶30 午餐

12∶30—14∶00 第八节

学习目标 3.3　评价突发事件期间保护隐私和保密所需的

措施
90 分钟

14∶00—14∶15 课间休息

14∶15—16∶00 第九节

学习目标 6.3　确定在公共卫生监测情况下如何与社区分

享利益的问题
105 分钟

16∶00—16∶15 课间休息

16∶15—17∶15 第十节

学习目标 3.4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保护和收集数据

以及生物学材料所需的特殊措施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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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18∶30 第十一节

学习目标 5.1　解释公共卫生监测或常规临床治疗期间收

集的资料可以作为科学知识发表的条件
75 分钟

（李　玲 译　周祖木 校）

以研究为导向的 2 天课程

第 1 天

9∶00—9∶15 开场白

9∶15—10∶15 第一节

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间的区分 60 分钟

10∶15—10∶30 课间休息

10∶30—12∶15 第二节

学习目标 7.1　区分三种伦理框架：医疗伦理、公共卫生伦

理和研究伦理，并探讨引导这些框架区别和共同点的价值

观和原则的方法

105 分钟

12∶15—13∶00 午餐

13∶00—14∶30 第三节

学习目标 1.2　确定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可作为“研究”并

通常需要研究伦理学评议的活动范围
90 分钟

14∶30—14∶45 课间休息

14∶45—15∶45 第四节

学习目标 4.1　确定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给个体和社

区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益处

60 分钟

15∶45—16∶00 课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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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第五节

学习目标 2.1　描述可以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共卫生研

究）的伦理审查的“标准”程序
90 分钟

第 2 天

9∶00—9∶15 回顾性发言

9∶15—10∶45 第六节

学习目标 7.3　向卫生保健人员解释参加紧急情况下研究

活动的潜在利益冲突
90 分钟

10∶45—11∶00 课间休息

11∶00—12∶15 第七节

学习目标 7.2　解释“治疗性误解”的含义以及在紧急情况

下对卫生保健人员职责的影响
75 分钟

12∶15—13∶00 午餐

13∶00—14∶30 第八节

学习目标 4.4　解释改善紧急情况下研究的知情同意所需

的流程，尤其要考虑传统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
90 分钟

14∶30—15∶00 课间休息

15∶00—16∶00 第九节

学习目标 6.4　确定在突发事件响应期间开展研究时对获

得未经证实治疗的公平性问题
60 分钟

16∶00—16∶15 课间休息

16∶15—18∶15 第十节

学习目标 5.3　解释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对

科学数据所有权的伦理义务
120 分钟

（潘琼娇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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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案例研究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南苏丹北加扎勒河州的乌韦勒，无国界医生支持的医院里医生

在查看病人

来源：IRIN/Siegfried Mo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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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1

案例研究 1：出血热暴发

适用于：概述：紧急情况下的伦理学

来源：Renaud Boulanger & Selena Knight

第一组：在病毒出血热暴发期间静注液体的分配

社区中发生了致命型的病毒出血热。该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包括高热、出血。确诊病例的特征包括血压下降（低张性）、休

克、呕吐和腹泻。

社区的实验室诊断能力非常有限，但卫生保健中心收治的

有些患者诊断是明确的，如大量出血、高热和休克等严重症状。

其他患者的诊断不太明确，因为他们主要是根据接触史和多种

全身症状作出疑似病例的诊断。鉴于疾病发生持续暴发的严重

程度，卫生保健中心的工作不堪重负。

因缺乏资源，对患者的支持性治疗受到严重限制。虽然静

脉补液疗法对治疗病毒性出血热是有效的，在免疫系统抵抗病

毒的同时可以确保补充足量的液体。但卫生保健中心没有足够

的静注液体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包括其他疾病患者的需求。

除支持性疗法和静脉补液疗法外，还了解到卫生部已成功获得

少量实验药物用于治疗。由于该实验治疗的数量很有限，如果

你决定进行治疗，卫生保健中心仅有 2% 的患者可获得治疗。

作为在流行病学和伦理学方面经过培训的护士，你现被要

求准备一场有关制定暴发期间治疗指南的会议。你必须考虑如

何优先获得静注液体和决定是否提供未经批准的治疗。如果是

的话，你必须决定如何分配这些有限的库存。你关注的问题之

一是确保资源的分配要显示高水平的伦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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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1. 你愿意与谁一起做出决策，应如何做出决定？

2. 你会提供实验治疗吗？

a．如果是的话，接受治疗的患者也符合静注液体的纳入标

准吗？

3. 你如何确定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哪些也应接受静脉补液？

4. 你会考虑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卫生保健人员）来分

配治疗吗？

a．如果是的话，所用的人口学特征对获得治疗和获得静注

液体（如果你许可获得）有所不同吗？

5. 你会根据“需要”来分配资源吗？如果是的话，

a．你会考虑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吗？

b．你会考虑患者生存的可能性大小吗？

c．你会考虑需求的变化吗？如果是的话，应如何做？

d．如果有静注液体，你会考虑在实施分配政策前患者是否

已在接受治疗这一因素？

6. 卫生保健中心未给予患者静脉补液和（或）实验性治疗，要

承担什么责任？

7. 你会让未获得治疗（如实验药物）的患者对决定上诉吗？

8. 如果是的话，要确定用什么程序来审查上诉？

9. 应该与患者、家庭和广大社区沟通分配政策吗？

第二组：在出血热暴发期间进行临床试验

社区中发生了致命型的病毒出血热。该疾病的症状和体征包

括高热、出血。确诊病例的特征包括血压下降（低张性）、休克、呕

吐和腹泻。社区的实验室诊断能力非常有限。然而，当地卫生保

健中心收治的患者中有些诊断是明确的：这些患者症状严重，如

大量出血、高热和休克。其他患者的诊断不太明确，因为他们主

要是根据接触史和多种全身症状作出疑似病例的诊断。鉴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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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的严重程度，卫生保健中心的工作不堪重负。

几家私立公司和公共机构迅速开展合作，并提出了已研究几

年的抗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方案。实验室研究显示，该药物对侵袭

社区的病毒有良好疗效。虽然该药物已在动物显示安全性和效果，

但尚未在人体进行研究。方案旨在立即检测该药物对人体的效果。

有财团联系卫生保健中心，要求将其作为实验药物的临床

试验中心。他们要求你作为潜在合作研究者对实验方案中将要

讨论的问题提出意见。你的理解是虽然目前可获得的药物数量

非常有限，但生产能力可能会迅速上升。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在讨论前你还需要药物或研究的哪些信息？

2. 你会考虑哪种研究设计？你会考虑使用什么方法？

3. 谁会从这个研究中受益，他们会获得什么利益？该研究会

伤害谁以及如何伤害？

4. 你如何考虑招募患者加入实验？

5. 在做知情同意时应将其他什么信息告知研究对象？

6. 哪些情景因素可能会影响患者提供知情同意的能力？说明

这些因素时可能需考虑哪些规定和做哪些修改？

7. 应如何考虑情景因素才能确保研究得到有效地进行？

8. 实验对未参加的患者有什么影响，是由于选择所致或他们

不符合纳入标准？如何将有害影响最小化？

9. 获许的研究对在卫生保健中心工作的卫生保健人员的作用

和职责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应将影响告知患者和社区？

如果是的话，应如何告知？

10. 对卫生保健人员和研究者的双重责任导致的挑战应如何处理？

11. 研究结果如何发布？

12. 在实验结束时财团对实验参加对象和社区的责任是什么？

13. 你如何与社区沟通研究情况？

（周祖木 译　陈　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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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2：中部非洲埃博拉出血热暴发

适用于：学习目标 1.1　公共卫生监测与公共卫生研究之

间的区分

来源：Michael J. Selgelid
情景1

中部非洲某个国家埃博拉出血热暴发，你作为临床医生被

派到一所综合性医院对隔离病房中的一些病例进行治疗。有些

病例的临床表现明显（出血、末期）；而另一些病例则不太明显，

主要根据接触史来怀疑病例。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流行病学家要求你对每个病例采集一份血标本作为诊断之

用。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

如何）？

2. 同一个流行病学家提出最新诊断试验的合适校准需要每天

对所有病例采集血标本直至出院。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

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何）？

3. 同一个流行病学家提出最新诊断试验的合适校准需要每天

对所有病例采集唾液拭子标本直至出院。你应如何处理

（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何）？

4. 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暴发响应队伍的成员）声称，

生产潜在有用的免疫治疗制剂需要从所有恢复期患者采集

骨髓抽提物。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区别与你的

决定关系如何）？

情景2

一名研究者试图使你相信情景 1 所述的暴发是检测重组抗

凝蛋白 C 的唯一机会，这种制剂可作为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由于还没有成立国家研究伦理委员会，所以获得知情同意面临



术语 275

一个重大问题：许多病例晕头转向和（或）仅能讲当地语言，你

带着沉重的保护设备与其交流觉得非常困难。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 实践的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

何）？

情景3

某个国家埃博拉出血热暴发，你作为临床医生被派到一所

综合性医院对隔离病房中的一些病例进行治疗。为了更好地

处理病例和降低病死率，认为有关发病机制的信息是非常需要

的，但现场无实验室，因此需要进行许多受限制的尸体解剖；然

而，有关救援队伍动机的谣传正在社区传播。寻求亲属的同意

可能导致误解，从而使国际救援队伍处于危境。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你应如何处理（以及研究 -实践区别与你的决定关系如何）？

（周祖木 译　陈　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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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3：尼日利亚的脑膜炎

适用于：学习目标 1.4：确定突发事件情况下目前所用规范

方法的不足，并评价其他方法和学习目标 4.1 确定在突发事件

期间进行研究给个体和社区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益处。

尼日利亚的特洛芬（Trovan）试验

Stephens J（2000）. Where profits and lives hang in balance，
Washington Post，17 December 2000（http：// www.washingtonpost.
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0/01/AR2008100100973_
pf.html）.

也可参见 http：//www.pfizer.com/files/news/trovan_fact_
sheet_final.pdf.

（周祖木 译　陈　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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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2

案例研究 4：SARS 暴发

适用于：学习目标 2.1 描述可以管理研究活动（包括公共卫

生研究）的伦理审查的“标准”程序。

来源：Hodge and Gostin，2004
“2003 年 3 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在全球暴发期

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经过一系列努力，系统地识

别潜在的 SARS 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中发生的这些病例。作为

这些活动的一部分，CDC 专注于通过航空旅行者之间的偶然接

触而传播的 SARS 潜在病例。CDC 要求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

构协助追踪调查潜在的密切接触者。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期，

CDC 认为如果有人已知或怀疑 SARS 的感染者最近已飞入美

国或已在美国境内，则需确定哪个飞机航班，联系航空公司以

取得旅客名单，然后要求州或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帮助找到与

这个感染者共乘这个航班并有可能已暴露于 SARS 的人。有

时，获取旅客名单并定位被指名的个体可能会导致 3～4 周从

CDC 怀疑可能暴露到开始调查的管理延误期。尽管如此，CDC
要求州或地方机构监督医生对与确诊或可能 SARS 病例乘坐同

一航班而未被感染的健康乘客采集血样并获得流行病学史。当

管理延误期延长时，对无症状个体进行血液检查的时间段会超

过 SARS 的可能潜伏期，而检测仅显示他们可能已经被感染。

因此，检测不会直接使没有发病的非病例的无症状个体受益。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确定合适的案例往往是研究项目的第一步。这里研究的问

题可能是什么？

2. 如果这是一个研究性课题，作为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你



278 术语

会提出什么问题？

3.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确定这项研

究性课题为监测和干预，而不是研究；因此，不需要研究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其他人可能会反驳这个结论。用这个案

例来说明要确定介于研究和监测之间的研究性课题是否需

要伦理审查是很困难的。

4. 教员将学员分为 3 个组，给予每组 8 分钟，对下列三个问

题中的一个表达自己的立场：

a．为什么对于研究的伦理监督要费那么多心思？是否可

以不增加研究的不必要费用？

b．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服务比较费时，这值得吗？为什么？

c．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应该全体通过吗？对个别方案

投反对票可以接受吗？

（张　皓　谢淑云 译　潘会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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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5：营养不良

适用于：学习目标 2.2：确定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应接受正式

伦理审查的情况

来源：Hodge & Gostin，2004
蛋白质 - 热量营养不良增加了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可延缓

伤口愈合，削弱免疫应答。这些影响可以增加住院率和延长持

续时间、增加再住院率和疾病相关并发症。用于检测蛋白质 -
热量营养不良最常见的实验室检测项目是血清白蛋白水平。然

而，白蛋白的有用性受到半衰期长的限制，其变化不能被迅速

检出，同时炎症和慢性疾病（如肾脏、肝脏疾病）对白蛋白水平

也有影响。其他更敏感的实验室检查项目包括血清前白蛋白、

视黄醇结合蛋白和 C 反应蛋白。使用这些检测方法可以更快

地评估病人的病情。

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确定医院筛检方案并通过检

测这些蛋白质对病人进行监测的附加值。所有有一定营养风

险的非孕产妇、非姑息疗法和非肠道外营养的住院患者才有资

格被要求接受干预措施。拒绝参加试验的患者要解释他们的决

定，对他们的反应做匿名记录，用来制定增加今后类似病人参

与活动的方法。纳入的患者将接受目前医院的营养保健标准。

如果参加试验的患者需要肠道外营养或过渡到姑息治疗，他们

愿意接受，则不会从这个项目剔除。

对所有病人要首先用四种检测指标（白蛋白、前白蛋白、视

黄醇结合蛋白和 C 反应蛋白）中的一种检测蛋白水平，给予床

旁营养评估和治疗计划。在住院期间安排每周三次的后续检

测。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将获得标准治疗和附加实验室检

测所推荐的标记物，但结果不与患者及其照顾者共享。在干预

组，检测结果与病人及其照顾者共享。将两组的临床结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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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住院时间、呼吸机使用天数、感染率）进行比较，以确定知道

实验室结果是否会影响临床结果。收集的数据将包括患者的蛋

白检测结果、费用、人口学信息、高危因素和作用。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为什么没有正式审查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请在知情同

意和保密方面考虑答案。

2. 由于 CDC 确定活动是研究的一部分（见提示），因此需要

审查。CDC 是否因正确的理由作出正确的决定？

3. 在这种情况下，CDC 的领导人员确定这个项目为研究，其

理由是“研究所产生的信息旨在有助于可推广的知识、涉

及人类受试者以及个人身份可识别的健康数据的收集”。

这可能是有争议的。

a．该项目旨在评估此类检查对医院筛选方案的价值所在，

而不是研究本身。是否有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方面的其他替代

做法既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又无需满足 CDC 必将此活动归类

为研究的要求呢？

b．如果有的话，正式的伦理审查仍然有用吗？为什么？作

为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你会问什么问题？

4. 教员将学员分为 3 个小组，每组 8 分钟，回答三个问题中

的一个：

a．哪种监测应该接受正式的伦理审查？

b．哪种监测不需要这样的审查？

c．为什么不要求研究伦理委员会来审查除研究性研究外

的所有监测研究？

（张　皓　谢淑云 译　潘会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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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6：新疫苗的批准

适用于：学习目标 2.3：描述适用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研究的

伦理审查标准程序的可能变化

来源：Edwards（2013）

案例讨论 1：

为了便于对新的致命性病原体的高危感染人群接种新疫

苗，建议一周内由小型专题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来评价人体中新

疫苗的效果，并将审查意见提交给主席，由主席审核并将委员

会的决定告知研究者。

在实验动物的研究完成前，委员会要批准新疫苗用于有即

时风险的人群。该疫苗将一次性在一个社区使用，以便与由等

待药物的人员组成的对照组人群进行比较。随着疫苗生产越来

越多，被纳入研究的社区也越多。

为方便疫苗接种，增加接种率，可在零售网点分发新疫苗，

而无需征得被招募社区的同意。伴随新疫苗的宣传单会提供相

关信息，社区成员可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是否使用。此外，还可

通过短信开展公共健康活动，以提高对新疫苗的认识。

随着有更多的疫苗效果的信息可以获得，研究人员建议应

定期向伦理委员会通报信息宣传单的修改情况。对数据应进行

连续评估和定期分析，如果出现伤害结果，可以迅速停止研究。

案例讨论 2：

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早期发现对公

众释放的病原体，往往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因此当局非常希望

能尽快发现生物恐怖袭击。他们设置了一个系统，公共卫生部

门通过该系统可收集处方药的销售数据，从急救部门收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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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从大型社区雇主收集旷工数据。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

据，当局可以确定毒素制剂引起的症状以及释放的位置，并对

袭击规模作出可靠的推测。然后，他们可以部署适当的控制队

伍和分配资源以应对攻击。

递交公共卫生办公室的数据具有可识别的个人身份信息，

即每个药店购买、急诊室住院和缺课旷工报告都与个人有关，

有时还包括地址、信用卡号码和雇主等数据。当局认为，如果

要征得其同意，保护其隐私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则无法采取行

动，并失去挽救许多人生命的机会。

将学员分为 3 个组，要求回答这两个案例研究之一的以下

问题：

1. 你把这个项目归为研究还是监测？

2. 项目是否需要专门的伦理审查？

3. 如果是的话，你认为标准程序的任何更改是否合适？

4. 伦理委员会是否会与预期的常规研究一样坚持要完整的须

知单和同意书？

5. 是否需要快速审查的情况？

（张　皓　谢淑云 译　潘会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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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3

案例研究 7：种族问题

适用于：学习目标 3.1：确定公共卫生活动和监测导致的对

个人和社区的危害和利益

资料来源：Cash et al，2009
非洲南部某个国家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性传播感染门诊的记

录提示，来自自认为是“有色人种”人群的病人是来自自认为是

“黑人”人群病人的两倍。这个医院门诊部所见到的每个种族

和民族中的其他几乎所有疾病病例数的构成比与总人口中相关

种族和民族的病例构成比相同。即使在控制社会经济状况后，

性传播感染的分布差异仍然非常明显。

在该国独立之前，政府官员根据外貌、血统、语言和行为将

人们分为四个种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自国家

独立以后，个人属于哪个种族，或属于一个新的“其他”种族都

是自定的。如果当局怀疑他或她为了获得特殊的好处而自定为

哪个种族，就会调查其自定种族的行为。

Chingana 医生作为这个性传播感染门诊部的主任，相信自

认为“有色人种”的人群病人数明显多于自认为“黑人”的人群

病人数，反映出不同种族对这些疾病的生物学易感性不同。然

而，他对相关机制不是很确定。为了给假说提供支持性证据，

Chingana 医生设计了一项将性传播感染症状与一些高危因素

相关联的调查，这些高危因素包括种族和民族。他将调查草案

提交给他所在机构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以求批准。

该委员会的一位社区代表 Johnson 女士自认为是有色人

种，她反对将人种列入调查内容。她认为有色人种人群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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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地认为性生活混乱，不喜欢使用卫生设施，从而蒙受耻

辱。她认为如果有色人种的性传播感染疾病发病率更高，那么

既往对该人种的顽固偏见会进一步加深。此外，她还怀疑有色

人种罹患性传播感染疾病的风险高这一想法，并要求做进一步

的解释。在有色人种的人身上细菌作用会不一样吗？他们在解

剖上有不同吗？她希望将问卷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删掉。

Chingana 医生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他的研究至关重要。此

外，调查结果会导致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会形成控制这些疾病

的项目，从而可降低有色人种的高感染率。

需讨论的问题：

1. Chingana 医生推荐的公共卫生监测活动的潜在危害和利

益是什么？

2. Chingana 医生可能会争辩说他只是简单地收集资料，对他

的发现如何被用来造成偏见或成见不负责任。你对这个观

点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能给出理由支持你的观点吗？

3. 让我们假设 Chingana 医生建议进行这项调查而不需获得

知情同意。在与病人的背景访视期间他会询问一些问题。他

声称这是必需的，可以确保所有病人都非常诚实地回答问题。

你会同意这种方法吗？为什么同意或为什么不同意？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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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8：耐多药结核病

适用于：学习目标 3.2 确定公共卫生监测何时需要个人或

社区明确的知情同意并评价其相关因素

来源：Carl Coleman
椰香天堂共和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岛国，结核病发病率高。

在过去几年间，MDR-TB 发病率急剧上升。MDR-TB 传染性

很强，且往往会致死。社区的人们往往会躲避被认为感染了

MDR-TB 的人，感染 MDR-TB 者的家庭成员也会蒙受耻辱。

尽管可以对 MDR-TB 进行治疗，但是岛上的大部分人无法得到

治疗，大部分感染的患者最终死于该病。

担心 MDR-TB 播散的公共卫生官员建议国家结核病中心

对病人进行检测来确定感染耐药菌株的病例数。他们认为通过

确定国内实际的 MDR-TB 感染率，可以更有利的地位与国际捐

献者谈判来协助获得治疗和改善当地的治疗设施。

官员们建议通过获取随机选定的结核病病人样本（在 2 个

月内到国家主要医疗机构就诊的每 10 例病人中选择 1 例）进行

检测。指导医务人员对这些病人采集血液，然后将血液标本送

往国家参考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检测，并确定病人是否对标准抗

结核药物耐药。标本上只注明采集日期作为识别标记，没有记

录病人姓名。检测结果以汇总表形式上报。因为标本不是通过

名字来识别，所以不可能向病人反馈个人的检测结果。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描述的活动是监测，还是研究，或两者兼有？

2. 在调查中被采集血液的病人有哪些风险？

3. 应该要求病人提供调查的知情同意书吗？如果需要，那么

作为知情同意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披露什么信息？

4. 病人有权拒绝参加调查吗？（区别“决定参加”和“决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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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方法以及探讨何时满足退出条件可能是有用的）

5. 在调查开始前要进行社区咨询吗？如果要，为什么？应该

咨询谁？应该咨询他们什么问题？获得的信息应该如何

使用？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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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9：跨文化交流

适用于：学习目标 3.3：评价突发事件期间保护隐私和保密

所需的措施

来源：Ghaiath Hussein
在某个国家的边远地区发生了突发事件。居住在这个地区

的土著部落与邻近部落在水源使用上有争端，因为他们的牛群都

严重依赖这一水源。作为其缓解措施的一部分，一个国际非政府

组织决定开展一项调查来评估这次突发事件对不同村庄的影响，

以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分配资源。为了开展这项调查，该机构招募

了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当地社区人员，培训他们如何调查受访者

和填写调查问卷表。

最近接受过培训的调查组开始到受累区域随机选择的村子

里收集资料。当一个调查组在一个受累村子收集资料时，村领

导阻止了他们，原因是调查组中有一人不是来自同一部落。该

领导指责这个人不公正，收集的资料会帮助其部落从非政府机

构获得额外救助。村领导要求调查组出示填好的调查表，以便

核对被调查人的身份，确保他们是村子里最需要救助的家庭。

村领导还要求调查组允许他的助手参与所有调查。如果调查组

不听从他的要求，他威胁要停止调查组在村子里收集资料。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你认为小组应该遵从村长的要求吗？根据伦理原则说明你

的选择理由。

2. 请描述如果小组听从领导人的要求，保护隐私和保密会怎

样被破坏。

3. 建议在调查之前、期间和之后，非政府组织和调查小组对

受试者的隐私和所采集数据的保密应该采取的两项或三项

实际措施。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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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0：流感病毒

适用于：学习目标 3.4：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保护和收

集数据以及生物学材料所需的特殊措施

来源：Carl Coleman
在过去几周内，椰香天堂共和国的边远村庄报告了一种新

的高致死性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散发病例。作为应对，该国政府

联系了你所在的组织（一个国际医疗救助机构），要求协助收集

村民的生物学标本。这些标本将被用于分析病毒株的特征、评

估该病的流行率、传播途径以及开始研发疫苗所必需的工作。

政府提出对有病例报告的村子进行挨家挨户调查，要求家庭

成员提供血液标本，并回答一些关于他们目前健康状况和行为的简

短问题（例如，他们从哪里获得食物和水，他们在哪里工作或上学，

他们最近是否参加过大规模公共集会）。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与标本

一起保存，并注明收集的日期、时间和大概地点，但是不记录姓名。

标本在中央政府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将与问卷表中获得

的信息相关联。不给提供标本者反馈任何信息。病毒检测呈阳

性的标本要运送给欧洲的商业疫苗制造商。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在家庭居民被要求提供血液或参加调查之前，应该告诉他

们什么？

2. 有可能确认病毒检测阳性个体的身份吗？如果有可能，这

会带来什么风险？

3. 描述应该采取哪些安全措施才能保护生物学材料来源的秘密？

4. 标本检测结果应告知标本提供者吗？

5. 欧洲疫苗制造商使用标本需要什么条件吗？

6. 这个项目需要经过伦理审查和（或）社区咨询吗？如果需

要，那么这些流程需要哪些人参与？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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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1：耐多药结核病

适用于：学习目标 3.5 描述在公共卫生监测期间公共利益

可能否决个人自主权的某些情况

来源：Michael J. Selgelid
约翰琼斯（John Jones）最近被诊断为 MDR-TB。医生给他

开了二线药物进行治疗（在门诊就诊）并建议他采取标准感染

控制措施，对他肺部的分离菌株做了进一步检测，显示他感染

的菌株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新出现的广泛耐

药的结核分枝杆菌，具有特殊的毒性和传染性。因此，公共卫

生机构决定应该隔离约翰琼斯并做进一步的检查、观察和治

疗。然而，当他们试图联系病人时，却无法联系上。根据他们

既往与病人接触的经验来看，他们有理由相信病人是害怕有可

能被隔离（他重复说：“我不想被关起来……请不要把我关起

来！”），因而可能躲藏起来。1 周后仍未能找到他，有人建议将

他的名字和照片发给主要媒体机构（如报纸和电视新闻机构）

并发布公共警告，还说明如果在任何地方看到他，要报告相关

机构。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应该将约翰琼斯的名字和照片公之于众吗？

2. 还有别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吗？

3. 有些人可能认为约翰琼斯的行为不道德，因此侵犯他的隐

私或自主权问题不大。如果他真的躲藏起来，就不道德

吗？他行为的道德与这种情况下他的隐私或自主权是否允

许被侵犯的问题相关？

4. 假设在决定公布他的照片之前，进一步检测显示感染同种

菌株的其他人通常每月平均感染一位人员，那么公布他照

片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感染同种菌株的其他人通常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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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或者每 6 个月，或每 12 个月，只感染一位人员，那又

会怎么样？其他人的平均传染率要达到多少才可以允许公

布他的照片？

5. 如果最后找到约翰琼斯，（如果有隔离的话）伦理上允许强

制隔离多久？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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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4

案例研究 12：多伦多的 SARS

适用于：学习目标 4.1 确定在突发事件期间进行研究给个

体和社区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益处

来源：Naylor D et al.（2003），chapter 2
情景

“2003 年 2 月，中国广东一位治疗过非典型肺炎病人的 65
岁医生到香港参加他侄子的婚礼。当他登记入住 Metropole 酒

店时，感到身体不适。这位医生感染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至少 12
位客人和拜访者，包括一位 78 岁的加拿大妇女，K S-C 女士”。

K 女士在 10 天香港之行结束后，于 2003 年 2 月 23 日回到

多伦多［……］。到达多伦多后 2 天，K 女士出现高热。2 月 28
日，她到家庭医生处就诊时，主诉肌肉痛和干咳。K 女士的病

情持续恶化。2003 年 3 月 5 日，死于家中。家庭成员不愿意尸

体解剖，验尸官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死亡证明上，验尸官将死

因归为心脏病发作。”

K 夫人去世后不久，其儿子也出现相似症状，并在不久后

去世。病毒很快传给急诊室候诊的人们及医院的就诊者，当然

还有医院员工。后来医院发病员工占了所有感染 SARS 病人的

40%。

SARS 对多伦多的整个市政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因

为被要求自我隔离和自我监测而误工；卫生人员对于他们所暴

露的风险感到担忧；由于一位学生被发现感染了 SARS 病毒，

整个学校停课；医院因感染控制措施未落实而暂停运行。

“数名受访者都诉说大量服务被取消，并提示卫生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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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取消所带来的间接危害从未被全面评估过。其他的危害，包

括对家人探视其他疾病（非 SARS）住院病人的限制所带来的困

难，更加难以测量。

在多伦多暴发期间对监测和研究可能最有争议。人们对难

以收集资料和难以索取 SARS 病例资料感到担忧。由于部分医

生不了解省级隐私立法适用于个人健康信息的情况，导致资料

不能顺畅地传递。当局是否会为了公共卫生监测目的而无视这

些法律尚且不确定，更何况研究。

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意味着最有资格的医生由于忙于治疗

病人而没有时间从事研究。也许可以解决流行病学、临床和生

物学问题的协议仍然需要资金支持和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治疗病人和提出科学建议的责任、缺乏资料、暗斗式获取资

料、研究经费有限以及需要获得多所机构的伦理批准，这些都

拖了加拿大研究者的后腿。”

然而，在暴发期间加拿大研究者的确发表了一些文章。

“2003 年 7 月 26 日，《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多国作者共

同撰写的重要文章，为新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已经符合被认

定为这种新疾病病原体的标准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性资料。文

章中的病人资料来自 6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越

南、德国、法国和英国。在 22 个作者中没有一个加拿大的作

者，也没有加拿大的病人被纳入研究样本中。”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这个案例遵守（或破坏）了哪项原则？哪些需要优先考虑？

哪些需要妥协？

2. 在这个突发事件期间研究者期望获得哪些益处？哪些个体

可能受益最多？

3. 这项研究会涉及哪些风险？谁承担风险最多？

4. 怎样让风险负担变得最低（或处理得更好）？

（陈　浩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术语 293

核心能力 5

案例研究 13：奥司他韦

适用于：学习目标 5.2：解释什么是“发表偏倚”以及它如何

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学习目标 5.3：解释研究人员、公共卫

生人员和出版商对科学数据所有权的伦理义务

来源：Jefferson et al，（2009），P.6
情景

2003 年发表了一篇有关奥司他韦（商品名：达菲）治疗对

流感相关的下呼吸道并发症和住院的影响的论文，该项研究结

果由 霍夫曼 - 罗氏有限公司（F. Hoffmann-La Roche Ltd）赞助。

这篇文章报道用奥司他韦治疗流感能降低高危成人和其他成人

的下呼吸道并发症、减少抗生素使用、减少住院天数和住院率

（Kaiser et al.，2003）。
这项研究涉及由霍夫曼 - 罗氏有限公司赞助的 10 个独立

的Ⅲ期随机对照试验的分析，其中只有 2 个已发表在同行评议

期刊上。随后一份 Cochrane 综述（Jefferson et al.，2009）宣称，

如果不包括原先论文中提及的 8 篇未发表的研究数据，就没有

充分的证据来确定奥司他韦能否有效减少下呼吸道并发症、抗

生素使用和住院天数。然而，公共卫生决策者根据论著的证据

以及许多其他相关出版物，来说明推荐奥司他韦作为抗击流

感（包括流感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株）治疗药物的理由（Godlee & 
Clarke，2009），从而导致大量储备奥司他韦以供流感大流行期

间使用。

Cochrane 综述的作者指出，存在储备偏倚是可能的，尤其

是如同我们知道的未发表和未见到的 8 个试验结果一样。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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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方向可能倾向于夸张治疗效果（Jefferson et al.，2009，p. 6）。
学习目标5.2需要讨论的问题：

1. 该案例研究有提示发表偏倚吗？为什么有或为什么没有？

该案例中可能存在哪种发表偏倚？

2. 在该案例中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或减轻潜在的发表偏倚？

3. 该案例如何影响突发事件的应对？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是什么从根本上推动出版？在突发事件期间其动机有什么

不同？

2. 根据显示的出版偏倚，公共卫生干预的可疑效益证据（例

如，在应对如 SARS 等传染病开展的隔离措施）是如何影

响采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合理性的？

3. 发表偏倚是否会出现在有关应急准备和响应伦理的论文

中？对困难的伦理问题有明确结论的论文会更容易或更快

出版吗？

4. 如果出版偏倚降低了基于数据作出决策之证据的可信性，

应如何作出决策？

5. 同行评议者或杂志编辑（或一些其他单位）应该有机会审

查研究数据吗？

学习目标5.3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在考虑某种公共卫生措施是否应该用于应对突发事件时，

应使用什么数据？是否应该尝试包括由研究人员、研究赞

助商或研究机构未发表的或严格控制的数据？

2. 如果研究伦理委员会受命进行的工作是权衡所建议的人类

受试者参与研究的利益和风险，则如果数据所有权和数据

保密对公共利益制造了障碍，是否可以说他们已经履行了

这一义务？

3. 如果大型研究机构和公众无法访问该数据，公共卫生研究

也可以说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吗（不发表的或以其他方



术语 295

式传播的研究是浪费资源吗？因而是不道德的吗？）？

4. 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出版商是否对不同类型的数据

［例如原始数据与有效数据（cleaned data），定性观察数据

和定量实验数据］共同承担不同的责任？如果是的话，这

些责任有何不同？鉴于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和限

制，要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遵循的途径来分享数据。

5. 在突发事件期间产生的研究数据传播给其他研究人员和公

众是否比在非突发事件期间产生的研究数据传播具有更高

的优先级？

6. 出版要求和共享数据之间有直接冲突吗？

7. 谁应该负责制定数据共享协议？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该案例中冲突是什么？支持和反对可获得有争议数据的中

心论据是什么？

2. 在流感大流行准备和应对方面，不能完全获得奥司他韦效

果的所有数据有哪些影响？

3. 在这个案例中下列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访问所有研究数

据？哪些人群的访问应受到限制？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

是？（研究人员、科研机构、研究赞助商、出版者、医师、公

众等）

4. 在你看来，下列每个人群对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共享分别负

有什么责任（研究人员、科研机构、研究赞助商、出版者、

医师、公众等）？

5. 如果监管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对突发事件

应对措施（如奥司他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要负责（无论

负什么责任），那么他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对基于所有数据

作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决定负责？如果并非所有数据都

可以访问，则这些机构在制定决策时应承担哪些职责？

（张　皓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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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6

案例研究 14：检伤

适用于：学习目标 6.2：了解在突发事件期间如何改变治疗

规范的标准

来源：Philippe Calain & Renaud F. Boulanger
情景

流感大流行已经持续 6 周，卫生保健系统已经超负荷运

转，每家医院的病床都已住满，每一个呼吸机都在使用，所有的

卫生保健人员都在加班。因此需增加病床数量，以满足流感病

人激增的需求。所有已安排的手术推迟 2 周。推迟的手术包

括胰腺癌、卵巢癌和恶性脑肿瘤病人的诊断性手术和姑息性手

术。很多这样的病人预期生存时间小于 6 个月，但是由于没有

立即手术，他们可能会在 2 周内死亡。作为大流行的结果，医

疗资源匮乏，对通常需要这些手术的急救治疗则不能提供给所

需的全部病人。全国的医院都各自作出决定，修改急救治疗规

范，为很多额外病人提供有限的干预和方法。

医院 A 决定根据通常的先到者先服务标准提供急救治疗。

医院 B 决定仅为预期存活时间 6 个月以上的病人提供重要的急

救治疗。

外科医生 Smith 很反对医院 B 的决定。这个新的规则需要

Smith 医生取消本周晚些时候肠梗阻手术的安排。如果不做这

个手术，一位有三个子女的患有卵巢癌的 36 岁母亲作为他的

病人，将会在 2 周内死亡。Smith 医生正在考虑是否违反医院

的规定而开展手术，但这可能会冒着威胁他职业生涯的风险。

因为与医院的最近政策有分歧，Smith 医生在使用技术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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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帮助病人的职业使命与遵守单位规定的责任之间面临困

难抉择。

本篇文章说明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行动方案以及不同利益

相关者对要做出的决定可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讨论的问题：

教员要求每组讨论案例，并确定 Smith 医生应该做什么（如

执行操作是否违反了医院的规定），并说明原因。

（邹　艳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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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5：印度尼西亚的流感和 H1N1

适用于：研究目标 6.3　确定在公共卫生监测情况下如何

与社区分享利益的问题

来源：Dónal O’Mathúna
印度尼西亚报告了 2005-2007 年世界范围内发病数最多的

人类甲型流感（H5N1）病例。在 116 例病例中，94 例（81%）死

亡。印度尼西亚 33 个省中有 31 个报告家禽中发生病毒性暴发

（Sedyaningsih et al，2008），80% 的家禽关在小后院里，其余家

禽在工业化养殖场饲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如果全国性

禽群中出现高致病性感染，则家禽不能出口。

2007 年，印度尼西亚宣布将不再把禽流感样本送到 WHO
合作中心（Fidler，2010）。许多国家认为，贫困国家为开发大

流行流感疫苗贡献了病毒样本，而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因为生

产的疫苗难以获得或无法负担。他们宣称高收入国家从这些

协议中获益，并利用捐赠的病毒发展生物武器（Holbrooke & 
Garrett，2008）。

虽然有论点认为，病毒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并应与人

类的其他人分享其利益，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部长 Siti 
Fadilah Supari 博士使用“病毒主权”的概念来支持他的观点

（Holbrooke & Garrett，2008）。生物多样性公约支持本土植物和

植物性药材的国家所有权和专利，Supari 博士声称病毒就属于

这一类，并指出国际卫生条例（2005）只需要共享信息和事实，

而不是生物样本。另一些人宣称，病毒不同于其他生物资源，

因为他们会超越国界自然蔓延。而且，全球大流行带来危害的

潜在风险超越任何“病毒主权”的概念。

有人提出印度尼西亚对人类的其他人应承担义务，印度尼

西亚官员反驳说，全球社会应该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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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大流行可能会严重影响其他各国。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如何解释 Supar 医生认为印度尼西亚应保留禽流感样本的

观点在伦理上是合理的？

2. 如何用伦理学的语言来说明一个国家完全有责任参加全球

病毒监测（包括分享病毒样本）这一观点的理由？

3. 关于疫苗生产商有义务与研发产品的人分享产品的利益这

一观点，如何用伦理学的语言来说明其理由？

（邹　艳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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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6：埃博拉病人的暴露后保护

学习目标 6.4　确定在突发事件响应期间开展研究时获得

未经证实疗效的治疗公平性问题

来源：Tuffs（2009）
在汉堡的伯纳德·诺特热带医学研究所（Bernard Nocht 

Institute for Tropical Medicine），有一名科学家因可能感染埃博

拉出血热病毒被隔离 1 周，目前已经离开汉堡大学医院的隔离

病房。因为她没有感染的任何临床表现，血液中也未检出病毒

或者病毒抗体，所以被转到普通病房。

由于这位科学家使用了以往未在人类使用的实验性疫苗，

随后出现阳性结果。在接种疫苗后不久，在其血液中发现了疫

苗病毒，但在 2 天内消失，表明病人的免疫系统已经消除了疫

苗病毒。

伯纳德·诺特研究所的病毒学主任 Stephan Günther 说，“她

目前身体很好。然而，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 4～21 天，意味

着她仍可能会生病”。

这种危险的病毒是以刚果共和国的埃博拉河命名的，1976
年该河附近发生了首次确认的暴发。此后发生了数起暴发疫

情，主要发生在中非地区。

3 月 12 日，汉堡的科学家在高度安全的实验室从事埃博拉

病毒抗体产生的项目时，用含有病毒的针头穿过三层安全手套

刺伤了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病毒的感染致死率达到 90%。

国际埃博拉研究机构的快速反应有助于获得良性的结果，

汉堡科学家的同事们联系了该机构的人员。在 48 小时内给这

名科学家使用了实验性减毒活疫苗，该疫苗已经显示对猴子有

效，但是还没有进行人体试验。

这种疫苗由 Heinz Feldman 及其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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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市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国立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前同事所开

发，波士顿大学病毒学家 Thomas Geisbert 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

德里克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猕猴中进行了试验。

在疫苗接种后 12 小时，汉堡的科学家出现了发热、头痛和

疫苗反应的其他典型临床症状，此后自行消退。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汉堡的科学家提供研究性治疗是基于哪些伦理依据？是否

出于同情心？

2. 是否可以提出“人道主义”理由来支持运送加拿大的暴露

后疫苗？如果可以，互惠是道德标准吗（“这位科学家做

出了牺牲，她冒着生命危险选择研究高致命性病原体。作

为回报，如果发生意外暴露，社会应作出努力以挽救其生

命”）？

3. 埃博拉病毒病在非洲暴发期间，当地卫生保健人员暴露于

针刺伤，他们是否可以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可能挽救生命的

治疗？是否采用相同的道德标准（如“他们是值得互惠或

不值得互惠）？

4. 如果在暴发期间可以获得研究性药物，是否应限定在明确

的临床试验范围内使用？或者是否应该如同汉堡科学家的

例子一样基于同情心，提供研究性药物？

5. 如果试验是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应使用何种设计？例

如，是历史性比较的一系列连续试验还是安慰剂对照试验？

6. 最终，谁是丝状病毒感染治疗研究的主要受益者或预期受

益者？

（邹　艳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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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7：艾滋病试验

适用于：学习目标 7.2：解释“治疗性误解”的含义以及在紧

急情况下对卫生保健人员职责的影响

来源：Elysee Nuvet，Lisa Schwartz & Michael Baxter
艾滋病因感染 HIV 病毒所致。虽然 1981 年美国首次在临

床上确诊了艾滋病，但可追溯到 1959 年中部非洲的组织标本，

该标本检测显示已携带这种病毒（Zhu，1998）。HIV 易通过体

液交换而传播，而且暴露的个体更易得艾滋病。20 世纪 80 年

代和 90 年代早期，艾滋病主要在某些边缘化人群（如静脉吸毒

者、性工作者和男男同性恋者）中发生。但现在情况已不再是

这样，由于健康的社会因素和文化习俗的关系，特别是中低收

入国家的妇女和儿童，占全球艾滋病负担的比重日益增加。

由于 HIV/AIDS 患者出现免疫缺陷，经常会出现多种机会

性感染，或者出现对健康人不足以致病的感染，如卡氏肺囊虫

肺炎（PCP）。该病由真菌引起，但这种真菌对免疫功能正常

的个体并不会引起症状（Morris et la．，2004）。尽管 HIV/AIDS
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病毒的复制率高，目前研制

疫苗的工作未获得成功。因此，尽管可用抗反逆录病毒治疗

（ART）来控制症状，但很多病人最终产生耐药，并死于 AIDS 相

关的并发症。

Justin 是一名 38 岁的酒吧间男招待，住在美国洛杉矶市中

心。他是一名长期静脉吸毒者，总是尽量使用清洁针头，但是

约 15 年前由于注射海洛因时注射器未经消毒而感染 HIV。对

Justin 出现的症状，一直使用各种抗反逆录病毒药物的鸡尾酒

疗法来治疗，然而体内的 HIV 病毒近年来对使用抗反转录病毒

药物的鸡尾酒疗法中的一些药物逐渐产生耐药性。Justin 最近

发生了严重的流感样疾病，去就诊时医生将其诊断为肺囊虫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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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这意味着他体内的 HIV 对使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鸡尾

酒疗法中的最新药物产生耐药性，而且病毒使 Justin 的免疫系

统降到危险的低水平。不幸的是，Justin 现在已经使用了一种

最新的有效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组合。

鉴于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选项，Justin 恳求医生寻找其

他方法来治疗疾病。Justin 的医生建议他参加新抗反转录病毒

药物的鸡尾酒疗法的医院Ⅲ期临床试验，Justin 的医生就是这

项试验的主要研究者。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这个案例通过什么方式可能导致治疗性误解的出现？

2. 如果治疗性误解可以避免的话？医生可用什么策略来减少

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

3. 如果 Justin 似乎无法区分他参与的是研究还是治疗，则医

生最道德的做法是拒绝他的病人参加研究吗？为什么？

4. 治疗性误解在伦理学上是否有可以接受的环境？

（邹　艳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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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8：艾滋病流行

适用于：学习目标 7.3：向卫生保健人员解释参加紧急情况

下研究活动的潜在利益冲突

来源：Cash et al.（2009）

第 1部分

一家西非矿业公司的员工福利小组请欧洲一所大学的研究

团队帮助确定艾滋病流行对他们劳动力的经济影响。这个团队

想让高层管理者相信费用比预期高得多。他们认为艾滋病导致

的缺勤、训练有素的和半熟练的工作人员流动加速（导致再培

训费用增加）、疾病治疗费用、受感染工人的家庭一次性补助金

和丧葬费等一直被低估。

研究中心成立一个小组，由医生、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

和研究助理组成，前往该国进行为期 3 周的深入现场调查和研

究。根据他们的请求，该小组获得所有因患艾滋病或艾滋病相

关疾病而离开公司的员工记录。任何可识别个体雇员的数据从

记录中删除。公司缺乏感染流行的数据，但是该国其他地区已

进行了抽样调查，从而可以监测相似年龄组的 HIV 感染率。

第 2a部分

员工福利小组希望，如果他们论证艾滋病流行所产生的费

用，公司就能提供更多预防计划，如分发小册子，在工作场所开

展讲座，为居住在公司宿舍的单身男子（其中有些人经常到附

近商业性性工作者高度聚集的地区）开展娱乐活动。也要对已

婚工作者的家庭提供预防和教育服务。其他的干预包括建立

诊所，更积极地治疗性传播感染，或者长期提供家庭住房单元。

员工福利小组相信来自受人尊敬的大学研究小组的报告将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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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政策和促进预防措施的有效途径。

第 2b部分

研究小组将由公司全额出资，包括根据大学指南应支付

的间接费用。该公司声明，尽管要求公司和所有员工在任何

报告和出版物中保持匿名，但不会限制研究者发布研究结果

的能力。

当数据收集工作接近完成，研究小组准备回来分析数据和

准备报告时，工会的一名高级成员要求召开一次非公开会议。

对于公司不使用研究结果来改善公共卫生项目，而是由于任何

HIV 感染者费用太高难以继续留用，甚至表面健康的 HIV 感染

者也以某种借口被剔除，他表示关注。尽管该公司禁止对新员

工进行 HIV 检测，但可以要求雇员获得私人健康保险，而私人

健康保险往往需要做 HIV 检测。最终，他可能会说公司通过裁

减人员和外包等措施缩减劳动力，从而减少债务。

小组成员要求与研究资助者会面，在不披露其来源信息的

情况下，对报告可能用于与其意图相反的目的表示关注。公司

坚持任何关于滥用报告的传闻都是不真实的。然而，研究助理

对公司的解释不满意，并要求公司提供书面保证，否则她将立

即退出该项目。该公司表示，它不能签署这样的声明，因为这

样做会严重影响组织的诚信。

研究小组分析了数据，并在出版前对公司的管理提出以下

结论：

 ● 普通人群的 HIV 感染率可能意味着公司每年的员工离职

率至少为 10%。

 ● 公司的卫生保健费用在未来 5 年会显著增长，并占总营运

成本的 15%。根据法律，如果雇员在为公司工作时患病，

则该病的所有卫生保健费用必须由公司承担，不管这个疾

病是否与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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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减少费用，公司应开始建立艾滋病从业人员家庭治疗规划。

 ● 预防规划很可能会降低员工的 HIV 感染率，但这些规划的

成本效益尚不清楚。

第 2c部分

公司经理对报告和对 HIV 阳性员工的预测成本感到忧虑。

首席执行官说，如果公司被迫承担所有 HIV 阳性员工在雇佣期

间的卫生保健费用，将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将被迫宣告破

产，或者搬迁到成本较低的没有提出这些要求的国家。不论发

生何种情况，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导致许多家庭没

有任何收入。

他要求研究小组在撰写他们的结论时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要求研究小组建议：允许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计

划给 HIV 感染者的福利上限远远低于所需的治疗成本。感染

HIV 的员工要支付他们自己的治疗费用、放弃治疗或者依靠公

开提供的服务。家庭和大家庭可能会承受费用的支出，但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卫生保健设施对 HIV/AIDS 早已不堪重负。首

席执行官认为：对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将费用转移给政

府、家庭和其他公司是合理的应对措施。鉴于该研究小组的国

际声誉，他表示对建议规定福利上限的报告有信心，该报告会

说服政府监管机构并改变他们的政策。

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在每次增加背景信息（2a～2c部分）后，讨论以下问题：

a. 新的背景信息要素怎样影响你对第 1 部分的分析？

b. 有出现利益冲突［实际的和（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吗？

c. 简要讨论与这些新出现的利益冲突及其风险？

2. 对于如何以不同方式处理事情来避免已确认的问题，可从

该案例的伦理分析中汲取哪些教训？

（邹　艳　谢淑云 译　周祖木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