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主 编 Richard Cash
Daniel Wikler
Abha Saxena
Alexander Capron

副主编 Reva Gutnick
主 译 翟晓梅 邱仁宗



书书书

Casebook on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由世界卫生组织 2009 年

出版。
世界卫生组织，2009 年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授予人民卫生出版社翻译和出版本书中文

版的权利，中文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全权负责。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 ( 瑞士) 喀什( Cash，R. ) 主
编; 翟晓梅，邱仁宗译．—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ISBN 978-7-117-21533-6

Ⅰ. ①国… Ⅱ. ①喀…②翟…③邱… Ⅲ. ①医学伦理学-案
例-汇编 Ⅳ. ①R-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628 号

人卫智网 www. ipmph. 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
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

人卫官网 www. pmph. 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主 译: 翟晓梅 邱仁宗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 @ pmph. com
购书热线: 010-59787592 010-59787584 010-65264830
印 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 /16 印张: 13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16年 月第 1版 2016年 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21533-6 /R·21534
定 价: 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 @ pmph. com
(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致 谢

本案例汇编是世界卫生组织与日内瓦大学 “研究伦理学 ( research ethics) 培训计划”
的合作成果。此项目得到了日内瓦国际研究网络 ( RUIG /GIAN) 的财政支持。

许多人在编写这本案例汇编中贡献了他们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 ( expertise) 。日内
瓦大学医学院社会和社区健康系的 Philippe Chastonay 和 Astrid Stuckelberger 参与了最初的头
脑风暴会议，为编写和出版这本案例汇编提供了种种资源。虽然在 2004 年就已经讨论产生
了出版一本案例汇编的想法，Chastonay 博士和 Stuckelberger 博士的支持非常有助于获得这
些资源以推动本项计划成为现实。我们要感激他们对此计划始终如一的热忱。我们也要感谢
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 Daniel Warner，他一直是本计划的重要合作者和伙伴。

我们要对那些向案例研究提供建议或作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 James Hodge、Lawrence
Gostin、Dirce Guilhem、Brooke Ronald Johnson、Neha Madhiwalla、 Julie Milstein、Katherine
Shapiro、Astrid Stuckelberger和 Fabio Zick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和贝尔
曼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 Nancy Kass、Joan Atkinson、Liza Dawson和 Andrea Ruff等撰写和提供
的案例研究引出了许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我们高兴地感谢他们对本案例汇编作出的贡献。美
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欣然允许我们改编他们的一个案例研究，并将其收入此书。我们也
感谢 2004 年在泰国曼谷参加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的人
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专题项目 ( HPR) 研讨会的与会者撰写的案例研究。

研究伦理学课程和研讨会的参与者曾使用这些案例研究，并对它们进行评论，他们的贡
献使我们能够大大改进这些案例研究。Marie-Charlotte Bouesseau、Andreas Reis、Enrique
Ezcurra、Florencia Luna 和 Susan Bull 曾经基于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研讨会上的讨论推
动了案例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此外，在两个基于互联网的培训模块中，这些案例研
究曾被用做网上教学工具，开发这些教学模块也是 RUIG /GIAN 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这些讨
论的人向我们表明了使用以案例为基础的网上教学的价值和潜力。由于 Joseph Ali、Susan
Bull、Adnan Hyder、Amar Jesani、Nancy Kass、Paul Ndebele、Sarah Pouzevara、Mala Ra-
mathan以及 Neema Sofaer 的努力，网上讨论成为可能。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审稿人，
Clement Adebamowo、Zulfiqar Bhutta、Leonardo de Castro、Ames Dhai、Emmanuel Kabengele、
Bebe Loff、Nicole Mamotte、Jens Mielke，Christina Torres、Sheryl Vanderpoel 和 Douglas Was-
senaar，在百忙之中抽空审稿，提出了宝贵意见。Maria Hirtle，Dominique Sprumont，以及伦
理学评价培训和资源机构 ( TRREE，Training and Resources in Research Ethics Evaluation) 中
从事非洲项目的其他人也对教学指导和案例研究均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

3致 谢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在本计划的早期，哈佛大学的 Emily Kaditz 提供了编辑和组织支持。Sona Ajit Chikar-
mane、Milena Petranovic和 Giulia Reichmann 在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伦理审查委员会实习期
间，贡献了她们的写作和组织技能。我们要感谢 Stefan Gutnick Allen 在封面设计上的创意，
感谢 Tushita Graphic Vision 公司的 Tushita Bosonet、Chris Burgisser 和 Aline Pavia 对全书的最
终设计，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Christopher Black 协助拍摄本书所用的照片。也感谢技术编辑
Tara Satyanand。另外，作为本计划的职员，Reva Gutnick 担任本书副编辑，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能与如此众多富有才华和献身精神的人共事，我们深感高兴和荣幸，对于每一个人我们
心怀感激。

2009 年 3 月
Richard Cash，Dan Wikler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Abha Saxena瑞士日内瓦
Alex Capron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4 致 谢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前 言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 ( WHO) 来说，研究是改进全球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
产生和利用知识来促进人类健康，这种奉献立足这样一个伦理承诺: 开展研究是符合伦理
的，并有望提高所有人健康标准。

研究团队和申办方 ( sponsors) 充分理解和实施的一组严格的伦理标准，是健康研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健康研究伦理问题的考查和教育，多年来一直是 WHO 的一项重要工
作。随着我们不断地参与健康研究，因此重要的是: 我们在 WHO 范围内，并与国家和地区
水平的合作中心以及其他团体一起，更加努力地确保各个领域的健康研究 ( 从新技术的初
步试验到流行病学研究到医疗卫生体系的研究) 都符合伦理标准。

在资源匮乏地区，首先应确保研究成果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当研究的资助方 ( sponsors)
增加研究经费时，十分重要的是，当地参与或合作参与此研究的研究人员有能力发现并应对
该研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同样，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提供合适的监督，以确保研究方案得
到良好的设计和实施。为研究资助者、从事或审查健康研究的人提供帮助以处理伦理方面的
问题，是 WHO研究政策与协作部 ( Departments of Research Policy and Cooperation) 和伦理
学、公平、贸易和人权部 ( Department of Ethics，Equity，Trade and Human Rights) 及 WHO
内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也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本书旨在帮助研究人员、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卫生行政机构以及其他人员在符合伦理
的研究行为中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本书不采取说教的方式，而是提供基于实际研究的案
例。这些案例可供个人阅读或在小组讨论。实践表明，通过案例研究培养思维能力，既是学
习理解和应用普遍伦理原则极为有效的手段，也将为处理健康研究的实际问题做好准备。

Timothy Evans哲学博士、医学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信息、证据和研究的助理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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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这本案例汇编收集了 64 个案例研究，
每一个案例都提出了与计划、审查和实施健
康研究时可能遇到的重要而困难的问题。本
书的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和研究伦理委员会
( REC，有些地方称作伦理审查委员会 ERC
或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尤其帮助参与国
际资助或多国合作研究的人们。

本案例汇编主要被作为协助开展教学项
目的工具，这些教学项目可包括短期的研究
伦理学培训班，科学家和 REC 委员们的在
职学习，或是正式颁发学位或证书课程。在
这些情况下，教师通常要选择一些案例，把
这些案例分发给学员以激发他们讨论。 ( 为
了帮助他们在教学和培训班使用这些案例研
究，我们准备了一份教学指南。) 如有读者
希望激发自己对研究伦理学的思考或希望了
解国际健康研究 (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中
的一系列现实困境，无论是阅读专门的章节
还是阅读全书，应该都会有所裨益。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较为简短 ( 一般不超过两
页) ，并且只包括与讨论有关的描述性背景
细节。尽管仔细分析后往往会发现每个案例
提出了不止一个问题，但每一个案例研究集
中关注一或两个伦理问题。案例讨论以其所
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编排于同一章节，但目
录提示在二级分类之下也可对这些案例进行
深入的探讨。反过来，随着读者或课程组织
者越来越熟悉特定的案例，他们也可将这些

案例重新分配于其他标题之下，来考虑他们
认为重要的其他问题。案例的安排 ( 包括
章的标题所勾画的主要问题) 意在促进而
不是限制这些材料的创造性使用。

在本书中这些案例不是编造的。每一个
案例均取自一个或更多的实际研究计划。有
些也许是大家熟悉的，因为它们颇有争议，
曾在新闻媒体或科学期刊上激起伦理争论，
而其他案例则涉及受到较少注意但并非不重
要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的姓名及其他相关
信息 ( 如日期和地点) 是经过修改的，因
此读者可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难题。有些案
例发生在特定的地域，为了使这些案例在特
定的教育条件下更为有用，通过修改细节可
以使这些案例用于其他情景之下。描述通常
是非特异性的，使读者可以想象如果在本地
开展研究，自己会如何处理。然而在一些其
他的案例中，所讨论的一种特异的疾病仅存
在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事实无法改
变，尽管这些案例也曾加以编辑，以消除不
必要的、可识别身份的细节。

背景

WHO 出版的这些资料反映了它在公共
卫生和生物医学研究中长期以来的领导地
位，特别是在疫苗和所谓 “被忽视的疾病”
的药物研究中。在这些活动中，WHO 与它
的 193 个成员国、其他政府间机构以及非政
府组织 ( 例如提供医疗的团体、赞助研究
的基金会、研究中心以及制药公司) 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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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科研项目日趋复杂已经引起了国际社
会对伦理问题的愈发关注———这些研究可能
涉及公私伙伴关系、涉及协调来自各类机构
及众多国家、涉及远离研究所在社区却又主
持项目的研究申办方、涉及对研究项目不断
增长的商业资助以及生物样本的采集 ( 可
能转运至遥远的储藏机构 ) 。其核心内容
是: 承认与健康相关的研究可能会使所涉及
的社区和人群受益，但也可能伤害他们。当
研究的受试者是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脆弱人
群、贫困者、文盲或是缺乏卫生保健的人
时，对他们伤害的可能性尤其之大。

WHO支持的所有研究计划均受到 WHO
研究伦理学审查委员会或 WHO 地区或国家
层面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仔细审查。除了制订
研究伦理学指南和审查研究方案以外，伦理
审查委员会秘书处为 WHO 总部及其负责开
展和监管研究的地区、国家办公室，以及为
伦理审查委员会本身的成员组织实施教育项
目。在审查研究计划时，伦理审查委员会秘
书处也意识到这样一些地方 ( 尤其是资源
匮乏的国家) ，加强研究伦理学教育对研究
人员和对研究计划进行伦理和科学审查的委
员会是会有帮助的。

研究审查委员会秘书处在它自己的研究
伦理学教育项目中，广泛应用了案例研究，
由WHO本部工作人员以及外部专家、特别

是来自哈佛公共卫生学院 ( HSPH ) 的同
行，指导开展以案例为基础的讨论。哈佛公
共卫生学院的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项目自
1999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研
究伦理学研讨班。自开课起，参加者均来自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研究人
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 REC 委员，其中多
数来自政府部门、大学以及非政府组织。研
讨班通过授课与案例研究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向参加者介绍研究伦理学中重要的 ( 及存
在争议的) 概念。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必
要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组织者发现，案
例研究鼓励学员运用自身对伦理学上可接受
的行动的理解、然后对此进行考察和辩护，
这样可以避免将文化偏见强加给他们，而以
授课为基础的课堂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虽
然人们有时并不轻易对授课人提出质疑，但
他们更可能愿意分享他们对实际状况的观
点。此外，对案例研究的分析有助于避免参
与者泛泛之谈 ( generalities) 有助他们形成
对两难困境的具体应对举措，正如研究人员
和 REC成员在实践工作中所必须要的那样。
这些教学案例的汇编来源于哈佛公共卫生学
院和 WHO近 10 年来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研
讨班，并且增补了许多同行所提出的观点和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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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南

引言

本教学指南简述了如何将本书适用于教
学或培训研讨班。

指南首先讨论案例研究教学的过程。基
于案例的教学与传统的讲课有重要不同，它
要求不同的方法和额外的技能。因为以案例
为基础的教学一般通过使学生或研讨班学员
积极参与结构化的讨论来丰富学习经验，其
所需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引导案例研究
讨论的能力。这篇指南提供了一些有关如何
做好引导讨论的建议。

其次，指南明确了辅导教师 ( facilita-
tors) ① 应该意识到的案例研究中的某些主
要问题，这篇指南讨论了案例研究的内容。
这篇指南也提示了辅导教师为了鼓励对问题
深思熟虑的讨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在
有些情况下，辅导教师也许拥有利用案例研
究教授研究伦理学的经验，并且很容易援引
一些例子和反例、准则和条例来激励争论和
讨论。也许更为典型的是，辅导教师拥有研

究伦理学的某些背景，愿意在如何将案例研
究结合进他们的教学中提供一点指导。

这篇指南也包括一个基于案例为基础的
教学的补充资料目录，集中于具体讨论如何
使用案例研究的文章。此外，这本案例汇编
本身包括一个与国际研究伦理学准则相关的
阅读书目以及许多评论文章。最后，对医
学、健康和研究术语提供了注释。

这本案例汇编的使用
编写这本案例汇编是给辅导教师和研讨

班组织者 ( leader) 用作教学工具，而不是
供学生或研讨班学员使用的教科书。学员无
需拥有这本案例汇编: 辅导教师可给学员提
供与所探讨的研究伦理话题相关的各个案例
研究以及各个章的导言。与所探讨的研究伦
理话题相关的各个案例研究以及各个章的导
言可根据从 WHO 网站下载的印刷版复印，
不必获取 WHO 的额外许可，除非其使用为
了商业目的。请确保 WHO 的资料来源得到
应有的承认。如果您计划出版、改编或翻译
这些资料，请通过电子信箱: pubrights @
who. int与 WHO直接联系。

5教 学 指 南

① 这里用“辅导教师” ( “facilitator”) 一词，而不是“教授”、“教师”、“讲师”或“领导人”是强调辅导教师在
案例教学课和研讨班中的作用是集中于使学员能够利用这些案例以提高教育质量。我们使用“辅导教师”这个词不是指
除了课程或培训班教授或其他领导人之外再额外增加一个人，而只是强调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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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南

引导基于案例的讨论: 过程

辅导教师 ( facilitator) 的作用:
帮助学员通过积极参与而学习

在一个典型的以讲课为主的学习环境
中，重点是放在讲师以及他或她提供的材料
上。基于案例的教学将重点转移到学员。目
的是为了使学员通过积极参与案例研究而学
习。鼓励学员将知识、推理及其经验和熟知
的情境应用于现实生活境况 ( 案例研究) ，
并鼓励学员相互学习。教员或讲师 ( in-
structortor lecturer) 的作用从作为提供答案
的专家转变为鼓励学员进行结构化讨论的辅
导教师。在本节我们为这种做法提供一些
建议。

首先，重要的是要承认，一些教师也许
会觉得在引导讨论而不是讲课时他们没有尽
他们的专业责任。这也许尤其适合于这样的
情况: 对教师有一种个人的、专业的或文化
的期望，认为教师就是提供 “答案”。以案
例为基础的教学，虽然不那么依赖于展示辅
导教师的专业知识，但实际上对他们技能和
知识方面的要求比起直接的讲课要大得多。
第一，要求他们对主题有透彻的了解，从而
他们能够识别讨论中提出的要点，即使这些
要点以他们不熟悉的方式出现，或者以不同
于其他专家使用的术语出现。第二，需要特
殊的技能来为培养学员集中精力自己分析案
例创造支持性环境。简言之，你要利用你的
专业知识，但你要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与学

员分享这些专业知识，因为你要鼓励学员来
讨论一系列的想法，并运用他们自己的伦理
推理和视角来补充这些想法。

习惯于案例讨论中存在争论和
意见分歧

本书中的案例并没有简单的或现成的答
案。精心挑选这些案例是因为，与众人均无
异议的情况相比，理性的人对行动方针正确
与否的争论有益于激励思考。但用这些
“开放式的”案例进行教学要求实践技能。
例如，在艾滋病疫苗试验中，对潜在的受试
者进行筛查，发现有人患结核病，研究者或
赞助者有多大的责任对他们提供结核治疗，
对此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回答。你也许会根
据应有的治疗水平和类型作出你自己的结
论，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显而易见
的，也不是不证自明的，重要的是不要支持
某一观点而不考虑其他方面。引导参加者得
出你的结论或支持某一观点有可能阻碍讨
论，因为学员也许会为了取悦你，而去寻找
你认为 “正确的”答案。同时，他们将无
法从案例讨论中获益，而案例讨论能激发仔
细的思考和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他们结论清
晰的辩护。

习惯于案例讨论中存在争论和意见分
歧，既能使你认识到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常常
提出没有简单答案的困境，同样能使你帮助
参与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除了每个案例后

6 教学指南 引导基于案例的讨论: 过程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提出的问题外，也鼓励参与者对其他的问题
进行分析讨论，而这些案例就是要引发这种
分析讨论。以艾滋病疫苗试验中治疗结核病
的例子为例:

● 在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 CIOMS)
的《国际伦理准则》① 或《赫尔辛基宣言》②

等国际指导文件中，有哪些要点涉及研究者
治疗非该项研究项目研究的目标疾病的
责任?

● 对于这些准则是否有不同的解释方
法? 如果有，哪些伦理原则有助于解决责任
问题?

● 试验所在地的环境是否重要? 具体而
言，与更发达国家的人们相比，你所在社区
的人们对研究和研究人员是否有更多的期待
或需求?

● 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是否有权通过获得
亟需的治疗而从所参与的试验中受益? 或他
们是否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

准备使用案例研究

课程组织者应着眼于挑选案例研究，使
学生能够具体地理解所授课程模块或研讨的
主题。这些案例跨越了以下界限，提供了一
个绝佳的机会以分享和争论与案例密切相关
的观点。

● 跨文化 ( 例如个人签署同意的各种
方法) ，

● 跨学科 ( 例如与人类学家相比，律
师的分析方法可能提出截然不同的问题) ，

● 跨利益团体 ( 例如资助方所关注的
可能与卫生部决策者或社区代表不同) 。

在选择案例研究时，应该考虑将在何种

文化情境下使用案例研究。与其他文化情境
相比，在某些文化情境下一些案例研究的教
学可能更加困难，甚至不合适。出于对社群
规范 ( community norms) ( 文化的、宗教的
和性别的) 敏感性的考量，可能不会使用
特定的案例，或因为这些案例看似不相干，
或因为人们可能认为这些案例过于敏感。

在培训班讨论案例之前将案例印发给学
员们阅读并让他们事先思考。在某些情况
下，给学员们布置额外的作业 ( 例如，准
备一份临床试验的知情同意书并在案例研究
中进行讨论，或者准备一个列出相关问题和
解决方案的备忘录) ，同样也很好，分析案
例时这些作业将被用做讨论的起始。

案例研究的讨论可以在向学员 ( 通过
讲课或讨论) 介绍要在探讨的实质性问题
之前，也可以在之后。

● 当在讲课或专题讨论之前使用案例
时，学员会运用他们已有的知识来考查这一
案例，确定他们需要更多背景知识域，以便
完全理解这些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提出有根据的建议。然后可向学员提供补充
资料 ( 理论、目前相关的争论、目前可用
的准则、各种实践案例) ，或当情况允许
时，可鼓励学员自己寻找相应的材料。为了
帮助学员，辅导教师或其他专家在课堂或研
讨会上，可对这些补充材料的内容加以
评论。

● 通过深入阅读、课堂学习或通过对案
例引发的一般性问题的分组讨论，学员们已
经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在此之后使用进行
的案例研究时，通常学员能将这些内容用于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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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 :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
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 International Ethical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Geneva，Switz-
erland: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 CIOMS) ，2002． http: / /www． cioms． ch ( 2008年 5月 9日
查阅)

世界医学会 (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 《赫尔辛基宣言: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伦理原则》 (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 ，Helsinki，Finland: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1964． 2008 年是最近的修改和更新文本。http: / /www. wma. net /e /ethicsunit /helsinki. htm ( 2009 年 6 月 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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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与直接讲课
相比，以案例研究作为课堂切入点可能更容
易使学员投入其中; 也可使他们更为容易地
接受伦理学的概念和准则，他们会因而认识
到这些概念和准则可能对解决案例研究中的
其他类似问题有帮助。另一方面，以讲课
和 /或复习背景材料为课堂的切入点，可能会
提高讨论质量，使学员快速掌握学习内容。

无论怎样安排案例研究的时间，老师应
为案例研究设计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人数
太多 ( 20 位或更多的学员) ，分成 6 ～ 8 人
的小组进行 20 ～ 30 分钟的讨论，然后再集
中，这样的讨论更好 ( 例如，小组讨论可
在早餐时进行) 。老师应该提醒学员每个人
都要发言，要尊重其他学员的评论; 老师可
轮流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关注小组讨论的
进展，在必要时补充问题或评论。有些学员
也许在大组讨论中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或
就某一论点进行辩论，但在小组讨论中可能
更愿意发言; 试着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想
法后，他们会更有勇气在更多听众面前
发言。

教师对某个案例研究的引言 ( 例如教
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或布置的练习) 将会
用于引导随后的讨论。例如，如果要培训班
学员探讨研究人员对受试者的义务，例如在
着手处理研究设计和知情同意问题之前，探
讨治疗的类型、水平和持续时间，那么你应
该精心设计开场白，引导学员们对有关义务
的思考。你也许要在开始问一些有关研究者
对受试者的义务的问题，然后再问一些对患
有所研究疾病、患有其他疾病的人的义务，
或救治患有目标疾病的受试者，而非救治其
幼年子女的伦理问题。如果大家对所有回答
意见一致，那就可以进一步探索，确定对个
体试者义务的界限; 你也可以探索提出这些
义务所基于的不同的伦理学和人权原则。对
一个话题的分析达到你满意的深度后，才能
转到案例研究的其他问题上。如果在讨论义
务的过程中学员提出其他问题 ( 例如研究

设计或知情同意) ，则要感谢他们，将这些
问题记录下，但要说明随后进行讨论。

鼓励讨论的一种方法是，确保你最初提
出的问题可以不只有一个恰当的答案。以前
面的例子为例，提出的问题是: 在艾滋病疫
苗试验中资助方是否应该提供抗结核治疗?
如果应该，为什么? 我们不是要引导大家赞
同或不赞同某种回答，而是要紧接着问: 如
果 50%的受试者希望除了获得艾滋病治疗
外还需要抗结核治疗，资助方是否会觉得这
些义务过于繁重? 由于费用和可能的冲突，
研究的资助方因而可能决定放弃疫苗试验，
或将试验转移到没有追加治疗抗结核要求的
地方进行，那会怎么样? 如果发生这样的
事，是否就不应该要求进行抗结核治疗? 预
先考虑一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答，预先思
考接着会发生的问题，可帮助教师引导学员
作更深入的分析和认识。预先考虑到讨论的
进程，也会使你能够提前找到合适的例子，
争论的话题和相关的文章。可以使用这些办
法来激励讨论或适时地将讨论引导到另一个
方向。

除了质疑你不同意的观点和立场，教师
也要对你同意的观点和立场提出挑战以此来
激发讨论。你会遇到一些学员，他们同意你
的观点，他们的理由在逻辑上不能支持这些
观点。如果教师提出挑战，让他们反思其论
证，他们能获得将来工作中面对其他伦理难
题时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引导小组讨论的指南

虽然每一位辅导教师会发挥他或她自己
的技能，但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大体上的
建议。

1、多给学员一些肯定和鼓励性的评语，
这将营造一个可信赖的支持性环境，有助于
克服一些学员一开始不愿意发言的心态。鼓
励所有人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竞争，这样会
促进充分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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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讨论案例时，设法使更多的人发
言; 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依次发言，使大家
感觉到自己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当发言人声
音太小时，让他将评论或问题再说一遍。

3、为了避免造成 “讨论组内部人员”
和“讨论组外部人员”的情况，要公平和
平等地对待所有学员，即使你认识其中一些
学员。当有人发言时，要面向全组，而不仅
是面向发言者或提问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讨论时的听众。

4、对部分学员来说，课堂或培训班上
所用的语言可能是第二外语或第三外语。一
些学员也许很努力地沟通，但在沟通时也许
词不达意。发生这种情况时，你要重述该学
员发言的要点; 这样的重新措辞不仅使别人
理解其要点，也给他们提供一个表明看法的
模板，同时能够确认是否正确理解发言人的
本意。

5、避免学员在会上进行私下讨论; 反
之要鼓励他们面向所有人进行讨论。

6、避免和转移任何人身攻击。
7、帮助学员从大量不同的视角来看同

一问题。
8、在有助于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可

自由地通过增加更多信息或改变细节的方式
来更改案例研究。

9、鼓励学员在案例研究与研究指南，

以及他们读过或提供给他们的材料之间反
复比较，以便他们获得更全面的知识。你
可以使用这样一些话，例如 “如果……那
会怎么样?”， “这一点很重要，但它怎么
符合……”，“现在有这样一个药物试验的
例子，已经提出的反对观点那么……”，
“你能想到当地的一个例子或从你经验中
找出的一个例子……?”

10、鼓励学员发言简洁，直截了当。
11、讨论可能发生出乎预期的转折，这

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要设法判定是好还是
坏，要灵活地向好的方向引导，如果讨论偏
题或没有用处，可慢慢地扭转讨论方向。

12、随着讨论的进展，要时不时地总结
已经讨论的内容，以确保学员有所收获。可
能充满困境和没有现成答案的案例研究，也
许经过大量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
可能会使学员有挫折感。一个可将注意力引
向关键见解的总结，可使学员恢复信心，将
讨论推进到下一阶段研讨的要点，并提供一
个有价值的概括。在最好的情况下，案例的
小组讨论能与专家 “苏格拉底式”的讲演
同样有效地传授深刻的见解，例如一个讲演
中，讲演者从学员那里引出深刻的见解，而
不是作为预先准备的演讲的一部分提供给
学员。

9引导基于案例的讨论: 过程 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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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南

探索每一章的内容

本节是为讨论组织者或引导者准备的，
这本案例汇编每章的导言适合于复印给学生
及培训班学员，并与他们分享。

所有案例是根据对其进行分析时所提出
的主要伦理问题而编排在各个章节中。大多
数案例引出了另外一些难题，而且很容易引
发多个问题; 目录提示了将一些案例在现存
类别中重新归类的方法。讨论组织者可选择
去识别一些讨论特定的感兴趣话题的案例，
例如涉及生殖健康的研究，Ⅱ期临床试验或
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进行的研究。

每章的导言为培训班或班级的学员提供
了重要的背景材料，而教学指南提供的材料
意在帮助讨论组织者逐章确定部分主要伦理
问题。指南提供的问题是为了提示如何将案
例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引入到一个讨论中以及
在讨论前组织者也许想要准备的某些领域
中。虽然比起这里所提供的，问题、读物和
事例还有很多，但我们希望本书的案例研究
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出发点。

第一章: 什么是研究?

本章鼓励培训班和课堂的学员考虑两个
区别: 首先，有人类受试者参加的研究与医
疗之间的区别; 第二，研究与其他涉及人的
某种调查研究活动 ( 例如评价、监测或审
计)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将这些活动区分
开来，并使得其中一些 ( 即健康研究) 必
须得到一个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呢? 例

如，在决定是否需要伦理监管时，受试者的
风险水平是否发挥作用? 探讨这些问题会十
分自然地引起对研究伦理委员会授权和权威
的讨论。以下各点对这些问题有详细阐述，
可鼓励学员考虑:

1、为什么必须要在研究与医疗或公共
卫生活动之间划清界线?

-划清界线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分析的需
要，还是作为判定哪些活动需要哪种类型的
伦理标准和监管的手段?

-研究是否在本质上比医疗或公共卫生
活动有更多的风险，因此需要研究人员以外
的人进行监管? 或非研究活动会造成同样或
更大的风险? 如果是这样，那么，把用于研
究的监管机制用在减少非研究活动的风险
时，是否有意义?

2、必须认识到医疗 ( 治疗的或人道主
义的使命) 与健康研究 ( 获取知识的使命)
在目的上，乃至义务上的区别 ( 或者 “使
命之间的冲突”) ，与很多原因相关，其中
最主要的是当一位医生招募患者参加一项研
究时，患者对医学专业的信任是否受到
威胁?

-一位从事健康研究的医生应该如何确
保作为 “潜在受试者”的患者能够认识到
正在进行的医疗干预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
是 ( 或者至少不仅仅是) 患者个体的健康
利益所必需的? 在成为受试者之前患者需要
知道些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应该如何以及由
谁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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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的作用是什么? 也就是说，
它应该为什么样的目的而服务? 为什么说没
有知情同意的 ( 大多数) 研究是不合伦
理的?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招募患者参加研
究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询问过患
者是否愿意参加，患者表示同意，那么情况
是否仍然如此?

-如果潜在的受试者是脆弱的 ( 也许是
因为他们仅限于或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保
健，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如此) ，是否还有另
外的考虑需要顾及? “脆弱”这个词通常用
于穷人 ( 或更广泛地说，用于发展中国家
的居民) ，将少数民族或妇女儿童受试者看
作“脆弱人群”是否有意义?

-有些患者参加研究是因为没有其他办
法得到他们所需的治疗。这样的参与是
“自愿的”吗? 即使他们理解研究邀请信中
的词语，他们的同意能够被视为有效吗? 招
募患者时是否应该有所不同? 各种指南是否
对这一点有所体现? “尊重人”的伦理原则
如何应用于这种情况?

3、当受试者是患者时，研究人员可能
经历什么样的角色困惑?

-如果一个医生开始的角色是使用已知
的最佳方法治疗患者，而研究时使用未经证
明的，以及可能有风险的新干预方法，那么
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得到辩护?

-医生因为招募患者参加研究而获得报
酬，是否是一个伦理问题，甚至是利益
冲突?

-关于应该由何种机构或委员会负责伦
理审查和监管的决定是否取决于活动的目
的? 与监管医疗实践的机构应该关注的问题
相比，研究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中需要考虑哪
些问题?

4、请将研究活动 ( 包括流行病学研
究、运筹学研究、形成性研究) 与同样旨
在获取知识的活动 ( 例如保健监督、审核
和项目评价) 相比较。

-研究的通用定义侧重于产生可普遍化
的知识 ( generalizable knowledge ) ，该定义
试图将临床实践排除在之外，即使治疗性和
诊断性干预有时也能获得新信息 ( 尤其是
关于某特定患者) 或者相当于 ‘创新性治
疗’ ( innovative treatment) 。当公共卫生调
查和疾病监测可能包括大量的观察结果并获
取科学上有效的发现时，研究与公共卫生之
间仍存在同样的区别吗?

-临床试验和其他生物医学研究应安排
预先审查和批准。因为许多案例表明医生和
其他科研人员在进行研究时可能逾越了伦理
底线。同样的要求是否也适用于由对公众负
责的官员 ( publicly accountable officials) 所
开展的公共卫生研究? 根据法规或条例，何
种授权应该被认为可以替代临床试验及类似
类型的健康研究所要求的预先伦理审查和个
人的知情同意?

本章在定义研究的同时，亦可:
-为审查研究的指南文件，例如世界医

学会的《赫尔辛基宣言》 ( DoH) 、国际医
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 CIOMS ) 的 《涉及人
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以及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的 《流行病
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提供一个出发
点，因为所有这些文件都用于处理人类健康
研究与医疗之间的张力。世界医学会制订的
《赫尔辛基宣言》规定了进行研究时医生的
伦理责任; CIOMS 的两个国际伦理准则文
件旨在对该宣言进行详细阐述，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环境中的应用。

-用于探索研究伦理学准则的演变以及
区分研究与医疗实践的重要性; CIOMS 指
导文件的序言均为理解什么是研究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指南。

-提供具体例子来探求研究伦理委员会
( REC) 的授权，这对于为 REC成员举办的
入门培训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辅导教师可
提供一些补充的例子，例如不清楚搜集信息
或公共卫生监测是否是研究，以及研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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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并提供治疗的例子。

第二章: 研究设计问题

好的研究设计涉及许多科学问题和管理
问题，例如研究设计是否能够恰当的验证假
说、是否拥有充分的统计功效来得到有效的
结果，以及按时完成样本量的能力。但即使
科学的研究设计也可能引发重大的伦理问
题。例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往往依靠
“欺骗”。在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中，将受试
者置于一个小组内，对他们进行测试，看他
们的判断是否受其他小组成员意见的影响。
然而，在受试者不知道的情况下，该小组成
员实际上是研究组的同伙，他们的发言是实
验脚本规定好的①。研究者认为如果为了获
得知情同意，要求他们把这种 “欺骗”告
知受试者，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进行。研究人
员反而争辩说，在他们参加试验之后把这些
事实作为事后解说的一部分告知研究受试
者，这样的做法就会是合乎伦理的。当研究
的设计被特别选择以确保结果有利于研究的
申办方时，就产生了另一类与研究设计相关
的伦理学问题。例如，为了更加证明一个试
验药物优于与其竞争性的对照药物，在临床
试验中使用的对照药物的剂量低于临床有效
水平，或者有意选择在初步试验中得知的研
究终点，在这些研究终点时，试验药物似乎
特别有效，但是选择此研究终点并不是从具
有更大临床意义的角度出发。

在发展中国家或资源匮乏的国家中进行
国际研究要求: 研究要对研究所在地的国家
和社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具
备敏感性。这些研究的设计应该避免剥削这

些人群; 而且人们逐渐趋向于形成这样的共
识，即研究应该有助于扩展这些国家卫生系
统的能力以及减少健康不平等。

Patricia Marshall博士最近的专著 Ethical
Challenges in Study Design and Informed Con-
sent for Health Research in Resource-poor Set-
tings ( 《在资源匮乏地区进行健康研究时，
研究设计和知情同意所面临的伦理挑战》) ②

为促进讨论本章的内容提供了极好的背景知
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 3 ～ 6 章的内
容。她的著作强调研究的设计要符合伦理、
注意文化情境、健康不平等、合作伙伴关系
和能力建设、标准治疗，以及研究受益可及
性的重要性。此外在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
tional Biomedical Research: a casebook ( 《国
际生物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③ 中
的案例研究和评注提供了有用的背景知识和
实际例子，可用来阐明课堂中或研讨会中提
出的观点。

在本章中案例研究提出的许多问题
包括:

● 受到质疑的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
系，以及伦理委员会审查一个科学上谬误、
不可靠或不合适的研究方案时应该作何反
应。一种观点是，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主要
关注伦理问题，将是否符合科学合理性的问
题交给负责特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 ( 和专
家) 处理。另一种观点是，“坏科学就是坏
伦理”，即使对受试者的风险很小或没有风
险，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既关注伦理问题，
也关注科学问题。但在资源贫乏的地方，多
个委员会分别负责这些责任有可能是不切实
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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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例如风险-受益比太高，当在可识
别人们身份的人群内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可
能使他们被污名化或受到其他伤害，或者在
使用欺骗或观察的研究设计中受试者未被充
分知情时，研究设计是否会在个人权利和对
个人的保护方面有所妥协。由 Laud Hum-
phreys进行的“茶室交易”研究，是一项最
著名的研究之一，其中研究者向受试者隐瞒
了研究目的这项研究为讨论如何在获得知识
与尊重受试者之间进行权衡提供了很好的例
子。在阅读清单上 F. Van den Borne的文章，
题为“在马拉维使用神秘顾客来获取安全
套的协商”，这是理解欺骗设计和采用 “神
秘顾客”很好的素材。

● 是否存在既能获得高质量研究成果，
同时对受试者风险很小或对他们的负担很小
的研究设计呢?

● 当某些人群由于年龄、性别或患有疾
病等而被排除在外时所引发的公正问题。虽
然这些人也许没有研究负担，但是通过研究
获得的信息也许不能应用于这些人群。但是
当参加研究可能给受试者带来净受益，那么
为了改进研究设计而将这些人群的成员排除
在外 ( 例如，将老年患者入选在内，这些
患者很可能死于其他原因，这样就会妨碍在
接受实验干预的受试者确实延长一定量生命
的目的) 是否公平呢?

● 为了治疗和照顾受试者及其家庭和社
区，人们必须作哪些准备? 考虑到伦理准则
一般在宽泛的原则层面起作用，而不是规定
实际的应用，人们会如何根据准则中陈述的
原则来确定有关治疗受试者的确切义务? 这
些准则本身是否为这些义务提供了充分的伦
理辩护?

● 给予分配到临床试验对照组的受试者
安慰剂是否合乎伦理，如果是，那么在什么
情况和情境下? 在本章可通过案例研究探求
临床试验的两个特点: 均势和随机化。除了
为本章推荐阅读清单上的文章以及基本伦理
学准则 ( 例如 DoH， 《CIOMS 国际伦理准

则》) 外，之前被引用的专著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Biomedical Research: A Case-
book和 Ethical Challenges in Study Design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Health Research in Re-
source poor Settings也讨论了临床试验中使用
安慰剂这个话题。

● 是否能够和应该用西方科学研究方法
论来检验传统医药 ( 如案例研究 14，题为
《对使用传统医药治疗痢疾的评价》) 。如果
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做，那么如何才能有效
地研究传统医药? 当存在其他有效对抗疗法
时，试验一种传统疗法是否合乎伦理? 是否
应用相同的标准? 如果不，那么为什么? 国
际准则与测试和促进传统疗法以及其他疗法
是否冲突?

● 为了赢得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一
项研究是否必须符合本国医疗卫生和研究优
先考虑的需求。如果研究的疾病不是该国优
先考虑的，或者该国公民买不起被测试的药
物，这项研究是否应该在那里进行?

第三章: 伤害和受益

对受试者造成伤害的风险是研究过程的
所有利益攸关者 ( 研究者、申办方、研究
机构、主办国，研究伦理委员会和受试者)
都必须考虑和权衡的难题之一。为了达到预
期的受益，什么样的风险可以接受? 应该由
谁来承担这些风险，为什么? 应该由谁来决
定接受这些风险，为什么? 应该由谁决定何
种程度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研究是在
发展中国家进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确保研
究符合伦理是十分关键的。

随着更多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
们更多关注在广泛范围内潜在的伤害和受
益，以及特殊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
这样的情境下: 在权衡伤害-受益比时，必
须考虑许多因素 ( 贫困、缺乏对医疗卫生
的可及性、性别不平等以及其他种种的脆弱
性) 。人们如何能够在实现发展新的健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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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促进和保护伦理学和人权原则之间实现
最佳的协调? 最近的预防艾滋病的杀微生物
剂临床试验 ( 正如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
tional Biomedical Research: A Casebook［2］中描
述的) 强调了这些问题。美国国家生命伦
理学顾问委员会报告 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linical Tria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国际研究中的伦理和
政策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临床试验》) 也可
能是本章的有用资源。最近的伦理准则强烈
建议受益问题不仅仅是使个人受益 ( 虽然
这仍然重要) ，而且是使家庭、社区和国家
受益的问题 ( 例如在试验后广泛提供有效
的干预办法，而不是仅提供给参加研究的
人) 。然而，对这类义务的范围仍缺乏一致
意见，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做出它们自己的
判断。当讨论本章每一案例研究时，学生和
研讨会的成员需要考虑以下各点:

1、对受试者造成的伤害可以出现在研
究过程期间，也可以在结果传播之后。社会
科学研究中受试者的风险也不应该被忽视，
例如，研究对妇女的暴力就出现了这种
情况。

2、研究设计的任何方面是否会产生不
必要的风险，如果是，能够通过改变以给受
试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3、使受试者或其他未来受益人受益是
否能成为使特定的受试者、他们的家庭和社
区承担伤害的风险的正当理由。在每个案例
研究中，为了做出伤害 /受益比是否可接受
的决定，还需要考虑情境因素和特点。

4、如果受试者知情、理解和接受研究
的风险，这是否就解除了研究伦理委员会批
准一项可能是有风险的试验的责任? 科学
家、受试者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何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
究，对于潜在的伤害和受益的公正分配，国
际准则和规范必须强调些什么?

5、某些潜在的伤害是否在伦理学上可
以接受? 如果在研究的任一阶段出现有问题

的结果 ( problematic results) ，是否设有防
范措施监测和叫停研究项目? 比如，数据安
全监测委员会 DSMB ( data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DSMB的伦理责任是什么?

6、受益是预期之中的，这些受益是否
超过了风险? 在判定是否达到风险收益之间
的平衡时，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风险与
受益如何分配? 是否有义务要求人们承担风
险，这些风险是什么? 这些风险是单单影响
受试者，还是影响更大的群体? 在受试者几
乎无法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里进行研
究，有义务提供给他们高于在发达国家受试
者的受益吗?

7、潜在的试验受益有可能成为参加试
验的“不正当引诱”吗? 这是一种普遍的
情况还是视情境而定的? 如果一个潜在的受
试者知道试验必然有高度风险，但给了他大
量金钱或其他好处，来 “补偿”这种风险，
因而他同意参加这项试验，这合乎伦理吗?
反之，设法用适度奖励找到愿意参加的受试
者，这是否是不符合伦理的? 人们可用伦理
原则来帮助做出这一决定?

第四章: 自愿的知情同意

本章的案例研究不仅旨在关注知情同意
的重要性，还探求在国际健康研究情境下的
知情同意过程。众多研究表明，研究中的受
试者往往对要求他们同意参加的研究的目的
并没有充分的理解，对其潜在的伤害和受益
以及参加研究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没有
充分的理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知情同意
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
确保有关研究的信息以及受试者参加研究的
同意得到了合适地沟通交流。本章的案例研
究鼓励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办法进行讨论:

● 在进行国际研究的国家和社区中的情
境因素，使得不宜将某种标准化的同意书从
一个国家和一种情境移植到其他地方，尤其
是从一个发达国家到一个发展中国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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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要求个体的知情同意本身移植到发展
中国家是否合适? ( 作为一位讲授案例 24
的辅导教师，你也许愿意熟悉 Love et al. 的
文章，他的文章与这个案例有关①。)

●“知情同意”是一个并不明确的术
语: 它可以指一个潜在的受试者已经被告
知某临床试验的信息，或者指受试者已经
理解了被告知的信息，或者两者都是。在
医疗情境下，原来的意义似乎是前一种，
而在研究情境下引入这一术语的人显然指
的是后一种意思。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术
语，改而分别使用 “基于恰当告知的同
意”和 “理解同意”吗? 我们应该将 “理
解同意”这一过程看作判定受试者能否回
答有关研究具体细节问题的某种非方式
吗? ( 无论口头或书面问题)

● 作为合乎伦理的研究的一个基本原
则，知情同意意味着 ( 以及依赖于) 每一
个受试者拥有自主作出决定的能力。然而，
对于为他人作决定的社区领导人或男性家长
行的特权，与安全或信任有关的文化、习俗
或其他因素十分重要。个人的自主性也许不
那么重要，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对现存结构的
挑战。应鼓励学生或研讨会成员思考国际准
则和人权原则 ( 所有这些规范都要求有行
为能力者个人的知情同意) 在本土情境下
的应用。这可能涉及既要考虑个人同意的概
念，又要考虑为了确保研究得以进行而能够
被协商的过程。

● 一般认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受试者
理解和同意参加研究的合适担保。然而，学
生或研讨会成员不能将同意书仅仅视为表示
一个人同意参加研究的一个签名，而要考虑
同意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将知情同意
看作一个对情境特异性敏感的过程。应该找
到告知有关研究信息的文化上合适的方法，

也应该成为证明真正同意 ( consent ) 和赞
同 ( assent) 的合适方法。Marshall 的 Ethi-
cal Challenges in Study Design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Health Research in Resource-poor
Settings② ( 资源匮乏情境下健康研究的研究
设计和知情同意中的伦理挑战) 提供了实
例，使人注意到与知情同意有关的一系列问
题，包括对信息的理解、就风险问题进行沟
通、决策权威对研究的同意、社区协商以及
对社会地位和权力不平等的意识和敏感性。

● 知情同意要求研究者花费必要的时间
来了解他们计划要开展研究所在的社区，
例如:

-在这个社区中如何解释健康和疾病的
概念，按照传统如何对待疾病? 是否有研究
这个概念，如果有，谁开展研究比较放心?

-在诸如这样领域的研究中社区领袖在
决策中起什么作用? 谁是领袖是否明确，谁
代表整个社区以及作为社区中每一个体的最
佳利益?

-签署一份同意书或将一份签字的复印
件保存在家中是否会造成感知上的或实际的
危险? 在有些地方，人们曾 ( 不加考虑或
被迫) 签署了文书，导致他们丧失房屋或
土地; 因此要求在这些地方的潜在受试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也许是不合适的。在有关针对
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研究中则提供了一类不同
的例子; 研究者必须具有高度敏感性，因为
将受试者与这类研究联系起来的任何东西都
会使她们有可能遭受进一步的暴力。

-潜在的受试者是否识字，是否能阅读
提供给他的信息，或者以更能理解的方式提
供信息是否重要?

-谁有以及谁没有行为能力代表自己签
字? 为什么? 如果发现他们没有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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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他们是未成年人或有精神障碍) ，是
否有规定要求考虑到他们的意愿?

第五章: 标准治疗

本章集中于研究伦理学中的激烈争论，
即有关是否应该应用一种单一的、普遍的标
准治疗 ( 即在多个地点进行的临床试验，
受试者接受同样的医疗，即使在这些地点非
受试者的标准治疗有很大不同) ，还是考虑
到不同地点的社会经济差异而改变标准治
疗。( 第六章对受试者和社区的义务提出了
另外的相关问题。)

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委员会 (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题为 《发展中国家医
疗卫生研究伦理学》的报告中，( The Ethics
of Research Related to Healthc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① 对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的标准
治疗提供了很好的讨论，这一报道是适合于
学生和研讨会成员阅读的背景读物。该报告
使人注意到在许多方面研究情境给起初看来
明了不过的命题 ( 即公平性要求给参加健
康研究的患者的医疗应该满足 “最高水平
的标准治疗”) 增添了复杂性。此章案例研
究提出的问题有:

● 有关安慰剂这一话题上国际伦理学文
件中说了些什么? 它们提供的伦理推理是什
么? 当存在有效的治疗时，使用安慰剂对照
是否能与这些文件的要求相一致，并且研究
者和申办方必须向所有受试者提供尽可能最
高的标准治疗?

● 如何定义“最高水平的标准治疗”?
与富有国家里认为的最佳治疗措施相

比较:
-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根本不可行，例

如由于那里没有合适的冷藏设备或储存设
施，或由于药物供应链通常不能良好运转。

-在发展中国家尚未被批准销售 ( 虽然
如果提交申请，应该会得到批准) 。

-在发展中国家是可得的，但价格很高，
或只对少数精英人群可得; 并且，即使实际
将它提供给所有需要它的人，由于成本巨大
( 金钱和 /或医疗资源) ，反而使其成为一种
对资源不明智的使用。

-当地的卫生部门尚未将它定为可选择
的治疗方案 ( 无论理由是否成立或其他
原因) 。

● 如果普遍的标准治疗在发达国家 ( 研
究者和 /或申办方所在国) 明显高于发展中
国家 ( 将要开展研究的地区) ，

-知道在本国患相同疾病的其他患者得
不到最高标准的医疗，将世界其他地方可得
的最高标准医疗提供给对照组是否合乎伦
理? 提供这种高水平的医疗是否等于对参与
研究的受试者的不正当引诱?

-如果研究申办方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并没有承诺在试验结束后提供最高标准的医
疗给试验受试者，那么提供 ( 或不提供)
这种高水平的医疗在伦理学上是否可取?

-不提供最高水平的标准治疗给对照组，
反之给予他们当地的标准治疗，因为如果他
们不参加试验他们也只能得到这种治疗，这
是否能得到辩护? 这样做是否剥削了本已脆
弱的人群，是否表明这个人群具有较低价
值，因为其成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
达国家? 在发达国家像他们一样的人能够获
得最高标准的治疗。

-由于最高标准的治疗价格昂贵，或在
逻辑上存在困难，以致要求提供这种医疗将
妨碍试验一种可能非常有效的新疗法 ( 即
使疗效不如最佳治疗) ，最佳疗法在许多年
内不会为人群可得，而试验国人民能负担得
起新疗法 ( 如果证明有效) ，即使没有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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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那么有效，不提供最高标准疗法是否
合理?

-知道要试验的干预不可能那么有效，
试验一种比最高标准疗法较差的干预方法是
否合乎伦理? 有效性差到什么程度可以接
受? 违反当今最佳标准进行新疗法试验有错
么，因为新疗法可能在临床试验中 “失
败”，因而拒绝试验新疗法 ( 即便与安慰剂
相比新疗法更为 “成功”，且将为当地人群
提供一个比他们目前实际可得的疗法更好的
替代办法) 。

-如果这种试验在发达国家不能接受，
如若可能，在何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伦理委员会可批准这种试验? 应该考虑哪
些伦理原则或其他因素?

第六章: 对受试者和社区的义务

研究者、赞助者、研究机构、政府和其
他利益攸关者对受试者及其社区究竟应有什
么义务，对此几乎没有一致意见。《在疫苗
试验中提供关怀和治疗的有关伦理考虑》
(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the Provi-
sion of Care and Treatment in Vaccine Trials)
一文的作者们指出， “有益和公正原则与国
际人权规范和标准相结合形成了研究者、赞
助者和公共卫生部门的一定义务……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未能很好地明确这些义务; 人们
对其理解不一致或应用不适当”①。本章的案
例研究旨在鼓励对研究中的义务进行深思熟
虑的讨论，确定谁对提供这些义务负有责任，
并明确讨论和协商这些义务的程序。虽然这
种对义务的讨论与所有研究相关，本章的案
例研究集中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研究。

上文援引的文章提供了一张不错的表
格，涉及良好地管理研究所需的义务。另

外，最近有两份指导文件从广泛的理论和丰
富的实践出发，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适用
的框架。虽然它们集中于艾滋病预防试验，
它们在其他研究情境下也可能证明有用。

●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 (《艾滋病生物医学预防试验中
的伦理考虑》) . Geneva: UNAIDS and WHO，
2007.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unaids /2007 /
9789291736256_ 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
查阅)

● Good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in the Con-
duct of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 ( 《进
行艾滋病生物医学预防试验的参与性规
范》) . Geneva:

UNAIDS /AVAC， 2007. http: / /whqlib-
doc. who. int /unaids /2007 /9789291736348_
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健康研究中的义务”这一话题极为宽

泛，对于一次短期的课题或培训班讨论来说
可能包含太多内容宽泛的问题。作为一位引
导老师，你会发现如果系统地考查十分具体
的问题，讨论就会有较高质量和较深的分析
深度。例如，你可能愿意分开讨论如下两个
问题: 一是讨论受试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认
为该试验对他们及其家庭有什么义务，二是
讨论如何商讨这些义务并由谁来履行这些义
务。题 为 Medical Researchers’ Ancillary
Clinical Care Responsibilities ( 医学研究者辅
助临床医疗的责任) ② 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个
令人感兴趣的框架，对促进有关义务的讨论
很有帮助。上文援引的 《进行艾滋病生物
医学预防试验的优良参与性实践》文件关
注讨论义务的过程。引导老师也许想了解有
些国家的机构及国际准则规定的有关研究的
不容置疑的义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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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wlor DA，Stone T． Public Health and Data Protection: An Inevitable Collision or Potentialfor a Meeting of Minds?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 30: 1221-1225． http: / / ije． oxfordjournals． org /cgi /content / full /30 /6 /1221 ( 2008年5月
9日查阅)

本章的案例研究解决的问题是谁有义务
及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以下列表虽未穷尽所
有义务，但提供了一些初始的理念。例如对
如下受试者尽有义务:

● 由于研究结果而受到伤害的受试者。
当认定有义务治疗研究受试者的伤害时，医
疗保健体系是否对这些受试者可及对此会有
不同么?

● 遭受严重不良事件的受试者 ( 以及
如何界定严重不良事件) ? 在避孕药试验期
间怀孕是否算是严重不良事件?

● 在招募筛查受试者期间被研究者发现
潜在受试者患有非研究目标疾病 ( 例如艾
滋病) 。研究者或赞助者是否有义务为这种
病情提供治疗或其他惠益，例如提供常规医
疗保健、咨询、营养补充品、短期或慢性疾
病的后续医疗? 对于研究期间发生的病如何
处理? 这些病请与所研究的干预措施或疾病
有关与否是否重要?

或对于非研究参加者也有义务，例如:
● 因受试者收入的损失或其他伤害而直

接受到负面影响的人。
● 与接受受益的受试者关系密切的

人，他们也许也需要受益 ( 例如在贫困
家庭中的大龄儿童，他们年幼的兄弟姐妹
参加一项营养增补剂对年幼儿童学习影响
的研究) 。

● 由于研究期间获得的信息而需要保护
的人，例如当研究者知道父母虐待儿童的行
为或儿童滥用毒品时。这也提出了下一章节
需要考查的隐私和保密的问题。

● 需要其他人替他们呼吁、或向他们提
供广泛有效的干预措施的人。

最后，是否有义务增进人们对研究知识
和健康素养 ( 增进知识和技能) ?

第七章: 隐私和保密

本章的案例研究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和
培训班学员探讨研究者在试图坚持保密和
保护隐私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道德两难。作
为起始，引导老师或许希望介绍有关保密
和隐私的价值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随文
化而异。有些文化或社区对强调隐私和保
密持怀疑态度，或将一组完全不同的行动
理解为隐私和保密的表现。认识到这些术
语意义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以及所赋予的不
同的文化价值，可有助于学生或培训班学
员深入思考在研究情境下保密和隐私的目
的及其局限性。

隐私和保密的义务与数据保护、与谁控
制获取信息以及与公共卫生有关。本章阅读
书目中题为 “公共卫生和数据保护: 是不
可避免的冲突还是想法相投?”( Public
Health and Data Protection: An Inevitable Col-
lision or a Meeting of Minds?) ① ( 在案例研究
中没有探讨基因组研究和数据库提出的许多
问题，但它们越来越成为国际健康研究中研
究者关注的问题。) 探讨了该问题。指出引
导老师要探讨的与保密和隐私原则相关的问
题包括:

● 对保密的期望是否有任何限制。如果
在研究期间，研究者得知非法的、不合伦理
的或危险的行为，他应该报告吗? 是否有适
用的国家或地方的法律? 如果已经签署的某
份同意书规定所有信息都将保密，但这显然
会将受试者本人或他人置于危险之中，那应
怎么样? 知情同意书是否应该标明其保密的
限度? 如果报告非法行为可能将致使当局
( 例如警察或父母) 做出在研究者看来过分
严苛的反应，那又该怎么办? 在某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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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们将探究研究保密的限度，这些情况
包括:

-研究者得知儿童受虐待
-诊断出可能威胁公共卫生的传染病
-涉及脆弱人群，对自身或他人有危险

或有威胁生命行为的观察性研究 ( 用脏水
喂婴儿，在健康中心重复使用针头，青少年
表示要自杀)

-非法人工流产导致的流产后并发症
-焦点人群 ( focus group ) 受试者所分

享的来自焦点人群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被要
求不应被分享。

● 如何最好地获取和保持保密和隐私?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得当?

-当在所患疾病引起污名化的人群中进
行研究时，正如患结核病或艾滋病的患者常
有那样，应该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如果有的
话，以确保保密 ( 例如将研究数据放在加
锁的档案柜内) ?

-提供未来使用包括样本储存在内的所
有数据是否已经合适地匿名化 ( 或有其他
去标识的措施) ? 是否所有利益攸关者知道
保密的要求并知道如何保持保密? 谁对数据
有法律权利，权利有效时间有多长? 何时数
据可被销毁? 电子记录安全性多高?

第八章: 专业伦理

本章的案例研究集中于专业伦理学的两
个方面: 利益冲突和科学不端行为。

对利益冲突的讨论 ( 产生于当研究者
通过不符合与他作为医生和 /或科学家的专
业责任的行为可获得金钱或类似的个人好
处) -可包括许多重要话题:

● 在一些国家，医学院的大多数人员与
他们领域的工业有金钱上的联系。这对利益
冲突规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 研究和试验由商业资助的趋势伴随着
用种种对研究人员的经济激励他们匆忙地招
募患者，并让他们同意在伦理学上有问题的

其他做法，例如“代笔” ( 即科学家同意实
际上由公司雇员写的论文可以用这位科学家
的名字发表) 。有人争辩说，这些奖励刺激
创新，将实验室进展迅速转化治疗产品。批
评者则论证说，这种安排威胁着科学家和医
学科学的诚信。

● 所有的利益冲突都是内在错误的吗?
或仅当利益冲突者做错了事时才有问题?

● 利益冲突与对患者医疗的专业责任不
一致? 利益冲突与研究设计和研究行为的责
任不一致?

● 当冲突并非由于金钱酬劳引起，而
是研究者由于某一特定思想或理论而承担
的义务所引起的，又怎么样? 例如，为了
科研诚信而使受试者遭受风险时，这类冲
突与由于金钱所引起的冲突有何不同，在
可用以公开或缓解利益冲突的方式方面有
何不同?

● 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常规地搜集利益
冲突的证据? 确保利益冲突报告的完整和精
确是他们的责任吗? 他们应该信赖研究者的
诚信吗?

● 对于研究伦理委员会某位成员而言什
么构成了他的利益冲突? 应该采取防范或纠
正的措施?
“科学不端行为”是有意篡改科学数据

或歪曲报告科学数据; 它也包括违反科学研
究内部规范的类似行为。虽然过去曾认为这
是不同寻常的，但现在这些违规行为似乎是
广泛存在的，并且成为政府、资助单位、大
学和记者调查的目标。在以案例为基础的讨
论中探讨的问题有:

● 科学行为的规范 ( 以及判断科学不端
行为的标准) 是因地区和国家边界而异的
吗? 或者科学是具有共同标准的唯一的全球
专业?

● 何种形式的科学不端行为是最严重?
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适当关注不端行为?

● 谁负责鉴定科学不端行为 ( 例如同
行、单位工作人员、雇主、期刊编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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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政府管理人员) ? 如果被认为应负责的
那些人不采取行动，知道不端行为的其他
人，包括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责任是
什么?

供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补充资料
Fourtner，A. W.，Fourtner CR. and Herreid

CF. “Case Teaching Notes for“Bad Blood:”
A Case Study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Pro-
ject”University at Buffalo，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ttp: / /ublib. buffalo. edu / libraries /pro-
jects /cases /blood_ notes. html ( 2009 年 5 月 2
日查阅)

Herriod CF. “Return to Mars-How Not
to Teach a Case Study”

http: / /ublib. buffalo. edu / libraries /pro-

jects /cases / teaching /mars. html ( 2009 年 5 月
2 日查阅)

Husock，H. “Using a Teaching Cas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Case Pro-
gram.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http: / /
www. ksgcase. harvard. edu / ( 2009年 4 月 7 日
查阅)

Pimple KD. Using Case Studies in
Teaching Research Ethics

http: / /poynter. indiana. edu / tre /kdp-
cases. pdf ( 2009 年 6 月 2 日查阅)

Waterman，MA.，Stanley，EDA. “As-
sessing Case Learning”Case Based Learning
in Your Classes. Author copyright 2004

http: / / cstl-csm. semo. edu /waterman /
CBL / ( 2009 年 6 月 2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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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什么时候必须寻求伦理审查委员会
批准?

为了进行伦理审查，需要对 “研究”
进行定义，这与实际的决策有密切的关系:
何种事宜接受研究伦理委员会 ( REC ) 的
审查呢? 但是界定什么是 “研究”不仅涉
及管理问题，而且涉及原则问题。通过确定
研究与医疗或其他为了监测、健康影响评估
以及改善质量评估而进行地搜集和分析数据
的活动的区别，本章中的案例探讨研究的边
界。从而能够确定哪些活动需要研究伦理委
员会审查和批准。

考虑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定义的一种
方式是，系统收集或分析数据的任何社会科
学、生物医学或流行病学的活动，意在产生
新的知识，在这种活动中受试者:

● 暴露于操控、干预、观察或其他与研
究人员的直接的互动之中，或暴露于环境的
改变之中

● 通过研究者搜集、制备或使用生物学
材料、医学或其他记录，人们可被个体地
识别。

将不确定性与研究混淆

医生每次治疗患者，即使用业已确定的
疗法，也会引发不确定的要素: 在这个病例
中这种干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更具体地
说，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或更严重的伤害
吗? 所以，医生有时说，每一次治疗都是一
次试验，当随着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而他们略

微 ( 有时较大) 改变常规医疗方法，设法
获得比标准疗法更佳效果时，试验的这种要
素也就变得更加显著了。将这种治疗干预
( 不管它们是稍微偏离标准疗法还是它们是
高度创新的) 说成试验并没有破坏通常的
用法，但是由于若干理由，不应该将这类干
预与研究相混淆。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知识

当研究目的是检验新干预 ( 例如药物
或疫苗) 的效果时，治疗 ( 不管是标准的
还是创新的) 与研究的主要区别是，进行
治疗能使特定患者受益，而进行研究是获得
新的科学知识。这种在目的上的差异不仅具
有不同的操作后果 ( 体现于如何设计并执
行所研究的干预措施以便得出有效的结
论) ，而且也有不同的道德含义。

同意参加研究的人也许有幸并直接从中
受益，但获得知识 ( 而不是让受试者受益)
是所有健康研究的共同点。反之，新知识有
时可来源于对患者的治疗，尤其是来源于创
新治疗，但这并未改变其让个别患者受益的
初衷。诚然，从事研究的人也可能有额外的
动机; 科学家也许希望实现事业上的成功，
研究资助者也许期望从新药中获利，但这些
目的依赖于 ( 或应该依赖于) 研究目的的
实现，研究目的是发现或验证一种保护或恢
复健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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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所有研究的进行都是为了检
验新的干预措施或新的药物，也不是所有研
究都有患者参与。研究往往包含健康志愿
者，在公共卫生中还包含整个社区或人群。
伴随着人们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 social
determinants) 的愈发关注，对个体和社区
进行的社会行为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也在
不断扩大。政府越来越热心于从它们的人群
( 例如人口学和健康调查 ) 搜集广泛的信
息，尽管某些调查也许不是研究，因为它们
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政策，而不是产生新的知
识，它们往往包括一些研究性的问题，这可
能模糊研究与非研究研究之间的区别。

不能让对知识的探索凌驾于人
的福利

科学知识的生产并不使科学家 ( 尤其
是身处医疗卫生专业的科学家) 免除其他
义务，包括保护受试者不受可避免的伤害或
得不到辩护的风险的义务。遗憾的是科学家
未能遵从这一义务，已使研究的历史沾上了
污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集中营
的囚犯试验是最为臭名昭著的实例，但在
1947 年纽伦堡纳粹医生作为战犯接受审判
之前及之后，其他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都曾发
生过。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科学的使命
( 还有可能政治上的狂热) 如此彻底地支配
了研究者的行动，以至于他们除了未经受试
者的知情同意使之暴露于风险之中以外，还
引发了伤害或允许可怕的伤害发生。

在所有的生物医学和健康研究之中，划
分受试者与研究者的利益十分重要。这种划
分或使命的冲突在临床试验中特别明显，其
中医生对其患者承担研究者的角色，而患者
同时既是患者又是受试者。这种 “治疗性
研究”提示人们，当两种活动 ( 治疗和研
究) 结合在一起时，很容易忘掉它们的目
的在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同。

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也许没有明显的

使命冲突，因为唯一的直接目的是搜集数
据，例如为数据库搜集样本和标本，但是受
试者也许基于错误的假定而同意参加，即认
为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者总会提供医疗
的 ( 所谓 “治疗误解”) 。最后，研究可引
起其他类型的伤害，这些伤害也许不那么明
显，但可能比临床研究相关的潜在身体伤害
更为严重。例如，探求有关受试者行为敏感
信息的社会行为学研究，可使受试者的行动
或回答为他人所知，从而有可能引起社会或
心理的伤害。第二个例子是形成性研究或在
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前进行的研究。虽然形
成性研究往往是无害的，但也有可能引起对
社区的伤害或使它们难堪。

处理科研与保护受试者目标之
间的冲突

应该如何处理科学使命与治疗 ( 或人
道主义) 使命之间潜在的冲突是研究伦理
学的中心问题。要求将人类受试者的利益置
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并给予他们保护，这样的
规则将避免对受试者的许多伤害，并且许多
研究者坚持这一标准。但是按字面上说，这
一规则会阻碍一大部分的健康研究，包括看
似相对没有争议的研究。例如，为了研究抗
病毒药物，可能使健康人暴露于所谓的攻毒
试验 ( viral challenge) 中，即在提供受检药
物或安慰剂之前有意让他们接触病毒。尽管
用已知引起严重伤害或死亡的病毒进行研究
显然是不符合伦理的，但让充分知情的志愿
者接触一种至多可能引起轻微伤风感冒的病
毒，是否也不能接受?

除非采取某一规则以禁止所有对受试者
健康可能的危害，否则需要某种伦理学指导
用以决定应该进行何种研究，不应该进行何
种研究。曾一段时间内，这种判断仅仅掌握
于研究者手中，受他们自己的良心以及他们
同行的忠告的监督指导。在对纳粹医生宣判
时，法庭阐明了使用人类受试者进行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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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辩护研究的一组原则 ( 被人们熟知的
《纽伦堡法典》［1］) ; 第一条原则就是，受试
者的同意是绝对必要的。这意味着是否参与
研究的决定取决于受试者对所参与研究给予
的知情同意，而此项研究是由研究者根据另
外的伦理标准 ( 例如对受试者伤害最小化
以及对潜在受益和伤害进行适当权衡) 所
设计的。

研究伦理委员会 ( RECS) 的授
权和限制

通过若干具有伦理缺陷的突出医学研
究［2］发现，如果把决定权仅仅留给研究者
和受试者，无法避免不合理的研究的发生，
如今的研究资助者和管理者强调建立一个独
立委员会来监督管理和权衡对受试者和社区
的风险与受益。这些委员会有种种名称，如
研究伦理委员会 ( RECs) 、人类受试者保护
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 ( IRBs) 或独立
伦理委员会，但在本书中称之为 RECs ( 研
究伦理委员会)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授权不
仅仅依据受试者在健康研究中会接触到风
险，而且研究必须事先接受研究伦理委员会
的审查，因为它涉及医学科学家和赞助者不
同使命的冲突。

仅授权研究伦理委员会处理科学使命与
治疗使命之间有冲突的活动的一个结果是，
研究伦理委员会显然无法作为一个通用的办
法来预防医院和研究机构错误的行为。例
如，个别的创新疗法相较于试验研究有可能
对患者导致更严重的伤害或使更多患者死
亡。但是研究伦理委员会局限于监管科学与
治疗 ( 或人道主义 ) 使命有冲突的干预;
它的建立不是为了监管医疗干预，即使它们
可能有很高的风险。如果将一种创新疗法重
新界定为研究，以便确保进行监管并使这种
干预有最广泛的受益，而且如果它遵循科学
研究要求的标准 ( 制订研究方案、由同行
进行科学审查) ，那么一个研究伦理委员将

会是胜任的。否则，将由另一种委员会或机
制来处理伴有潜在风险的创新疗法所引起的
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两个相关的要点。第一
点，有时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选择放弃审
查，即使这个活动是研究; 第二点，不是所
有使命冲突都与研究相关并都要求研究伦理
委员会的监管。

关于第一点，研究伦理委员会可以放弃
对研究的伦理监管，因为所提议的研究显然
对受试者没有风险，例如进行匿名的电话调
查。然而，确定风险并不总是容易的; 例
如，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某些类型的与健康相
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低风险的，但从现有的
新知识来看: 即使是问卷和调查，结果也可
能置受试者于风险之中。

被假定为低风险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卫
生医疗系统及其结构环境运作的研究
( operations research) ，目的在于分析关键议
题、问题和挑战，以便改善医疗卫生供给。
虽然运作研究可能在医疗卫生提供者身上进
行，但它也往往包括接受医疗的人，也不总
是如一般认为的那样低风险。例如，如果所
从事的运作研究是要确定某一特定的卫生系
统是否有能力管理对某种传染病的快速诊断
检测，参与研究的社区在研究期间可能得到
较好的疾病护理和治疗，从而导致在这个卫
生系统内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不公平。同理，
进行研究来评估新的管理指南或治疗流程的
效能可能使患者受益，但也可能揭示本该为
患者负责的卫生系统是无效的。在这个实例
中，对于要对某些糟糕的决定负责的人，这
项研究也许风险不低。研究者如何能够确保
这种知识不会伤害到作为受试者而参加研究
的那些人的专业生涯呢?

关于第二点，研究伦理委员会对于例如
公共卫生监测或某些评价活动没有管辖权，
即使它们有使命冲突。例如，在传染病的常
规公共卫生监测中，目标之一是维护处于观
察下的个体的健康 ( well-being) ，另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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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预防疾病传播到一般人群。然而解决使
个体受益与为人群谋福利之间的潜在冲突
依赖于其他机制，而不是研究伦理委员
会。这些机制可包括一些法律，授权官员
为公共卫生的利益采取行动，即使没有知
情同意 ( 如果知情同意会危及公共卫生的
目标的话) ，或者通过种种机制 ( 包括成
立对监测进行事先审查的机构) 使卫生官
员对公众负责，以确保公共卫生当局正确
权衡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虽然大多数研
究伦理委员会都在这些过程之外运作，但
在有些实例中，仍然存在将某一研究问题
附加到一个正在进行的公共卫生活动中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谁应该提供伦理监管
往往处于灰色领域，这导致这样一种风
险: 本应被递交给研究伦理委员会的研究
活动未经审查，而照常进行。

推荐阅读书目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Guidelines for Defining Public Hea-
lth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Non-Re-
search. Revised October 4，1999. Atlanta，
GA，USA: CDC，1999.

这个文件 “提出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 CDC) 关于由该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的公共

卫生研究的定义的准则，不管资助来源如何
( 即由该中心或另一个实体提供资助) 。按
照联邦条例 ( 45CFR46 ) ，什么是研究以及
联邦条例是否适用的最终判定在于疾病控制
中心，以及最后在于保护研究风险办公室
( OPRR) ［现为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或
OHRP］。”这个指南的目的是供国家和地方
卫生部门，以及与该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合作
研究或接受该中心资助的其他机构使用。

http: / /www. cdc. gov /od /science / regs /
hrpp / researchDefinition. htm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Wade DT. Ethics，Audit，and Research:
All Shades of Gr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5，330: 468-471.
“所有研究必须由伦理委员会进行详细

审查，但大多数伦理委员会特别将审计研究
排除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同样，期刊编
辑和资助机构要求在批准研究成果发表或批
准资助前提供伦理审查的证据，但不要求审
计研究这样做。结果，审计与研究之间的区
别可能具有重要含义，将研究贴上审计标签
的诱惑就相当大了。”本文回顾了审计与研
究之间的困难区别，包括了四种可作例证的
案例研究，邀请读者分析和作出回应。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30.
7489. 468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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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SARS和飞机上的乘客

在 X 国，公共卫生是由一家国立中心
负责，联合地方卫生部门对疾病进行例行监
测，并传播相关信息，协助进行疾病控制和
预防。2003 年 3 月，一种称之为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 ( SARS) 的新的人类病原体在
世界范围内暴发，这家国立中心的目的是系
统地鉴定潜在 SARS患者以及与患者接触过
的个体。由于该疾病来源于国外，从有
SARS病例暴发的地区来的人则备受关注。

作为行动的一部分，中心的工作人员集
中关注因航空公司旅客与乘务员之间偶然接
触而引起的潜在 SARS 病例。如果疑似感染
者或已确诊感染 SARS ( “指征病例”) 的人
最近飞到该国，中心将首先从航空公司那里
获得航班乘客名单［1］。然后，中心要求地
方公共卫生机构通过航班乘客名单，找出可
能已经接触过 SARS指征病例的人。

从该中心怀疑存在潜在的接触人员开
始，获得航班乘客名单并找出指定个人的地
址的过程往往使得开展进一步的调查耽搁
3 ～ 4周的时间。尽管如此，该中心要求地方
公共卫生人员安排医生采集表面上健康的、
未受影响的旅客 ( 他们与指征病例在同一
架飞机上) 的采血样和疾病史。随着行政

管理上耽误时间的增多，无症状个体的血液
检测时间就会超过 SARS 可能的潜伏期。因
此，检测至多能表明他们也许已经暴露于感
染风险［2］。尽管如此，由于对 SARS 知之甚
少，这家国立中心需要这些数据。当时尚不
了解 SARS传播的方式，是否某些人或多或
少对其易感，以及 SARS 如何影响不同的
个体。

问题:
● 收集的数据是为了监测，还是为了疾

病预防或为了研究?
● 应该获得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吗?

应该需要知情同意书吗?
根据 Hodge J，Gostin L. 撰写的 Public

Health Practice vs. Research: Report for Pub-
lic Health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Cases and
Guidance for Making Distinctions. Atlanta，
GA，USA，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
emiologists，2004 改编，并获得他们的许可。

www. cste. org /pdffiles /newpdffiles /CSTE-
PHRes

RptHodgeFinal. 5. 24. 04. pdf，( 2008 年
3 月 26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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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对性健康和计划生育项目的评价

为家庭和青年服务的某研究所与一家双
边资助机构签订合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计
划生育以及性传播感染 ( STI) 和获得性免
疫缺陷病毒 ( HIV) 预防项目。资助的条件
是包含评价部分。通过其 “健康理念”项
目，该研究所最近已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三项
公共卫生预防计划。

● 第一项是青少年 HIV 检测和咨询计
划，地点是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
三个地区每个地区选一个国家，将通过对青
少年为期 3 年的问卷调查以了解青少年毒品
的使用频率和类型、性行为及性取向。

● 第二个计划将在 HIV 感染仍然被高
度污名化的某个国家里，为其贫困的城市社
区提供产前保健。评价部分将会检测临床诊
断为 HIV阳性的已婚或未婚女性间性伴告
知的频数。

● 第三项是安全套教育计划，地点将在
南美洲 STI 和 HIV 感染率快速上升的城市。
这是效法在东南亚行之有效的 “100%使用
安全套”项目，在该项目中根据妓院中女
性性工作者 STI感染率，对妓院老板课以划
分等级的处罚。最后，如果性工作者反复感
染 STI，妓院将存在被关闭的风险。其中一
个评价被计划用于实施安全套项目的可
行性。

据该为家庭和青年服务的研究所声称，
这些计划不需要经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
许可，因为这些活动是低风险的，并非检
验一种干预措施，并且它们是 “作业研究
( Operations Research ) ”，而非生物医学研
究。研究所负责评估的领导援引美国 “人
类受试者研究”管理条例，她认为根据这
些条例，正在进行的对实际干预的评价并
不受伦理审查管制。她还强调，评价结果
将有助于该研究机构在其他地点进行疾病
预防项目，有助于开展更好的公共卫生
项目。

问题:
1、所有这些项目都是研究吗? 解释为

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2、如何区别什么是对正在进行的公共

卫生干预措施的评价，而什么是研究?
3、这些活动需要伦理监管吗?
4、家庭和青年研究所说，这些计划是

低风险的。请讨论: 在伦理审查情境下
“低风险”意味着什么? 风险级别是否影响
它需不需要审查?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
生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尔曼生命伦理
研究所 Joan Atkinson 和 Nancy Kass 撰写的
“What is Research (什么是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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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W医生是亚洲某重要大城市一家医院
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该城市获得了医学学
位，之后在他回本国执业前曾在美国学习
过。在过去的 3 年里，W 医生通过将从流
产胎儿鼻腔中获得的嗅干细胞注射到患者的
大脑或脊髓中的方法，治疗了 500 多例患有
中枢神经系统 ( CNS) 疾病的患者，包括肌
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 ALS，也称为路格
里克氏病) 、帕金森氏病、中风、截瘫，以
及四肢瘫痪。W 医生确信，这种他向患者
描述为 “创新疗法”的干预是有效的，并
且他拒绝对这种疗法进行临床对照试验。

细胞移植试验已经持续开展了数十年，
并在若干国家继续进行。然而，W 医生的
疗法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他使用的
是在 16 周流产的胎儿的嗅鞘细胞。妇女同
意 W医生使用从她们流产的胎儿获取的细
胞，她们并未获得报酬或其他的补偿。
W医生使用皮下注射器把取出的细胞植入
到瘫痪患者脊髓受损区域的上部和下部; 萎
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通过在颅骨上钻一
个小洞 ( 一个钻孔) ，直接注射至大脑额叶
的萎缩区。

尽管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注射是如何产
生作用，但是根据患者的治疗结局，W 医
生确信他的这种方法是有效的。无论是非专
业的还是医疗专业的刊物都报道了这种治疗
的阳性结果，最近 W 医生向当地一家期刊
投稿描述了他的成功。目前接受他这种治疗
方法的许多患者都来自其他国家。

有关 W医生这项治疗措施的长期随访
数据才刚刚开始。然而，与他通过电子邮件
联系的患者 ( 尤其是脊髓损伤的患者) ，在
术后数月报告了持续的进展。所提到的唯一
不良反应是伴随感觉恢复时一些患者感到疼
痛。W 医生称该手术能够稳定他的大约
50%患者的病情，并能改善大约 70%患者
的生活质量 ( QOL) 。他估计的依据是他为
患者术前术后采集的影像资料，以及使用由
北美脊髓损伤协会建立的功能评估标准对
142 名患者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

W医生的支持者，包括一位来自北美
顶尖大学的脊髓神经外科项目的主任，都敦
促他进行双盲试验以满足发达国家的科学标
准。由于这些未经认可的治疗可以扭转他的
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病情，在双盲试验中给
予对照组的干预将会是注射一种无疗效液
体，而不是干细胞，或者在头颅或脊椎上进
行“假手术” ( 手术钻洞，然后封闭，而不
注入任何细胞) 。这种类型的研究试验早在
以前就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其他细胞治疗，
但是 W医生拒绝这样做，坚称这样的研究
是不合乎伦理的。“即使整个世界不相信
我，我也不会做对照试验。”他说。“这些
患者已经在受苦，如果我们打开他们的头颅
仅仅是为了一项安慰剂对照试验，这只会伤
害他们。我们这样做只是为我们自己，不是
为患者”。

问题:
1、W医生提供的是创新疗法; 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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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试验; 还是进行医疗研究? 一般情况下
或者在本案例中，有什么区别?

2、像 W医生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进行
安慰剂对照试验是不合伦理的吗?

3、W医生如何能证明他的这种方法是

有效的 ( 除了进行临床对照试验) 呢? 是
否有国际标准来判定其有效性?

4、在医院里，监管医生的活动是谁的
责任? 在一般情况下，监管医生的活动是谁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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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记载原住民社区的健康状况

南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地区的农民及林
业工人们最近已与一个孤立的原住民社区恢
复了联系，以便获得他们的自然资源。公共
卫生机构担心，这种互动将使原住民人群中
的传染病发病率升高，同时死亡率也可能上
升。因此，该公共卫生机构邀请一所大学的
研究团队进行一次探索性研究，来记录这个
原住民社区的健康状况。这项研究得到资金
支持的条件是必须将所有花销在本财政年度
结束之前，即三个月内提交。

该研究小组接受了这项挑战，并开展了
一项基于人口学调查 ( 每 5 户调查 1 户 )
和对受试者进行临床检查的研究，该临床检
查包括抽取血样进行血液学、生物化学和免
疫学的检测。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
了解该人群遗传学特征以及对遗传标志物进
行分析的有利时机。由于该社区没有居住住
址，研究人员建议建立一个摄影数据库，以
便对各个受试者进行随访。

在审查研究方案之后，研究伦理审查委
员会指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研究人员
没有提供采血样的充分理由，第二，缺乏对
受试者隐私的保护措施。

研究人员承认伦理审查委员会指出的问
题，并承诺与公共卫生机构联系，以推迟研
究开始的时间。然而同时，由于大学内日程
紧迫、当地初步计划、交通安排、研究小组
的调动，尤其是研究人员对于这计划的巨大
积极性，使得研究人员备受压力。他们提出
理由是，采血才要求获得伦理审批，而收集

人口学数据则不需要。他们决定推迟临床检
查和采血，直到这个研究方案得到修订和批
准为止，但与此同时，访问该社区、进行调
查研究和建立摄影数据库则照常进行。事实
上，研究人员把这看作是一个开始与社区建
立信任关系的时机，一旦得到研究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这有助于获得受试者对血液采集
的同意。

调查开始三天后，某一被选定进行调查
的家庭的一位 5 岁孩子感染了脑膜炎。社区
成员责备研究人员，称当地农民正在利用照
片通过巫术伤害这个部落。

问题:
1、研究人员认为收集人口学信息不要

求伦理批准，这是否正确? 为什么正确或不
正确?

2、研究人员的做法是否属于 “科学的
不端行为”?

3、当对待少数民族或孤立的族群时，
应该有哪些特殊的伦理关注? 伦理委员会所
能采取的保障措施是什么?

4、采集血样以了解遗传特征可能如何
伤害该人群?

5、能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这项研究使
该人群受益?

6、如何避免 5 岁孩子生病这类事件的
发生? 如果有的话，在研究期间，研究人员
对于任何生病的孩子有什么义务?

根据 Dirce Guilhem 博士和 Fabio Zicker
博士撰写的案例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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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引言: 科学和伦理学上合理的研究设计

在研究伦理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是，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应该评估他们所审
查的研究方案的科学合理性。研究伦理委员
会通常有这一责任 ( 尽管也可能有为此建
立的科学审查委员会) ，但它们履行这一责
任的方式往往遭到研究者的严厉批评。因此
将这个问题分成两个独立问题可能会有
帮助:

● 按照科学角度看一个研究方案的设计
有多好，是否是一个伦理学关注的问题?

● 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是评判一个研究
方案设计科学上优缺点的合适机构?

将科学设计与伦理学相结合

仅当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对社会 ( 即科
学知识总体或未来的患者或全社会) 或对
受试者本身有补偿性的益处时，将受试者暴
露于身体或社会伤害、不适，或不便，才能
得到辩护。如果一项研究的设计非常糟糕，
不能从中获得什么，那就不应该开展这项研
究。有一句话说，不符合科学的必定是不符
合伦理的 ( bad science is bad ethics) 。

然而，科学上合理的设计不足以判定一
项研究符合伦理要求。在一些最残忍、最不
人道的实验中科学家用科学上的必要性来为
这种研究作辩护。然而，即便他们这种观点
是正确的，即除非将受试者暴露于不人道的
环境，否则将无法获得所谋求的知识，那么
他们本应得出 ( 但却未得出) 的结论是，

进行这种研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人们
不应获取这类知识。 ( 对于后续的研究者而
言这一结论本身引起了一个伦理困境: 考虑
到研究结果无法从伦理学上可接受的其他来
源获得，依靠或援引这些科学上看似有效但
其结果却源于不符合伦理的研究，这在伦理
学上是否可被接受?)

更为常见的问题是，尽管研究设计并没
有明显地违反伦理 ( 或人权) 规范，一个
科学上合理的设计是否会引发伦理学的思
考。例如有一项研究设计从科学角度而言或
许是令人满意的，甚或是最优的，但用另一
种不同的设计有可能避免或减轻受试者的负
担。如果这种备选设计能够产生在科学上等
价的结果，那么这种能减轻对受试者风险的
备选设计便是伦理学上所必须要求的。但是
如果这项备选设计降低了研究的科学价值
呢? 例如，某项研究设计或能够提供数据以
定论性地证明 ( 或反驳) 某一研究假说，
而另一种设计给受试者带来的负担较轻，但
却可能无法得出如前试验设计一般的决定性
的证据。如果这种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科学
证据不足以确保疾病诊断或治疗的确定性，
那该怎么办? 如果不能诊断或治疗这种疾病
就将导致死亡，又怎么办? 如果这种疾病仅
轻度致残，而非残疾或致死，是否会改变人
们的结论? 如果这种疾病使儿童致死，而成
人不会，又怎么办? 正如这一例子所表明的
那样，一旦人们承认科学的设计也能引起伦
理问题，人们就会不得不权衡这些来自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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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领域的价值。

在进行伦理审查时，应该由谁
来评估科学?

第二个问题 ( 应该由谁评估研究方案
的科学设计) 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纯粹的科学评估: 这个设计是否能够产生所
要的结果，是 “好科学”吗? 第二是从伦
理学的角度来评价设计: 它采取的方法是否
在本质上不合伦理，是否可用使受试者遭受
较轻伤害的设计产生同样的结果? 第三是做
出一个决定，即研究可能的结果是否因为在
科学上更好，是否因为其完全优于给受试者
带来更小负担或风险的试验设计，而值得受
试者承受负担或风险。无疑，就审查研究方
案的研究伦理委员会的责任而言，第二和第
三项是中心任务。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得到
授权完成第一项任务更像是一个实际问题，
而不是一个道德原则问题。拥有同行评议和
监督经验的科研机构可依靠专家团体对所进
行的科研提供独立的科学审查，其经验远胜
于研究伦理委员会所能及。而且，研究伦理
委员会如果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而去承担这
种功能，可能会以错误的理由阻碍或更改所
研究提案。如果研究机构有充分资源将科学
审查与伦理审查分开，这样一种分工有若干
优点。

但在资源有限的地方，例如常在发展
中国家，研究机构也许不得不依靠研究伦
理委员会来对研究方案进行科学和伦理的
评估。即使资源不成问题，研究伦理委员
会的一位委员若发现研究设计存在重大缺
陷，如若不纠正该问题，依据良知他将不
予批准。为了确保研究伦理委员会尽可能
行事周密，它们通常应该包括一些这样的
委员，他们在研究设计方面有合适的背
景，或者能够根据需要向特别顾问咨询或
任命特别顾问。

特殊的设计问题: 安慰剂

研究设计中争论最为广泛的伦理问题大
概是使用“安慰剂对照”。安慰剂对照组中
的受试者接受的某种被视为药物或治疗的物
质，来代替“活性”或 “治疗”组的干预，
但实际上不包含活性药物成分或已知有治疗
作用的物质 ( 安慰剂) 。如果受试者被随机
分配到活性治疗或安慰剂组，以便消除两组
间的系统差异，那么治疗组 ( active) 与对
照组结果间的显著差异 ( 受益和伤害) 可
归因于活性治疗 ( active treatment) 的作用。

乍一看来，给一组提供新的 “治疗”，
而对另一组表面上什么也不做，这似乎很不
公平。但试验中在人身上测试一种新疗法的
基本原理是要通过各种方式相关证明。然
而，新疗法效果的好坏实际上未经证明。不
管研究者 ( 以及受试者) 的希望和期望可
能如何 ( 例如一种试验药物将被证明有效
且没有严重不良效应) ，现实是在试验完成
之前，新疗法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明。在此
之前，将这种干预用于患者的任何决定都是
基于预测或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而不是基
于科学证据。 ( 当然，很多也可能是大多数
常规临床中使用的治疗方法从未接受过科学
的检验。) 在此情况下一个没有偏见的专家
对于新的疗法是否优于不治疗 ( 安慰
剂) 确实不确定，这种情况被称为 “临床
均势”。

当已存在有效的疗法可用以治疗同样的
病情，此时再为使用安慰剂而辩护是十分困
难的，因为理论上检验一种新疗法可用现行
的疗法作对照组而非安慰剂。根据国际医学
科学组织理事会 ( CIOMS) 制订的 《涉及
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作为
一般规则，在诊断、治疗、预防性干预试验
中，对照组的受试者应该接受一种已证明有
效的干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另外一
种对比措施，如安慰剂或 ‘无治疗’，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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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上是可以接受的。”［1］《赫尔辛基宣言》
第 29 条告诫慎用安慰剂，建议仅在特定境
况下使用［2］。然而，不同人群支持使用安
慰剂的原因各不相同:

● 有些研究方法学专家怀疑所谓一对一
的新旧疗法的试验价值，因为对这些结果的
评价是成问题的。

● 有些试验赞助者也许偏爱安慰剂的设
计，因为他们只需显示其新产品是安全而有
效的 ( 即优于零干预) ，而非优于已经批准
和使用的产品。

● 当某一治疗方案在研究所在国不可
得或不可及时，安慰剂对照最可能引起伦
理学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以在该国现
有的治疗就是 “不治疗”为由使用安慰剂
来试验新药是否可以得到辩护? 这关系到
另一个伦理问题-假设试验的新药是有效
的，最初的受试人群或国家也会因为该药
昂贵而买不起，那么试验这种新药能否得
到辩护?

避免这一困境的一个办法是仅限于在
真正存在均势的地方，即当没有根据去区
分试验组和安慰剂对照组的预期净受益
时，才设计安慰剂对照［3］。一位将患者-
受试者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医生
-科研人员，此时能够明确地断定患者的
福祉并未因科学而受到危害［4］。然而，
有些评论者坚持认为，这种均势是罕见
的，所以很少允许安慰剂对照试验的进
行，有些人甚至持更强烈的态度争论，在
许多临床试验中，如果不带感情地看待事
实 ( 而非在已经对新疗法的好处深信不
疑的人看来 ) ，真正的均势根本不会存
在。另有批评者认为，如果在科学上必要
的，即使真正的均势相对并不常见，这不
应成为设计安慰剂对照的阻碍。然而，后
一种观点要求研究者放弃这种主张，即绝
不为了科学而危害受试者的福祉。

在许多情况下，研究者有一个抉择: 如
果他们愿意在成本、时间和资源方面作出让

步，他们可以避免安慰剂对照设计。与其他
的研究设计相比，安慰剂对照试验可以更
快、成本更低且招募更少的受试者，在既定
水平内确定某项研究假说。出于这些原因，
一家关注成本并要求产品更快上市的制药公
司可能更被安慰剂设计 ( placebo design) 所
吸引; 同样，一位医生-研究者也可能偏爱
安慰剂设计，因为他想使尽可能少的患者暴
露于试验的固有风险中。研究伦理委员会必
须确定这些有利条件是否能对在研究中设立
安慰剂对照组予以辩护。

特殊的设计问题: 误导研究

参照目前的伦理指南将试验的新药与目
前有效的疗法进行比较，制药公司往往会以
某种方式来设计试验，以确保它们的产品通
过试验。这可以通过设计不充分的盲法，或
进行错误的分析，或不正确使用对比药物或
使用无效剂量而实现。这些所谓波利安娜
( Pollyanna) 的设计是在营销中而非科学中
的欺骗。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
如果所递交的研究方案在其他伦理方面似乎
是合适的? 狭义地理解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作
用会将其注意力局限于试验对受试者的影响
方面，而忽视科研设计中更为广泛的伦理
问题。

特殊的设计问题: 观察自然实验

保护受试者的福祉是研究伦理学关注的
中心，这对评价研究者在所谓自然实验中的
责任，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伦理上的顾忌能
够防止研究者将受试者置于危重疾病的风险
之中，但仍有偶然的机会考察当风险在无研
究人员干预的情况下发生时将会怎样。假设
有一群人生活在高原地区，他们对疟疾缺乏
免疫力，后迁移到疟疾流行的低地。研究者
可能希望监测他们的情况，并在这种情况下
尝试某些干预措施。这种研究设计在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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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近的UNAIDS /WHO: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 Guidelines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生物医学艾

滋病预防试验准则) 建议将妇女和儿童纳入试验，并讨论了在伦理学上如何做。参阅 UNAIDS /WHO: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UNAIDS /WHO guidance document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生物医学艾滋病

预防试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文件) ，Geneva，Switzerland: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IDS

( UNAIDS)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unaids /2007 /9789291736256_eng． pdf ( 2008

年 8月 25日查阅)

是否可以接受，或研究者是否应该采用现存
一切可得的手段来保护这一人群免于患上疟
疾，即使这样做将不可能再进行研究?

另一个案例: 在一个医疗单位中有两组
医生治疗某一严重疾病，他们各自偏爱不同
的治疗方法。医生-研究者建议对治疗结果
进行比较研究，但不告知患者他们正在参加
一个比较试验。由于每一组医生强烈偏爱一
种治疗远胜于另一种治疗，他们相信均势并
不存在。研究者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差的治
疗是患者选择医生的结果，而非研究者的责
任。这是否聪明地利用了有效的机会来获得
否则或许需要进行不合伦理的实验才能获得
的可比较的数据 ( 包括在不存在均势时的
随机分配) ，还是研究者有义务来告知患者
有关的研究以及有关研究人员自己对两种治
疗方法的看法呢?

特殊的设计问题: 观察社区或
卫生系统中的常规做法

伦理问题可发生在观察性研究设计中，
除非给予特殊关注，这些伦理问题可能不会
引人注意。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人们从事日常
工作时观察他们，根据搜集的数据，得出如
何更好地提供卫生保健的解决方案。例如，
观察如何向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问题建议的
研究，可建议提供对青年更为友好的服务或
招募青年工作人员来增进工作人员与青少年
之间的互动。然而，研究数据可能实际表明，
有些医疗卫生人员态度粗鲁，他们的工作做
得不合适，或给服务对象提供了错误的建议。
在研究方案中是否应该考虑并讨论这些情形

呢? 保护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人是否符合伦
理? 处理卫生系统的问题或处理充其量不过
是某个人疏忽行为是否是研究者的作用? 研
究伦理委员会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公平性、可及性和相干性问题

科学设计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不是一个研
究者在计划研究或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它时
需要考虑的唯一的伦理问题。其他两个问题
也很重要，尽管它们往往受到忽视。第一个
问题是，每当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计划
时，它们是否应该关注受试者的入选标准是
否公平? 为什么选择特定的人群 ( 比方说，
选择公立医院的患者，而不是去私立医生那
里看病的患者) ，而在此人群中，纳入和排
除标准是否不仅在科学上合理而且没有社会
偏见? 从公正的观点看，研究不应该将其固
有的风险和负担强加于任意选择的一组人身
上，尤其是最不能避免这种强加的人。例如，
研究通常总是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社区进
行。同样，当研究组要求他们所在机构的护
士或学生参加时，研究伦理委员会需要警惕
可能产生的强迫问题。另一方面，在过去妇
女 ( 尤其育龄期妇女) 和儿童通常被排除在
研究之外，主要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人们认为保护就是意味着将他们排除在研究
之外。由于不得不从男性受试者的试验中推
测出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治疗，对妇女和儿童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知之甚少，致使对妇
女儿童的治疗类似于不受控制的试验①。

涉及研究设计的第二个伦理问题超越了
科学可靠性，与研究的目的有关。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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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是，通过将少数人暴露于伤害之中
( 或不使之受益) 的对照研究，以发展有关
干预措施的效果的可靠知识，这比在缺乏这
种知识时就采用新疗法，使全体人群遭受这
些风险要好。尤其是当研究涉及开发新疗法
时，对受试者参加临床试验的补偿是，他们
有可能因参加试验而直接受益 ( 虽然这种
受益绝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或对研究的辩
护，反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产生新的知
识) 。但是这种参加的框架是，一旦试验结
束并且知道这种干预是安全和有效的，则将
产生真正的收益。按照这种逻辑，受试者必
须源自于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因为试验的
最终收益所带来的真实改变而受益，即能够
获及研究的成果。

由于另一原因，这个问题在国际研究中
尤其突出。例如当一位来自发达国家的赞助
者来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如
果这个药物在试验后仅能 ( 或主要) 为发
达国家患者可得，那就需要问: 在发展中国
家进行这种研究是否合适? 国际合作研究的
伦理指南强调，为了使研究合乎伦理，研究
必须与研究所在的国家的需要相干。然而，
指导文件在如何确保这一点上不大明确。研
究伦理委员会能否并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或
者需要在更高层次由负责健康、研究和国际
事务的政府部门 ( 当他们决定是否允许外
国研究机构来到本国进行临床试验时) 来
处理这些问题? 有些评论者曾建议对该问
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试验赞助者
( sponsor) 与东道国政府之间事先的协议。
从伦理学角度看，在这种协商中哪些目的是
合适的? 东道国政府是否应该断然拒绝其目
的不是开发影响本国人群主要疾病负担预防
和治疗的研究，还是即便研究不会使该国大
多数人获得受试药物，其政府亦可以正当地
允许它的人民志愿成为受试者 ( 有人说他
们是“人类豚鼠”) ? 如果试验的申办方作
为对该国的补偿，向当地政府提供被认为有
更大价值的其他好处，那又该怎么办呢?

研究伦理委员会在评估研究设计
伦理 ( 包括科学) 方面的作用

对研究伦理委员会评估涉及人类受试者
的研究设计的第一个要求是，要确保委员会
完全理解研究方案的设计: 该项研究设法获
得什么样的信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以及
所选择的设计相比于其他可供选择的设计会
对受试者有什么样的效应。如果设计将风险
或其他负担加于受试者身上而没有潜在受益
作为补偿，研究伦理委员会就可设法判定，
是否可用另一种不同的设计，既可以获得类
似的信息，又可以减轻受试者的负担或限制
暴露于风险的人数。在设计上科学的优缺点
与受试者的福祉之间进行权衡，不是靠简单
分门别类地加以解决; 正如研究伦理委员会
权限之内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这不是一个
遵章办事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判断的问
题。在除非有损研究的科学诚信否则无法减
轻对受试者负担的情况下，研究伦理委员会
必须权衡这种负担与对社会的潜在受益。当
然，在有些情况下，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认
为负担是如此之大，任何的社会受益也不能
为这项研究辩护。研究伦理委员会也必须确
保公平地选择受试者。受试者是否已经真正
理解对其的要求在这个判断中或许非常重
要。最后，伦理审查委员会必须决定，对研
究设计的评估是否严格根据它们对受试者的
影响，还是也应该考虑更为宽广的问题，例
如该项研究与现存知识总体的相干性或与研
究目标人群健康需要的相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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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重症儿童转诊

每年全球大约有 1000 万 5 岁以下的儿
童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70%的死亡是由于急性呼吸系统感染、腹
泻、疟疾、麻疹、营养不良或若干上述疾病
一并导致的。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
会 ( UNICEF) 于 1992 年制定了儿童病症综
合管理 (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Child-
hood Illness，IMCI) 策略，旨在降低与儿童
主要病因相关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为了实现
上述目标，IMCI 希望在所有医疗层级 ( 从
家庭到诊所再到医院) 制定一系列儿童疾
病管理的通用指南。然后各国可将这些指南
应用于各自具体的实践中。

在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这样一项研究，
该研究着眼于考察由初级医疗机构 ( 乡
村诊所、卫生医疗站 ) 转诊到医院的重
症儿童的数量和预后。该研究的目的在于
确定 :

● 由卫生工作人员根据 IMCI 指南将在
初级医疗机构看病的 5 岁以下患儿紧急转诊
到医院的百分比;

● 由卫生工作人员转诊成功的患儿百
分比;

● 由医院医生判断需要住院的患儿的百
分比;

● 明确当初级医疗机构卫生人员判断患
儿需要紧急转院时限制患儿转诊的重要
因素。

研究者采用一项前瞻性研究设计来监
测那些需要转诊的儿童对医院治疗的可及

性，并确定可能促进或限制这种可及性的
因素。除了从初级医疗机构记录收集转院
和住院的定量数据外，研究者也计划去访
谈转院患儿的医护人员。他们相信这将为
他们提供有关医院可及性和治疗预后的重
要补充信息。

研究者发现，将这些访谈推迟至患儿
病症进程后期，可能会导致患儿医护人员
对医院治疗可及性的回忆产生偏差。因
此，将会在初级医疗机构进行简短的初步
访谈，询问医护人员有关他们对获及医院
治疗的理解和经历。然而，为了避免妨碍
需要紧急治疗的患儿转诊，研究人员计划
随后进行家庭随访，以便更深入地对患儿
的医护人员进行访谈。这些访谈在尚未住
进医院的患儿转诊后的第三天进行; 转诊
患儿的医护人员将在转诊入院方面得到帮
助。对转诊两天之内就已入院的患儿，家
庭随访和对医护人员访谈将于去初级医疗
机构看病的两周内进行。

问题:
1、这项研究是否产生伦理学困境?
2、研究人员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初级

医疗机构与患儿的医护人员的交流，会使
研究者负有义务向研究对象提供帮助吗，
而这些帮助对于研究对象而言本是不可
得的?

3、如果有的话，应该向患儿的医护人
员提供何种类型的帮助? 如果一旦这项研究
结束，这种帮助将不会持续下去，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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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予医护人员金钱上或其他有助于患儿
转诊入院的帮助吗?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

卫生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尔曼生命
伦理研究所 Nancy Kass 和 Joan Atkinson 提
供的“重症患儿转诊”案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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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就安全的性行为进行协商

J博士是一位在某西非国家有丰富经
验的欧洲人类学家，她在该国设计了一项
研究，以考查涉及性交易的妇女是否及如
何与她们的男性伴协商使用安全套的。这
种行为的资料可能有助于降低 HIV /AIDS
在该人群中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调查了城
市娱乐场所 ( 即酒吧、酒类专卖店和迪
斯科舞厅) 内和周围的性交易。J 博士担
心 : 如果直接询问这些妇女，她们也许不
会提供有关安全套使用的真实答案。因
此，这项研究使用了一种依靠欺骗观察受
试 者 ( participant-observation ) 的 方 法。
研究助理们假扮男性 “顾客”，他们经过
训练，进行监测，每天汇报情况。他们在
这些场所随意地遇到这些妇女，表面上是
“就性交易协商”，问这些妇女如何、为
什么以及与谁进行性交易。在他们完成
“交易”之前，另一位假顾客进行干预，
给前一位研究助理提供一个不发生性关系
的借口。

J博士将她的研究计划书递交到该国
卫生部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事先的
审查和批准。该委员会成员的结论是，这
项研究将得到相关妇女对 HIV /AIDS 的看
法，她们的性行为，以及她们在安全套协
商技巧等方面的可靠信息，这些信息将为
更好的决策提供基础。然而，委员会的一
些成员担心，这些假顾客将 “浪费”这
些妇女的时间，使她们蒙受经济损失。因

此，该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决定批准这个
研究，条件是这些假顾客要给这些妇女留
下一些钱来补偿这些妇女 “失去的机
会”。

然而，当描述这种实地调查方法、结
果及伦理含义的一篇文章递交给一家国际
期刊时，审稿人和编辑判断，尽管得到研
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但这些假顾客
误导了受试者，这种研究方法违反了伦理
准则。当得知这一点时，委员会成员重申
了他们对于该项研究的支持; 他们认为他
们不理会 “西方的”准则是可以得到辩
护的。

问题:
1、J 博士的研究设计能得到辩护吗?

不管你认为这个研究设计能否得到辩护，有
无另一个研究设计能够产生与此研究设计一
样好或更好的结果吗?

2、在使用同样的研究设计的情况下，
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能向研究者提供其他什
么建议以改善该项研究?

3、如果卫生部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
发现，这项研究在伦理上能得到辩护而且是
有用的，从而批准该项研究，那么这家期刊
是否应该接受发表该文章，而不是采取研究
人员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同意的伦理
准则?

4、国际伦理准则建议，一旦研究结束，
就应该告知受试者研究结果，并且应该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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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研究结果以及他们可能的受益。在这
个案例中，当将研究结果传达给受试者时，
可能产生什么问题呢?

参考文献: van der Geest S. Confidentiality
and Pseudonyms: A Fieldwork Dilemma from
Ghana. Anthropology Today 2003，19: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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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治疗建议的调查

东南亚国家一家传染病医院的一位研究
者想要知道药品销售商和制药公司为治疗腹
泻建议什么样的药方，以便为药品销售商和
患者编写培训材料。

这位研究者相信，如果他在访谈药品销
售商前亮明自己的身份，后者不会如实回答
他，因此决定采取需要欺骗的研究方法。他
建议雇用 4 个年轻男子，穿着村民的衣服，
分别接近一些药品销售商，询问他们对家里
2 岁男孩发烧和绿色水样腹泻的治疗建议。
然后，这些男子购买了药品销售商推荐的药
物。他计划让这 4 个男子继续调查 1 周，每
人访问 6 家商店。在随后的报告中不会使这
些商店被辨认出来。药品销售商全然不知购
药者的真实目的或身份，他们也没有觉察到
他们自己在这项研究中地位是匿名的、未表
示同意的受试者。

在采购 1 周后，将所购药品分类，写出
书面报告。如果药品销售商推荐的药物置顾
客于风险之中，这位研究者就会对药品销售

商进行教育。
问题:
1、药品销售商是否有权知道他们是一

项研究的受试者? 这项研究是否违反了这项
权利，有鉴于这种违反，这项研究是否不合
伦理?

2、研究者对其推荐置顾客于风险之中
的药品销售商进行干预，是否合乎伦理? 如
果他们的推荐置顾客于更大的风险之中，那
该怎么办? 研究人员有干预的伦理义务吗，
研究者通过哪些研究获得了这些具体的
信息?

3、对药品销售商的风险是什么? 对该
社区的潜在受益是什么? 这些受益的前景能
为这些风险辩护吗?

4、在 1 周之久的购药调查完成之后，
研究者是否应该回来向药品销售商进行通
报，即对该项研究进行介绍，并说明他们行
动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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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新的乙型肝炎病毒疫苗试验

乙型肝炎 ( HBV) 是五种肝炎病毒中最
严重的一种，因为乙型肝炎能造成终身感染，
使得患者有很高风险死于肝硬化和肝
癌———每年约 100万患者死于肝硬化和肝癌。

在发展中国家，慢性乙型肝炎感染是最
常见的，在那里大多数人通过围产期的母婴
传播或儿童间的传播，在儿童期感染此病
毒。乙型肝炎疫苗能很有效地预防慢性乙型
肝炎感染的发生，但较高的成本使得发生率
高但收入低的国家无法为儿童提供普遍的疫
苗接种。

两种通常类型的乙型肝炎疫苗，即血源
疫苗和重组疫苗，已得到广泛使用。但这些
疫苗中使用的免疫原 ( HBsAg，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 的来源不同。血源疫苗的乙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来自慢性感染乙型肝炎
病毒的人的血清。生产重组疫苗使用重组
DNA技术，获得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纯度高且是灭活的。

血源乙型肝炎疫苗表现出很高的免疫
性，对于婴儿、儿童及成年人乙型肝炎的急
性或慢性感染的预防均有效。但自从 1981
年第一例报告的 HIV 感染以来，人们越发
关注血源疫苗的安全性。然而，已证明新一
代重组疫苗在预防乙型肝炎感染方面与血源
疫苗同样有效，同时避免了潜在的 HIV 传
播，以及与血源疫苗相关的其他未知作用
因素。

北美的一家公司研发出一种新型重组乙
型肝炎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表明该疫苗

是安全的，Ⅲ期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表明，
对儿童和成年人有很好的免疫功效和安全
性。亚洲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发地区，
亚洲一个大国的政府已经批准了在其管辖范
围内进行疫苗临床试验的申请。该国一座最
大城市的一家研究机构已获得资源，拟开展
一项随机双盲的研究。这项研究设立了一个
试验组和两个对照组，试验组使用重组乙型
肝炎病毒疫苗，其中一个对照组使用血源乙
型肝炎病毒疫苗，另一个对照组使用安
慰剂。

这座城市的四家医院招募了 240 个婴
儿，他们母亲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均呈
阳性，因此他们有很大风险被感染。研究人
员向婴儿的父母介绍了这项研究的情况，并
解释了研究的目的和程序。对于每个婴儿，
至少需要父母中一位的允许才能参加研究。
婴儿在出生时接种疫苗，并在 1 个月和 6 个
月后再次接种。产后 7 个月，研究人员随访
每位受试的婴儿，以评价疫苗的安全性和保
护性功效。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乙型肝炎病
毒疫苗的免疫接种仍需付费，并未纳入该国
的扩大免疫规划 ( Expanded Programme on
Immunization) 之中。这座城市坐落于这个
国家最发达的地区，其乙型肝炎病毒疫苗的
覆盖率却低于 20%。

问题:
1、由于 80%的当地儿童未参加这项临

床试验，他们没有另外机会接种乙型肝炎病
毒疫苗，那么设立安慰剂对照组是否符合

44 第二章 引言: 科学和伦理学上合理的研究设计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伦理?
2、如果你认为该项研究没有满足目前

的伦理标准，那么如何改进才能使这项研究
符合标准?

3、研究人员获得婴儿父母中一位的同
意，是否充分? 在婴儿参加疫苗试验前，是
否应该获得两位父母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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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HIV阳性人群的肺结核预防

虽然本案例是根据十余年前的研究结果
整理的。将之收录于此是因为现代的临床试
验仍出现了类似的伦理问题。

肺结核 ( TB) 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
的肺部疾病，如同普通感冒一样，其传播是
通过病菌从感染者转移到未感染者。许多感
染了肺结核病菌即结核杆菌的患者，他们的
免疫系统会 “围堵”细菌，从而使疾病潜
伏数年之久。免疫系统的任何弱化都会增加
肺结核发病的可能性。约 5% ～ 10%的结核
杆菌感染者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发展为活动
性肺结核; 对于 HIV 阳性人群，这种概率
要高得多。事实上，肺结核是 HIV 阳性人
群的主要死亡原因。

异烟肼 ( INH) 、利福平和吡嗪酰胺是
安全有效的抗结核药物，是世界范围内治疗
活性肺结核的常用药物。对于有潜伏性
( 非活性) 肺结核感染的 HIV 阴性的人来
说，异烟肼是结核易感人群预防肺结核的推
荐标准疗法。使用异烟肼预防肺结核的情况
随国家而异，取决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政
策、鉴定高风险个体的能力和医疗卫生系统
的处置能力。1994 年，美国胸腔协会和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规定，在美国应该给予伴
有潜伏性肺结核感染的 HIV 感染者异烟肼
预防治疗。当时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制定
这样的国家政策。

异烟肼预防疗法通常疗程是 6 ～ 12 个
月，因此，许多人已经讨论了一种疗程较短
的疗法，以改善人们遵守预防治疗的行为。

从 1993 年到 1995 年，北美某一大学的研究
人员与非洲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对两种疗程
较短 ( 但也更昂贵) 的疗法预防 HIV 感染
的成年人罹患肺结核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
了评价。他们也关注在肺结核反复感染的高
风险环境里，肺结核预防治疗是否有效。为
此在 3000 名非洲 HIV 阳性、无肺结核但经
判定位高患病风险的成年人中，开展了一项
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人员随机分
配给受试者四种疗法中的一种: 安慰剂
( 对照组) ; 每天服用异烟肼持续 6 个月
( 标准疗法组) ; 每天服用异烟肼和利福平
持续 3 个月 ( 试验组 1 ) ; 或每天服用异烟
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持续 3 个月 ( 试验
组 2) 。选择安慰剂设计基于以下原因: 虽
然已知异烟肼对 HIV 阴性者预防肺结核安
全有效，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常规服用的，但
研究人员假定，对于 HIV 阳性的人它也许
不安全，“因为 HIV感染引起药物超敏反应
加强”，且也可能由于重复感染而无效。受
试者每月接受研究药物的供应，自己服药。
所有受试者在筛选和参加试验之前，都给予
口头知情同意。这项研究按计划将对受试者
随访至少 3 年。

问题:
1、这项研究中使用安慰剂可以得到辩

护吗? 请解释。
2、在“不治疗”作为标准治疗的情况

下，使用安慰剂与和简单地不予治疗，在伦
理学上有怎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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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到多药疗法即使同样有效，也
比单独服用异烟肼贵得多，因而对大多数贫
困人群来说是负担不起或不可及的，那么这
项研究应该在非洲进行吗? 这项研究是否本
来就应该在治疗成本不成问题的国家里

进行?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

生学院和贝尔曼伦理研究所 Joan Atkinson 和
Nancy Kass 撰写的 “Placebo and TB ( 安慰
剂和结核病)”案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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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疟疾疫苗的研发

过去 10 年间，疟疾发生率上升之快令
人担忧，以至于被认为一种重新出现的疾
病。仅在 2006 年，预计在全球 2. 5 ～ 3 亿
病例中，有近 100 万人死亡。死者多为儿
童: 疟疾每 30 秒杀死一个儿童。90%以上
的疟疾总发病率和绝大多数的疟疾死亡病
例都来自热带非洲国家。致使全球疟疾疫
情恶化的因素包括耐药菌株的传播，战乱
频仍迫使人们流离失所，资金严重不足致
使不能实施病媒介控制 ( vector control) 计
划和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以及降雨模式
( rainfall pattern) 的变化。

由于疟疾集中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这些国家缺少完善可及的医疗卫生基础设
施，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来看，即使每个患
者的医疗成本已经很低，大多数需要疟疾快
速诊断和治疗的人们依然无法获及。从历史
角度看，疫苗是控制传染病最具成效且可行
的方法之一。因此，许多疟疾研究致力于研
发有效疫苗。目前的努力集中于 DNA技术，
这种 DNA技术可在疟疾感染的不同阶段诱
发免疫反应。任何有效的干预措施，不管是
预防性的还是治疗性的，必须是经济且易于
管理和维持。

北美某所大学正在设计一项试验，以检验
多级 DNA 疫苗 ( multi-stage DNA vaccine )。
在美国进行的初步研究令人鼓舞; 人类受试者
的免疫状况表明有产生明显免疫反应的证
据，并且在北美志愿者身上进行的攻毒试验
( Experimental challenge studies) 已经启动。

由于急需尽早找到有效疫苗，大规模的Ⅱ期
期和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计划之中。如果发现
疫苗在疟疾流行区有效，它有可能拯救数百
万人的生命。

撒哈拉以南非洲某疟疾流行的国家已表
示有兴趣参加该疫苗研究。非洲和北美的研
究人员开始通力合作，设计研究方案来评估
疫苗在降低 5 岁以下儿童，尤其是对婴儿疟
疾死亡率的功效。人们认为，疫苗通过两种
可能的方式发挥作用: 首先，它可使个体对
疟疾完全免疫。其次，它也许不能阻止罹患
疟疾，但它可以防止感染者恶化和 /或死亡;
也就是说，被免疫儿童可能会患上一种轻症
疟疾。

该国某一人口约 15 万的地区已建立一
个非常有效的流行病监测系统。经过训练的
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每三个月对该地区挨村挨
户进行信息采集，记录所有的出生、死亡、
主要疾病、结婚和人口流动数据。根据社区
卫生工作人员的报告，一个中心化、计算机
化的记录管理系统定时进行更新。同时，该
地区的大多数村庄遥远偏僻，只有四个保健
站为整个人群服务。此外，除了沉重的疟疾
负担 ( 因该疾病损失 18%的年收入) 之外，
受训的保健人员、实验室设施和药物都极为
短缺。在研究所在地区 5 岁以下的儿童平均
每年疟疾发作 6 次; 受尽折磨的儿童和婴儿
通常在病症进展后 72 小时内死亡。

研究人员计划从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收集
的数据库中随机选择潜在受试者 ( 5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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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进行疫苗试验。疫苗研究小组将访
问每个家庭，对研究进行解释，从合适的医
护人员 ( cargiver) 那里获得知情同意，用
双盲法给家长同意参加的儿童服用疫苗或安
慰剂。接种疫苗的风险很小，潜在的受益是
预防疟疾所致的疾病和死亡。然后小组人员
将离开这个村庄而不采取任何其他干预措
施。后续的由疟疾致病和死亡的数据，将使
用已建立的中心化数据库的信息被动收集，
以及由社区卫生工作人员进行定期主动监
测。对现行医疗卫生结构的影响将是最
低的。

由于没有明确规定的免疫标志物来测定
抗疟疾的免疫保护作用，并且死亡率仍是最
重要的结局变量，该项研究将把死亡人数
( 以及在医疗记录和死因推断法许可范围内
因疟疾所致的死亡数) 作为研究终点。实
际上，这意味着，在缺乏死亡率替代标志物
的情况下，研究人员不可能对所研究村庄疟
疾传播的 “自然”后果进行干预。然而，
研究人员明白，由于研究本身的存在，费用
相对较低，有可能在研究人群中避免所有或
几乎所有因疟疾导致的死亡。然而，如果他
们把研究人群中所有疟疾病例加以鉴定和治
疗，他们就不可能测定疫苗的效用 ( effica-
cy) ，当然检测疫苗的效用才是该研究进行
的全部理由。

问题:
1、在这种情境下使用安慰剂是否合适?

有没有一种更合适的设计? 如果你是研究伦
理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你会批准这项研究
吗? 为什么批准? 为什么不批准? 你是根据
什么作出决定的?

2、研究人员应该为社区的疟疾病例提
供治疗吗? 如果是，要为参加研究的整个村
庄提供治疗吗? 还是仅对患疟疾的婴儿提供
治疗?

3、研究人员对受试者或他们的家庭成
员，负有其他的医疗义务吗?

4、死亡数是疫苗成功的唯一重要的指
标吗? 考虑到在大多病例中疟疾诊断是推定
性的，并用死因推断法来确定死亡原因，那
么这项试验可得到辩护吗?

5、有时伦理考量可能影响研究设计。
在这项研究中，改善疟疾护理和治疗的伦理
义务是怎样影响研究设计的?

6、此案例并未说明研究的所在国伦理
审查的相关要求。如果北美的合作者认为在
美国进行的审查已经很充分了，那么东道国
应该做什么? 在东道国，谁有伦理义务确保
当地的委员会———研究人员、政府卫生管理
人员、公共卫生当局、监管机构或其他人员
进行审查的质量? 如果东道国不具备提供伦
理监管的能力，还有哪些选择?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
生学院和贝尔曼伦理研究所 Nancy Kass 和
Liza Dawson编写的 “Malaria Vaccine ( 疟疾
疫苗)”案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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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① 这里所使用的“种族” ( race) 指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由共同的血统或来源联系起来的。

② 这里所使用的“ethnicity” ( 族群特性) 指的是，一个有共同的血统或来源的群体所分享的文化和 /或集体的身份。

应该将种族列为风险因素吗?

南非国家最大一所综合医院的性传播感
染 ( STI，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 门
诊的记录表明，在性传播感染病例中，把自
己归属于 “有色人种”的那部分人是把自
己归属于 “黑人”的那部分人的两倍。与
之相对照，对于在该医院门诊部看到的几乎
所有其他疾病，在每一种族和族群中某个疾
病的病例数与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是
成正比的。即使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后，在
性传播感染 ( STDI) 分布方面这种区别仍
然存在。

在该国独立以前，政府官员基于相貌、
出身、语言和行为等因素将个人分属于 4 个
种族类别中的一种———黑人、白人、有色人
种，以及亚洲人。自从该国独立以后，个人
属于这些种族群体之一，或属于一个新的种
群“其他”的资格，是自我归属的。如果
当局怀疑他们的自我鉴定为某一种群是为了
获得某种特殊的好处，当局可调查这个人的
自我分类。

STI门诊的主任 Chingana 博士认为，与
将自己鉴定为 “黑人”的人相比，把自己
鉴定为 “有色人种”的人群中不成比例的
病例数目反映了各群体对这些疾病的生物易
感性方面有差异: 然而，他对其中的潜在机
制并不确定。为了寻求支持这个假设的证
据，Chingana博士开展了一项调查，旨在把

STI的症状与一系列风险因素联系起来，包
括种族①和族群特性②。他向自己所在研究
所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他的研究方
案以待批准。

Johnson女士是委员会的社区代表，并
自我鉴定为有色人种，她反对在调查中把
种族作为一个目标因素。她论证说，有色
人群已经受够了种种陈词滥调的侮辱，把
他们当作一群淫乱的人，并对他们的医疗
卫生服务也不尽人意。她争辩说，有色人
群中更高比率的 STI 病例这一结果，只会
加深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另外，她怀疑
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有色人可能增加感
染 STI的风险，她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解释。
病菌在有色人群中的会表现得有所不同
吗? 它们在解剖学上不同吗? 她要从这个
问卷调查表中删除有关种族和族群 ( race
and ethnicity) 的问题。

Chingana博士争辩说，这个问题对这
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研究结
果可能表明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帮助制订
STI控制项目，从而降低有色人种中的高
感染率。

问题:
1、你同意 Chingana 博士或 Johnson 女

士的观点吗? 采取防范措施来阻止可能的污
名化，是研究人员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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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虑到种族分类是基于并仍将基于
政治的建构，应该在像这样的科学研究中使
用它们吗?

3、考虑到某一研究假设不应仅基于某

一模糊的概念，那么其来源于临床的记录信
息是否足以支持这一研究假设? Chingana 博
士本可如何改善其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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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① WHO建议感染 HIV的妇女在孩子出生后的 6 个月应用纯母乳喂养，除非替代性的哺育方式是可接受的、可行的、

可负担的、可持续的，并在此之前对她们和婴儿是安全的。如果满足这些标准，建议完全避免感染 HIV 的妇女进行母乳

喂养。WHO HIV and Infant Feeding Technical consultation． Consensus Statement． WHO HIV and Infant Feeding Technical con-

sultation． Consensus Statement． Geneva，Switzerland: Inter-agency Task Team ( IATT) on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s in Preg-

nant Women，Mothers and their Infants，2006．

预防 HIV母婴传播的短程 AZT疗法

HIV在怀孕和分娩期间垂直传播的风险
估计为 15% ～ 30%，其取决于若干因素，
包括母亲的患病阶段以及是否曾得到治疗。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最著名的预防母婴
HIV传播的方法是 “076 疗法”，或长程
AZT 疗法，这种疗法需要 HIV 阳性的孕妇
在怀孕期间的第 14 周至第 34 周，每日五次
口服 AZT ( 齐多夫定) ，并在分娩时接受静
脉注射。婴儿也需要在分娩后六周内，每日
四次口服 AZT。倘若不进行母乳喂养，这种
治疗方案可减少 HIV垂直传播约 68% ①。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公
共卫生专家在设计此项研究时认为，这种长
程“076”疗法不切实际，因为:

● 孕妇直到分娩前才开始进行产前检查
( prenatal visits) ;

● 大多数妇女并不在医院分娩，而在医
院分娩的妇女中在分娩时静脉输液又大多不
可行;

● 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多数
患者负担不起长程 AZT疗法的费用。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研究人员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太平洋地区计划进行
一系列多中心安慰剂对照试验以评价短程

AZT 疗法对于预防 HIV 垂直传播的功效。
参加试验的母亲们在产前 2 天接受 AZT 或
安慰剂的治疗; 婴儿在产后 2 天也接受 AZT
或安慰剂的治疗。研究人员并不确定短程疗
法是否与长程疗法同样有效; 然而，由于短
程疗法的费用远低于长程疗法，且短程疗法
更加符合这两个地区的分娩模式，增加了人
们对这种治疗的可及性。即使证明短程疗法
不如长程疗法那么有效，研究人员希望，当
不存在其他可行的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时，
短程疗法会被采纳为标准的预防性治疗。

研究人员提议使用安慰剂对照，是
由于:

● 在临床上相关的比较是与孕妇在当时
当地接受的治疗进行比较，可这种治疗在那
里根本是不治疗;

● 由于实际的和经济上的障碍，长程疗
法不会被广泛应用，因此研究所在国的当地
公共卫生官员认为在临床试验中提供长程疗
法给对照组是不符合伦理的;

● 由于短程疗法只需较短时间来完成，
研究所在国可在短程疗法被证明有效后立即
采用。

主要来自西方的批评者论证说，应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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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疗法而不是安慰剂给予对照组，
因为:

● 在对照组中使用安慰剂而不使用长程
疗法的决定，违反了 《赫尔辛基宣言》中
的明确规定［2］;

● 由于已经存在一项有效的疗法，他们
不会允许在自己国内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
因此研究人员使用双重标准; 并且

● 即使用积极对照而不是安慰剂对照需
要更长时间得出结果，并且更加昂贵，也要
设计排除安慰剂对照的试验。

问题:
1、如果非洲和亚太国家卫生当局宣布，

长程疗法已经证明的有效性与他们国家的需
要不相干且不切实际，那么捐赠机构的研究
伦理委员会是否仍然坚持对照组使用长程
疗法?

2、如果研究人员相信，AZT 短程疗法
是有效的，但疗效低于长程疗法，是否还应
该对短程疗法进行检验 ( 尽管对照组接受
长程疗法) ?

3、如果这项试验不能在高收入国家进
行，这是否理所当然会导致对治疗性干预的
双重标准?

根据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
院案例项目提供给公共卫生学院的案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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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① 一种长期用于治疗和预防疟疾的药物。随着时间的延续，疟原虫 Plasmodium falciparum ( 镰形疟原虫或恶性疟原

虫) 对氯喹普遍有耐药性。

② 有 4 种类型的人类疟疾———镰形疟原虫、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最为致命的疟疾感染是镰形疟

原虫，它与间日疟原虫最为常见。

③ 阿育吠陀 ( Ayurveda) 和悉达 ( Siddha) 是在印度被认可和注册的两种传统医药。阿育吠陀是基于草药制剂的应

用，悉达是基于金属制剂的应用。“阿育吠陀”一词，源自梵文字 yus，意为“生命”、“生命之源”和“长寿”，而 veda

一词，是“知识”体系的意思。阿育吠陀意指“长寿需要的知识”。按照阿育吠陀的原则，健康和疾病取决于是否存在

整个身体基质平衡状态，包括它本身不同成分之间的平衡。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可能扰乱自然平衡而引起疾病。这种

平衡的丧失可能是饮食杂乱无章、不良习惯和不守健康生活规则所致。治疗包括通过饮食恢复被扰乱的身心基质的平衡，

修正生活规律和行为，服用药物和求助于预防性疗法。引自 http: / / indianmedicine. nic. in /ayurveda. asp ( 2008 年 5 月 9 日

查阅)

试验一种治疗疟疾的阿育吠陀药物

疟疾是南亚许多地区的主要健康问题。
主要由于耐药性和氯喹① ( 氯喹是治疗镰形
和间日疟原虫所致疟疾②的通常疗法) 治疗
的失败，人们对探索新药、药物组合和 /或
抗这些疟疾病原体的本土药方产生很大
兴趣。

Ayush-64 是四种阿育吠陀药物的组合，
人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制成 500mg
片剂③。该药物组合在南亚获得专利并在国
家传统药物研究中心注册。Ayush-64 没有
经过任何动物毒理或临床前毒性研究，因为
它的单个成分在人体上的使用时间都已超过
数百年。这种方剂被传统医学执业医师用于
治疗疟疾已有数十年。20 多年前进行的一
项研究报告称，Ayush-64 对抗疟疾有效。
在原来的方剂研究中，允许临床确诊为疟疾
的患者参加，但评估标准并不统一，而且所
有病例或临床上的成功都没有得到实验室检
验的确认。因此，为了把 Ayush-64 引入国

家疟疾项目，重新对该药进行检验很有
必要。

在首都负责疟疾研究的中心监管新药
Ayush-64 的试验。在疟疾研究中心伦理审
查委员会批准这项研究后，这项研究在研究
中心和被选作研究地点的各国抗疟疾项目诊
所开始进行。患者来自 4 到 5 个城市周边地
区、社会经济条件差的村庄和重新安置的移
民地中，他们去这些诊所就诊。那些来到诊
所就诊、确诊感染了间日疟原虫的患者，如
果他们满足以下标准，就会被询问是否志愿
参加研究: 18 ～ 60 岁，血液中无性繁殖的
寄生虫少于 50 000 /μl，伴有发热或在过去
48 小时内有发热史。妊娠和哺乳期妇女、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患者以及就
诊前 7 天内服用抗疟药物者，被排除在研究
之外。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在提供书面知情
同意之后进行登记。

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疗法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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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 3 天内接受总剂量 1500mg 的氯喹，然
后接受 15mg /天伯氨喹［4］，连续 5 天。这是
该国推荐的治疗间日疟原虫疟疾的方法。另
一组接受每天 2 片 500mg Ayush-64，持续 5
天。患者对 Ayush-64 的反应要根据第 5 天
外周血涂片中寄生虫存在与否来判定。无反
应的患者再接受相同药物 2 天，之后如果还
是呈阳性，那么就将他们视为治疗失败，并
给予对照治疗 ( 氯喹然后伯氨喹) 。Ayush-
64 剂量同早期治疗剂量相一致。所有外周
涂片阴性的患者在第 7 天呈阳性，视为复
发。随后患者在诊所接受 28 天临床和寄生

虫治疗。对中途退出研究的患者不作随访。
问题:
1、在人类受试者中检验某种疗法需要

什么样的证据? 在检验 Ayush-64 的案例中
证据是否足够? 如果所说的疗法是传统疗
法，这种证据是否应该有所不同?

2、进行此项研究是否符合伦理? 为什
么是或不是? 这项研究设计所提出的伦理问
题是什么?

3、研究人员对退出研究的患者负有什
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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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① 以肠道尤其是结肠炎症为标志的种种症状，伴有腹痛、粪便常伴有血液和粘液。原因有化学物刺激、细菌、原虫

和寄生蠕虫。

② 一种用于治疗一系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

对使用传统药物治疗腹泻的评价

Hydrocotyle asiatica ( 中文名为 “雷公
根”或 “积雪草”———译者注 ) 或梵文
“thankuni”是南亚常用植物，将它晒干、
研磨并注入水后，据说对治疗血性腹泻有
效。 “Thankuni”是备受欢迎的传统药物
“ajorno”的主要成分， “ajorno”由当地一
家公司生产。该药物广泛可得，非常受人欢
迎，且十分便宜。一篇论文提示 “thanku-
ni”降低血性腹泻发生率，但该论文发表在
南亚一家非同行评议的传统医学研究所的期
刊上。然而，对此产品从未进行过临床研
究，也未确定其具体的化学成分。

此产品引起某一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Wabano博士兴趣，想要评价它的临床有效
性。目前痢疾①是南亚地区血性腹泻最常见
的原因，其治疗是补液和服用诺氟沙星②

( 一种在临床上有效的抗生素) 。然而，诺
氟沙星在大城市外往往不可得 ( 80%人口
在农村地区) 。即使可得，对许多人来说又
过于昂贵而负担不起。Wabano 博士考虑，
如果传统药物被证明有效，则由于其可得性
和费用低廉，这种疗法对所有人都更为
可及。

这位研究者向研究所的研究伦理委员会
递交了一份研究方案，他拟进行双盲研究来
比较“ajorno”和诺氟沙星的临床有效性和

杀菌效果。有痢疾史的住院或门诊就诊的成
年患者，在采用肛门试纸诊断为痢疾后，将
被随机分配到两个治疗组中的一个。粉末状
的“ajorno”将被置于胶囊中，因此与诺氟
沙星难以区分。

伦理审查委员会开会并投票不批准该项
研究方案，理由是:

●“Ajorno” ( 即 “thankuni”) 的具体
化学成分不明。

● 以前关于该药有效性的报道是就“血
性腹泻”而言的，可能包括许多疾病的诊
断，如痢疾和阿米巴病。

● 在有同行评议的期刊里未有研究论文
报道传统医药是有效的，也未提出一种认为
它有效的机制。

Wabano博士指出，确定这个传统药物
的所有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尝
试这样做，成本也将非常高。他认为，审
查委员会反对批准的人对传统医药持有偏
见，诋毁这个国家的本土科学，并且试图
将他们持有的 “西方偏见”强加于科学研
究上。

问题:
1、在你来看，研究伦理委员会对研

究方案的评估是正确的吗? 为什么? 委员
会可推荐一项可供选择的研究设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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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者指责委员会成员反对批准该
项研究是表明他们的决定有 “西方偏见”，
这正确吗?

3、如果这项研究按上述所说的那样得

到批准，委员会在评估设计的伦理范畴时是
否使用了双重标准?

4、在研究者与研究伦理委员会有分歧
的状况下，如何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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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孪生子的遗传学研究

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酒精依赖和自杀
意念在多大程度上由遗传因素引起，在多大
程度上由环境因素引起，仍是不清楚的。对
精神障碍进行前瞻性的双生子研究已经在发
达国家进行，但这种研究并未在发展中国家
进行。

来自欧洲和东南亚的合作研究人员设计
了一项人群孪生子研究，该研究在一个东南
亚国家进行，该国有很高的自杀率、酒精依
赖率和躯体型障碍率①。研究样本将包括
2000 对孪生子和 1000 位独生子，年龄都介
于 18 ～ 65 岁之间。唯一的排除标准是严重
的精神疾病和文盲。虽然主要的研究目标是
确定常见精神障碍的病因 ( 先天因素还是
后天因素) ，相关的二级目标是记录其流行
程度。

所有受试者都由受训的研究人员进行访
谈，对他们进行常见精神障碍的评估 ( 包
括焦虑、抑郁、物质依赖以及自杀意念) ，
并就重要生活事件、贫穷、学业不良以及早
年受虐待和 /或被忽视进行问卷调查。从受
试者那里采集的唯一生物学样本是对同性双
生子进行口腔拭子试验以便确定他们的孪生
状况 ( 纯合子还是杂合子) 。在将检测结果

告知受试者后，将 DNA 样本匿名化、编码
和储存。将从被访谈和被采集口腔试纸的受
试者那里获得知情同意。不会因占用他们的
时间而给他们补偿，在最初的访谈和评估后
也不提供随访。在评估期间，被诊断为患某
种精神障碍而需要治疗的受试者，将被转诊
到最近相应的医疗机构。按照当时的国家惯
例，如果发现他们有巨大的自杀风险或有严
重的精神疾患、缺乏理解力、欠缺同意治疗
的能力，将联系他们的近亲属，来维护他们
的健康和安全。

问题:
1、设计一项研究，其排除标准将文盲

和危重患者等最需要帮助的人排除在外，这
能接受吗?

2、由于某些受试者可能在访谈期间首
次被发现患有精神疾患，研究人员仅将患者
转诊，而没有确保他们将得到合适的治疗，
也没有许诺以后的随访，这合适吗? 研究人
员的责任是什么?

3、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对患严重精神
疾患的同卵双生子有潜在影响，研究人员对
他们是否负有随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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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新生儿保健观察研究?

每年发展中国家约 400 万婴儿在出生后
一个月内死亡。许多死亡可通过改善新生儿
保健 ( 例如恰当的母乳喂养、卫生、保暖
以及快速获得医疗) 来避免。

某东南亚国家一组大学研究人员正在进
行一项观察性研究，研究将有助于他们制订
更为合适的新生儿保健的措施; 该项研究正
在新生儿死亡率极高的社区进行。在获得大
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后，研究人员雇用现
场调查员在全部生有 3 岁以下婴儿的家中观
察现行的做法。这包括观察每一位婴儿的环
境 ( 清洁度、温暖度 ) 、照料 ( 穿衣、洗
澡) 以及与照料人员的互动。现场工作人
员被告知不要进行干预，仅记录他们所观察
到的。

对观察的知情同意从每一个婴儿的母亲
和另一个看护人 ( 婆婆或丈夫) 那里获得。
同意书中提到，他们将不会因参加而获得补
偿，也不会从此项研究中直接受益，但如果
研究能改善新生儿保健，他们的社区可从中
受益。

当一位现场工作人员记录她对一家的
观察时，她注意到，该家的成员们也在观察
她，仿佛期待她批准他们正在做的事以及他
们与婴儿互动的方式。她设法在观察他们的
各类行动时不流露个人情绪，但当母亲用储
存的附近的河水为婴儿准备食物时她发觉特
别困难。她担心水没有煮开，喂养的食品过
于稀释。

问题:
1、现场工作人员仅仅观察她知道可能

对孩子有害的做法，在伦理学上是否合适?
如果不合适，她何时应进行干预?

2、这项研究是否可以采用不同的设计，
以避免将现场工作人员置于两难之中，而仍
可得到所需证据?

3、通常，在观察性研究中研究人员对
受试者的义务是什么?

4、若其他人进入这个家庭，他们与婴
儿互动时可被观察到，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
知情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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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在观察研究期间富有同情心的干预

一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婴儿死亡率较高
的一个东亚社区，对有 3 个月以下婴儿的家
庭进行观察。这是一项观察研究的一部分，
该项研究是收集数据作为证据以便促进更为
适当的新生儿保健措施。此项研究已得到某
一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现场工作人员被告
知不要进行干预，只是记录他们观察到的事
情。他们被告知如果研究结果可以使新生儿
的保健得到改善的话，虽然他们所在的社区
可能会受益，但是他们将不会从此项研究中
直接受益。

虽然这位现场工作人员知道她不应该干
预，但她对她观察的这些家庭非常同情，并
且总是尽她的所能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与健
康相关的问题。在一个家庭里，这名现场工
作人员被请求帮助治疗一位已经高热两天并
且病重的孩子。这家人告诉她，他们已经没
有能力送这个孩子到最近的医疗机构，这个
医疗机构大约有 20 公里远且医务人员人手
不够 ( poorly staffed) 。

这位现场工作人员担心，如果这个孩子
不能立即得到治疗，将会死亡。这位现场工
作人员也担心，如果她不进行干预的话，她
将失去来自村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她担心

在研究的这个阶段，她给予帮助将会使自己
身陷于提供医疗帮助的额外要求之中。

问题:
1、提供治疗对研究设计只起辅助作用，

应该将其视为伦理学上的义务吗? 如果是，
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什么理由支持你的
回答?

2、进行观察性研究的研究人员应该如
何处理因医疗机构不足使受试者及其家庭得
不到医疗的问题? 与干预性研究相关的义务
是否与观察性研究不同?

3、如果研究的设计并不给研究对象提
供治疗，例如这个案例中的大孩子 ( sibling
同胞) ，那么研究者个人 ( 在这里是现场工
作人员) 是否有个人的伦理义务来肯定地
回应治疗的要求? 这项义务是否优先于她对
研究的义务? 在道德命令发生冲突时，这位
现场工作人员应当做什么?

4、这位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当她同情
地回应这个家庭的需求时，将使她面临潮水
般的进一步要求，却无力应对，特别是当这
可能会影响到她在社区里继续进行观察的能
力时，她处于困境之中，她应如何处理这种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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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引言: 研究的受益与伤害是否公平分配?

使用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之所以引起伦理
关注，正因为科学家为了获得有用知识需要
做的研究并不总是服务于受试者的最佳利
益。当科学家的需要与受试者的利益吻合
时，通常研究不成问题。在这一理想的场景
下，参加研究的受试者获得了不参加就无法
得到的好处，而且没有受到伤害，而在这个
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改善未来的医疗卫
生，并且充实了科学知识的宝库。

受益: 公平和公正问题

然而，即使在这些理想的情况下，也会
引发伦理问题。例如，如果一项研究可能使
受试者受益，而几乎没有伤害风险，那么愿
意参加的人数就会比研究能够容纳的要多。
这提出一个公正问题: 应该选择谁参加? 应
该用什么因素来为选择参加的人或群体辩
护? 一种有前景的药物，或者有稍为好一点
的机会获得医疗，都是设法参加研究的十分
好的理由，而研究者也应该拥有可辩护的理
由在未来的应征者中进行选择。例如，将育
龄妇女或 HIV 阳性者排除在试验之外而使
其得不到可能的受益，这能得到伦理学的辩
护吗? 沿着同样的思路，为什么选择一个社
区作为研究场所，而不选择另一个? 这些是
在审查研究方案时研究伦理委员会需要考虑
的问题。

其他与受益有关的问题包括: 谁将从获
得的知识中受益? 为什么供研究使用的有限

资源应该用于研究某一种疾病，而不是另一
种疾病? 或者用来研究某一群体的健康问
题，而不是另一群体的健康问题? 通过研究
证明有效的药物，赞助者获取了专利和利润
等大量好处，是否合乎伦理，即使所获得的
知识最终使受试者所在人群受益? 研究完成
后受益分配的公正也应该加以考虑 ( 见第
四章关于受试者和社区的义务) 。

非互惠的伤害

在对受试者可能有风险的研究中，一般
要求研究的潜在伤害要低于它的预期受益，
包括给科学和社会增添新知识的受益。有关
风险和受益最具挑战性的道德困境是，将受
试者置于伤害的风险之中，或承受不适或痛
苦的负担，而并无任何预期可使个人受益。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决定，
因所获得知识而对他人产生的可能受益，是
否可为受试者预期会承受的负担辩护，以及
受试者因参加研究而引致的伤害是否适当地
得到了补偿。

对于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如何达到各种
意见的平衡，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由于这种
道德上的权衡或许 ( arguably) 是研究伦理
委员会的中心任务，而学术文献、指南或教
科书中却很少谈到，这令人惊讶。的确，几
乎没有研究去探讨确定通常情况下伤害与受
益之间的平衡和阈值。在研究滥用方面，令
人恼火的科学家 ( the offending scienti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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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以牺牲受试者的福利为代价过分强调科
学，但如何达到正确的权衡需要更多的
努力。

在许多研究中，所有受试者都可能面临
伤害、痛苦或不适。例如，在试验新药物的
初期 ( 即Ⅰ期和Ⅱ期期研究) ，研究人员必
须探查人能耐受的所试药物的最大剂量。当
它们接近极限时，有些受试者可能受到伤害
或感到不适。然而，由于这些早期的研究在
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或首次在患者身上试
验，受试者并不期望获得相应的受益。即使
在临床试验的晚期，也不能排除不良反应和
不良后果的可能，而且也不能确保有阳性的
结果。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确保将可能的伤
害最小化，使可能的受益超过可能的伤害，
并且如果潜在受试者同意参加研究，要确保
向他们完全和诚实地告知，可能受到的伤害
和受益。认真实施的知情同意过程，应该允
许未来的受试者权衡潜在的伤害与预期的
受益。

伤害与受益的比较

由于不确定性，潜在的伤害和受益也许
难以比较，因为它们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不
同的人，或因为伤害和受益的种类不同
( 例如在检验癌症化疗时比较疼痛与生命的
延长) 。这使受试者个人的决定变得复杂，
但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判断对于受试者的净
预期是否是负面的 ( 即潜在的伤害或不适
大于相应的受益) 。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
对受试者并无治疗目的的研究中 ( 例如研
究新的诊断检查方法或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基
础) 。有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正在检验的
药物成功 ( 或失败) 的进展是如此令人信
服，以致使他们面临一个是否要继续试验下
去的难题。在过去，有些研究人员的确决定
提前结束试验，以便将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
用于安慰剂组以及可能受益的其他患者。由
于现在通常使用双盲设计，结束试验的决定

通常取决于独立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
( DSMB，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
这个委员会可获得解盲后积累起来的数据，
并受试验前就制订好的停止试验规则指导。
DSMB可在研究方案原本计划的受试者人数
尚未完全入组之前就终止一项试验，因为已
经获得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另一种情况
是，它可取消一项试验，因为在试验组或对
照组的伤害均如此之大而且如此明显，即使
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这意味着试验结果仍然
不确定 ( 依据情况，可以进行也可以不进
行另一项研究来澄清这些未解决的问题) 。

权衡伤害、受益，与研究设计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职责

正如在第二章研究设计问题中讨论的，
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能不得不决定是否要为保
护受试者而牺牲科学确定性 ( scientific cer-
tainty) 。然而，有时研究设计问题的决定是
基于伦理考虑的权衡。例如，一项研究很可
能使 20 名表示同意的受试者受到身体伤害，
而另一种设计可得出同样结果，而且对受试
者引起伤害的风险小得多，但要求有 2000
名受试者参加，那么应该进行这项研究吗?
同样，本意使用于婴儿的新疫苗在婴儿
( 他们太年幼甚至不能表示赞同) 身上检验
之前，为了使研制疫苗的安全性具有更大的
确定性，先在年龄较大的有能力表示同意的
青少年身上进行研究，然后再在年龄较小的
青少年身上进行研究，他们不能提供有效的
同意，但能表示赞同，应该进行这种新疫苗
研究吗? 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潜
在伤害 ( 与受益) 如何能简单地用算术方
法相加呢? 当比较伤害与受益无用时，对研
究是否符合伦理的判断是否必须依赖于其他
根据?

当潜在的伤害和受益归属于他人，而不
是归属于参加研究的受试者时，风险与受益
的权衡就更为复杂了。例如，对异种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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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动物器官移植入人体) 的一个关注是，
这种器官可能含有迄今未知的反转录病毒，
这种病毒可能以与艾滋病病毒传播类似的方
式在人群中传播。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应该
将这种潜在伤害考虑在内，或者他们的考虑
范围仅限于参加研究的受试者? 提出这种与
传染病相联系的问题是罕见的，但更为常见
的是，发表一项研究成果可能对一些群体产
生不良影响。例如，遗传研究成果可能影响
受试者的近亲。同理，在若干南亚农村进行
艾滋病病毒发病率的研究时，居民们担心由
于不能适当屏蔽镇子的标识，这项研究会使
所有居民被当作艾滋病病毒阳性者对待而被
污名化。

推荐读物

Bayer A，Tadd W. Unjustified Exclu-
sion of Elderly People from Studies Submit-
ted to Ethics Committees for Approval: De-
scriptive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0; 321: 992-993.

“伦理委员会处于影响研究实践的有力
地位，致力于减少不合伦理的年龄歧视。每
当研究方案包含不合适的年龄限制时，我们
敦促他们提供辩护理由-并且如果研究不是
马上要进行的，是否批准要视是否取消年龄
限制而定。这种政策鼓励研究者对老年人采
取更为正面的态度，也鼓励他们采取更为安
全、更为有效的治疗和服务。”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21.
7267. 992 ( 从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Moodley K. Microbicide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We Given the
Ethical Concerns Due Consideration? BioMed-
Central Medical Ethics，2007; 8: 10
“在杀微生物剂研究中安全性相关的伦

理担忧，是一个国际上主要的关注点。然
而，在迫切地研发一种医疗上有效的杀微生

物剂时，有些伦理问题也许不是事先能预料
到的。在对研究方案进行风险-受益评估时，
必须既要考虑医疗上的风险，也要考虑心
理-社会上的风险。”本文考查了国际杀微生
物剂试验中与安全性有关的一些伦理关注。

http: / /dx. doi. org /10. 1186 /1472-6939-
8-10 ( 2008年 8月 25日查阅)

Schenk K，Williamson J. Ethical Ap-
proaches to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International
Settings-Guidelines and Approaches. Wash-
ington， DC， USA: Population
Council，2005.
“项目管理者和研究者往往从儿童和青

少年那里搜集信息，以便研发和评价对他们
健康需要的适当的应对办法。在搜集信息期
间，要求按照最高伦理标准保护和尊重这些
儿童和青少年。”这一篇文章使人们注意到
了当将儿童作为受试者进行研究时可能发生
的许多问题。文章讨论了同意和赞同的
问题。

http: / /www. popline. org /docs /1673 /29
9734. html ( 从 2009 年 4 月 7 日起可查阅)

Upshur R，Lavery JV，Tindana PO.
Taking Tissue Seriously Means Taking
Communities Seriously. BioMedCentral Med-
ical Ethics，2007; 8: 11.
“在本文中，作者们概述了生物组织的

出口所引发突出的伦理问题，回顾了目前的
伦理准则和规范，以及涉及将生物组织从发
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关于认知和实践
的实证研究的文献，提出了根据研究计划需
要知道什么，概述了按照最佳实践我们需要
立即做什么。”作者们的结论是，任何解决
办法必须超越个人层面的同意，而达到更具
意义的社区参与。

http: / /dx. doi. org /10. 1186 /1472-6939-
8-11 ( 2008年 8月 25日查阅)

Wilmshurst P. Scientific Imperialism.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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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841.
“应该在一个由于大多数人太贫困，而

无法负担有效治疗方法以致研究结果不可能
使他们受益的国家中进行研究吗? 在发达世
界中很难招募受试者参加随机试验，那么发
展中国家穷人的参与使发达国家患者受益的

研究是否是剥削?”这篇社论 ( editorial) 讨
论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健康研究所提出的不
平等问题。

http: / /www. bmj. com /cgi /content / full /
314 /7084 /840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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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① 肠自身嵌入叠合，切断自身血液供应，并可能导致阻塞。如果不治疗，将导致死亡。

轮状病毒疫苗

轮状病毒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婴幼
儿严重腹泻和脱水最常见的原因。尽管高收
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卫生设施和公共卫生
系统的功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几乎感染所
有 2 岁或 3 岁儿童的病毒在两类国家中同样
流行。准确地说，收入水平的差异显示了这
种病毒所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显著差异。
在每年约 527 000 例轮状病毒死亡病例中，
大多数是小于 2 岁的儿童; 并且大多数
( 高达 85% ) 都在低收入国家。

观察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儿童中
轮状病毒引起的患病率都很高，这表明提供
清洁水源和遵循良好卫生习惯，并不会显著
降低发展中国家轮状病毒发生率。因此，进
一步改善水源或卫生不大可能对预防疾病产
生显著影响。由于这个理由，并且因为世界
范围内轮状病毒引起的沉重疾病负担，疫苗
免疫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的
一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根据在美国和北欧的四项随机对照试验
的结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北美一家
国家药品注册机构批准了四价恒河猴轮状病
毒疫苗 ( RRV-TV) 供本国常规接种使用。

根据颁发的许可，约 100 万儿童接受了
疫苗。在一年内，接种 RRV-TV 疫苗的婴
儿肠套叠①的案例 ( 估计每 10 000 名接种
儿童中有一例) 引起了关注。美国卫生部
开始分析来自专门系统的报告，该系统的建

立是为了监控并对批准后接种的不良反应进
行监测。在其结果的分析报告中，卫生部
说，数据引起了对接种 RRV-TV 与肠套叠
之间关系的 “强烈关注”。结果，卫生部建
议，应该推迟儿童服用 RRV-TV。几个月
后，疫苗生产厂家主动从北美市场撤出
RRV-TV，这一举动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
解释为产品不安全的信号。

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轮状
病毒诱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负担超过疫苗
带来的严重发病率的风险。如果发现疫苗有
效，疫苗的效益大于风险。因此，科学共同
体对疫苗本身引起的死亡负责，也要对不给
予疫苗引起的死亡负责，而且在发展中国家
不继续进行 RRV-TV 随机对照试验是不合
伦理的。实际上，不进行此类研究将会
“使医疗卫生在可及性方面的全球不公平性
持续存在”。

某发展中国家卫生部比较了 2 岁以下儿
童死于轮状病毒腹泻的风险 ( 1 /100 ) 与轮
状病毒疫苗相关死亡的风险，例如死于肠套
叠的风险 ( 1 /10 000 疫苗) 。卫生部的结论
是，如果负担得起，疫苗应该给予出生后头
3 个月内的所有孩子。卫生部向一家颇受尊
敬的国有制药公司 LDCPhrama 发出指令，
从北美生产商获得生产技术和在本土生产及
配送的权利。LDCPharma向卫生部保证，它
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生产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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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美公司拒绝转让生产技术给 LD-
CPharma，即使 LDCPharma 保证不会在本国
以外销售或配送轮状病毒疫苗。北美公司表
示它要获得研发疫苗所花的约 1. 5 亿美元的
补偿，并担心如果疫苗引起并发症，公司有
可能要负责任。然而，尽管北美公司拒绝，
LDC公司仍可能通过援引强制许可①概念获
得疫苗生产技术。但这一条款，在特定条件
下且仅当这种授权满足一定的要求才能
援引。

问题:
1、假定疫苗至少是部分肠套叠病例的

病因，在轮状病毒是幼儿患病率和死亡率重
要原因的地方，应该服用该疫苗吗? 与
“健康”儿童相比，使“患病”儿童遭受可
能引起死亡的并发症，这二者之间有无伦理
学上的区别?

2、( 本案例中) 具有死于轮状病毒较高
风险的儿童群体，服用疫苗可能遭受致命的
并发症，与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因感染轮状

病毒而严重患病的儿童群体相比，这二两者
之间有无伦理学上的区别?

3、本案例中什么程度的风险是可接受
的? 应该由谁作出判定?

4、北美生产商有没有任何道德或伦理
义务让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供当地使用?

5、如果北美那家生产商拒绝为发展
中国家生产可负担得起的轮状病毒疫苗，
或拒绝放弃它的专利权，使发展中国家以
极低的成本生产，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有
什么道德和伦理的义务尊重这些专利权
( 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的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在一定条件下，允许
WTO 成员国违反专利持有者的意愿颁发
暂时的许可证) ?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
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尔曼生命伦理
学研究所 Joan Atkinson，Nancy Kass 和 An-
drea Ruff 撰写的案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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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TRIPS) 是世界贸易组织 ( WTO) 于 1994 年通过的基本文件，确定了成员国执
行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 TRIPS) 允许“强制许可”，这是“一个政府授权未经专利持有者的同意使用已经获得专利
的发明”，仅支付小量专利费，为了使一个国家有可能提供由于专利而不可得的治疗。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http: / /
www. wto. org /english / trato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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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肺炎疫苗试验

肺炎链球菌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针对这种疾病的儿童疫
苗已由一家欧洲制药公司研发并在非洲某地
进行试验。该项试验的目标是确定，3 周岁
前的儿童会有多少受到保护而免于患病。在
这个社区及整个地区，肺炎链球菌造成儿童
死亡的近 90%发生在小于 3 岁的儿童中。

在与社区协商并多方努力取得有效
( meaningful) 的知情同意后，招募了 2000
名婴儿参加疫苗临床试验。在试验中受试者
被随机分配，半数受试者接受试验疫苗。3
年后在接受疫苗接种的受试者中，90%仍然
没有患病。在对照组，受试者的感染率和死
亡率，相当于这个人群近年来普遍的感染率
和死亡率。

通常在临床试验结束后不久，经由随机
安慰剂对照试验证明有效的疫苗或其他干预
措施会立即提供给对照组的所有受试者。然
而在此项研究中，一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不
愿遵循这个惯例。他们所关注的是，该项研
究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来确定该疫苗能否保护
3 周岁以上的儿童; 如果对照组儿童在试验
结束后获得疫苗免疫，在更大年龄组儿童中
继续进行的研究将没有对照组。同样的考虑

适用于对试验后不良事件的长期监测。保护
3 周岁以上儿童和长期安全性这两个问题，
在决定未来是否广泛使用这种疫苗中可能都
起作用，并且许多儿童的性命也许取决于这
些问题的结果。此外，如果 ( 最后的情况
正是如此) 第 1 次试验的结果是仅限于 3 周
岁及更小的儿童，那么，对疫苗也许就不可
能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对照试验。在这些科学
家眼中这就是唯一的机会。然而，他们所关
注的问题并未包含在该项研究设计之中，并
且在试验结束后，所有对照组儿童都接种了
疫苗。

问题:
1、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主张 “对照组

儿童不应该接种疫苗”是否正确? 如果家
长在知情同意中同意这个条件，这是否能为
试验结束后不给对照组儿童接种疫苗的做法
辩护?

2、如果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设计可得
到辩护，为什么拒绝给对照组免疫接种得不
到辩护?

3、进一步检验这些疫苗对 3 岁以上儿
童的疗效以及长期安全性，能否得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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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试验的提前终止

纵观全球，乳腺癌是妇女癌症死亡最常
见的原因。尽管越来越多的乳腺癌由于早期
的发现，而使得手术成为一种有益的干预措
施，但仍有许多幸存妇女生活在复发的恐惧
当中。寻找防止这种复发可能性的干预，多
年来一直是肿瘤学家最先考虑的事。

某项研究在曾于其他干预中获得最大限
度保护的妇女中进行，旨在对某一很有希望
的药物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在招募好指定人
数的受试者后，研究人员打算继续试验直到
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结果在统计学上有显
著差异为止，或者经过 5 年后，看哪一组结
果最好。成立了数据安全监测委员委员会。
不良事件的定期报告和其他安全数据会提供
给它的成员 ( 与该实验没有任何关系的科
学家) ，委员会会监测其趋势。

经过 3 年的研究，两组结果无显著差
异，但是出现了一种强烈支持治疗组的趋
势。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建议应该停止试
验，并且向所有的受试者提供这种新药。研
究者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理由是继续不给对
照组妇女实验性干预不能得到辩护。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受到了一个代表
乳腺癌妇女及其家属的主要乳腺癌组织的批
评。该组织关注的是，在达到意见一致的统
计学上有显著意义的终点之前停止试验，这
个试验的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这种趋势是

否代表了该药物的实际好处现在还无法判
定; 而且，同一药物的第二次研究很难或者
不可能得到批准。全世界的临床医生很可能
会在乳腺癌手术后给妇女患者服用该药防止
复发，或者结合其他治疗方式，或者在其他
治疗方式后。带着对该药有效性的怀疑，这
些妇女可能在没有任何受益的情况下，忍受
该药的副作用，并承担其费用。来自其他方
面的意见褒贬不一。

问题:
1、考虑到试验设计并没有要求在强烈

倾向下提前终止，而这种倾向缺乏统计学意
义，该委员会是否应该向代表这种倾向的研
究者发出意见呢?

2、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应该参与这种
决策，并对研究者提出最终建议?

3、除了宣布意见一致的终点已经达到
外，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 ( DSMB) 是否应
该仅限于提醒研究者严重不良事件吗?

4、“统计学意义”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研
究结果数据真实性的客观尺度。在什么条件
下研究者可以选择忽略这一点，而作出
“道德抉择”? 在允许因道德抉择而拒绝科
学方法之前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研究者不理会 DSMB的建议，他们
是否能为他们对处于对照组的妇女 ( 在试
验终止前要遭受乳腺癌复发) 的行动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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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① 阴道杀微生物剂是妇女为了预防 HIV感染以及可能被其他包膜病毒和性病病原体感染，在阴道内部局部使用的

化学药剂。设计的原型杀微生物剂在性交前嵌入，也可以是避孕药，尽管目前大部分潜在杀微生物剂还不是。 ( Weber J，

Desai K，Darbyshire J，代表杀微生物剂发展计划 ( 2005 ) The Development of Vaginal Microbicid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Transmission． ( 2005) PLoS Med 2 ( 5) : e142 doi: 10． 1371 / journal． pmed． 0020142) 。阴道杀微生物剂的开发在 HIV流

行的情境下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一种有效的杀微生物剂是一种有效的由妇女控制的方法。避孕套，尽管对于防止 HIV

传播非常有效，但仍在男性伴控制之下。

② 参见例如，UNAIDS/WHO.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UNAIDS/WHO guidance document. Geneva: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 UNAIDS)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http: / /data. unaids. org /pub /Report /2007 / jc1399-ethicalconsiderations_ en. pdf

( September 2008 年 9 月 4 日查阅)

健康研究中的妊娠

成立于北美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
究人员获得一笔资金，用来检验阴道杀微生
物剂 ( microbicide) 预防新的 HIV感染的能
力①。理想的研究地点将允许研究人员招募
大量 HIV阴性但处于极高 HIV 感染风险的
妇女。因此，众多受试者可能是某 HIV 高
发国家的商业性工作者。经过对潜在研究地
点进行的调查，研究人员决定应该在 4 个非
洲国家和 1 个南亚国家进行多点研究。

正在接受检验的药物还未经任何第三节
( Segment Ⅲ，是对胚胎和产后发育影响的
研究———译者注) 临床前研究，所以还不
清楚孕妇使用是否安全。因此，该研究方案
明确规定，妊娠或来年计划妊娠的妇女不得
参加该研究。这个排除标准在研究招募中被
严格执行。按照所建议的研究实践②，要提
供 HIV预防和避孕咨询。研究人员每月还
要进行妊娠测试，以确保在研究过程中，任
一妇女一旦怀孕便暂停其参加研究，直到她
妊娠终止。知情同意书反复强调，研究所用

药物的避孕效果是未知的，如果任一妇女在
参加研究期间妊娠，她应该立即停止用药并
退出研究，直到她妊娠终止。

该研究开始数月后，研究人员注意到，
许多妇女由于怀孕而暂停参加研究。经过进
一步研究，研究人员记录了妇女由于妊娠而
不参加研究的平均时间只有不到 3 个月。于
是许多妊娠妇女似乎自然流产或引产，然后
重新参加研究。

在参加研究的国家当中，仅有 A国和 B
国允许在妊娠头 3 个月期间进行人工流产;
然而，由于若干原因，在这两个国家对于许
多妇女来说，安全的人工流产依然不可得。
在 C 国，基于多种健康适应证 ( 包括保护
妇女精神健康在内) ，人工流产是允许的。
但是一经要求就实施人工流产在法律上是不
允许的。此外，在 C 国，妇女可以基于精
神健康的理由努力寻找愿意提供人工流产手
术的人，这类手术的成本通常是非常高昂
的。在 D 国和 E 国，仅当挽救妇女生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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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获得合法的人工流产; 然而，无论是
安全的和还是不安全的服务都要付出代价。

问题:
1、研究人员知道许多受试者在参加研

究时妊娠，并且许多妊娠妇女可能进行非法
且或不安全的人工流产，那么这些研究人员
现在应该做什么?

2、该研究赞助者是否应该为在参加研
究时妊娠而非故意的妇女提供安全的人工
流产?

3、如果捐赠者禁止资助接受者提供任
何与人工流产有关的信息或者服务，该怎
么办?

4、研究者是否应该提醒可能的受试者:
意外妊娠是一种研究风险，在他们国家无法
获得 ( 或者并非随处都可获得) 人工流产;
并且不安全的人工流产对于妇女健康和生命
都是一种极大的风险?

5、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在一经要求
就进行安全人工流产是不合法且并非随时可
得的一些国家，这样的研究是否应该进行?

6、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对在所列举国
家中进行这样的研究感觉比较放心? 那么在
其他国家又如何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Brooke Ronald Johnson
博士提供的案例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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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① 一种用来治疗某种人体内蠕虫感染的口服药物，此前早已被用于治疗疟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探

究奎纳克林作为硬化剂引起输卵管内瘢痕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该药被制成微丸，用一种改进的宫内节育器
( IUD) 插入件或类似仪器通过子宫颈置入。

面对有冲突的证据时的行动

尽管本案例以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的研究和境况为基础，我们仍然把它包括
在内，因为这些伦理问题仍然有意义。奎纳
克林试验的更多详情参见案例 34。

有效并且可及的避孕方法不仅对于控制
家庭人数而且对于降低产妇死亡率都很重
要。据估计每年有超过 50 万的产妇死亡，
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许多资源匮
乏的国家绝育手术不易获得，人们一直在寻
找以非手术的方法来取而代之。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首次试验以来，
已得到最多关注的永久性非手术方法是在子
宫内施用奎纳克林盐酸盐①。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大约有超过 20 个国家 ( 主要在亚
洲) 104 500 名妇女用此方法绝育。然而，
在 1990 年有报告称，有一组 600 人使用奎
纳克林绝育的南美妇女癌症死亡率明显增
加。这些报告以及北美和其他地方实验室研
究表明，该药物引起体外细胞变异，从而导
致实施奎纳克林绝育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
暂停。

尽管大家对于实施奎纳克林进行绝育颇
有争议，一小组隶属于人口研究所的北美科
学家继续支持这个产品。他们论证说: 奎纳
克林的效果几乎和手术绝育一样有效， ( 前
者有效率为 95% ～ 98% ; 后者有效率为

99% ) ，而且更为安全 ( 在美国实施绝育手
术的妇女中，每 10 万名中有 2 例死亡，但
是在超过 10 万例施用奎纳克林绝育的妇女
没有死亡报告) 。而且，他们引用一直施用
该药绝育的一个国家的数据，数据表明，每
1000 名绝育妇女中，就能避免 7. 6 名产妇
的死亡。

来自人口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声称，由非
手术绝育所带来的潜在益处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他们论证说，依据南美的小样本研究
来确定使用奎纳克林绝育与未来癌症风险增
加之间的联系，是没有依据的。他们还指
出，任何与该方法有关的癌症风险必定是微
不足道或者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过去的 60
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患寄生虫病而服用
该药物，而没有癌症发生的记录。

拥护者们动员医生、护士以及助产士网
络推广服用奎纳克林，告诉他们，如果该药
用于绝育，就可以在一家欧洲制造商那里免
费获得该药。即使奎纳克林用于绝育从未经
过批准，他们并不打算进行进一步研究; 当
1990 年奎纳克林的使用受到非议时，一些
妇女游说团体 ( women's advocacy groups )
把奎纳克林研究称为是对贫困妇女的不道德
试验 ( experimentation) 。相反，研究机构的
科学家旨在实施一些项目为妇女绝育提供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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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林，理由是不让妇女获得一种安全、廉
价并且给药方便 ( easily administered) 的绝
育方法是不道德的。

问题:
1、如果奎纳克林是试验所在地 ( 某南

美国家) 癌症群发的原因，那么在产妇死
亡率高，并且获得避孕方法可得性差以及手
术绝育安全性差的情况下，使用该药物是否
仍然具备正当理由?

2、在临床试验设计中伤害与受益的权

衡，与在临床使用一个未经批准的药物时伤
害与受益之间的权衡的关系是什么?

3、当一种药物在输出国尚未注册时，
是否应该允许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种药物?
当该药物已经注册，但是它的使用在输出国
还不是“标准医疗”，又该怎么办?

4、你认为人口研究所中科学家们的行
为是一种 “不当行为”吗? 科学共同体应
如何管理其成员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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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引言: 同意参与研究的决定是行为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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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自愿的、知情的同意吗?

虽然知情同意早在 19 世纪就出现在研
究伦理学规范之中①，其重要价值直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法庭 “对医生们
的审判”才牢固地确立。在通过对纳粹医
生的判决时，法庭阐明了合乎伦理的人体研
究的一组原则。这 10 项研究者伦理学的至
上命令后来被称为 《纽伦堡法典》②，称为
之后研究伦理学声明的基石，例如世界医学
会的 《赫尔辛基宣言》 ( 1964 年首次发
布 ) ③ 以及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 事 会
( CIOMS)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
究国际伦理准则》 ( 1993 年首次发布) ④。
尽管研究者和研究伦理委员会都会提及较新
的指南 ( 新版 《赫尔辛基宣言》和 CIOMS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
准则》) ，而不是 《纽伦堡法典》，然而，回
顾一下知情同意的起源仍然还是有用的。
《纽伦堡法典》的第一条原则是如此重

要，值得首先予以引鉴:
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这意味着参加研究的人应该具有给予同

意的法律能力; 应该处于有自由选择权力的
地位，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欺诈、蒙骗、
挟持、哄骗，以及其他隐蔽形式的限制或强
迫; 对于试验的项目有充分的知识和理解，
足以作出肯定决定之前，必须让他知道试验
的性质、期限和目的; 试验方法及采取的手
段; 可以预料得到的不便和危险，对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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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能参与实验的人的影响。
确保同意的质量的义务和责任，落在每

个发起、指导和从事这个实验的个人身上。
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并不是代表
别人，自己却可以逍遥法外。纽伦堡法庭把
这一条款置于诸原则之首表明它的重要性:
没有受试者的个人同意，试验就不可进行。
按照这种观点，同意是研究伦理学 ( re-
search ethics) 的起点。

三个基本要素

《法典》的第一条原则强调有效同意的
三个基本的要素:

● 该人必须具有给予同意的能力;
● 该人必须自愿地行动; 以及
● 必须提供给该人充分的可理解的信息

以便作出明智的决定。

给予同意的能力

“给予同意的能力”两个维度-其一，
法律上赋权于个人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
以及其二，他们有能力理解和质疑他们据以
做出决定的信息。这个能力的第一个维度经
常在与成人打交道时使用，他们被推定为在
法律上有行为能力的人。第二个维度在健康
研究中往往受到忽视。研究往往涉及一些不
在这个研究领域工作的人对此不熟悉的术
语、方法和假设，潜在受试者很可能对它们
感到陌生，他们生活的地方，研究并不是一
件例行的和熟悉的活动 ( routine or familiar
activity) 。在其他所有方面都能胜任的成人，
如何能对参加涉及他们不熟悉 ( 并且往往
不可理解) 的方法或假设的活动作出够格
的决定 ( competent decision ) 呢? 另一方
面，认为法律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不应该给予
同意的假设，就会导致纳入标准过严，因为
这种假设忽视了一些未成年人作出够格决定
的能力。

自愿性

鉴于《法典》起草的环境，纽伦堡法
官们详细审视了自愿性元素———也就是说当
时在审判医生，他们对集中营受害者进行惨
无人道实验，他们的所谓的同意简直就是强
迫的。为了避免在当代情境下发生任何强
迫，自愿性的要求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人
们可能忽视这一要求 ( 甚至认为想当然是
自愿的) ，因为研究人员本身也许没有意识
到，即使他们没有使用强迫、胁迫或其他形
式的强制，潜在的受试者也会感到在是否参
加研究上，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如
此，研究人员 ( 以及审查他们研究方案的
研究伦理委员会) 应该对可能严重限制受
试者选择自由的种种状况敏感，例如向受试
者提供金钱、礼物，或从其他途径不可能获
得的免费医疗。提供这些好处表面上不是强
制性的，因为未来的受试者可随意对它们加
以谢绝。然而，他们也可能感到不得不接受
研究人员提供的这些好处，因为这可能是为
他们及其家庭获得食物或医疗的唯一办法。

自愿性要求的另一方面涉及这样一些研
究，这些研究涉及潜在受试者的医生或医务
人员。患者与他们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有
着非常特殊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这种
关系基于这样的理解: 作为患者，他们会接
受对他们最佳的治疗。当医生或医务人员的
角色从治疗者转变为研究者和受试者招募者
时，就可能对自愿性产生两个挑战。第一，
患者可能没有充分理解治疗的任务 ( mis-
sions) ( 产生于患者利益处于优先地位的医
患关系) 与研究的任务 ( 产生于以获得新
知识为目的的研究者-受试者关系) 。第二
个挑战是，患者可能认为他们必须同意参
加，或必须面对他们决定的后果。为了确保
自愿性，需要双方缔结新的 “契约”，知情
同意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知情同意的自愿性在生命伦理学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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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的要比告知 ( 或理解) 的要素少，可
能是因为它较为抽象本质 ( nature) 。由于
某种理由，研究伦理委员会在解释和应用自
愿性要求时往往面临很大的困难。限制太严
可导致由于病情主要影响贫困人群而将他们
排除在研究之外，或者因为 “不正当引诱”
而导致限制研究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
而这些服务也许对于他们的研究是科学上必
要的，理由是这些服务可能被看做对受试者
的“不正当引诱”。当有些受试者的同意似
乎不能算作完全自愿的 ( 至少不是以一个较
富裕的自愿者方式) 时，研究伦理委员会可
作出结论，不应该批准这项研究; 判定这项
研究应该在另一个人群中进行，在那里不那
么受条件的约束; 或者在对自愿性的关注与
其他伦理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后批准该项研究。

提供充分和可理解的信息

对知情同意的大多数的讨论集中在信息
要素: 需要告知什么，为了使潜在的受试者
作出“充分理解的和明智的决定”，应该如
何告知。广泛的共识是，研究伦理委员会应
该期望研究人员提供:

● 充分交代预期的和潜在的风险和受
益，并与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进行比较;

● 清楚地陈述研究的目的;
● 研究申办者 ( sponsor) 的名字;
● 研究人员方面任何潜在利益冲突的声

明; 以及
● 交代如果发生不良事件或其他损害，

受试者可获得的医疗和补偿。
这些必须在书面同意书中告知，受试者

为文盲或不宜采用书面同意书时则口头告知
受试者。但信息本身不足以确保个人的知情
同意 ( ensure the informed parti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 不仅必须告知他或她，而且必
须使之理解被告知的内容。在有相当程度风
险且性质复杂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有义务
正式 ( formally) 评估受试者对提供给他们
的信息理解的理解程度①。

同意的功能

如果每一个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一个绝
对要求，能够用一种通用的或完全标准化的
表格和程序来满足，伦理审查就会容易得多。
研究伦理委员会只需确保表格含有某些详细
规定的信息，并由受试者签署即可［2］。然而，
实际某一过程或文件在一种境况下适合，在
另一种境况下也许是完全不合适的。合适的
知情同意的类型 ( the type of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取决于在特定情境下要求知情同意
的理由，它是否确保自我决定和自主性; 是
否保护人们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 或者是否
将责任从研究人员身上转嫁到受试者身上。

确保自我决定和自主性: 坚持知情同意
给予了个人接受完备的信息和说 “不”的
机会和权利，并且承认个人的意愿和同意是
至高无上的。那些在个人事务上为他们自己
作出选择的人，往往是在社区内享有最高地
位的人: 有行为能力的人做出的同意这一要
求提醒大家，每一个人 ( 不管他们在社区
内的地位如何) 都有权利为自己说话。 ( 至
于年幼儿童或智力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他们
有权让某个人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 有
时，个人纯粹为了他人或推进知识，而自愿
或被要求自愿接受风险或不适。个体成为志
愿者的意愿，并没有免除科学家努力尽可能
减少风险的责任，也没有要求研究伦理委员
会一定批准这项研究，即使个人同意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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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风险。但是，不具给予同意能力的人，不
能以这种方式表示自愿，也不应该要求他们
这样做;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直接受益作为
补偿的风险难以得到辩护。

保护: 除了强迫以外，大多数人将不会参
加有严重伤害而无个人或社区受益作为补偿的
研究。因此，在知情同意过程中要求完全告知
风险，使人们能够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在可能性
或程度上超过他们愿意接受的伤害，不管是为
了他们自己受益还是为了服务于科学。

责任转嫁: 即使获得了同意，研究人员
仍然对受试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 well-
being) 负责。尽管如此，同意的确会将研
究人员的责任以某种程度转嫁到受试者身
上。如果风险已经被充分告知，且研究伦理
委员会发现，受试者接触到的风险 ( 对受
试者以及其他人) 可以为受益辩护，研究
就可进行。然而，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判
断，一个研究方案根据事先同意的内容，对
事先的不适、疼痛和不良结果以及可能意外
发生的事情所分派的责任是否合适。

应用知情同意原则中的难题

《纽伦堡法典》确立了知情同意在研究
伦理学中的头等重要性。尽管该《法典》明
确地要求有行为能力的受试者表示个人的自
愿的知情同意，却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指导来
解决当下使用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中常见的伦
理难题。一些较新的准则，例如《赫尔辛基
宣言》和 CIOMS《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
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则具灵活性和包容
性 ( inclusive) ，且没有忽略知情同意的目
的，以及有意义的知情同意过程。如果受试
者没有能力表示同意; 如果研究要求欺骗;
如果研究风险很低且个人同意不可行或获得
的代价太大; 如果受试者宁愿由别人代他行
使知情同意权; 或者如果受试者没有权利说
不，那么严格的知情同意原则很难应用。

有些受试者没有能力表示同意: 在字面

上，《法典》禁止用年幼儿童和缺乏同意能
力的其他人进行试验。这些顾虑所付代价也
由同样的群体承担，例如，直到最近，新药
从未在儿童身上检验; 反之，在成人身上得
出的研究结果被推断到 ( extrapolate) 儿科
患者，预期在儿童身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然而，现在人们理解到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
人，而药物对这个群体的作用可能往往不
同。现在人们认为将儿童排除在研究之外是
不道德的，而这些研究与他们的需要和医疗
有关。最近的准则不再禁止缺乏同意能力的
人参加研究，而是规定谁能成为 “代理”
决策者; 需要考虑补充的问题; 以及防范措
施必须到位，包括在这一群体中评估风险-
受益比的重要性。对这一准则的限制性解
释，要求研究必须把提供净受益给受试者作
为目标，另一种解释仅允许研究带来一些微
小的风险，而条件是研究有可能产生实质性
的受益，并且不能在另一群具备同意能力的
人身上进行 ( 例如用成人代替儿童) 。在患
者仍然暂时失去行为能力，需要急救的情况
下，新疗法的临床试验中产生了同样的问
题; 现在有些国家的条例允许，一旦研究通
过了社区内群体的审查和批准，未得事先同
意或获得代理人允许，研究就可进行。

有些研究设计要求欺骗: 为了避免偏
倚，研究设计有时要求受试者不应知道研究
计划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受骗了，因
为他们未被充分告知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
没有机会提供或拒绝提供他们的知情同意。
这种设计在大多数研究中是不可接受的，例
如在临床药物试验中绝不可接受，但在基于
某些社会科学的健康研究中则并非罕见。
( 不应把要求欺骗的一项研究设计与由于研
究不能提供它本应提供的信息而进行欺骗的
研究混为一谈。)

一般而言，涉及欺骗的设计有两种类
型———为避免受试者回答偏倚，研究者隐瞒
信息，或者提供误导信息。例如，在第二章
“研究设计中的问题”中的案例 7，为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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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地药品销售商是否建议和销售合适的药
物来治疗儿童痢疾，研究助理假装成顾客，
要求当地药物销售商卖给他治痢疾的药物。
销售商并不知道他们是研究的一部分，对这
项研究他们未曾表示同意，并被误导认为药
物将用于真正需要治疗的儿童。由于 《纽
伦堡法典》禁止“弄虚作假”，要求研究者
讲真话，之前提到的研究设计似乎无法被接
受。如果药品销售商与研究助理沟通后得到
了充分的“事后情况说明” ( 包括揭示欺骗
并加以解释) ，那么这项研究是否更能被容
许? 《CIOMS准则》对如何处理需要隐瞒信
息或实施欺骗的研究提供了若干建议，它要
求伦理委员会来判断: 这种研究是否应该进
行? 或者，是否应该改变研究设计?

在若干风险低的研究中无法获得个人的
同意或获得的代价过高: 知情同意在所有类
型的研究中 ( 从复杂的临床试验到对人类
受试者风险很小或零风险的人群流行病学研
究) ，是否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在一些零风
险研究中坚持知情同意也许会误导受试者，
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处于风险之
中。在涉及大量人群的研究中获取同意也可
能是极为不切实际的且代价过大。在与健康
相关的研究中，另一个重要例子是将组织捐
献给一项研究，10 年后一位研究者要将它
用于另一项类似的研究，而当这个组织最初
搜集和储存资料时，并未预料到未来要开展
的这项研究。假设最初的同意未包括第二项
研究，必须重新获得知情同意吗? 或者由于
重新联系受试者将会很困难 ( 考虑到时间
的推移，有些人可能无法被联系到) ，是否
能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同意第一项研究的
人也会同意第二项研究，或者说研究的价值
重于受试者在给予同意中的利益?

有些受试者更希望托付他人行使知情同
意的权利: 《纽伦堡法典》明确声明，知情
同意“不可托付 ( delegate) 他人……”《法
典》中这段声明的情境是，集中营俘虏未
曾被允许行使他们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研究的

权利。鉴于文化或个人的原因，有些个人希
望其他人 ( 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中的长
者) 来为他们作出是否参加研究的决定。
当寻求治疗的同意时，医生可接受这种代理
决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当征询同意参
加研究时，可允许潜在的受试者委派代理人
作出同意参加研究的决定? 由于受试者不愿
意直接参与知情同意过程，就不应该招募自
己来不想表示同意的人参加研究吗? 在对确
定 ( a defined population) 的人群进行研究
的情境下，由一位被正式选出的社区领导人
( a duly elected community leader consent) 做
出同意; 若是如此，他们能对所有研究作出
决定，还是仅对某些类型的研究作出决定?
一位传统的领导人 ( traditional leader) ，例
如部落酋长或村里的长者，可以作出这种决
定吗? 《赫尔辛基宣言》和 CIOMS 《涉及人
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明确指出，对于生物医学研究，个人的同意
仍然是必要的，不能委托他人，即便与他人
协商是完全可接受的，且有时是必要的。

有些受试者没有权利说“不”: 事实上，
不是所有被研究的人都有权利拒绝。例如，
《纽伦堡法典》曾规定，传记作者在从事研究
前须征得传主同意; 这一要求会阻碍历史研
究，妨碍对公众人物进行详细研究。除了历史
研究的极端案例外，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
从语言学到民族音乐学，意见仍然有分歧。甚
至在医学研究中，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一部分任
务是要判定当事人有权拒绝参加一项研究计
划。例如，遵循WHO有关针对妇女的家庭暴
力研究准则的研究人员，会充分告知女性受试
者研究的目的和风险，但不会告知她们的丈夫
这项研究的具体性质或征求他们的同意。

同意是一个过程

不应该将知情同意看作一次性的活动。
它是一个过程，甚至在研究方案起草完毕
前，这个过程往往就开始了。例如，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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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是否应该在某人群中进行研究，应该始
于研究的计划阶段。一旦研究方案起草完
毕，并被科学和伦理审查委员会接受，同意
过程可包括社区会议，在这种会上说明研究
方案并回答提出的问题。潜在的受试者往往
需要时间与其他家庭成员或朋友商量，签署
知情同意只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在传统
上，人们也许将签署知情同意看作最重要的
步骤，但一个进步 ( progressive) 的伦理委
员会将对获得同意的过程给予同等重视 ( 如
果不是更重视) 。最后，研究中随后的变化
可能要求重新获得同意，在一些十分复杂的
高风险研究中，也许需要通过每次随访更新
征询，并强调在任何阶段可自由退出而不受
惩罚，并且处理受试者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什么时候知情同意的要求才能
得到满足?

有关知情同意的规定 ( regulations) 往往
包括研究人员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考虑的
诸要点的清单 ( checklists) 。例如 《CIOMS
准则》就列出了每一份同意书应包括的 26点
要素。然而，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对知情同
意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作出评估研究伦理委
员会且往往需要作出微妙的伦理判断，而不
是仅仅去核查表格上的事项。在大多数显而
易见的 ( straightforward) 案例中，研究伦理
委员会必须判定所有的风险、受益、可供选
择的疗法以及其他不可缺少的信息是否以合
适的方式告知未来的受试者，确保他们充分
理解研究者要他们干什么，以及自由地决定
他们是否表示同意。然而，正如前面讨论的，
有些研究设计可能要求不充分告知信息，而
有些受试者正处于某种情况下，或者他们有
智力障碍限制了他们作出自愿选择的能力。

面临这些复杂情况，研究伦理委员会也
许最好首先确定，在这种研究方案的情境下
知情同意的目的或功能。如果完全告知和有
充分行为能力的受试者的自愿参加不可付诸

实现，有何种替代性的机制可达到这些目
的? 尽管研究伦理委员会会同意纽伦堡法庭
审判，认为纳粹在未经同意的受害者身上的
实验是对正义和道德的践踏，但对当今研究
方案提出的涉及知情同意的复杂而具有细微
差异的伦理难题，可以有理性争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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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用于描述人类遗传变异 ( 单体型)
常见模式的资源。在每一个采集样本的地点
实行社区 /公共协商和个人知情同意的过程，
以便理解和努力解决个人和群体所关注的问
题。”以开放的精神从事遗传变异研究的经
验是很有必要的，作者们建议这种开放性能
帮助研究人员 “更好地理解被采集样本的
社区的观点，并帮助社区更多参与科学”。

http: / /dx. doi. org /10. 1159 /000101761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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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对儿童服用高剂量维生素 A的试验

西非某国的卫生部接受了某外国医学研
究所的资助，与研究所所在国的研究人员合
作，进行双盲研究，旨在评估周期性服用高
剂量维生素 A 对儿童腹泻和急性呼吸道感
染 ( ARI ) 发生率的影响。研究采用双盲
法，两组分别服用高剂量维生素胶囊或安慰
剂，对象为 6 个月到 5 岁的儿童，每 4 个月
一次，持续一年。每两周对腹泻和急性呼吸
道感染 ( ARI)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记录进
行测定，并在 0、6、12 个月采集血样 ( 不
到 2ml) ，用于检测维生素 A 的含量。传统
的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由一位传统领导人和
长老议会来管理，但国家政府保留对市政事
务的控制，包括税收、警察和军队。

酋长和长老议会召集会议将即将进行的
研究告知社区。在节日般的氛围里，研究人
员介绍了这项研究，并回答了社区成员
( 男人、女人和儿童) 和长老议会提出的所
有问题。简短会议之后，村长和长老议会给
予了批准。此后不久，按照外国研究人员所
在研究所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供的指南，
现场工作人员开始逐家获取父母在知情同意
书上的签字，这是使他们的儿童参与研究所
必需的。但父母说，既然酋长已经批准了这

项研究，那么他们不必再签什么了。他们也
对研究人员解释说，他们通常不签字，因为
他们不能阅读他们签的东西。

第二天，家访的现场工作组被召到酋长
家，他们被礼貌地告知，他们寻求个人签字
的行为，既非必要又无礼。酋长和长老议会
已经批准这一事实就已经足够了。现场工作
人员解释说，资助协议要求他们获得签字的
知情同意书。随之，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
坚持这样做，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社区。

问题:
1、个人知情同意是一种受文化约束的

概念 ( 来自发达国家) 吗? 还是不容妥协
的普适原则?

2、酋长和长老议会可以为这个社区提
供知情同意吗? 他们应该这样做吗?

3、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知情同意有多
重要?

4、有没有不需要个人知情同意的情况?
5、知情同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受试者，

还是保护研究人员?
6、现场工作组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资助机构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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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① 三苯氧胺，一种抗雌激素药物，已经用于一线内分泌疗法将近 20 年，治疗患有晚期转移性乳腺癌的绝经后妇女。

三苯氧胺也被用作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还被作为预防药物进行测试。有绝对的证据表明，三苯氧胺能降低那些早期

诊断乳腺癌的妇女患对侧乳腺癌的风险。

② 辅助疗法旨在消除已从原发乳腺癌扩散或转移的癌细胞的微小沉积，该疗法已被证明能够提高患病妇女的长期存

活率。( 详情参见 http: / / consensus. nih. gov /2000 /2000AdjuvantTherapyBreastCancer114html. htm) 2008 年 8 月 26 日查阅

信息更新请见 http: / /www. nlm. nih. gov /medlineplus /。

③ 卵巢切除手术是用外科手术摘除妇女的卵巢，以大大减少雌激素和孕酮的产生，这些激素促使绝经前妇女患卵巢

癌和乳腺癌

南亚的乳腺癌研究

这个案例基于一项研究，该研究进行
时，他莫昔芬治疗乳腺癌的作用尚未确定。
目前，该药对于乳腺癌患者是一种可接受的
辅助疗法。

来自北美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建议在某
一南亚国家对他莫昔芬①这种新的辅助疗
法②用于治疗绝经前妇女乳腺癌进行研究。
在美国，对妇女乳腺癌任何阶段的标准治疗
都是先手术，而后进行辅助治疗 ( 如放疗、
化疗或激素治疗) 。研究人员称，安慰剂对
照试验是不可能在美国进行的，因为那里辅
助治疗已被广泛接受，患者不会愿意接受任
何低于标准疗法的治疗。

然而，在亚洲国家由于资源有限，辅助
疗法只能被偶尔使用。即使使用，也往往不
大可能使患者受益的方式进行。研究人员预
期能顺利招募到 350 名患有可手术治疗乳腺
癌的绝经前妇女，进行卵巢切除手术③和他
莫昔芬疗法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两组都将
在入组前接受乳腺癌切除手术。试验组将在
切除双侧卵巢后接受抗癌药物他莫昔芬的治
疗，而对照组将接受观察，既不切除卵巢也

不使用他莫昔芬作为辅助治疗。研究人员声
称，如果切除卵巢后进行他莫昔芬疗法获得
成功的话，将会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一种比在
发达国家应用漫长的化疗或放疗辅助疗法更
为可行的替代方案。

研究负责人考虑免除发达国家标准规定
的知情同意过程的一些要素。尤其要省略掉
要求治疗医生告知疗法不确定性的义务。这
种做法意味着，进行治疗的医生不与患者讨
论可供选择的其他疗法; 而且也不会告知患
者治疗组是随机分配的。研究者认为，在低
收入国家应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知情同意概念
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不会被这个国家的医
生、政治领袖和大多数患者所接受。研究者
辩称，发达国家的知情同意标准设定，作为
常规，医生鼓励患者参与有关自己医疗的决
定，而在试验进行的国家，家长主义在医疗
卫生中盛行，患者往往希望医生告诉他什么
样的治疗是合适的。作为一个医生，坦言最
佳治疗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不可接受的，而
实际上，当要求患者在种种可能的治疗中进
行选择时，他几乎总是选择医生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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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为了用文件证明他们对于试验国家和美

国文化差异的看法，研究人员将所建议的研
究提交给若干代理决策人，包括:

● 4 位移民至该大学所在的北美国家的
南亚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以及一个来访的
社会学博士。

● 这个南亚国家的妇女联合会的副会长
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她们都拥有英语大学的
博士学位。

● 研究所在国涉及此研究的医生。
所有人商议后得出结论，所建议的知情

同意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将随机化过程的信
息泄露给参与试验的妇女是不合适的。

问题:
1、发达国家与南亚国家的差异，能否

为在该研究中采取不同的知情同意做法进行
辩护?

2、外部观察者搜集的信息是否强化了
研究者关于获得知情同意过程建议的理由?
如果是，为什么? 不是，又为什么?

3、由于资源富裕的国家不会容忍提供
低于最高治疗标准的研究，那么在资源匮乏
国家进行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够得到辩护?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活
动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人类生殖
研究、开发和研究培训专题项目主办的在泰
国曼谷的一次研讨班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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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杀微生物剂试验 ( 试验杀微生物剂或试验某

① 杀微生物剂是其目的在于杀死微生物 ( 如细菌或病毒) 的任何一种化合物或物质。在性传播感染的情境下，杀

微生物剂是应用于阴道或直肠内免受包括 HIV在内的性传播感染的化合物。它们可做成凝胶剂、乳剂、膜剂或拴剂。不

是所有的杀微生物剂都有杀精子活动 ( 避孕效果) 。尚未有有效抗 HIV的杀微生物剂。

② Trichomonas vaginalis ( T． vaginalis) 是性传播感染 ( STI) ，是工业化国家妇女最为常见的致病原虫感染。

种杀微生物剂)

扩展由妇女控制的预防所有性传播感染
( STIs) 的方法，对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十分
关键。一种阴道杀微生物剂①有可能保护妇
女避免感染 HIV 和 STIs。理想的杀微生物
剂是有效的、安全的、可接受的、可负担起
的、无色的、无臭的、无味的、容易储藏和
使用，以及能以各种制剂形式获得。它也应
该能以避孕或非避孕的制剂形式获得，并且
获得它无需处方。然而，由于首次研发的杀
微生物剂不可能具有所有这些特征，因此应
最优先考虑研发一种对最需要它的人 ( 如
果始终如一地使用的话) 提供保护，使他
们免受 STIs的安全的杀微生物剂。

证据表明，在实验室测试时杀微生物剂
对其中一名许多性传播病原体有效，当妇女
使用该方法作预防淋病奈瑟氏菌 ( Neisseria
gonorrhoeae) 和沙眼衣原体感染 ( Chlamydi
trachomatis) 等细菌引起的子宫颈感染，以
及阴道滴虫 ( Trichomonas vaginalis ) ②引起
的阴道感染的方法似乎最为有效。目前尚未
对杀微生物剂对男人是否具有保护效益进行
过研究，尽管研究人员相信，妇女使用阴道
杀微生物剂也能保护她的男性性伴免受
感染。

在设计下列研究时，研发杀微生物剂的
前景是有希望的。专家们逐步达成这样的共
识: 研发的杀微生物剂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许多杀微生物剂仍处于检验其安全性和毒性
水平的Ⅰ期和Ⅱ期阶段。

北美一家非营利组织，具有强烈女性主
义色彩的妇女国际权力 ( Power to Women
International，PWI) 计划在某一非洲国家进
行杀微生物剂的研究。实验室测试业已表
明，该药无临床上显著的刺激征候，受试者
普遍认为它可接受，容易使用。然而，由于
它是Ⅰ期试验，这些妇女使用这个产品只有
10 天，在此期间没有性活动。PWI 研究人
员设计了 300 名受试者参与的Ⅱ期试验，以
进一步评估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效能。这项
研究是在非性工作者的人群中进行的第一次
大规模杀微生物剂Ⅱ期试验，而且第一次使
用非避孕制剂。PWI与来自东道国的一家医
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在两家计划生育诊
所进行这项研究。PWI资助这两家诊所更新
实验室设备，也支付为进行该项研究雇用额
外的护理和后勤工作人员的费用。在研究开
始前，PWI研究人员和来自东道国大学的代
表们在诊所开会，给潜在的受试者解释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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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征求她们的意见。
该项研究的纳入标准是，受试者必须是

18 岁及以上的女性，在招募时为 HIV阴性，
在该社区居住至少 1 年，在研究开始后 1 年
不想离开社区。其中一名研究人员，在一位
翻译的协助下从每一位受试者那里寻求知情
同意。出于对妇女自主性的尊重，研究人员
决定不从她们的性伴那里寻求知情同意; 既
不鼓励妇女告知其性伴，也不劝阻她们
告知。

要求受试者性交前阴道使用凝胶剂或安
慰剂，每周至少三次，为期约为 1 年。一旦
招募进入试验，所有妇女都要每月到诊所接
受检查，查看有无刺激症候，并进行 STIs
检测。在她们就诊时，妇女们得到安全性行
为咨询、免费安全套，而咨询是要确保她们
理解试验的要求和目的。如果发现有妇女患
有可治疗的 STIs，对她进行治疗; 每 3 个
月，这些妇女们接受 HIV 检测，并要求她
们回答有关产品可接受性的一系列问题。如
果发现她有 HIV 或其他疾病，诊所工作人
员将她转诊到当地二级或三级医院去接受治
疗或支持性服务，并鼓励这位妇女带她的性
伴一起去。与 HIV 检测相联系的是在检测
前后提供咨询，由妇女们决定是否接受她们
检测结果。诊断为 HIV 阳性的妇女可选择
继续参与试验，因此离开试验不会成为她们
HIV血清学状况的标志。所有受试者每次就
诊都收到适度的时间和交通方面的金钱补

偿，还收到点心。
在研究前的一次会议上，来自社区健康

委员会的一组妇女表示她们不同意研究人员
关于不从参加试验妇女的性伴那里获得知情
同意的决定。她们认为，如果她们的性伴发
现她们使用这个产品而未得他们的批准，可
能导致她们置于性暴力和身体暴力风险之
中。来自东道主国家的合作研究人员争辩
说，如果告知男人有关杀微生物剂之事，他
们会不允许他们的性伴参加试验。需要男性
同意也使这些研究的目的归于无效，因为其
目的是检测女性控制的方法。

问题:
1、研究人员是否应该寻求妇女性伴的

知情同意? 应该这样要求吗?
2、如果在试验期间一位妇女成为 HIV

阳性，应该告知她的固定性伴吗? 如果她有
不止一个性伴，该怎么办? 如果她发生了
STI，而不是 HIV，该怎么办?

3、如果社区健康委员会不同意研究人
员作出的决定，她们能做些什么来使她们的
声音被人听到?

4、在这些研究计划期间，HIV 阳性患
者还不能通过该国的卫生系统获得抗逆转录
病毒疗法。而常规进行的 HIV 监测不将检
测结果反馈给本人。在这些研究的情境下，
即使受试者不同意收到检测结果，不提供受
试者的检测结果是否合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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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判定术后放射治疗价值的研究

东亚一家知名的癌症医院用了 11 年的
时间研究一个颇多争论的问题: 食管癌患者
的生存率是否因外科切除术 ( 用手术清除
癌细胞) 后的放疗而提高。这项研究开始
之前没有进行伦理审查，因为当时该国几乎
没有研究机构设有研究伦理委员会。

在此期间，将在医院里经过根治性切除
术的患者随机分到两个组: 仅进行手术的患
者与同时接受放疗的患者，后一组在术后
3 ～ 4周开始放疗，用放射线杀死剩余的癌细
胞。临床医生告诉放疗组的患者说，给予他
们的是“创新性疗法”。临床医生全面地介
绍了治疗的可能风险和受益，在此之后患者
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这种疗法。

患者未被告知他们是一项试验的受试
者。研究人员相信，参与研究的人群对医学
科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上根深蒂固的不信
任，以致单单提及 “研究”这一术语就会
导致大多数患者拒绝参加研究。研究人员推
断，由于患者获知了其所被提供的干预相关
的全部信息，并且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这
种治疗，患者的口头同意足以使这项研究符
合现行的知情同意准则。

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支持食管癌治疗中
的术后放疗，研究人员将结果写成论文递交
给北美一家知名的医学期刊。在经过评议
后，这家期刊的编者决定发表这篇论文，但

邀请一位北美的医生和伦理学家撰写一篇社
论 ( editorial) ，社论批评该研究缺乏知情同
意和伦理审查，还指出违反人权在该研究所
在国家时常发生。发表前并未将这篇社论给
论文作者看，也没有邀请研究人员做出
回应。

问题:
1、你是否同意研究人员不告知患者其

参加的是一项试验的伦理辩护? 如同意为什
么? 如不同意又为什么?

2、因为没有告知患者他们参加的是一
项研究，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3、虽然正式的知情同意的机制和事先
的伦理审查现在已经广泛采用，但在进行
该项研究时，在该国尚未通行。用现在的
伦理标准来评判数年前开始的研究是否
合适?

4、该期刊是否应该发表审稿人认为不
合伦理的研究论文? 何时一项研究的科学价
值足够重要，以至于可以为其发表违反伦理
的论文辩护?

5、是否应该向论文作者提供回应社论
的机会?

6、期刊编者发表一篇社论反对一篇发
表的研究论文而未告知研究人员，这种做法
是否合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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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① β胡萝卜素: 在许多蔬菜中存在的一种抗氧化剂，通过肝脏部分转化为维生素 A。科学家认为在新鲜水果和蔬菜

中存在的 β胡萝卜素能够减少癌症和心脏病发生。

② 致畸剂是可能干扰胎儿正常发育，导致流产、出生缺陷或者妊娠并发症的药物、化学物质、传染病或环境因素。

孕妇微量营养素补充的研究

在南亚，母亲缺乏维生素 A 是一个重
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早产和小于胎龄儿
( small size for gestational age) 是导致死产和
新生儿及幼儿夭折的主要风险，而这些都与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母亲缺少维生素 A 有
关。在亚洲据一项大型现场试验 ( a large
field trail) 报道，补充维生素 A可使学前儿
童的死亡率降低 30%。然而，给孕产妇补
充维生素 A是否有利于她自身和 /或其婴儿
健康尚未可知。

为解决此方面知识不足的问题，某南亚
国家开展了一项大型、基于社区的随机双盲
安慰剂对照试验，该国贫穷和文盲率很高，
并且妇女和婴儿缺乏维生素 A。研究的目的
在于判定给育龄妇女每周补充一次低剂量的
维生素 A或 β胡萝卜素①能否减少与妊娠相
关的死亡和疾病、促进婴幼儿的发育并挺高
存活率。随机选择 270 个村庄为样本，生活
在这些村庄里的所有已婚育龄妇女都符合参
加该项试验的条件。尽管每天服用大量维生
素 A 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致畸剂 ( terato-
gen) ②，但该项研究中每周一次剂量的维生
素 A或 β 胡萝卜素并无风险。这项研究得
到该国卫生部的支持，他们希望表明其正在
积极地处理地方性胎儿及新生儿高死亡率的
问题。

在研究开始前，研究人员与 270 个试验
村庄的卫生官员举行会议，向他们说明了研
究的详情。研究人员强调，将有三分之一的
妇女服用没有活性成分的安慰剂。该地区卫
生官员们同意开展研究。在各个村落中的公
众“宣传员”将告知各位村民作为卫生部
发起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降低新生儿的死亡
率并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村民们还将被告
知，该项研究雇用的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将于
每周拜访他们一次，村民们应支持他们的工
作。总计有 45 000 名妇女参加了该项研究。

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将试验的干预措施分
发到妇女家里。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如果妇
女怀孕，就是否允许由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对
妊娠、母亲和胎儿进行监测，社区卫生工作
人员将获得孕妇的知情同意。已签署同意书
的妇女在怀孕期间接受两次访谈，并在产后
3 至 6 周接受访谈。其中 27 个村庄的妇女
还受邀进行更详尽的临床检查，以便评估她
们是否患有疟疾、贫血、寄生虫感染，评估
人体测量学数据以及饮食状况。这些妇女的
孩子在出生 10 天内进行称重和测量。孩子
在 3 个月大时采集其血液样本，在 6 个月时
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详细测量。

试验进行了大约 3 个月以后，一些妇女
向村长抱怨，她们不愿意再接受每周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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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因为这种药物是西药。她们还告
诉村长，她们听到传言，干预措施并没有任
何真正的医疗效果。她们希望村长与村庄其
他人一起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终止试验。

问题:
1、在研究设计中社区 ( 与个体相对)

的随机化可带来技术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

伦理问题吗?
2、同意的过程是否充分? 如果你是被

要求审查这项研究的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成
员，你会提出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或要求更
改研究设计的问题吗?

3、受试者是否必须理解随机化的含义?
4、研究人员如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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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① 世界卫生组织 ( WHO) 建议 ( 2006) ，感染 HIV的妇女应该在婴儿的头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除非替代的喂

养对于她们和她们的婴儿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行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并且安全的。如果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就

可建议避免所有感染 HIV妇女母乳喂养。WHO HIV and Infant Feeding Technical Consultation． Consensus Statement．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agency Task Team ( IATT) on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s in Pregnant Women，Mothers and their Infants，2006．

母乳喂养与 HIV母婴传播

本案例基于 20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研究，
而非基于最新知识。之所以收录在本书内是
因为其中的伦理问题仍具有意义①。

总部设在中非国家医学研究机构的一个
研究小组正在研究感染 HIV 的母亲母乳喂
养儿童 HIV 感染的风险。如果证明一位
HIV阳性母亲进行母乳喂养显著增加婴儿感
染的风险，就应该修改目前卫生部的建议，
即无论感染 HIV 的母亲的状况如何都应该
进行哺乳喂养。先前研究的结果提示，母乳
喂养可能与增加 HIV 的传播相关。然而，
这项研究有一些设计上的缺陷，因此医学研
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需要重做。

该项研究正在该城市的综合医院开展，
为期超过一年。由于认为孕妇和她们的性伴
应该一同做出参加研究的决定，研究人员设
法从性伴侣双方获得知情同意。同意书是清
楚的，似乎也是全面的，并且包括了这样一
个条款，即受试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退出
试验，而不会损害母亲或孩子在诊所接受的
医疗。研究人员没有提供引诱来鼓励受试者
参加研究，尽管他们非常清楚抗逆转录病毒
药物对于该国大多数需要它们的人来说难以
获得，而且医院里没有预防母婴传播的
项目。

每一位受试者因需住院分娩而在妊娠晚
期进行产前检查时，都要抽血来确定她们的
HIV状况。在分娩之前，这些妇女知道她们
的 HIV状况。血清反应阳性的妇女接受咨
询，并且被建议不要母乳喂养她们的婴儿。
咨询人员向她们保证免费提供其所需要的婴
儿配方奶粉。然而，仍有一些妇女会选择母
乳喂养，因而会有 2 个非随机选择组: 选择
不进行母乳喂养的 HIV 阳性妇女成为研究
组，选择母乳喂养的 HIV 阳性妇女组成对
照组。无论接受母乳还是婴儿配方奶粉，将
会在婴儿出生以及每 6 个月直至 18 个月时，
评估每个孩子的 HIV 感染情况; 在婴儿出
生 18 个月后，重新评估母亲的 HIV 状况。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孩子至少每两周要去一家
特殊诊所就诊，那里不仅免费提供普通儿科
疾病药品，而且免费提供治疗 HIV 相关机
会感染的药品。

在产前诊所就诊的一位 HIV 阳性妇女
怀孕 24 周，她是一个健康的已婚妇女，已
有两个健康孩子 ( 一个 2 岁，一个 5 岁) 。
她的病史显示在她上一次分娩时因产后出血
曾接受过输血。根据研究方案，她被告知母
乳喂养的一般好处，以及与之相对的 HIV
传播的风险。她的医生建议她考虑替代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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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的其他选择。在她预产期前一周，经过
与一位医务人员以及她丈夫几次艰难的讨
论，她决定母乳喂养她的孩子，并将继续参
加这项研究。她的丈夫强烈反对，并决定与
研究人员交涉，试图改变她妻子的决定。他
说他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孩子是否接受母乳喂
养，并且按他的理解，母乳喂养可能对他的
孩子有危险，他会寻求法院下命令阻止他妻
子母乳喂养。他希望他的家人仍然参加这项
研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数量充足
的婴儿配方奶粉来替代母乳。

问题:
1、既然只有妇女的 HIV 状况和正在研

究的风险 ( HIV 通过母乳喂养传播) 有关，
那么征求妇女和其性伴二者的知情同意是否
合适? 如果该妇女不愿意向其性伴透露个人

HIV状况怎么办?
2、考虑到母乳喂养可能会严重影响到

孩子的健康，在本案例中丈夫在决定是否母
乳喂养时应该起什么的作用?

3、免费提供每两周一次的门诊以及免
费药物，对受试者参加研究是否构成了一种
不当引诱?

4、考虑到先前 ( 尽管有缺陷) 的研究
已表明 HIV 通过母乳喂养传播有风险，那
么做这个研究是否合适?

5、请对这一研究的风险-受益比进行评
论。你认为如何能改善风险-受益比?

6、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作用是什
么? 夫妻双方都愿意留在研究中，但他们却
持有相反的意见，研究者能避免这种情
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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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9

人源化的小鼠

与疟疾一样，登革热是一种可能致命的
病毒性疾病，经由蚊子叮咬传播的。虽然登
革热有其严重的、类似流感的症状，极少引
起死亡，但登革出血热，作为一种潜在致死
的并发症，已成为若干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儿
童住院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研发登革热疫苗
很困难，因为这种疾病可由 4 种相关的病毒
中的一个引起，除非一种疫苗能预防所有 4
种病毒。否则疫苗可能增加更为严重的登革
出血热的风险。

来自南美一所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想要
评价研发登革热疫苗的可能性。为了促进对
登革热或登革出血热与免疫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的理解，他们首先建立该疾病的动物模
型，他们计划在小鼠身上进行测试。研究计
划使用免疫缺陷型小鼠，用人的脐带血重建
它们的免疫系统。大约招募 100 名接近分娩
的妇女参加研究，她们需要提供少量脐带
血。知情同意书中写道 “脐带血将被送至
研究实验室，在那里测试血细胞对外来物质
的反应如何”。送到研究人员那里的脐带血
是没有身份标识的，他们将这些样本注射进

小鼠体内。虽然同意书标题表明，样本将用
于涉及小动物模型 ( small animal models )
的研究，并欢迎妇女询问进一步的问题，但
同意书并没有强调，脐带血会注射在小鼠体
内，用来重建小鼠的免疫系统。

这项研究得到当地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1 年后，一位捐赠脐带血的妇女读到关
于“人源化小鼠”的一篇文章，回想到她
曾参加类似的研究。她向她的产科医生和委
员会的行政协调人投诉，说她感觉受到这项
研究的欺骗，因为研究人员并没有告知她，
她的血将被注射入小鼠体内。她引用知情同
意书的条款说，她可以在研究的任何时候终
止她的参加，她坚持要将她的所有样本立即
追回并从该项研究中撤出。

问题:
1、在这位妇女捐赠血液的研究中，是

否做到了对于研究的恰当告知?
2、由于样本已经匿名化并注射入小鼠

体内，她的要求合理吗?
3、有没有本可以提供给妇女的更为适

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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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0

用于干细胞研究的捐赠

在国家 X，政府允许不超过 14 天的人
类胚胎用于干细胞研究。研究人员往往通过
与提供辅助生殖服务的临床研究所合作，来
获得干细胞。负责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生通常
需要获得患者捐赠 “多余”胚胎的知情
同意。

在获得知情同意时，临床医生首先与患
者交谈，提供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基本信
息，包括手术的性质、可能的风险和受益，
以及用这种方法生出的孩子的法律地位。胚
胎捐赠的同意书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意
书是合在一起的，这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
因为研究人员觉得让患者只签署仅一份
( 而不是两份) 同意书可减少她们的焦虑。

审查知情同意书中涉及 “多余胚胎的
处置”的内容时，医生告知患者在这一问
题上可供选择的有: 冷冻和保存任何没有植
入的胚胎，在生育成功后毁掉储存的胚胎，
或提供胚胎用于干细胞研究。医生进一步介

绍可能的干细胞研究程序以及这种工作的目
的。向患者确保她们的胚胎不会用于生殖性
克隆，但如果这种研究获得研究伦理委员会
批准，这些胚胎可用于推进人类的福利。由
于认识到患者的敏感性，一些特定的词
( 如捐赠、研究和知情同意) 没有出现在同
意书或医生的解释之中。

问题:
1、即使向患者全面解释可能用于干细

胞研究的程序，能够从知情同意书中删除
“研究”等词吗?

2、能够只用一份同意书来包括辅助生
殖和用多余胚胎来做与生殖目的无关的研
究吗?

3、获得使用生物学标本的知情同意能
够用做尚未确定的研究吗? 这样做的最佳方
式是什么?

根据 Misheng F，Lin Z提供的案例研究
改写，并获得他们的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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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

研究老年人群中医疗卫生实践和需求

近几十年来，撒哈拉北部的游牧人群已
经开始定居在一度只作暂时逗留的城市和村
庄。某地区卫生局官员注意到，这些原游牧
社区之一的许多老年成员因病送进医院，而
这些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防的，或本可以
在门诊得到更为合适的处理，而且费用更为
低廉。为了了解如何才能满足这群老年人的
医疗卫生需要，并可能降低费用，这个地区
卫生局同意与某欧洲大学建立研究伙伴
关系。

该研究的目的是使用调查的方法，来研
究传统的和现有的医疗卫生实践、与健康相
关的信念，以及这个地区老年游牧人群的卫
生保健需要。研究人员将会得到医院的记
录。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将获得本地
当局及有关的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这项研究集中研究该社区中 60 岁以上
人群，他们都与家庭成员一起居住，家庭中
有一位成年儿子 ( 公认的 “户主”) 。研究
人员意识到户主参与决定的重要性，因此在
得到成年儿子允许接触其年老父母之前，研
究人员先要向成年儿子解释这项研究及其目
的。用当地的语言获得每一位受试者同意之
后，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访谈。为了确保
隐私和保密，这个房间里除了研究人员和受

试者没有家庭成员。访谈持续 60 到 90
分钟。

在与一位 80 岁老人访谈的中，研究人
员注意到受试者开始发抖和出汗，并变得语
无伦次。研究人员叫来了这位受试者的儿
子，他很生气，并且指责研究人员反应迟钝
和麻木不仁。他大声喊道，研究人员故意使
他的父亲生病，以强迫他去医院接受过度治
疗，而不是让他的家人以传统的方式照顾
他。他要求研究人员立即离开。

问题:
1、怎样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这种状

况在老年人中更为突出吗? 在对老年人做研
究时，有哪些特有的伦理考量?

2、这个同意过程是否充足地考虑到老
年人的特殊需要，例如认知障碍或某种潜在
的病情? 需要采用什么样的伦理框架来考虑
这个问题?

3、研究伦理审查委员是否本来就应该
审查这项调查的问题? 研究伦理审查委员本
可向研究人员提供什么建议?

根据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社会和社区
卫生系 Astrid Stuckelberger 博士提供的案例
研究改编

49 第四章 引言: 同意参与研究的决定是行为能力者做出的自愿的、知情的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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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① 《赫尔辛基宣言》前面一版第 29 条现成为最新 ( 2008 年) 版的第 32 条。用词已经有点改变，但实质仍未变化。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Helsinki，

Finland: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1964． 最近修改和更新的版本 2008 年。http: / /www． wma． net /e /ethicsunit /helsinki．

htm ( 2009 年 6 月 5 日查阅)

引言: 谁的标准

在国际卫生研究中，一些最有争议的伦
理问题源于使用随机对照试验 ( RCT) 设计
来检验新方法和疗法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
进行这些试验时，尤为如此，因为这些国家
的人特别容易被剥削。在本书第二章中，将
会在研究设计中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 包
括安慰剂使用问题) 。本章将特别关注随机
对照试验中应该给予对照组的标准医疗
( standard of care) 。本章将介绍在标准医疗
问题上分歧迥异的观点，从所谓的 “全球
单一标准”到更为宽容的境遇视角。第六
章将讨论与研究者和参与研究过程的其他利
益攸关者对受试者及其所在社区应尽医护和
治疗义务相关的、更为宽广的伦理问题。

对 《赫尔辛基宣言》第 32 条的
诠释①

世界医学会的 《赫尔辛基宣言》可能
是研究伦理学原则最有影响力的声明，按照
《赫尔辛基宣言》2008 年版的第 32 条规定:

检验一种新方法的受益、风险、负担和
有效性，应该将它与目前已得到证明的最佳
方法相对比，除了以下情况:

-当不存在目前已得到证明的方法时，

研究中使用安慰剂或不给治疗，是可以接
受的; 或

-当有令人信服的和科学上有根据的方
法 学 理 由 ( compelling and scientifically
soundmethodological reasons) ，为判定一种方
法的疗效或安全性，使用安慰剂是必要的，
而且接受安慰剂或无治疗的患者不会遭受任
何严重或不可逆伤害的额外风险时。
《赫尔辛基宣言》没有提及当地条件或

资源限制，人们可能认为这意指: 不管试验
在何地进行，应该将要检验的新药或干预措
施与当时世界上可得的 “最佳”医疗干预
措施进行比较。然而，正如我们在第 32 条
看到的，《宣言》包括了一条有限制性的澄
清: 可以放宽这一要求，“如有令人信服的
和科学上有根据的方法学理由，为判定一种
方法的疗效或安全性，使用安慰剂是必要
的，而且接受安慰剂或无治疗的患者不会遭
受任何严重或不可逆伤害的额外风险”。因
此，只要存在某种预防、诊断和治疗手段，
研究者就必须将它提供给对照组，除非使用
安慰剂有令人信服和说服力的科学根据。

如果人们采取这种观点，那么正如许多
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应该蕴含能够”这一
声明的应用意味着二者必居其一。人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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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说，如果在一个特定的试验场所，不可
能提供 “最佳”的医疗，那么这种提供就
不是道德义务。相反，也可以将第 32 条诠
释为: 如果在计划地点 ( proposed site) 不
能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则应该禁止该研究
计划。

对第 32 条的一种不同诠释是，应该
将一种新的干预措施与在本国或研究场所
大多数患者可得的目前已经得到证明的最
佳疗法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世界上最佳标
准医疗相比较。在下面的段落，本文将讨
论对第 32 条这些诠释的积极方面和消极
方面。

单一的全球标准

“单一标准”的立场与任何双重标准相
对立，双重标准允许来自提供高标准医疗的
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提供当地标准
的医疗。按照这个观点，单一的世界标准提
供了道德上的一贯性，它要求任何人平等地
珍视所有人的生命，不管受试者的财富或地
理位置如何。支持者们争辩说，这种单一标
准观点与 《赫尔辛基宣言》是一致的，宣
言将受试者的安康置于比获得科学信息更高
的优先位置。
“单一标准”的这种立场并不要求被试

验的治疗方法是最佳可得的 ( best availa-
ble) ，但仅仅要求与其对比的疗法是最佳的
( 例如，提供给试验中的对照组) 。因此，
这个单一标准的观点将允许采用不那么昂贵
的疗法进行试验，即使人们可能承认这些疗
法低于世界上在某个地方可得的最佳疗法，
但条件是该项研究的对照组得到可能的最佳
疗法。这种立场至少有两个不幸后果。第
一，会排除低成本替代疗法的安慰剂对照试
验，即使某一有效疗法在他国可得，但由于
昂贵、缺乏基础设施或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
等原因，而无法在试验进行国采用。在这种
情况下排除安慰剂对照试验意味着，不让贫

困国家来研制有价值的医疗受益的低成本替
代疗法，即使它们不如 ( 不可企及的) 现
有疗法那么好。如果这种低成本替代疗法用
安慰剂对照的 RCT 来检验，并表明比安慰
剂好，那么它就可证明是有益的 ( 于是可
得到批准和使用) 。即使在等效性试验或优
效性试验 ( superiority trial) 中与全球的最
高标准医疗对比，疗效不如或是不优于最高
标准医疗措施。

第二，因为只要对照组的受试者接受可
得的最佳疗法，似乎就会允许试验使用较差
的疗法，所以第 32 条的单一标准诠释有待
进一步商榷。这类试验显然违背第 32 条中
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即所有的受试者应该获
得世界上目前可得的最佳医疗干预措施，并
提出了如何为单一标准观点辩护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如果将全球最佳的疗法作为对
照，然后这种最佳的治疗在当地并不可及，
那么这就意味着研究者通过试验的方式让受
试者接受这种最佳的疗法，因此有可能引诱
贫困的受试者参与研究。由于通过参加研究
而获得的疗法要比本国医疗卫生系统可得的
疗法好得多，在这个人群中的不公平可能进
一步恶化。

可持续的最高标准

对单一标准观点的大多数批评集中于:
在资源贫乏地方要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是
不切实际的。然而，可以将 《赫尔辛基宣
言》这一条的第二种诠释理解为研究所在
地最高水平的标准治疗或是可持续的标准
治疗。这种理解为资源贫乏地方的研究者
通过与安慰剂对比来检验低成本的替代疗
法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因为即使其他地
方存在对这种疾病的有效治疗，在这个国
家流行的标准是不治疗。对于贫困人群，
昂贵药品或其他干预措施无助于解决他们
的健康问题，而一种成本低或非常低的替
代疗法，哪怕是这种疗法在医疗方面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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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可得的最佳疗法，但却能促进
健康，避免死亡或残疾。但是有的人认
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医疗卫生存
在实质性差异，因此这种理解会允许使用
若干标准疗法。所以，在一个国家被视为
可持续供给的东西，而另一个国家也许被
认为负担不起。而且，一些国家为大多数
公民提供非常少的医疗资源，却设法将一
家或更多家医院或诊所维持在很高的医疗
水平，以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精英。结果，
“可持续性”是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一
个事实。

当地通用的标准

对这条规定最低限度的理解仅要求在一
项研究中给予受试者的标准治疗不应低于试
验所在地区的通用标准，而不是研究所在地
国家的通用标准。这样的要求将充分确保受
试者至少能得到的医疗与他们没有参加研究
本来会接受的一样好。只要一项研究没有使
受试者的健康状况比不参加变得更糟糕，就
可允许进行此研究。根据这种理解，也将允
许研究者有机会用受试者 ( 否则他们不会
为研究所用) 进行自然试验 ( natural experi-
ment) ，如在药理学初治患者 ( nave pa-
tients) ，他们从未接受过即使在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人通常可得的疫苗或药品。

对这种标准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允许
研究者提供不高于在研究所在地目前提供的
标准医疗，即使这种标准是不治疗。人们一
度建议要用这种反对意见替代 《赫尔辛基
宣言》第 29 条 ( 新版本的第 32 条) ，但后
来遭到拒绝。没有接受充分医疗服务的人
群，或者大多数人觉得理应获得比现在更好
的医疗服务的那些人，依然继续参加本项研
究。结果是，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 ( spon-
sors) 使试验所在地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继续
存在，并利用了这种不公正。实际上，这种
标准的使用被视为激励研究申办方去寻找存

在最大不公正的试验所在地，因为他们将为
受试者提供很少的医疗服务，甚至什么也不
提供。对于研究申办方 ( sponsors ) 来说，
在这些地方进行研究是非常划算的，因为给
受试者提供的医疗较少，这些受试者不那么
苛求，也不大可能得到本应维护他们福利机
构的良好保护。

附带疾病的标准治疗

对于并非研究目标的疾病的治疗，应该
提供什么样的标准医疗呢? 例如，在一项旨
在探明常用的抗结核药物的血药浓度的研究
中，发现患者患有其他疾病，那么应该提供
患者什么样的标准医疗呢? 或者，对于参加
衡量行为改变对疾病进程作用研究的受试
者，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标准医疗? 如果在研
究过程中发现了其他疾病应该给这些受试者
提供什么样的标准医疗? 在这些情况下，受
试者在他们参加研究期间应该获得目前的最
佳疗法 ( 即使这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标准)
吗? 如果提供最佳疗法，研究人员不会在资
源有限且可能已有诸多不公平存在的国家造
成进一步的不公平吗? 如果由于研究人员检
查出和诊断出受试者患有满足排除标准的疾
病，受试者被排除在该项试验之外，那么研
究人员有义务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治疗，以
及什么样的标准医疗? 如果发现的疾病是慢
性的或不能很快治愈的，所提供的治疗时间
应该有多长? 如果所发现的疾病是遗传性
的，这种治疗的义务是否应扩展到其他亲
属? 最后，为什么研究人员应该坚持这个国
家本身不可能坚持的标准医疗，尤其是由于
他们没有治疗这些在研究中偶然发现的疾病
的责任?

许多研究者和伦理学家认为，基于有益
原则和公正原则要求，在他们的研究中，研
究者对受试者的身体、社会和精神的安康负
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或类似的情
况下，研究者应对受试者 ( 甚至愿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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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患其他疾病而被排除在外的人) 承担
一定的责任。尽管许多这些问题可以被视为
辅助医疗 ( ancillary-care) 问题 ( 即与研究
没有直接关系; 进一步讨论见第六章) ，研
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来自资源富裕国家
的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 ( sponsors) 应承担
更大责任，尤其当他们设法在资源贫乏国家
进行研究时。在研究开始前，研究者和研究
申办方可以通过与各种利益攸关者开展开创
性的合作来改善该人群的医疗卫生而尽他们
的责任，其目的是为提高研究所在国家的标
准医疗做出持续的贡献。

推荐读物

Killen J，et al. Ethics of Clinical Re-
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ature Re-
views，2002，2: 210-215.
“许多评论者认为，所有临床试验的受

试者必须接受一种与世界上最佳疗法同等水
平的医疗。作者们以艾滋病研究为例指出，
这种‘统一的医疗要求 ( Uniform Care Re-
quirement) ’可能削弱旨在改善全球生物医
学研究的目标，并且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
和均衡的伦理评估进路。”

http: / /dx. doi. org /10. 1038 /nri745 ( 2008
年 8月 25日查阅)

Kottow MH. Who Is My Brother's Keep-
er?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2，28:
24-27.
“近年来，不断有报告论及，由发达国

家的研究者在贫困国家采用了不太严格的伦
理标准于临床和研究实践。还有更令人不安
的是，有一些文章已经表示支持在这些东道
国使用的伦理规范的政策，而这些标准不能
为研究申办方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接受。”本
文作者对生命伦理学家支持和赞同差异性标
准的应用表示关注。

http: / / jme. bmj. com /cgi /content / full /
28 /1 /24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Wolinsky H. The Battle of Helsinki:
Two Troublesome Paragraphs in the Decla-
ration of Helsinki are Causing a Furor over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European Molecu-
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2006 7 ( 7 ) :
670-672.
“今年晚些时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 ( FDA) 计划修改其条例，不再参考提
及世界医学会颁布的文件 《赫尔辛基宣言》
( DoH) ，许多人认为这个文件是医学伦理学
的标志性文件。FDA 的决定因 2000 年 《赫
尔辛基宣言》修改版而触发，是在有关医
学研究伦理学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的最新动
作或举措 ( latest move) 。FDA 特别对增加
两段有争议的段落做出了反应，如果在他们
自己的条例中采纳这两段，就会限制在药物
试验中使用安慰剂，并增加试验研究申办方
( sponsor) 对受试者的责任。”本文介绍了
FDA有关《赫尔辛基宣言》修改的论证和
政策调整。

http: / /dx. doi. org /10. 1038 /sj. embor.
7400743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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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

试验一种新的 HIV疫苗

这个案例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研
究，那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尚未普遍可得，这里所说的标准疗法是
当时通行的标准。

1998 年基于北欧的一家制药公司 Vida-
vax研发了一种看似有希望的 HIV 疫苗。动
物研究十分成功，Ⅰ、Ⅱ期试验显示该疫苗
非常安全，在几乎所有志愿者体内都产生出
显著的抗体水平。于是，公司想要在某一东
南亚国家开始Ⅲ期试验，以前监测发现静脉
吸毒的队列人群中血清阳转率很高。

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表示有兴趣让研
究在他们管辖范围内进行，开始与 Vidavax
协商。这一疫苗专门针对在该国静脉吸毒人
群中占优势的 HIV 毒株，疫苗将由该制药
公司免费提供。Vidavax 也支付研究费用，
研究将由该东南亚国家的疫苗研究所进行。
除了研究费用外，这家制药公司还提供所有
必要的实验室设备: 10 台计算机给这家研
究所，以及 2 辆车用于访问研究地点。公司
进一步同意，如果疫苗证明有效，将免费提
供给该城市静脉毒品使用者以及按成本价提
供给该国 5 年。

这是一项随机双盲前瞻性研究，一组接
受受检疫苗，另一组接受安慰剂。在招募入
组前，所有潜在的受试者都要进行 HIV 检
测。如果他们检测结果为阳性，他们将被转
诊至一家市立医院。公司和疫苗研究所也一
致同意，在研究期间罹患 HIV 的任何人将
同样被转诊给一家市立医院，按照卫生部确

定的标准治疗。这些标准规定，对所有感染
都要进行治疗，但不提供给受试者抗逆转录
病毒疗法，包括齐多夫定 ( AZT) 或蛋白抑
制剂。如果在研究期间政府修改建议的治疗
标准，则所有血清转阳者都会转到新的疗
法。市政当局将提供给血清转阳的受试者终
身治疗。

知情同意过程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
段，研究人员将向潜在的受试者扼要介绍该
项研究，以及解释疫苗的实验性质和治疗政
策。在最初的扼要介绍后两天，他们要回到
研究所作简要的口试和笔试，以证明他们完
全理解了该项研究和他们的权利。唯有测验
表明对该项研究及其权利有很好理解的潜在
受试者，才能登记参加研究。告知他们可在
任何时候退出，而不必害怕受到歧视。

研究人员将研究方案递交研究所的研究
伦理委员会和一家为私营公司进行涉及人类
受试者研究的伦理审查公司。应卫生部 HIV
疫苗技术分委员会要求，研究方案也非正式地
经过一家国际组织审查和评论。分委员会批准
了研究方案，将它呈送给卫生部的研究伦理委
员会。所有伦理委员会都批准了该项研究。

在研究开始后，谴责该项研究的一篇文
章出现在某一艾滋病活动团体的出版物上。
该团体反对说，该项研究没有将目前最新技
术水平的治疗提供给血清转阳者。他们论证
说，在东南亚进行研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
卫生部的治疗准则不要求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这篇文章声称，在发达国家，批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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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大学的研究伦理
委员会。Vidavax 反击说，使用目前最新技
术水平的疗法本身不符合伦理，因为这种疗
法在研究进行的国家不能持续，仅有一小群
人可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这个国家需要
的不是提供疗法给一小群人，同时该国也不
愿意提供治疗给全体人群。最后，研究人员
争辩说，提供受试者不参加便得不到目前最
新技术水平的治疗，对参加研究构成了不正
当的引诱。

问题:
1、这项研究合乎伦理吗? 请讨论。
2、提供目前最新技术水平的治疗给血

清转阳的受试者 ( 即使这种治疗尚未在该
国普遍可得) 合乎伦理吗?

3、有无双方均可接受的折衷立场?
4、是否应该向静脉吸毒人员提供任何

其他服务?
5、公司提供计算机、车辆和实验室设

备给疫苗研究所是否合适?
6、如果疫苗研发者是一家东南亚公司，

它想要在本国进行这项研究，对给血清转阳
者使用 “最佳可得疗法或是当地标准疗
法”，与这个案例相比，我们对此是否会有
不同的看待? 如果标准不同，其含义是什
么? 如果标准相同，其含义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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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3

① “临床试验规范” ( 原文直译应为“临床实践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 是一项设计、进行、记录和报

告有人类受试者参与的试验的国际伦理和科学质量标准。它被命名为临床实践规范 ( 虽然它描述的是研究规范) 与实验

室工作规范和生产制造规范相区别。世界卫生组织已为制药产品试验提供了临床试验准则 ( GCP) 。WHO Expert Commit-

tee on the Use of Essential Drugs. Sixth Report.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5 ( 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No.

850) ，Annex 3http: / /whqlibdoc. who. int / trs /WHO _TRS_850. pdf ( 2009 年 6 月 4 日查阅) 。人用制药产品注册技术要求国

际协调会议 ( ICH) 也制订了临床试验准则 ( GCP) ，ICH的临床试验准则的目的是为欧盟 ( EU) 、日本和美国提供一个

统一的标准。http: / /www. ich. org /LOB /media /MEDIA482. pdf ( 2009 年 6 月 4 日查阅) 。

用于孕妇的短期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Viraret是一种在欧洲制造的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在非洲南部一个国家开展的一
项研究检测了该药预防 HIV 垂直传播的疗
效，但给予 HIV阳性孕妇的是短程 ( 一个
剂量) 疗法。这项研究是在一家关注传染
病预防方面颇有声望的欧洲研究机构的支
持之下进行，旨在初步检测药物的有效
性，而不是作为以批准药物上市为目的的
独立研究。然而，试验得到的疗效数据如
此有说服力，以致 WHO 宣称进一步的试
验将是不符合伦理的，并批准将 Viraret 单
剂量疗法用于感染艾滋病的孕妇以防止
HIV的母婴传播。

一个东非国家的政府，通过其药物监督
机构准备批准 Viraret 的使用。然而，对欧
洲研究机构的原始数据再次检查显示了该项
研究存在着没有遵守GCP ( 临床试验规范) ①

的缺陷。这些意味着欧洲管理机构尚不能批

准该药用于预防 HIV 垂直传播。鉴于该东
非国家规定，拟批准的药物必须在生产国得
到批准，因此，该国管理机构拒绝批准该产
品。然而，世界卫生组织重申了它对 Viraret
使用的建议。随后该国管理当局屈服于国际
压力，批准了该药物。

问题:
1、欧洲管理机构的意见对该非洲国家

药品管理机构的决定是否起了作用?
2、如果是，药品管理机构本来可采取

什么样的替代行动?
3、在这种情况下 WHO 的作用是什么?

这种作用合适吗?
4、各方可采取什么行动来避免这样一

种情况发生?
根据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马里兰大学

医学院疫苗研发中心 J Milstien 博士提供的
案例编写

201 第五章 引言: 谁的标准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案例 34

① 这个案例基于与案例 22 一样的研究，但提出了一组不同的问题。

② 引起明显的组织刺激和 /或血管内凝血的一种物质，随后引发局部炎症和组织破坏。

③ 为防止妊娠而通过宫颈插入并置于子宫内的微小物体。

使用奎纳克林作为非手术绝育的方法

虽然该案例是基于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一
项研究，但这个案例提出的问题仍然与我们
有关①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妇女很少有机会获
取避孕措施，并且普遍不遵从现有的避孕方
法，导致许多计划生育方法未能有效应用。
绝育手术虽然安全有效，但并不是所有想做
此手术的妇女都能获得，尤其是处在农村及
偏远地区的妇女，在这些地区基本上没有受
过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和设施。这种可及性
的缺乏引发世界范围对非手术绝育的需求。

非手术、永久性的方法是在子宫内使用
奎纳克林氢氯化物，该方法已经受到极大的
关注，并引起最大的争议。虽然在任何国
家，奎纳克林从未作为一种妇女绝育方法而
得到药物监管机构批准，但该方法的支持者
声称它是安全的、有效的、简易的和廉价
的。他们将奎纳克林作为一种 “低廉” ( 大
约每剂一美元) 的避孕方法来推广，该办
法能够使身处在卫生资源匮乏环境中的妇女
更易获得绝育，使她们避免意外妊娠，同时
降低因不安全流产而导致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

50 多年来，口服奎纳克林被用于预防
和治疗疟疾。虽然口服奎纳克林已不再用于
此目的，但仍然用于治疗某些寄生虫病和炎

症性疾病。20 世纪 60 年代，在南美洲开始
研究将奎纳克林用于妇女绝育，在那里研究
人员探索将它作为硬化剂②使输卵管中产生
瘢痕组织。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
纪 80 年代，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并与美国
的某个研究机构合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期，将该药物制成颗粒，使用一种改良的宫
内避孕器③或一种类似的仪器，通过子宫颈
嵌入。过去几十年中，在 20 多个国家 ( 主
要在东亚和东南亚) ，大约 104 500 位妇女
已经使用该方法进行绝育，但使用方法从未
注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某北美的管理机构
允许对奎纳克林作为绝育方法进行小规模临
床试验。隶属于北美一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
人员，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对行子宫切除术
前的妇女进行这些试验。虽然一些试验继续
在进行，但在 1990 年该非政府组织暂停了
参与，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使用奎纳克林与癌
症之间有潜在关系，因为在南美进行的奎纳
克林试验，已出现了一组癌症病例。在美国
的独立实验室测试表明，奎纳克林使细胞发
生突变，因而可能引发癌症。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东南亚进行的
一项研究报告发布后，该技术受到了广泛的
注意，该项研究中包含 30 000 多例嵌入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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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林颗粒阻塞输卵管的受试者［4］。此报
告发表不久后，人们开始担忧这一既没有被
充分研究，又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药物却被全
球广泛使用，导致若干知名卫生组织对将奎
纳克林用于绝育的研究进行审查。所有组织
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在等候进一步实验室研
究期间，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奎纳克林应用于
妇女绝育。

公众对奎纳克林用于绝育的知识日益增
加，与奎纳克林致突变性的科学确认相结
合，许多国家的公众表示强烈的反对。妇女
维权组织开始质疑奎纳克林研究的伦理学的
正当性。她们提出了关于在缺乏充分的临床
前毒理学数据的情况下，用妇女 ( 尤其是
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 做试验的问题。
另外，他们质疑说，是否曾告知过接受奎纳
克林的妇女这个方法是试验性的，并且是否
曾给予她们其他信息和可供选择办法，以确
保她们作出知情选择。

这方面的质疑还在持续，在科学出版物
以外的一家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

应，触发了一系列有效阻止奎纳克林颗粒制
造和分发的活动。具体地说，这接二连三的
事件有: ①奎纳克林颗粒的唯一制造商停止
生产; ②以前曾参与奎纳克林研究的国家宣
布暂停绝育相关的临床试验; ③一些资源贫
乏的国家宣告将销售和免费分发用于避孕的
奎纳克林颗粒视为犯罪; ④在美国，国家管
理机构发表了一封关于药品安全的警告信，
命令停止分发奎纳克林颗粒，并要求该国指
定个体销毁所持有的该药的贮备。

问题:
1、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

和改变人口增长的能力有差异，当涉及避孕
药的风险-受益比时，是否应该允许对药物
安全性和有效性采取双重标准?

2、国家的和地方的风险-受益分析能否
决定在某一特定环境下使用奎纳克林绝育?

3、在某些情况下这种 “双重标准”是
否可能是合适的和必要的 ( 见案例研究
18) ? 谁来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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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5

① 一种常规筛查试验，可用于检出早期宫颈异常，即宫颈癌前发育不良伴随宫颈和阴道的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
宫颈筛查是一种相对简单、低廉和无创的方法。对宫颈癌的定期筛查可降低宫颈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② 阴道杀微生物剂是妇女用于阴道内的化学药剂，以预防 HIV感染以及可能被其他包膜病毒和性传播病原体感染。
标准的杀微生物剂的设计是在性交前塞入，也可用于避孕，不过目前大多数的潜在杀微生物剂不能用于避孕。 ( Weber J，
Desai K，Darbyshire J，on behalf of the Microbicide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Vaginal Microbicides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Transmission. PLoS Med 2 ( 5 ) : e142 doi: 10. 1371 / journal. pmed. 0020142 ) ． 研发阴道杀微生物剂在
HIV流行的情境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由妇女控制的杀微生物剂。尽管安全套也非常有效，但
是由男性伴侣控制的。

阴道杀微生物剂的研究

东非某国拥有散在的社区计划生育诊所
网络，这些诊所免费提供计划生育方法、孕
产妇相关服务，以及诊断和治疗性传播感染
( STIs) ; 然而患者必须付药费，而且这些诊
所的医生往往开患者负担不起的处方。这些
诊所也不提供诊断宫颈癌的巴氏 ( Papanico-
laou，Pap) 涂片①，因为他们没有做涂片的
设备或人员。

一组研究人员从外国卫生机构得到一笔
资助，在这个国家的一些计划生育诊所进行
多点随机对照试验，以检验阴道杀微生物
剂②预防妇女中 HIV传播的有效性。对受试
者要进行常规病毒和细菌的 STIs 检测和治
疗。她们也将获得 Pap涂片，并免费获得治
疗大多数疾患 ( 包括 STIs) 的药品。出现
与研究无关的问题 ( 例如腹泻和疟疾) 的
妇女将转诊给研究团队中的一位临床医生，
她们会免费得到必要的治疗。研究人员说，
由于受试者应获得资助者所在国的 “标准
治疗”，资助者在以往的试验中曾提供此水
平的支持。研究方案并未具体规定，在 3 年
试验结束后，是否继续提供这一水平的治
疗，如果提供，也没有具体规定该如何做。

提供给潜在受试者的材料详细解释了可能
的受益和伤害; 在给予知情同意前，妇女必须
通过对她们进行的测试，以显示她们理解有关
研究的基本事实。尽管如此，研究伦理委员会
一位委员担心妇女们也许不会仔细权衡风险与
受益，参加研究只是为了得到不参加否则不可
得的健康服务。对不正当引诱的担忧，在计划
生育网络社区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
印证。这份报告说，在这些诊所就诊的妇女们
中有些过去没能满足入组标准，不能参加类似
的研究，使得她们目前无法获得同样质量的医
疗卫生服务，她们对此非常沮丧。

问题:
1、你如何界定“不公平的引诱” ( un-

fair inducement) ? 提供这种水平的医疗是否
对参加研究造成“不公平的引诱”?

2、对于未被选中参加研究的妇女们的
关注，你会作何处理?

3、考虑到医疗的背景水平，应该在这
个国家进行这项研究吗?

根据 Katherine Shapiro提供的题为“Sta-
ndard of Care: A Case Study． HIV Prevention
Trials”的案例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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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引言: 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的义务扩展多远?

人们越来越把与健康相关的研究视为利
益攸关者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利益攸关者
包括潜在的和实际的自愿者及其社区、资助
者、研究申办方、研究者和医疗卫生系统。
为了让这种伙伴关系融洽，在一开始就必须
明确各自的期望和义务。预测并协商与研究
相关的健康问题，可减少可能的冲突根源，
并有助于构建一种积极的研究关系。

尽管澄清各自的职责和义务总是重要
的，但对于在医疗卫生可及性和体制化医疗
供给系统要么不存在、要么欠发达的国家进
行的研究，就更应优先考虑职责和义务。例
如，临床试验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一部分，
但是潜在的受试者要参加，因为参加研究是
他们获得医疗 ( 并且可能治愈) 的唯一机
会。同样，在当地民众看来，研究者不仅能
够提供医疗卫生而且有义务去那样做，尤其
如果他们是称职的医疗卫生人员 ( 例如医
生或护士) 且不存在其他医疗选项时。当
然，相反的情形也会发生，这时受试者有被
剥削的风险，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的权利，
因而对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提供医疗的义务
抱有很低的期望。

在研究过程中利益攸关者应该尽其所能
向受试者提供医疗吗? 他们有什么样的义务
这样做? 为了回报受试者参加研究，鼓励和
开展研究的人应给予受试者什么? 在与社区
协商或达成明确的协议后，或某些社区碰巧
成为研究所在地，是否对社区有义务? 在什
么样的情形下，缺乏基础医疗设施 ( 即诊

所、药房和医院) 的社区也可以进行研究?
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医
疗卫生服务?

可能的义务范围

预防和治疗义务也与所谓的 “标准医
疗”的争论有关 ( 见第五章) 。在研究过程
中，应该给受试者提供什么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尤其是，是否应该给对照组受试者提
供安慰剂 ( 或实际上是无治疗) ? 义务可以
与不同群体的需求相关，这些需求具体
包括:

● 因健康问题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 例
如如果高血糖是检验抗结核新药研究的排除
标准) 的人的医疗和随访需要，从事研究
的研究者是否有义务给有高血糖的人提供医
疗或确保这种医疗可得?

● 因他们已经达到试验预定终点 ( 如肝
功能改变检测) 而必须退出试验的人的治
疗和随访需要。

● 为了研发更好更敏感的诊断性检测而
接受筛查某一特殊疾病的受试者的医疗需
要。从研究的视角看，科研人员只是需要从
这些受试者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样本，而研究
结果不大可能使受试者直接受益。

● 在研究中受到损害的受试者的医疗需
求和其他类型补偿或赔偿的需要，不管损害
是否是研究的直接结果。这些义务是否因国
家而异? 有些国家拥有全民覆盖的医疗以及
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作为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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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附录有关每一条指导原则的描述。

( 例如康复服务和低工资补贴项目) ，有些
国家并不存在这种系统。

● 研究结束后受试者对继续医疗的需
求。研究人员是否有义务继续向患有慢性病
的受试者提供研究表明有效的干预措施? 由
于其价格昂贵，如果患者不参加该试验便不
能获得这种有效地干预措施。如果科学家没
有资金这样做，他们放弃这些患者是否违背
了医学伦理学的一般限制 ( common prohibi-
tion) ，即医生不应该半路抛弃患者终止治
疗?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确知某种干预
措施比正要在试验中检验的疗法更优 ( 也
许是目前 “世界一流” ( world-class) 的疗
法) ，那么在试验结束时，这种干预措施是
否应该提供给所有的研究受试者?

● 由目前已经存在的或新出现的医疗情
况产生的与研究不直接相干的受试者的健康
需要。例如，在一个非洲国家中，一群训练
有素的儿科医生为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进行监
测。由于当地缺乏其他儿科医生，居民开始
将生病的儿童送到研究者那里去治疗。尽管
这些儿科医生认为自己的使命是纯科学的，
但他们认识到妥协的实际必要性，并开始给
患者提供一些医疗。如果他们坚持最初拒绝
提供医疗的决定，这样做并不影响他们的科
学工作，他们这样做错了吗? 花时间去治疗
当地儿童就可能放弃一些科学工作，也就等
于是在牺牲未来患者对研究结果的需求，那
么多大程度的牺牲是合理的?

● 受试者的家庭成员和研究所在社区中
其他人的需要。例如，在一个贫困村庄进行
的给儿童补充营养素的一项研究中，是否也
应该给这个婴儿的兄弟姐妹补充营养素，即
使他们不是受试者?

● 受试者及其社区获取研究结果信息的
需求以及在研究结束后，他们获得通过此次
研究证明有效的药品和其他产品的需要。

指导性伦理原则①

如果随意应用 ( liberally apply) “有益”
( 受益最大化和伤害最小化的道德义务) 和
“不伤害”原则，那么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
也许会被要求完全承担所有这些潜在的需求
和义务。然而，当确定研究者的义务时，或
是确定谁应遵守伦理原则的范围时，如此宽
泛的使用伦理学原则是否是合理的? 有人论
证说，研究无法承受这种做法，即使有些赞
助者 ( sponsors) 可以承受，但这跨越了研
究的界限，而进入了卫生政策和实践的领
域。其他人则认为，研究者应该提供在研究
开始之前与所有利益攸关者之间通过公平协
商达成一致的医疗。不管情况如何，在决策
过程中，尊重人和公正原则是应该考虑的。

例如，当受试者因参加研究而受到损伤
时，研究者应对受试者负有义务。这种情况
也许最容易说明研究者和受试之间的义务关
系。在有些国家，只要向受试者告知了风险
和如有损伤不会提供任何赔偿，并获得同
意，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就没有义务提供任
何医疗，除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挽救受试者
的生命或预防严重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
( regimen) ，尊重受试者的自主性 ( 尊重他
们自由选择参加不承诺赔偿损伤的研究)
被用来降低不伤害的义务。然而，即使这
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损伤是因研究者未能
实施应提供的医疗而引起的话，受试者不可
能同意研究者的过失行动，因此遭受损伤的
受试者仍然可能通过医疗差错诉讼获得
赔偿。

这种十分狭隘和局限的义务和自主性观
念依赖于有选择性的医疗系统和可及的公正
系统。而在一个不可及的医疗卫生系统和无
可信赖的公正的管理系统的地方，义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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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自主性和公正等原则要求有更为敏感的
诠释和应用。

将义务与关系的本质联系起来

研究者对受试者的义务范围有多大，以
及将这种义务在推广到他们家庭或社区中的
成员，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描述作为研究基
础的关系。可以认为研究者与受试者具有非
常有限的关系，仅局限于是研究计划中相互
的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关系 ( 每一方都有其
特殊的角色) 。按此观点，这种关系将研究
者和受试者狭隘地局限于与研究有关的角
色，因此仅承担与成功完成这项研究计划有
关的义务。例如，研究者不存在为与研究无
关的其他病情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

另一种观点是，一个研究者可以被视为
是一位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其他医疗卫生
专业人员，他与受试者的关系是医生与患者
的关系，受试者既有种种疾病，也有其他问
题和需要。例如，受试者往往希望他们所有
的家庭 ( 或社区) 成员得到公正对待 ( fair-
ly treated) 。这种将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
关系理解为医患关系的观点在以下两种情况
中更是如此，即研究者同时也是受试者的医
生，或是研究项目在缺医少药的社区建立一
个诊所。

一旦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关系得以澄
清，就需要考虑研究申办方 ( sponsors) 的
含义。研究申办方是否有义务 ( obligation)
资助研究者认为有专业责任 ( duty) 提供的
任何医疗 ( 例如在研究期间发生，但与研
究无明显联系的健康问题) ? 即使研究者在
其中没有专业责任 ( professional duties) ，由
于研究申办方会从研究中获取经济上的好
处，这是否就形成了义务 ( obligation) 呢?
应该如何根据当地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和
机构的义务，或根据该国政府或国际政府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来看
待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在与研究无直接关系

的需要方面的义务?

寻求解决办法，协商和按原则解决

近年来，某些评论家和生命伦理学委员
会都将提供给研究所在社区好处的义务归于
研究者，这些好处超越了研究本身产生的任
何受益。尽管建议多种多样，但这些受益的
特殊性质与其净价值相比似乎无关紧要。例
如，研究申办方可培训当地的医疗卫生人
员，留下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或一家制
药公司可同意将试验证明有效的产品按成本
提供给研究所在地的国家。这些潜在的受益
可以也应该在研究开始前由科学家和研究申
办方与研究所在国政府、社区和机构的代表
进行协商。当然，要注意确保双方认可的受
益，与研究计划的价值以及研究加在受试者
和所在社区身上的负担是相称的。受益要设
计得施予最直接参加研究的那些人。例如差
旅费、培训费或向当地的科学家和医生提供
专业化的设备等受益可能是服务于受试者及
其社区的方式，也可能不过是贿赂国内有影
响的精英，作为外国研究者进入社区研究场
所的手段。

当在许多人无法获得他们所需医疗的场
所开展健康研究时，任何有助于减轻他们健
康负担的做法都非常有价值，不管其来源如
何。有争议的问题是: 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
研究人员及研究申办方是否有提供这些受益
的特殊义务? 如果有，那么如何能以一种客
观的方式来判定这些义务的范围有多大呢?
尽管有些科学家和研究申办方可能资金雄
厚，而且在缺乏其他医疗服务时需要帮助的
人也会向他们求助，其结果可能是: 健康研
究的潜在研究申办方决定履行向社区提供医
疗受益的义务，这使得研究过于昂贵而不堪
负担。

研究伦理学审查委员会需要决定他们在
多大程度上涉足其中，要么对研究者和研究
申办方为改善受试者及其社区的处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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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有所期待，要么直接参与研究者和研究
申办方与社区代表之间的协商。研究伦理学
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如
任命该委员会的机构的权威性、是否存在其
他富有经验和知识的团体在与社区协商中发
挥谈判者的作用以及社区或其代表是否能聚
集起来与研究者和赞助者进行协商。

推荐读物

Andanda PA. Human-Tissue-Related
Inventions: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
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8; 34: 3，171-179.
“有许多复杂的未解决的伦理、法律和

社会问题与人体组织使用有关，这些人体组
织在研究或诊断过程中获得和保存下来以备
以后使用……在审查引起这些问题的研究方
案时，研究伦理委员会要小心谨慎，目的是
要确保达成恰当的分享受益协议 ( 尤其是与
发展中国家的协议) ，这是很重要的。本文
试图分析与从人体组织样本衍生的可商业化
产品中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等关键问题。”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 jme. 2006.
019612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Belsky L， Richardson HS. Medical
Researchers' Ancillary Clinical Care Respon-
sibiliti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4; 328:
1494-1496.
“在临床试验中对受试者进行调查可鉴

定出与本项研究无关的疾病 ( conditions) 。
研究者需要被引导，来确定他们是否有义务
治疗这些疾病 ( conditions) 。”现存的准则
并没有充分解决辅助医疗问题和健康研究中
提出的责任。本文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有助
于明确研究者责任的伦理框架。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28.
7454. 1494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MacNeil DS，Fernandez CV. Offering

Results to Research Participants. British Med-
ical Journal，2006; 332 ( 7535) : 188.
“受试者希望获得试验结果的摘要吗?

这种做法受到鼓励，因为它显示了对受试者
的更大的尊重: 这种做法承认受试者在完成
研究中的中心作用，并避免把受试者仅仅视
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这篇编者按 ( ed-
itorial) 认识到在向受试者提供研究结果时
谨慎并作出合理判断的重要性，并支持将结
果提供给需要知道结果的人。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32. 7535.
188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Participants in the 2001 Conference on
Ethical Aspects of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thics: Fair Benefit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cience2002; 298
( 5601) : 2133-2134.
“多国合作临床研究，尤其是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一直是争
论的主题。许多人都密切关注随机试验中使
用的标准医疗，但是根据其对健康的影响，
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主张: 为了避免构成
剥削，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而被证明安
全有效的医疗干预应该对这些国家是 ‘合
理’、可获得的。”

http: / /dx. doi. org /10. 1126 /science.
1076899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Potts M. Thinking about Vaginal Mi-
crobicide Tes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
lic Health. 2000; 90 ( 2) ．
“一种阴道杀微生物剂可减缓艾滋病病

毒的传播。迄今为止，在杀微生物剂的安慰
剂对照试验中，一直建议志愿者使用安全
套。这并没有减少可能接触风险的志愿者的
数量，但这将风险负担从参加试验的人转移
到最不能自主决定的妇女身上。探寻了向志
愿者提供有效积极受益这一义务的可供选择
的方法。”这篇有争议的文章挑战了已认可
的做法，并引发了有关杀微生物剂试验中提
供安全套和咨询问题的众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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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www. ajph. org /cgi / reprint /90 /2 /
188 ( 2009 年 4 月 8 日查阅)

Shapiro K，Benatar SR. HIV Prevention
Research and Global Inequality: Steps To-
wards Improved Standards of Care.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Online 2005; 1: 39-47.
“最近数十年来，在艾滋病肆虐的国家

中，贫困的加剧和卫生基础设施的瓦解给临
床研究带来难以应对的挑战。本文讨论应该
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受试者全部标准医疗
( SOC) ，而不是国际上就标准医疗进行争论
时提出的狭义的标准治疗。本文主张，通过
渐进方式将标准医疗提供给受试者及其社
区，以促进健康可持续的改善，是资源富裕
国家中在贫困国家发起研究和从事研究的人
的伦理义务。”

http: / / jme. bmj. com/cgi / reprint /31 /1 /39
( 2008年 4月 17日查阅)

Simon C，Mosavel M，van Stade D.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and Con-
duct of Locall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
cine，2007 ; 64 ( 9 ) : 1960-1969.
“在本文中作者们考虑了一些挑战，这

些挑战是由当地相关的国际健康研究的伦理
要求引起的。我们考查了在南非的一个资源
贫困社区开展的宫颈癌研究，并考虑了该研
究在多大程度上与该社区成员所表达的需要
和关注有关。”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 j. socscimed.
2007. 01. 009 ( 2008年 8月 25日查阅)

Tarantola D，et al. Ethical Considera-
tions Related to the Provision of Care and

Treatment in Vaccine Trials. Vaccine，2007，
25: 4863-4874.
“有益和公正原则与国际人权规范和标

准相结合，为研究者、研究申办方和公共卫
生当局规定了某些义务。但这些义务在实践
中没有很好界定，理解很不一致，或应用很
不充分。目前的文件特别论及了在疫苗试验
中应用于医护和治疗的标准设定问题，并提
出了在疫苗临床试验情境下达成决策共识的
一种结构性方法。”本文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起的一系列全球性
协商会议而制定的。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 j. vaccine.
2007. 03. 022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Zong Z. Should Post-trial Provision of
Beneficial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s be
Mandato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
nal of Medical Ethics，2008; 34: 188-192.
“在探讨研究伦理学 ( bioethics for re-

search) 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是，研究结
束后是否需要继续提供有益的试验性干预手
段……本文概述了国际和国家准则中的建
议，也讨论了与试验后提供医疗有关的伦理
原则和实践问题。在结论中作者指出，在所
有情况下试验结束后提供医疗是不必要的，
并建议用一组标准来鉴定什么情况下应该提
供有益的医疗干预一直到研究结束。然而，
对于仍然需要并能从中受益但没有替代疗法
的人来说，应该确保他们在试验后仍可得到
有益的试验性干预手段。”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 jme. 2006.
018754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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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6

① 一种用来检出早期宫颈异常的常规筛查试验，即癌症前期子宫颈发育异常，伴随宫颈和阴道的病毒、细菌、真菌

感染。宫颈筛查是一种相对简单、低成本、无创的方法。宫颈癌的常规筛查降低了宫颈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② 组织、器官、细胞的异常发育和生长。它是最早形式的癌前病变。不典型增生能被诊断为重度或轻度，重度不典

型增生表明进展更晚，接近恶性变。

③ 一个子宫颈表面鳞状细胞异常生长的普通术语。根据宫颈受到的影响和细胞异常的程度，这种细胞变化被描述为

低度和重度。重度鳞状上皮内病变被认为是重要的癌前病变，而低度的更多是良性的，因为大多数病变可逆转。

宫颈癌的观察性研究

尽管这个案例研究所依据的研究发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然而它提出的问题仍然与
今天相关。

全球每年至少有 273 000 人死于宫颈
癌，其中 85%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常规
巴氏涂片①及恶性病变前宫颈不典型增生②

的治疗易得的国家里，侵入性宫颈癌的发病
率已经下降。最常见的是，患有致命宫颈癌
的妇女从未用过阴道细胞涂片，或者在两次
阴道细胞涂片筛查间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

宫颈不典型增生包括从轻度的鳞状上皮
内病变 ( SIL) 到重度的鳞状上皮内病变③。
下一个阶段是原位癌，表明虽然癌细胞已经
存在但是还没有扩散。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对于哪种类型的不典型增生将会发展为癌，
医学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许多拥有充足医
疗设备的国家对治疗早期不典型增生都采取
激进的态度。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何
时进行治疗的决定仍然受制于这样的信念:
不是所有发育异常都会发展为癌，这种观点
得到先前对宫颈癌自然史，研究的支持。因
此，在发展中国家，最广为接受的开始治疗
的阶段是原位癌阶段，即细胞已经癌变但仍
限于宫颈部分。

如果医生能够更为精确预测何种不典型
增生将会发展为原位癌，他们就能够更明确
地判断哪些病例要早期治疗。如果开发一种
能够检出何种不典型增生会癌变的更精确的
诊断方法，将能节省金钱，并且确保更多的
妇女获得治疗。为给一项国家宫颈癌控制项
目设计方案，某南亚国家的国家医学研究理
事会为宫颈癌观察性研究提供资助，以确定
不典型增生最可能发展为癌。

经研究理事会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的
该项研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历时 12
年。该国某大城市的 8 所公立医院参加了试
验。大多数医院都提供普通的和专科的妇科
治疗，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医疗设备来治
疗所有的癌症患者。因此，癌症患者被转诊
到最近的地区癌症中心接受治疗和随访，通
常需要等待 6 个月才能开始进行治疗。

研究人员在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告知妇女有关研究的信息，并鼓励她们
来市医院接受阴道细胞涂片检查。来此 8 家
公立医院就诊的妇女被告知这项研究的情
况，并在知情同意后被要求做阴道细胞涂
片。由于研究中的妇女大部分是文盲，研究
人员以一种简单的、没有医学术语的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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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信息并获得口头同意。研究人员没有告知
妇女她们的病变有可能发展成癌。妇女也没
有意识到治疗是可得的。

到了第 9 年，研究人员已经确诊了超过
1000 名患不同程度宫颈不典型增生的妇女。
对阴道细胞涂片呈阳性的妇女每 3 个月随访
一次，根据涂片结果来记录她们病变的进
展。治疗的终点定在原位癌的发展期。在此
期间，她们被转诊到最近的地区肿瘤中心，
并且有许多人在地区肿瘤中心等待治疗。等
到一些妇女接受肿瘤学家的治疗时，病变已
经进展到一个更严重的阶段。

研究进行到一半，一家权威的北美医学
期刊发表了一项宫颈癌纵向研究的结果。研
究得出的结论是，宫颈不典型增生是宫颈癌
的先兆，因此所有形式的不典型增生都需要
治疗。尽管已有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人
员仍然继续该项研究。当研究结束时，71
名妇女已经发展为恶性肿瘤。其中 9 人的癌
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旦研究
结束，研究团队不再给这些妇女提供任何
治疗。

问题:
1、讨论这项观察性研究所产生的伦理

问题。
2、考虑到公立医院人员、设备和设施

短缺，医学研究理事会进行该项研究是否正
当? 不进行该项研究，国家的准则能否
建立?

3、当完成研究以后，是否应该继续给
受试者提供服务? 如果是，应该提供什么
服务?

4、在研究中诊断一种病情或疾病是否
导致提供治疗和随访的义务? 无论被诊断出
的病情包括参加研究的患者还是排除在外的
患者，这种义务都是一样的吗?

5、纵向研究进行到至少一半时，研究
者是否有责任评估当时的境况? 赞助者是否
应该要求这样的评估?

6、此项研究是否应该有终止研究的规
则或监测机制?

7、此项研究结果可否公开发表? 如果
不，研究结果应该如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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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7

① 贫血是血红蛋白浓度低于一定水平状态，导致红细胞载氧能力下降。约一半的贫血病例是由于铁元素缺乏; 其他

常见原因包括感染 ( 如疟疾和血吸虫病) 和遗传因素。主要健康后果包括妊娠结局不良、身体和认知发育受损、儿童发

病率风险升高和成人工作效率下降。孕妇和儿童尤其容易感染。20%产妇死亡是因贫血所致。

② 氯喹是治疗或预防疟疾的传统用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人类恶性疟疾的镰形疟原虫普遍对氯喹有耐药性。通

过按蚊传播的镰形疟原虫疟疾，是最危险的疟疾感染，引起最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80%的所有人类疟疾感染和
90%死亡都由它引起。镰形疟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流行。另一种引起人类疟疾的原虫寄生虫，间日

疟原虫，也由按蚊传播。间日疟引起的并发症比镰形疟少。

疟疾疫苗试验

某家跨国制药公司开发一种新的疟疾疫
苗，已成功通过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公司
委托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
对照试验，来评估疫苗与标准免疫计划结合
使用的疗效。最后，公司的目标是在预防疟
疾项目中应用新疫苗。东非某国疟疾流行，
该国科学家已表示有意参与疫苗研究。为了
降低该国 5 岁以下儿童与疟疾相关的死亡人
数，他们开始与制药公司合作研发疫苗。

研究组将研究地点选在疟疾全年传播严
重的一个南部村庄进行。在该地区，出生一
月后临床疟疾发病率急剧上升; 在当地医疗
机构就诊的婴儿疟疾或严重贫血①发病率分
别是 0. 7 和 0. 6 儿童 /年。在该城镇，由一
所区级医院提供治疗服务，而由一家活跃的
母婴健康 ( MCH) 诊所提供常规儿童疫苗
接种，以及提供每月称体重门诊 ( monthly
weighingclinic) 。该地区的疟疾治疗依靠快
速诊断和氯喹，即使当地 60%的寄生菌株
都对氯喹产生耐药性②。

研究人员计划在 MCH ( 妇幼保健) 诊
所招募受试者。当母亲们带孩子来初次接受
免疫时，他们会对母亲解释这项试验。诊所

护士同意帮助翻译，但强调她们非常忙，不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帮忙。为了评估每个
母亲对研究的理解程度，研究人员会使用一
组用当地语言书写的标准问题。如果母亲提
供知情同意，那么当她们的孩子在 1 个月大
时通过扩大免疫计划服用初次剂量的其他疫
苗时，将服用初次剂量的疟疾疫苗或安慰剂
( 氢氧化铝) 。第二和第三次分别在 2 个月
和 7 个月大时服用。

为了监测疫苗的安全性，研究人员会在
接种后一小时内检查儿童两次，并会记录下
局部或全身反应的任何体征和症状。如果孩
子有诸如发热或腹泻等的健康问题，他们会
进一步建议父母回到诊所来。根据临床结果
和显微镜检查判定患有疟疾的儿童，将在该
区级医院按照国家指南 ( 即氯喹疗法) 进
行治疗。

疟疾病例数将作为主要的研究终点。研
究人员对病例的鉴定使用了一种被动的病例
检出系统，该系统是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在
该区级医院和 MCH 诊所运作的系统。这个
系统确保来到这两家医疗机构看病且参与此
项研究的患者得到 24 小时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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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cal cover) 。
试验按计划开始前的几个月，制药公司

的研究人员访问东道国 ( host country) ，与
卫生部代表会面敲定研究方案。代表们认
为，知情同意过程是不合适的，并不能使受
试者充分理解试验。他们指出，女性识字率
预计低于 40%，并且由于诊所护士工作负
荷繁重，她们可能没有时间充当翻译人员。
他们也要求，如果疫苗证明有效，该国所有
儿童都应在试验完成之后 5 年内免费接受疫
苗接种。

公司研究人员回应说这种要求太过分。

他们解释说，他们的研究预算无法支付人群
中 500 万儿童的接种费用。他们强调，他们
目前正在进行的其他治疗试验，目的是开发
国内市场，向某一国家提供免费治疗，而不
提供给其他国家，这是不公平的。

问题:
1、此项研究提出的伦理问题是什么?
2、研究人员依靠卫生中心人员帮助翻译

并评估知情同意过程的理解，这样合适吗?
3、对患疟疾的患者应该怎样治疗?
4、公司对该国未参加研究人群，如果

有责任，负有怎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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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8

① PTSD是可在经历遭受严重人身伤害或威胁的恐怖事件或折磨后发展的一种焦虑性障碍。有可能触发 PTSD 的创

伤性事件，包括暴力人身攻击、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灾害、事故或战争。

大规模暴力事件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接纳了大量寻求合法避难
的难民。大多数这些国家都有基本精神健康
计划来处理难民们的精神需要。然而，这些
计划大多数都是当地水平的，并且绝大多数
国家提供给难民的心理健康服务与其他服务
几乎是不相干的，全国范围内的合作也极
少，而且对难民和遭受折磨的受害者实际上
也没有精神健康方面的外展服务。因此，难
民们的需求常常被误解，许多人并没有获得
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健康服务。

在欧洲某国以大学为基地的一家诊所开
创了对受精神创伤人群的精神病学诊断及评
估的先河。其收治的大多数患者是来自东南
亚国家的难民。该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
他们没有发展良好的现场测试方法来对平民
百姓一生中精神创伤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意
义进行评估，以及对这些经历如何改变受影
响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方式进行评估。目前的
诊断量表基于发达国家人群对精神创伤的反
应，可能不适合于评估该诊所处理的人群的
经历和反应。

该诊所的研究负责人决定在产生难民
的国家进行境内难民研究。该研究主要的
目标是研究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境内
难民 ( displaced people) 对大规模暴力事
件和精神创伤的反应 ( 特别当与强迫搬迁
结合在一起时 ) ，以便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 ①设计一个因文化而异的诊断量表。
研究负责人举出的理由是，从研究境内难民
( displaced people) 获得的信息，可应用于
治疗前来该诊所就诊的难民。

研究将在距首都 4 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庄
中开展。研究人员选择此村庄作为研究地
点，是因为在该国历史上某一独裁暴政时
期，大量境内难民流入此地寻求安全。当地
社区医疗卫生中心将被用做研究的管理基
地。从首都某大型教学医院来的一位精神病
医生每月视察医疗卫生中心一次。他来医疗
卫生中心主要监督慢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而没有时间实施长期精神疗法的治疗或与患
者一起参加小组活动 ( group work) 。他已
表明自己没有时间参与该项研究。

欧洲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所在国缺乏经
验，且不熟悉当地语言。因此，他们决定招
募在村庄里被广泛认可的社区卫生工作人
员，在研究人员按计划进行家庭访谈时这些
社区卫生工作者帮助他们介绍情况并进行翻
译。这些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每走访一户便可
获得一小笔酬金，而他们平时的工作是对村
庄里的结核病治疗进行监控。随同研究人员
的还有一组民族学家，他们将在家庭和村庄
里搜集家庭互动和社会动力学的数据，以便
根据情境来理解研究人员所收集的数据。在
每户人家中，研究人员将解释研究的目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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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受试者参与的口头知情同意。
每次访谈约进行一小时。研究人员不会

记录受访者的任何个人信息，受访者将始终
是匿名的。研究人员的询问将涉及受访者有
关暴力和精神创伤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
他们生活的影响。

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先前处理东南亚
难民的经验，研究人员将评估每位受试者精
神疾患的风险。在访谈时发现有较高精神疾
病风险的受试者将被转诊至政府医疗卫生中
心作进一步的评估和治疗。在研究完成时，
研究人员将向精神病学家及卫生部提供研究
结果和他们的建议。该研究并不提供医疗
服务。

问题:
1、审查该研究方案的伦理委员会所持

意见是，此调查可能会引起情绪沮丧 ( emo-

tional upset) 。如果你是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之
一，你是否会批准递交的建议书? 如果不批
准，你会要求做哪些修改? 为什么?

2、这项研究的风险-受益分析是什么?
谁将从该项研究中受益?

3、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 CIOMS)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
准则》准则 5 规定 http: / /www. cioms. ch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 与知情同意书中应
提供的信息有关) ，在完成研究之后，受试
者通常将被告知研究的结果，而个别的受试
者将被告知与其特殊健康状况相关的研究结
果。这项研究是否符合这条准则的建议? 为
什么符合或为什么不符合?

4、是否应该评估接收被转诊受试者的政
府诊所的医疗质量? 研究人员有没有责任提
升这些医疗服务? 为什么有或为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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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9

幼儿轮状病毒发病率的纵向研究

急性腹泻是发展中国家 5 周岁以下儿童
死亡的主要原因，2 周岁以下的婴儿尤其易
感。然而，几乎没有前瞻性的、以社区为基
础的研究记载轮状病毒在非洲儿童之间的发
病率和病因。一些基于医院的研究提示，在
非洲各国轮状病毒是引发严重腹泻的主要原
因，但是这些研究不足以确定这一观点。因
此，在非洲感染轮状病毒甚至因此丧生的儿
童人数仅是一个估值。

西非某国的一所医科大学已要求一组北
美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与他们一起合作，以设
计一项研究来调查轮状病毒在 2 周岁以下儿
童中的发病率。由于轮状病毒是北美研究人
员的研究重点，他们同意合作并用他们已经
收到的轮状病毒研究基金来资助这项研究。

这项研究的地点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某
热带地区城市，人口约 200 万。市中心由老
城构成，老城区的发展缺乏规划，且人口密
集。大多数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因此卫生
条件很差。文盲和贫困率高、房屋随意搭
建、通讯效率低下，且交通状况不佳。

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以社区为基础的
研究。一个队列的婴儿将在出生时被选定，
并随访两年。根据报告的轮状病毒和腹泻流
行情况，以及实验室所能承受的工作负荷，
最终确定了 150 名婴儿的样本量。

一家每月约有 800 名婴儿出生的医院被
选作研究的招募中心。研究的唯一纳入标准
是在城市中心区居住。有资格参加研究的孕
妇在分娩前被选定。当地招募的研究助理用

当地语言向母亲们解释研究的情况，并在一
名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获得她们的口头知情同
意。在出生时收集每个婴儿的脐血。每隔 3
天收集粪便样本直到满月为止，以便检出新
生儿轮状病毒感染。随后，仅当儿童腹泻时
才收集粪便样本。

在儿童出院时及儿童出生后第一个月，
每隔三天研究助理前往儿童的家中进行随
访。随后，研究助理每周前往每位儿童家中
一次，并用标准化问卷收集关于疾病症状的
数据。如果一个儿童在家访时被发现患病，
则建议母亲于次日前往研究诊所，如果病情
严重 ( 如腹泻伴发热和呕吐) ，则建议当天
前往医院。

要求每个儿童每月前往诊所就诊一次。
在每次就诊时，儿童的任何健康问题都将给
予治疗，如有必要可将他们转诊到教学医院
的专科诊所接受治疗。为了维持受试者继续
参加试验，提供给母婴的服务包括:

● 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免费医疗服务
( 婴儿转诊接受免疫接种; 如果母亲们要
求，她们转诊去计划生育门诊; 向家庭中年
长的孩子提供医疗服务) ;

● 在孩子每月来诊所就诊时，每次免费
向他们提供抗疟疾的预防措施;

● 向无力支付交通费的母亲提供前往诊
所的交通费 ( 否则她们可能会不参加) 。

所有这些服务将在研究结束时终止。研
究结果将会提交给卫生部———希望这些结果
会影响对该城市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

811 第六章 引言: 研究者和研究申办方的义务扩展多远?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规划。
问题:
1、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交通费将如何

影响母亲让自己的孩子参与研究的决定? 为
受试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将如何改变研究
结局?

2、即使这项研究具备十分有利的风险-
受益比，它仍在有关提供受益方面提出了一

个伦理难题。在试验期间提供额外的医疗服
务有什么问题? 如何减少不良效应? 在研究
结束后，研究人员是否有义务继续提供额外
的医疗服务?

3、研究人员是否有义务继续与卫生部
沟通，以确保研究结果被纳入卫生服务规划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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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0

① 破伤风: 是由破伤风芽孢杆菌引起的一种疾病。其典型症状是肌肉痉挛，初期在颌部肌肉出现。随着病程的进

展，轻微的刺激便能触发全身强直性抽搐症状，除非给予支持性治疗，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最终死亡。施用能诱

导产生特异性抗毒素的破伤风类毒素，能预防破伤风。为预防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生，破伤风类毒素需要在妊娠前

或妊娠期间给予母亲，并确保清洁接生和脐带护理。

儿童霍乱疫苗的试验

霍乱是一种引起水样腹泻的急性肠道感
染。如果不加治疗，霍乱很快会导致严重脱
水甚至死亡。此疾病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某些
地区呈区域性流行，置幼儿死于这种完全可
以治疗疾病的高度风险之中。口服补液疗法
( ORT) 和静脉补液 ( IV) 治疗霍乱脱水非
常有效，因此经恰当处置的病例死亡率不会
超过 5%。静脉补液的花费是口服补液疗法
的 50 倍之多。治疗 ( treatment 包含两种治
疗方法还是单只 ORT) 能在简易治疗中心
进行，这仅需装备霍乱床 ( cholera cots，是
帆布床，中间挖个洞，下面放桶，专治霍乱
用。—译者注 ) 、桶以及必要时提供输液
设备。

使用四环素及其他合适的抗生素能使病
程减半，但对治疗来说不是必须的。ORT
对所有脱水性腹泻均有效。霍乱及腹泻研究
所是东南亚一所医学研究中心，其刚刚接受
了一笔资金来研究新疫苗抗霍乱弧菌菌株
O139 的有效性，此菌株最近已分别在该国
的两个地区出现。新疫苗由欧洲某大学研
制，并已通过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目前，
每剂疫苗花费 1 美元，共需 3 剂。然而在不
远的将来，预期价格将下降 75%。政府该
地区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每年 5 美元。

试验地点是一个拥有 75 000 人口的农
村水稻种植区，经由国道至医疗研究中心需
2 小时的车程。为该社区服务的是一家公立
诊所，但往往缺少药物。该诊所没有霍乱
床，医生每 12 ～ 18 个月轮换一次。在当地
有一些传统医学的行医者以及 “无照医
生”。在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用现代的医
疗方法治疗霍乱及其他腹泻。

疫苗以双盲的形式给予小于 5 周岁的儿
童: 一组将接受疫苗，另一组接受加强剂量
的破伤风类毒素①。由于安慰剂对照组更有
可能罹患霍乱，研究所决定应该在试验地点
建立治疗设施，向患霍乱及其他腹泻的所有
患者提供目前技术水平的医疗服务。研究所
准备免费向社区提供设备、人员、仪器和药
品。其他人建议应该改善公立诊所。但研究
所无法控制该诊所的人员选择或所提供的医
疗质量。该研究所并没有捐助基金，它依赖
政府的拨款以及研究的奖金来资助它的活
动。研究组中的一些人担心，冒险承诺提供
长期医疗服务，却无力负担。

问题:
1、谁应该支付长期医疗卫生的费用?

该研究所向社区提供医疗卫生的长期责任是
什么? 该研究所是否应该在研究结束之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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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这样做，或是否应该在未来提供一些
支持?

2、除了记下所有腹泻病例并立即向医
疗机构通报严重病例以外，伴随着疫苗的分
发，是否还应提供相应信息或采取行动?

3、如果疫苗有效，是否所有参与研究
的受试者都应免费获取疫苗? 如果应该，免
费提供多长时间? 该国所有其他公民是否应
该从此项研究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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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1

内战对卫生体系的影响

对疟疾的有效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一个运转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 ( 即药品配
送、信息系统以及预防、治疗和转诊系
统) 。然而，在最需要控制疟疾的一些国
家，由于武装冲突而导致的资源紧张和疾病
负担的增加，已经严重扰乱了他们的卫生系
统结构。

一群来自于撒哈拉以南某非洲国家卫生
部的研究者决定研究武装冲突对于本国卫生
系统的影响，希望确定战争时能够加强卫生
系统的干预措施。他们决定从两组人群中收
集数据。一组人群包括在武装冲突期间最易
受疾病暴发伤害的人们，即国内难民及当地
的原住民。第二组人群包括对当地负有责任
的主要领导者和利益攸关者，例如决策者、
援助机构的代表，以及负责医疗卫生和难民
营地的官员。通过专题小组讨论 (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来收集第一组人群 ( 即
脆弱人群) 的数据，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来
收集第二组 ( 即领导者和利益攸关者) 的
数据。为了“有目的地选择最能反映该地

区冲突环境的难民营地和社区”，将由该地
区的官员选择被调查的难民营地和社区。当
地任命的社区领导者将招募专题小组讨论的
参加者。

在该研究结束时，研究者计划为在社区
中的领导者和负责医疗卫生的官员举行一次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来介绍研究结果。然
后，这些官员将有责任通过公开会议向受试
者及每个社区成员传达研究结果。受试者将
不会获得补偿。

问题:
1、社区领导者负责从脆弱人群 ( 在本案

例中是国内难民) 中招募受试者是否合适?
2、在研究结果的传播方面，受试者应

该做些什么? 如果研究者没有直接向受试者
告知研究结果，那么研究者有责任来确保医
疗卫生领导者向受试者准确地传达研究结
果吗?

3、将难民和原住民纳入同一组，这是
否应该有伦理方面的担忧? 为什么有或为什
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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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2

判定由谁构成社区

某南亚国家的一个农业地区有 30%的
部落人口。此地区的部落人口构成了本国
80%没有土地的穷人 ( landless poor) ，并且
大部分居住在距本地区主要村庄 2 到 3 千米
的小村子中。仅有约 10%的部落家庭有自
己的土地，而非部落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除维
持生计外几乎没有盈余。最近，由于一个灌
溉计划，即使是小土地的拥有者也已经能够
通过种植水果和蔬菜来大幅提高他们的收
入。虽然无土地者的每日工资已经有所增
加，但是相对于其他群体收入的增加，他们
的工资仍然很低。在过去的十年里，部落的
人从不参与当地政治，拥有小规模或中等规
模财产的农民控制着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些
农民已经在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众多农民中
找到了自愿的同盟者。

历史上，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将政府的
卫生服务用于满足初级医疗卫生需要和医院
的医疗。不断增长的私立医疗机构已经让人
们接触到了高科技 ( 虽然并不总是合适
的) 。同时，由于投资的缺乏和人口增长的
压力，政府服务已严重退化。私人医疗的高
费用意味着，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经
常使用私人医院的服务; 其他人仍然依赖于
不足且效率低下的公立医院医疗系统。

作为由国家发起的医疗机构改革的一部
分，医疗机构 ( the health department) 已经
转变成为一个国有公司。它的首要任务是提
高效率。改善服务需要筹集资金，人们建议
医院应该建立医疗服务使用者付费制度，其

费用大约为私立医疗机构价格的 1 /3。为获
得贷款，人们与一家多边机构进行联系。虽
然该机构在原则上同意此计划的目标，但是
它想通过参与此过程来记录人们对这个计划
的看法。它建议，倘若公众对医疗服务使用
者付费制度进行抵制，则应该去除部分高技
术医疗，这样就能够继续提供免费医疗服
务。因此，该机构要求医疗机构进行研究，
调查人们对于施行使用者付费制度的看法。
该机构提供了一个已在非洲有效应用的标准
方法-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 (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technique) 。

一个外部机构被要求进行此项研究，并
决定与社区代表进行小组讨论。研究方案中
的准则建议，在每个选定的村庄中，委员会
由一个地方政府机构官员、村秘书 ( secre-
tary) 、当地教师构成，并且由村里的长者
( 或神父) 选定小组讨论的参加者。研究方
案规定，在每组中至少有 1 /3 的人是妇女。
大多数讨论在主要村庄中心的社区寺庙里进
行。这种小组讨论举行了若干次。人们持有
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服务质量得到改善，人
们愿意为此付费。

在研究期间，一个被调查的部落村庄暴
发了肠胃炎。研究小组的某部门 ( 由年轻
的城市专业人员组成) 决定帮助初级医疗
卫生中心的员工，他们已经向该村庄派出了
一辆应急车。当他们到达村庄时，他们发现
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肠胃炎暴发的反应迟缓，
为此村民们感到焦躁不安。当研究人员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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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身份时，当地的领导指责研究小组与非
部落政治精英同谋并纵容政府服务私有化。
该领导者向小组展示部落人民生活的贫困。
此小组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生活状况，
因为大多数实地调查被限制在主要的村庄
进行。

小组成员审查了他们的现场记录，并
注意到在他们的小组讨论中部落人数不足
10% ; 并且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正接受政
府的援助 ( 例如贷款及用于可获得收入的
项目、社区学校或自助团体的开发资金) 。
小组向他们的研究负责人作了汇报，研究
负责人驳回了小组所关注的问题，并指出
受试者是用一个非常透明的方法选出
的———根据国际公认的研究方案获得完整
的社区同意。

问题:
1、这个方法是用于选择参加研究的受

试者的吗? 如果是，可以用什么可替代的其
他方法? 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吗?

2、在一个文化多样的社会，有许多脆弱
群体，他们往往是少数民族，那么谁代表社
区? 应该如何挑选代表? 研究小组有什么义
务来确保吸收脆弱群体和少数民族的观点?

3、在这个案例中，该机构是否能够
( 并应该) 将年轻现场工作人员的关注包括
在这份报告之内? 如果是，怎样做?

4、关于这项研究的进行，资助者
( founder) 或研究申办方 ( sponsor) 的义务
是什么?

根据 2007 年孟买伦理学和权利研究中
心 Neha Madhiwalla撰写的案例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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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3

残疾人康复项目的评价研究

在南亚一个贫穷的民主国家，儿童权利
组织已成功地发起了一项权利运动，使 6 至
14 周岁的所有儿童接受小学教育成为一项
基本的且可由法庭裁决的权利。这项运动包
括在残疾人所在地区工作的若干团体，并且
因此而产生 《教育权利法》明确地规定，
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包括残疾
儿童。

一项大规模、全国性的项目在该国启
动，将所有 6 ～ 14 周岁的儿童纳入教育系
统。项目每年向每位残疾儿童资助 100 美
元。这笔钱分给志愿组织建立合适的以社区
为基础的设置，向残疾儿童提供相关可及的
服务。尽管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教育的
可及性，各个组织也可能包括其他服务内
容，例如健康 ( 包括医疗卫生) 和康复
服务。

资金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在各地区间
分配。这次普查首次涵盖了残疾人。然而，
由于普查数据是 5 年以前的，并且没有包括
新近诊断为残疾的儿童，但是每个组织也得
到一笔一次性资助，使用像普查一样的方案
来调查它所在地区的残疾状况。

政府任命了一位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
( 专注于儿童健康) 来评价项目启动后 3 年
的执行情况。一个被认为样板的地区被选定
进行研究。评价提示，该项目是有效和创新
的，这些组织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用
户 ( user) 的满意程度很高。该地区的管理
机构强烈希望利用该研究评价来促进该项目

的成功，并将其作为一个样板推广到全国其
他地区。

然而，专家评估员是一位拥有临床经验
的儿科学家，他所关注的是，评价表明该项
目仅包括非常少的严重残疾的儿童。但是，
使用标准普查方案进行再次调查 ( 包括进
行一些专门来检查各组织所收集数据准确性
的调查) 产生了同样的结果。

这位专家设计了一项新方案，包括若干
要深入探究的问题。这个方案在 4 个贫困的
农村和城市街区进行预调查，调查显示许多
严重残疾的儿童 ( 他们其中大多数卧床不
起，且无法自理或进行口头交流) 并没有
计算在任何调查或普查之内。专家要求一些
医学研究生评估这些儿童。他们发现这些儿
童由其父母喂养和照料，但他们并没有获得
医疗护理或康复服务。其中大多数严重营养
不良 ( 例如有些青少年体重低于 15 公斤) ，
且部分儿童还患有未予治疗的慢性病 ( 包
括肺结核、癫痫、哮喘或心脏缺陷) 。

专家向该项目的地区负责人传达了他的
调查结果，但负责人说该项目仅有义务将服
务延伸给经普查鉴别的儿童。此外，因为该
项目所包括的儿童已经多于根据普查统计的
目标儿童，这些儿童的需要超出了可用的预
算。这位行政人员呼吁专家实际些，避免引
起争论，免得不仅使项目失信而且使普查同
样遭到不信任，因为普查是绝大多数政府项
目计划的依据。他指出，如果包括残疾儿童
在内，就会将资源从有更好机会过上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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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生活的儿童转移开。然而，专家争辩说，
他自己有责任揭露研究数据存在的系统
偏倚。

问题:
1、研究人员觉得有责任揭露真相，这

对于作为一项创造知识的研究来说，是一个
关键的伦理问题。他坚持认为信息应该予以
公开，即使这样做 ( 在严重残疾儿童的服
务或照顾方面) 并不会激发任何行动，这
是合理的吗?

2、伦理委员会是否本来应该审查这一
评价研究 ( evaluation study) 的设计? 为什
么应该或为什么不应该?

3、在进行卫生系统评价研究期间谁
受的 “风险”最大? 在进行这些评价时，
怎样才能减少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所受的
“风险”?

2007 年印度孟买伦理学和权利研究中
心 Neha Madhiwalla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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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4

HIV免疫修饰补充疗法的临床受益

1995 年两位来自北美著名大学的教授
组织了一项过去十年内在 HIV 感染者中进
行的最大规模的随机药物试验。他们成立了
全国规模的研究团队，评价了免疫修饰药物
的临床效益，该药物将用做治疗 HIV 的标
准补充疗法。他们的工作假说是，该药物可
以加快免疫系统对 HIV 的反应。这项试验
由一家制药公司资助，该公司与研究人员在
研究前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公司对数
据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但该所有权不限制研
究人员发表研究结果。

就临床试验而言，研究人员在美国 77
家医疗中心募集约 2500 多名 HIV 感染者。
大多患者已经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还没
有人出现从 HIV 感染发展到临床艾滋病的
主要临床表现。患者中一半人使用实验药物
和标准疗法，另一半人仅使用标准疗法。药
物疗效的主要测量指标是血液中的病毒载
量、T细胞数和体重。次要指标是进展到艾
滋病或死亡的患者数量。

1999 年 5 月一家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
的分析表明该药物没有临床效益，如果继续
研究也不可能得出相反结论，于是研究提前
5 个月结束。研究负责人同意此项决定，终
止了研究。

研究人员向制药公司提交了研究结果。
在制药公司完成自己的分析后，宣称他们发
现了某种表示该药物具有活性的迹象。该公
司接着发表了一份研究人员并不认同的声
明，声明认为该药对病毒载量有阳性效应。

与研究前协议和研究合约的规定相反，
公司拒绝提供最终数据，除非研究人员同意
在任何的发表文章中包含公司指定的补充分
析结果。公司还要求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要经
过他们的审查和批准 ( 或不批准) 。研究人
员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决定根据他们当
前可得的数据撰写一篇文章，他们估计这些
数据约占所有病例的 95%。文章发表在一
家知名的、有同行评议的医学期刊上。

研究人员相信，这次试验结果不仅对医
生和参加试验的患者重要，而且使用该药进
行其他试验的研究人员也很重要。在那时，
此药的另一项研究已经完成，还有两项正在
计划中。某国立研究所资助的一项利用该实
验药物来治疗艾滋病的临床试验，在此文章
发表后立即停止了试验。

制药公司对雇佣该研究负责人的大学提
起诉讼。大学提出反讼，并争论说，他们的
研究人员有权发表企业赞助的可能是不利的
或中性的研究结果。

问题:
1、谁应拥有研究数据? 研究赞助者有

权以任何理由阻止研究结果的传播和发表
吗? 什么情况下赞助者拥有这样的权利?

2、按照你的观点，研究人员发表他们
研究结果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3、假定某一研究人员已同意没有赞助者
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不发表研究结果。此项研
究结果表明该药对某种病情是有害的。而赞助
者不批准发表。研究人员能够或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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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5

对岛民的遗传学研究

某岛国有大约 9 万人口，全都有单一
的族群背景。这个岛几乎没有移民，因此
人口的遗传组成颇为同质。这种推定的遗
传同质性以及某些疾病在人口中的高发病
率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有利条件，
他们正在寻找与多基因疾病相关的特异性
等位基因。

这个岛的政体是君主制，虽然它也有首
相和内阁，内阁中的 1 /3 部长由公民投票选
出。一个民众运动一直在迫切呼吁国家应有
更多的民主代表和言论自由。大多数岛民信
奉基督教某一分支，此分支由欧洲殖民者在
岛上的 100 年间领导的传教运动传播的，该
运动于 30 年前终止。

该岛的经济由有限的农业出口和旅游业
支持。人均 GDP约 1500 美元。大多数食品
是进口的，失业率约 15%。识字率极高，
医疗卫生服务良好，且免费。然而，令人担
忧的是糖尿病发病率和肥胖发生率的上升;
约 18%的人有糖尿病，是 25 年前报告的患
病率的两倍。饮食习惯和体育活动的改变，
包括进口含脂肪食品的消费量增加，加之可
能的疾病遗传倾向上，这些被认为是糖尿病
发病率升高的原因。

2001 年在与政府协商后，一家欧洲生
物技术公司宣布一项协议进行遗传学研究，
旨在鉴定在相对孤立的和同质的人群中与疾
病相关的基因。公司计划将成员中有已被诊
断患糖尿病的家庭作为目标，进行取样和遗
传分析。欧洲一家报纸报告说，协议允许公

司享有从岛民抽取的样本的专有权，条件是
岛民对遗传分析给予个人的知情同意。事实
上，“专有”这个词并未出现在协议之中。
这家公司承诺向卫生部捐赠一笔钱，包括计
划在岛上修建一座新的研究中心，以及分享
一部分该研究计划开发的或作为其结果的商
业产品产生的专利费。

首先在欧洲报纸上宣布的这个协议中，
这项协议立即遭到该岛社区团体的批评。颇
得人心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发表了若干反对
意见，包括对此计划缺乏公众讨论; 政府方
面对其行动不够透明; 未能考虑一些人的隐
私由于其家庭成员的个人同意参加这项研究
而受到威胁; 反对给 DNA 和其他生命形态
授予专利的概念; 以及对参加研究的受试者
或者普通岛民的受益缺乏保证。此外，他声
称，与公司在吸引新的资本和生产成功的产
品方面可能实现的重要收益相比，受益将是
极低的。同时，该国目前没有有关生物学研
究的知识产权法律条例，因而只有有限的能
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该岛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在一家医学伦理
学期刊上发表声明，根据宗教信仰反对此项
研究计划，即 “生命形态”的专利权违反
了对生命神圣和基本宗教原则的尊重。在抗
议之后不久，这家公司撤回了它的研究计
划，在别处寻求收集样本的协议。

问题:
1、群体是否有对他们自身遗传基因的

集体所有权? 如果有，如何界定这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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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
2、有关政府就在本国人群中进行遗传

研究进行协商和作出决定的能力，提出了伦
理关注?

3、如何能够根据公平性、透明性以及
国家需要的响应性来评价受益分享?

4、如何能够判定，可能归属于该国某
一团体或政府组织的受益，能最佳地服务于
人们的利益?

5、如果遗传研究计划由一个非营利实
体，而不是营利的商业实体来进行，其伦理
含义是否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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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引言: 谁控制信息的获取?

隐私与保密———首先是个人或小群体的
利益或权利，其次是专业人员的义务———可
能会由于健康研究而受到威胁。当隐私和保
密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而研究的科学价值也
没有受到损害时，科学家们显然有义务这样
做，除非有特殊障碍。在一些情况下，科学
利益与受试者在隐私与保密方面的利益之间
的冲突不能完全得到解决。尽管在这些情况
下，默认的立场支持保护受试者，但研究伦
理委员会需要确定研究计划对受试者利益的
损害有多严重，需要在这些潜在的风险与所
获得的知识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为了鉴定
有哪些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并估计潜在伤害
的可能性和程度，研究伦理委员会需要考虑
隐私和保密是什么，它们为什么是有价
值的。

界定研究计划中处于危险的利益

用非循环论证的方式来界定隐私是很困
难的。隐私是自身的或敏感的，这些术语实
际上与隐私是同义词。隐私的利益通常分为
下列三类:

1、对谁获取某人信息 ( 如他们是否有
引起严重的、成年时期发作的疾病的基因)
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延伸到哪些人获取这
些信息，而且也扩展到个人愿意提供给他人
多少信息，以及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他
们愿意提供给他人信息。

2、当非公共场所对谁有权观察某人的

控制 ( 如，允许医生为了医学目的检查患
者身体，但临床实习生或是研究人员等人尽
管具有合法观察检查的权利，但不允许进行
检查) 。

3、对涉及自身的具体决定的控制 ( 如
妇女决定是否要孩子) 。研究中与患者相关
的隐私问题通常涉及第一类，在观察性研究
的情境下，偶尔也涉及第二类。第三类主要
涉及国家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就对人们控制自
己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上限制个人的选
择。隐私这个词有时用来指个人不愿让他人
知道的事情，在另一些情况下指的是个人有
权不让他人知道的事情。例如，曾被定过罪
的人可能希望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前科，
但这些事实却一般都有公共记录可查。

界定什么是侵犯隐私的行为，因文化而
异，对之也应该加以考虑。对于生活在发达
国家的人们而言，他们非常重视个人及个人
之间的界线。然而，在一些文化中，如果告
诉人们对与医疗相关的常规信息要保密，不
能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分享时，他们会感到担
心甚至惊恐。他们也可能开始怀疑研究人员
为什么如此隐密，并且对研究过程也变得警
觉起来。研究伦理委员会应当知道这些差
异，并且在研究中明智而审慎地落实隐私和
保密要求，特别是在研究没有产生有形的伤
害时。

保密要求履行不泄漏私人信息的义务。
这种义务通常出现在必须与某人分享这些信
息的关系中，否则该人对这些信息就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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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当一个患者告诉医生她曾经做过流产
时) 。在大多数国家，医生承诺不将从患者
那里获知的信息播散出去，因为医学专业将
保密视为根本的要求，不仅是为了医疗的成
功，更为重要的是保护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

隐私和保密保护对个人具有有形价值的
信息。一位母亲可能会担心与她孩子的遗传
学家即将进行的咨询，害怕她的丈夫将第一
次知道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信息将对她
的生活和孩子非常不利。另一个例子，如果
一个男子通过遗传携带亨廷顿舞蹈症 ( 一
种渐进失能并致死的神经性障碍) 基因的
信息被人知晓，他可能会失业，因为雇主将
要花钱进行大量培训; 由于他很可能在中年
成为残疾并过早死亡，他也很可能得不到人
寿保险。

隐私和保密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的有形利
益没有处于危险之中时。人们可能会告诉医
生一些有关他们自己亲密关系的具体细节，
如果陌生人无意中听到谈话内容，他们会感
到羞愧。即使人们对敏感道德或政治话题，
或对他们如何生活的细节有种种意见是寻常
的，他们通常也只把这些意见透露给关系亲
密的人或他们信任的人。

控制由谁可以知道他们私密的事情，以
及由谁可以在私密场合观看他们处于保护的
个体性。几乎所有社会都强制规定人们言行
举止。在远离公众目光的家里，人们可以自
行其是—即他们按自己选择行动，而无需顾
及社会习俗。当人们无需关注脸面或迎合他
人的期望时，保护隐私允许人们的举止行为
不同，这有助于提供一个个性发展的机会。

控制由谁可以在不同场合观察他们，由
谁可以知道他们个人生活，使得人们可拥有
不同类型的关系。个人可能会对他们的配偶
和其他亲密的人吐露秘密，而这些秘密却不
会让好朋友知道; 对仅仅是熟人就谈得更少

了。要求医生 ( 和其他专业人员) 履行保
密义务旨在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
中人们与其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密切关系的某
个人能分享非常个人的信息。保密义务显然
不是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关系中固有的，
确切地说，这种义务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
这让受试者相信，他们给研究人员提供的信
息仍是私密的。这一点对于受试者是至关重
要的，如果研究者要去搜集的不仅是通常私
密的信息，而且也包括个人生活亲密领域的
细节 ( 如研究有风险的性行为、药物依赖
或社会经济状况等) 的话。因此，受试者
不仅需要明白这种义务，而且要明白在多大
范围这种保密义务将被 ( 或将不被) 维持
下来。

鉴定隐私和保密义务保护的无形利益是
非常困难的事情。解释隐私的价值而不考虑
这些利益，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没有有形
损伤风险时更是如此。然而，尽管有形的伤
害可能不存在，侵犯隐私或破坏保密仍然是
错误行为。即使伤害没有表现出来，在研究
中应当避免这些错误行为，研究伦理委员会
应该牢记这一点。与此同时，也不应当夸大
隐私的重要性。研究者能够知道许多关于受
试者的信息且实际上不使他们受到伤害，其
中包括一些他们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的信息。

平衡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挑战

许多社会限制个人对特定信息的控制，
以及对支配感觉能力的控制，即使人们可能
强烈地想控制这种信息。感觉敏锐的人能够
通过观察人们在公共场合如何着装和谈话获
得他人很多信息; 比如店主或侦探可能会判
断某人是否在撒谎。从汽车登记信息到商务
或专业执照，公共记录能够提供人们的个人
信息。由于这个理由，通过公共渠道获得私
密信息的研究对研究伦理委员会提出了特殊
的挑战。

在健康研究中，隐私和保密在未来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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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得更有争议。电子病历的出现，基因数
据库以及为医疗卫生研究和管理而建立的其
他大规模医疗信息库的发展，网络数据库的
方便利用，表明这样一种体制即将开始，在
这种体制中个人失去了控制他人对他们的健
康和生活通常哪些信息可知的能力。当个人
的基因组图谱变得不再昂贵时，用不了几
年，将可以得到有关个人的许多信息，并能
与其他数据连接起来。这种基因组永远地
( 并且不变地) 标识个人，并进一步提供鉴
别亲属和后代的可靠的标识符。

上述的这些进展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了具
有重大价值的潜在好处。例如，基因数据库
已经能够使研究者揭示对一些严重疾病的遗
传易感性。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分析，可推
导出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更好理解。在新
药最初被批准后很久，能够把不良事件与新
药联系起来。如果对标识身份的信息 ( 它
们处于保护隐私和保密之下) 的获得和使
用控制太强，就会减缓或阻碍所有这些进
展。如果对隐私利益的威胁非常小或仅仅是
理论上的，而研究的潜在价值非常大时，这
就需要特别关注。将隐私和保密置于绝对的
优先地位，以及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利益，都
是错误的。

研究伦理委员会在评估隐私和
保密中的作用

考虑到隐私和保密的重要性，研究伦理
委员会必须评估隐私是否已经充分得到考
虑，从受试者那里获得的信息是否已经得到
保密。要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伦理委员会应
当关注: 如何以及在哪里与潜在的受试者接
触和收集信息; 其他人是否在场; 如何收集
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受试者在获得信息的环
境中是否感到舒服; 确定个人身份的程序是
否使对隐私的侵犯最小化; 以及信息如何储
存，储存多长时间，以何种形式储存，以及
同谁分享。例如，如果人们已经知道咨询员

提供性传播感染方面的咨询，受试者可能不
希望被人看到进入咨询员的办公室，在这种
情况下研究人员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受试者的
隐私。

然而，研究人员在法律上有义务向有关
权威机构或组织告知一些信息 ( 即使是在
保密前提下获得的) ，例如研究者发现一些
虐待儿童或对妇女施加暴力的案例，法令也
许要求他们将这些案例报告给警察; 如果可
能的犯罪活动被告知给研究者，他或她有法
律的 ( 和道德的) 义务来警告或保护第三
者; 或法庭可以传唤研究者移交关于非法活
动、性工作或吸毒等的记录。在大多数国家
研究者不享有法律特权，或免受传票或拒绝
法庭命令他们告知信息的保护。因此，当设
计中有被要求揭露信息的风险时，研究者需
要非常谨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在合适的时
候提醒受试者此种可能性。

隐私并不只是关注个体———有时社区也
需要对一些有关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信息
采取保密，不对外公开; 在某些情况下，一
些人被污名化正由于他们同意参加研究。在
一些情境下，公开研究的确切地点是有害
的，即使没有称呼个人的名字 ( 如，在一
个社区开展 HIV 病毒血清阳性率的研究，
来自这个社区的人可能遭到雇主和未来配偶
的歧视，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一地区是艾
滋病流行高发区。) 这种社会污名化往往是
长期的，具有持久的有害效应，研究者和研
究伦理委员会都应该特别意识到此种可能
性，并采取一切防范措施加以避免。

推荐读物

Shalowitz DI，Miller FG. FG. Disclosing
Individual Results of Clinical Research． Jour-
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5; 294 ( 6) : 737-740.

这篇论文讨论了研究者将研究结果与受
试者交流的责任。作者论证说，“在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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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受试者的所有研究中，研究者都应当告知
研究结果。”

http: / / jama. ama-assn. org /cgi /content /
full /294 /6 /737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Lawlor DA，Stone T． Public Health
and Data Protection: An Inevitable Collision
or Potential for a Meeting of Minds?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 30:

1221-1225.
这篇文章回顾了当前的数据保护立法和

指南，注意到了它在公共卫生实践方面的后
果。此外，该文章还讨论了与已确立的医学
原则有关的立法和指南的近期变化。

http: / / ije. oxfordjournals. org /cgi /con-
tent / full /30 /6 /1221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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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6

西非奈韦拉平研究

在西非一个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旨在考
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奈韦拉平的有效性，该
药在分娩时给 HIV 阳性妇女服用，之后给
她们出生后头 3 个月的新生儿服用。研究的
目的是评估奈韦拉平是否可减少 1 周岁以下
婴儿围产期 HIV传播。

在妊娠后期，将抽取孕妇的血液并检测
HIV。她们被保证，如同她们接受其他治疗
一样，她们的测试结果将严加保密。如果她
们的检查结果是阳性，将给他们提供奈韦拉
平，这将在临近分娩前以及分娩后 3 天内
服用。

一名被检测为 HIV 阳性的妇女是一位
老年男子的第四个妻子。她向医生透露，在
过去的一年中她和来自社区的两名男子发生
过性关系。这位采集病史的医生担心的是，

这位丈夫可能从他的妻子处感染了 HIV 并
传播给他的其他妻子。医生告诉这位妇女，
她必须告知她的丈夫，但是她坚持什么都不
说，因为一旦她的丈夫知道后肯定会把她赶
出家，甚至可能会对她造成人身伤害。这位
医生告诉他的同事，他感到必须告诉这位丈
夫。一些人表示同意，但另外一些人认为必
须遵守在研究开始时的保密义务。

问题:
1、应该告知这位丈夫和 /或另外两位

男子吗? 什么样的理由让你得出这样的
结论?

2、存在不应该遵守保密承诺的情况吗?
3、研究者或医生有义务制订或与妇女

讨论是否应该分享 HIV 感染信息的安全计
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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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7

家庭福利项目中的医疗质量①

一组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承担了一项工
作，对某南亚国家家庭福利项目的医疗质量
进行评估。此项目是由欧洲一所大学提供资
助，给某南亚大学雇用研究人员开展研究。
作为评估过程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计划访谈
医生、主管、受雇于选定的该州初级医疗卫
生中心的卫生工作人员，以及到这些初级医
疗卫生中心因计划生育问题就诊的人员。该
研究将对在这些中心以及其中一家选定的医
疗卫生中心组织的绝育站的医患之间的互动
进行为期一周的观察。一个由该国主要研究
人员组成的、为这个项目提供建议的伦理审
查委员会，建议应特别避免泄露可能导致初
级医疗卫生中心被当局识别的所有信息。即
使涉及研究的行政区域 ( 人口约 20 000 ) ，
都可对初级医疗卫生中心或其工作人员产生
影响，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是该州由国家或
州政府健康项目雇用的人员。因此，委员会
建议，研究人员不应收集任何以后可能被当
局用来识别初级医疗卫生中心或其工作人员
的信息。如某些信息为研究所绝对必需，应
小心掩盖以保证匿名。

作为初级医疗卫生中心的运作者和这些
卫生人员的雇主，研究人员需要得到州政府
对该研究的许可。国家和州政府的卫生官员

审查了项目书并批准了该项目，包括其同意
书和旨在保护初级医疗卫生中心和卫生工作
人员机密的其他必要步骤。

这项研究按时开展并进展顺利。然而，
在研究的第 4 周，在当地初级医疗卫生中心
观察操作程序的一位现场研究人员注意到有
一位卫生工作人员重复使用注射器。这种做
法造成了在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研究
人员向卫生工作人员的主管报告了此事，但
没有提及该卫生工作人员的姓名。该主管对
她表示感谢并保证类似情况将得到纠正。

一周之后，这位现场研究人员回到诊所
递交文件。出于好奇，她在门诊区稍作停
留，她又一次看到卫生工作人员重复使用注
射器。虽然这位现场研究人员知道，项目保
证为诊所和其工作人员保密，但她担心这个
诊所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这个问
题。她对该怎样做没有把握，于是就向研究
负责人征求指导意见。

问题:
1、应该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吗?
2、研究负责人应该采取措施吗? 如果

应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3、研究负责人应该给予现场研究人员

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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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8

在研究结果受到质疑时的反应①

某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对某
南亚国家一个州的家庭福利项目医疗质量的
评估。研究人员遵照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意
见，建议他们应该确保初级卫生中心
( PHC) 所有 ( 提供给项目的) 可识别信息
及其雇员的数据保密; 所有可能被当局用来
识别特定的 PHC 或雇员的信息均进行匿名
化处理或伪装。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也审查并
批准了该建议书，包括为 PHC 和卫生工作
者提供保密的条款。在研究完成时，研究人
员在该州首府一次报告成果的研讨会上报告
了他们的结果，参加这次会的有卫生专家、
国家和州卫生部的负责人以及卫生官员。

研究人员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说，PHC
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呈钟形曲线分布: 一些
PHC的工作卓越杰出，但其他则不然。他
们报告说，没有作出特别的努力来维持一种
始终如一的、优质的标准医疗，也没有国家
层面的提供服务的计划方案。尤其是，当一
些 PHC组织绝育营地时，几乎没有考虑到
接受绝育手术者的居住条件，水和卫生设施
很差，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一些营地，
在短时间内对大量来访者进行绝育，也违反

了公认的医疗方案。
在报告了研究结论后，官员和政府代表

要求研究人员指明存在上述情况的有哪些
PHC。研究人员拒绝这样做，指出政府在批
准该项研究时业已同意，结果应该匿名。

随后政府官员争辩说，研究人员伪造了
他们的证据，并否认有可能存在这种对人们
健康有害的医疗条件。官员们说，保密协议
在这里不适用，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保护违反
纪律或应予惩罚的 PHC 和工作人员，而他
们仅仅要知道 PHC 和工作人员的名字，以
便他们可以核实他们的成果，以及在必要时
采取合适的政策和措施。

问题:
1、是否应该将 PHC 的名字提供给州

( 或国家) 政府和 /或卫生官员以便他们
核实 结 果 的 准 确 性 ( 或 任 何 其 他 理
由) 吗?

2、如果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 PHC 的状
况以及他们举办的卫生营地，那么就必须标
出工作较差的 PHC 的名字，这一论证是否
成立?

3、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坚守保密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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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9

人工流产术后并发症水平的确定

某东欧国家通过一项法律，使具有一系
列社会和医学适应证的人工流产合法化。尽
管如此，合法的人工流产中心不仅地理位置
不佳，且通常能力有限。实际上，在法律认
可的部门之外实施的人工流产估计仍是在法
律认可的地点实施的 2 ～ 5 倍。虽然寻求人
工流产者的人口学分布与非法流产相关的危
险以及人工流产与生育控制之间的联系已有
充分的记录，但许多证据来自在市区医院和
诊所进行的研究，许多依靠回顾医院记录，
而非第一手资料。由于其自我选择的本质，
即使设计良好的医院研究也不能恰当地处理
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妇女们会选择或
不选择法律认可的中心，以及这些选择对她
们人工流产经历的后果，包括人工流产术后
的并发症。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很少，大多
数采取知识、态度和实践的调查，而这些调
查有故意漏报以及无意中将人工流产归类为
自发性流产等问题。

为了确定人工流产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
以及确定它们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类型的相关
性，当地一家非政府研究团体已经用定性和
定量方法设计了一项研究。此团体的目的是
要考查妇女们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挑选、他
们的人工流产经历以及后果。这项研究覆盖
了 140 个村庄 ( 人口 32 万) ，在这些地区
政府通过区级医院、一些乡村医院以及少数
初级卫生保健中心提供人工流产服务。除了
公共部门的这些机构外，一些小的私立医院
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提供各种法律认可的人

工流产服务。
在 3 个月的准备期内，在社区和人工流

产中心，就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范围以及对社
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关注的领域等关键问题
进行了访谈。这个研究团队建议在以社区为
基础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妇女团体和提供人工
流产服务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医疗卫生提
供者中寻找一些人工流产的案例。

所有做人工流产手术并同意参与搜寻案
例的医务人员都得到一份有关这项研究计划
的目的和方法的说明书。他们与寻求人工流
产者讨论此研究计划，并从愿意在家接受研
究团队访谈的人那里获得同意。医务人员不
会因招募受试者而得到奖励，也不要求他们
告知研究人员有关拒绝访谈的人的情况。要
求以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和社区内的妇女团体
来安排研究人员与同意访谈的寻求人工流产
者之间访谈的时间，这些寻求人工流产者的
身份不会被医疗系统所识别。访谈者要到在
近 3 个月内做过人工流产的人所在的村庄去
访谈。

受试者预期要参加 18 个月的研究。为
了防止与人工流产相关的可能的污名化，研
究的受试者将用下列方法伪装起来:

● 与做过人工流产的妇女访谈仅在下列
条件下进行: 社区中有若干做过人工流产手
术的妇女，并且用相同的问卷与未做过人工
流产手术的妇女进行模拟访谈 ( dummy
interview)

● 访谈将集中于妇科问题、既往妊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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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并发症，而不是集中于人工流产这一
事件。

● 访谈小组将在访谈期间利用人工隐私
法; 即一个人进行实际访谈，同时其他人与
家庭成员进行模拟访谈 ( dummy interview) 。

● 妇女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断她们的访
谈，而不受损害。

这项研究被递交给一家国际基金会，
并同意资助它。在研究得到州伦理委员会
批准后，被提交给资助者的伦理委员会。
委员会除了一位委员外，其他人都批准了
此项研究，这位委员是一位人类学家，在
该国农村地区做过广泛的工作。这位人类
学家担心可能泄露做过人工流产手术的妇
女的信息，他要确保能够识别每一位受试
者身份的记录将不被泄露。研究组的领导
回应说，所有记录将被妥善保管，钥匙则
放在非政府组织的若干办事处内，且这些
地方离研究地点很远。

问题:
1、通过将社区和妇女团体以及正规和

非正规医务人员作为信息源来识别做过人工
流产的妇女，这一过程是否能恰当地确保
保密?

2、在文盲较多以及人们不愿在她们也
许不理解的书面文件上签字或打上识别标记
的人群中，是否应该用口头同意代替书面
同意?

3、访谈过程是否能够保护隐私? 请对
保护同意访谈的做过人工流产手术的妇女的
程序 ( 在社区进行模拟访谈、集群访谈
( clustering of interview) ，以及在与妇女访谈
时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模拟访谈 ) 加以
评论。

4、可用补充措施来保护受访者免受他
人不必要的注意。

5、这种招募 “做过人工流产手术的妇
女”的方法是否合适且没有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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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0

评价长期医疗服务的成本-效益比

某中美洲国家的精神卫生研究所长期向
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提供财政支持，该社区精
神卫生中心为患有严重的、慢性的精神疾患
的人们 ( 包括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以
及许多躁狂-抑郁病及慢性抑郁的患者) 提
供医疗。该研究所提供支持的方式是报销社
区精神卫生中心支付的长期医疗服务费用，
一般包括用药监督，并在某些病例中，将患
者运送到预约的医生那里就诊。

该研究所最近已经实施了一个研究项
目，旨在确保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提供高质
量、成本-效益好的医疗。这项研究是这样
设计的，将使用成效评量法 outcome meas-
ures ( 例如，每年入住医院的人数) 对以下
两者进行比较，即对长期医疗服务的成本和
受益与没有这些支持服务 ( 例如，没有监
督、没有运送到预约医生处) 的药物供应
作比较。为此目的，该研究所将从接受长期
医疗服务的人的保密性精神病学记录中收集
人口统计学和临床信息。

认识到发布这种敏感信息要求获得个人
的同意，该研究所已经与社区精神卫生中心
取得联系，并且指示临床医生从目前接受长
期医疗服务的患者们中获得同意。该研究所

也已经告知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今后这些服
务的报销仅用于已经签署同意书允许发布信
息的患者。

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些临床医生反对
该研究所的行动，他们争辩说政府机构不应
该直接获得人们保密性的精神卫生记录，并
且政府不给拒绝提供保密性精神病学记录的
人报销的计划相当于是一种强迫行为。

该研究所的代表回应说，国家需要获得
这些信息以便完成医疗成效研究。事实上，
精神卫生研究所论证说，收集这些数据的最
终结果将是改善对慢性患者的服务。他们
说，由于共享他们的保密记录，这些人得到
的受益将超过任何理论上的缺点。

问题:
1、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机构

得到个人医疗记录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 在
这项研究中，满足这些条件吗?

2、即使从接受长期医疗服务的患者那
里获得同意，那么需要满足其他条件才能成
为一个有效的同意?

3、如果您是一位评价该项目的研究伦
理审查委员的委员，您会提出建议以确保该
项目合乎伦理的进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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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1

对可识别身份人群的研究

一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员想要在北美某
特定原住民 ( native peoples) 中研究酗酒的
成因。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些报告，这些报告
报道了酗酒与可用脑电图测量的若干脑电活
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而有这些脑电波模
式的白人和非洲人具有较高的酗酒风险。也
有证据表明，在脑电波和酗酒性状之间存在
遗传学上的联系。

由于在许多的北美原住民部落酗酒的流
行很高，这个研究小组认为，重要的是要确
定在该人群中脑电波模式与酗酒之间是否有
遗传学上的联系。研究人员建议选择 300 个
有着高酗酒发生率的家庭。受试者因参加两
天研究将得到平均 300 美元的补偿。在部落
社区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数百人有兴趣
参加。

在研究伦理委员会将要开会审查研究方
案的前一周，委员会的主席收到了来自被选
定社区代表机构的如下备忘录:
“［× × ×］部落社区敦促研究伦理委

员会否决这项研究。任何部落社区或是代表
机构都没有得到通知去讨论我们部落成员对
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的担忧。这种疏忽没有认
识到我们社区对下列事项的合理担忧: 这项
研究可能产生的信息将如何在科学上使用，
以及使用的方法是否符合我们的宗教和文化
价值。例如，研究计划并没有描述血液样本

将得到怎样的处理。像多数原住民社区一
样，［× × ×］部落在传统上认为身体的所
有部分都是神圣的，包括衍生自身体的材料
( 如血液制品或器官) 。出于同样的担忧，
我们相信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以及在这
社区内的个体可能由于这项拟进行的研究而
被污名化。我们提出受歧视和污名化 ( 尤
其是与酗酒相关的歧视和污名化) 的历史，
这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负担，这就是这种
关切的证据。由于此项研究并未提供直接的
受益，而给我们带来显著的风险，不应该批
准它。”

问题:
1、鉴于代表机构的备忘录，研究伦理

委员会应该不予理睬初步调查结果吗 ( 即
许多个人对参与调查感兴趣) ? 伦理委员会
如何能够评价这些代表机构是否真正代表了
该社区呢? 这些代表机构应该代表个人讲
话吗?

2、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如何回应? 应
该批准此研究方案吗? 如果应该，在什么条
件下批准?

3、为了处理所提出的担忧，可以对研
究方案做修改?

基于由国家基因组研究所 ( National In-
stitute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 提供的
标题相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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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2

输精管结扎术与前列腺癌的病例对照研究

一位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流行病学家建议
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来研究输精管结扎术与
前列腺癌之间的关联①。由组织学检查确诊
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将通过病例鉴定出。将
从全国选举登记处随机选择对照组，对照组
由未患前列腺癌且年龄相仿的男子组成，他
们将从 national election registry 中被随机选
取。由于该国拥有良好的电话服务，因此研
究人员建议通过电话访谈来进行研究，并且
使用这些电话访谈提供的信息来完成问卷调
查中的数据搜集。

访谈员将通过电话联系所有合格的受试
者，以征得他们参加这项研究的同意。然
而，由于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受试者预先知道
了研究的目的，即研究输精管结扎术与前列
腺癌之间可能的关联，他们的回答可能有偏
倚，因此，将不告知受试者研究的确切性
质，只是说他们应邀参加一项针对前列腺疾
病风险因素的研究。

向患有前列腺癌的男子和对照组询问的

问题将包括他们认为与这一类型前列腺癌有
关联的变量 ( 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子
女人数、自从输精管结扎术以来的历史和时
间、之前和现在的疾病、医疗服务使用情
况、个人吸烟和饮酒史、其他节育方法的使
用以及前列腺癌家族史) 。

问题:
1、在首先征求患者许可之前就获取他

们的医疗记录，这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吗?
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2、通过电话访谈来进行此类研究是可
接受的吗? 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3、由于这项研究是通过电话问卷调查
进行的，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将无法获得。这
是可接受的吗?

4、研究的前提 ( 和目的) 将不会透露
给受试者。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你
将如何回答研究人员的论证，即透露该前提
将导致无效的结果，因为回答将是有偏
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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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3

① 一种用于检出早期宫颈异常，即子宫颈癌变前不典型增生，以及宫颈和阴道的病毒、细菌、真菌感染的常规筛查

试验。宫颈筛查是一种比较简单、低成本和非侵入性的方法。对宫颈癌的定期筛查可同时降低宫颈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求医行为研究

一组关注改善女性健康的社会科学家想
要了解为什么妇女不回到医院查询巴氏涂片
检测 ( Pap) ①的结果。他们的一项研究计划
是随访被推定诊断 ( presumptive diagnosis)
为宫颈癌 ( 巴氏图片检测阳性) 却没有按
照医生建议回到医院领取检测结果的妇女。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寻找如何改善对这些妇女
的服务。

这家医院的服务主管人员许可这些社会
科学家进行研究。医生为研究人员提供医院
记录，研究人员由此获得患者的姓名和地
址。随后，他们到患者家中进行访谈。社会
科学家们表明自己是研究人员，并且要求允
许在患者家中与患者访谈。于是，他们与同
意访谈并给予他们其巴氏涂片检测结果信息
的患者进行访谈。

研究人员告知这些妇女，她们应该回到
医院作随访治疗。他们向妇女提供可以直接
去就诊的医生姓名来促进这个过程，从而使
她们能够避免通常的行政障碍 ( bureaucrati-
cobstacles) 。他们通过陈述以下几点来为其

方法进行辩护①这项研究使妇女健康受益;
②这项研究为妇女得到合适的医疗服务提供
了更快捷和简便的途径; ③在公立医院中病
案属于医院而不是患者。此外，这项研究揭
示的信息，可能使医院通过更好的随访来
改善对妇女服务，从而降低宫颈癌的发
病率。

问题:
1、服务部门主管未经患者同意准许这

些社会科学家使用记录，这是可以得到辩护
的吗? 保密是否遭到了破坏?

2、研究人员未经允许到患者家中访谈，
是否合适?

3、社会科学家应该向患者提供巴氏涂
片检测的结果吗?

4、研究人员可通过什么其他方法来处
理此问题?

根据 UNDP /UNFPA /WHO /World Bank
人类生殖研究、开发和研究培训特别项目
2004 年在泰国曼谷撰写的材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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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4

在商业农场进行的健康促进 ( 性) 调查研究

非洲南部的一家大农场从附近的城镇、
当地的村庄和其他农村地区招募男性女性工
人作为季节性劳动者。季节性劳动者中的男
女比例大致是 4 比 1，尽管其他妇女也非正
式地参与到农场经济中来，向农场里和农场
周围的工人出售蔬菜、野味肉、茶、葡萄酒
和啤酒。大多数受雇的妇女都小于 25 岁，
她们中 70%都是单身。

实际上仅有一些季节性劳动者居住在农
场大院内。大多数从事季节性工作的妇女都
是来自当地村庄的日工。大约一半的男性工
人是当地的，他们住得很近每天晚上都可以
回家。然而，在农场大院里，男女比例大约
是 7 比 1。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大多
数生活在农场院内的工人都来自邻近的河
谷，那里人口拥挤、水土流失严重和持续干
旱使得当地居民只能移民以求生存。男人通
常都没有妻子或女友相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健康促进感兴
趣的研究人员在农场进行了一次社会经济调
查。他们从那时起就一直保持联系，并计划
10 年后进行一次后续的随机调查。在他们
城镇和农场办公室举行的会上以及在书面通
讯中将调查的细节和目标提交给在农场管理
人员。一旦管理层同意了该项研究，研究人
员将会在每个农场大院召开介绍会，解释他
们对健康促进的兴趣和他们将在农场开展的
工作。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界定了他们的角
色，清楚地说明他们不是工人们问题的维权
者。他们鼓励工人通过他们自己与管理层的

沟通渠道向管理层发出诉求。他们解释说，
农场拥有健康的工人符合农产的利益，他们
会将信息传交给关注健康问题的公司。在这
些会议上，居住在农场大院里的男性工人主
要谈及的是大量的男人和他们对女人的需
要，其次是他们对于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
播感染的焦虑和疑问。

在介绍会之后，研究人员查看和绘制了
农场的自然和社会景观。其中特别有意义的
是，移民的农场工人与当地居民、当地酒
吧、附近边防哨所、妓女、他们自己的家
乡，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疗人员和场所的
接触。从这些活动中得出的发现不仅突出了
三家农场大院中两个男女数量不成比例，并
且事实上，大部分男人都没有妻子或女友相
伴，而且在一些当地妇女和移民男人之间存
在着性接触。这种接触通常发生在下午早些
时候或者周末，而且一般是在隐蔽的户外。

为了进行该项研究下一阶段的调查，研
究人员登记了所有农场工人的名单，名单显
示占工人总数的 8%的人员不满 16 岁。在
这个小群体中，68%是当地 8 至 15 岁的女
性，她们在农场从事季节性工作，但居住在
周围的村庄。研究人员担心这些年轻的当地
女孩，通过她们与移民男人的日常接触，可
能发展为性关系，而这可能使她们暴露于包
括艾滋病病毒在内的性传播感染之中。他们
也担心一些学龄期的工人，尤其是选择继续
工作而不是返回学校的年轻女孩。

尽管研究人员认识到人们需要金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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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是觉得这种境况对年轻女孩来说既是
不好的又是危险的，但他们不能决定什么是
他们最恰当的行动方针来回应他们的观察和
初步研究结果。

问题:
1、研究人员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结

果 ( 许多未成年女孩在农场工作) 和他们
的担心 ( 这些未成年女孩可能受到包括艾
滋病病毒在内的性传播感染) 告知管理层?

2、研究人员是否有伦理义务使受试者
摆脱这种“受伤害之路”，即便他们还没有
发生这种风险?

3、如果父母知道他们年轻女儿所受的
风险但是仍同意她们工作，这将会给研究人
员应该做什么带来什么影响?

4、你认为哪些义务是研究人员义务的
一部分，哪些不是义务但却是在道德上可辩
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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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5

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家庭童工的访谈

儿童寄养，即孩子离开他们出生的家庭
同他们远亲或社区一起生活，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一种存在已久的惯例。在传统上，儿
童寄养涉及一种互惠关系，孩子提供家政服
务以回报家庭对他的照料、帮助和亲情。然
而，日益增多的是，许多经纪人打着传统寄
养的旗号招募小女孩，然后将她们贩卖，做
家庭劳动力。这些孩子得到的不是承诺的照
料和帮助，她们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这可
导致她们的健康由于怀孕、不安全流产和性
传播感染 ( 包括 HIV) 而受到严重危害。

为了确定哪些问题与 13 ～ 17 岁女孩生
殖健康有关，存在挑战并且其严重程度如
何，两位科学家为生活在自己家庭以外并从
事家务劳动的女孩设计了一个以问卷为基础
的调查研究。他们也想确定某些特定的因素
( 例如这些女孩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人口统计
数据，占主导地位的招募方式———是传统的
寄养还是贩卖，预期她们作为工人所从事工
作的类型，同 “雇主”的亲缘关系，以及
社区资源的可及性) 是否将一些家政工人
置于更大风险的境地。问卷调查表混合有众
多问题，而且必须是与个人相关的和探索
性的。

科学家选择了 4 个城市，使用统计技术
确定了样本量。他们招募受试者的策略是让
受过培训的访谈者去访问民居，询问他们是
否有一个不满 17 岁的家庭童工或有一个收
养的孩子帮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回答是肯

定的，他们将解释说研究人员正在从事一项
关于收养儿童的健康需要的研究，请求允许
受访者的家庭童工参与该项研究。如果得到
同意，他们将要求孩子签署知情同意书。为
确保“雇主”猜不到研究的真正目的，并
将孩子们可能遭受的风险 “包括骚扰和被
殴打”降至最低，孩子们将会被安排私下
访谈。每个访谈者都会有一份单独的 “安
全”问卷以备 “雇主”出人意料地进入房
间，也让孩子做好准备应对这种情况。访谈
者将会给孩子们访谈者具体的联系方式以及
一位正在与研究者一起从事此项研究的心理
学家的信息。雇主和家庭童工都会得到一些
钱，来补偿他们因访谈而损失的时间。

问题:
1、访谈者是否已经充分地履行了保护

被访谈者隐私和保密的义务?
2、访谈者是否已经采取了充分的防范

措施来确保被访谈者的安全? 在设计这些措
施时，他们应该要敏感地对待其他潜在的
风险?

3、谁是本研究中提供同意最适合的人，
为什么? 应该认为未成年人的同意是有效
的吗?

4、这项研究能否调查以前是童工的人
( 他们也许或也许不再继续在家里工作 ) ?
而这项研究是否仍然有效? 如果科学家访谈
成年家政人员，他们是否要使用与儿童一样
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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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引言: 当对科学的忠实被分割时怎么办?
应该如何界定和监管科研的不端行为?

人们对研究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
包括伦理委员会成员、研究申办方 ( spon-
sor) 和资助者 ( funders) ———的一个合理
的预期是，期望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做
到诚信和正直。当研究文章发表时，至少
期望数据不是杜撰捏造、弄虚作假或抄袭
剽窃的; 期望正确地报告研究结果; 期望
有关避免利益冲突的声明是完备和真实
的; 期望在研究开始前研究方案的伦理审
查是彻底而没有偏倚的; 并期望文章的署
名能恰当地归功于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
的人等等，这些是合理的预期。如果没有
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期望，则研究的诚信将
受到质疑。同样受到质疑的也将包括管理
机构及专业机构对研究活动必要和严格监
管的能力及利益。

专业伦理包括一系列对合乎道德的、合
适的行为的活动和期望，从对已发表作品的
预期到滥用、骚扰以及威胁同事或受试者等
专业行为问题。尽管一些行为明显是错误且
得不到支持的，但另一些行为却可能更难以
明确地鉴别。例如在什么时刻，来自制药公
司的资助将使科学判断发生偏差或受到削
弱? 这一章关注研究伦理学的两大领域: 利
益冲突和科研不端行为。案例研究还提出了
因个人利益而滥用权利以及专业伦理管理的
附带问题。

利益冲突: 识别和解决被分割
的忠诚

相较于在国际卫生研究情境中受到广泛
关注的诸多伦理问题，利益冲突是一个相对
较新的问题。尽管利益冲突在基于信托的法
律或商业关系中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但
它在医学实践中，尤其是在健康研究中的应
用，尚未被定义。不论是在专业文献中还是
在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中间，关于什么是利益
冲突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冲突应当被视为是一
个伦理问题，都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

使个人获益的利益冲突可以削
弱诚信

在科研情境下，如果科学家未能履行保
护受试者福利或坚持科学诚信的专业义务而
专注于获取个人收益 ( 金钱或等值的东
西) ，科学家就有了利益冲突。一家期刊的
编辑通过为一家药物公司提供咨询来增加自
己的收入，例如他可能会接受一个报告结果
有利于该公司的文章，不是基于它的科学价
值，而是不这样做将会有损其额外的收入来
源。不断增多的证据表明，由行业赞助的研
究报告更有可能有利于赞助者，与公司有经
济联系的作者更有可能写文章支持公司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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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 CIOMS) ．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

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Geneva，Switzerland: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 CIOMS )

2002. http: / /www. cioms. ch / frame_guidelines_nov_2002. htm ( 2008 年 4 月 10 日查阅) ． 医学科学国际组织 ( CIOMS) 与世

界卫生组织 ( WHO) :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陈元方译，胡庆澧校，中文本第 16 页。

益。公司可能就是要选择支持偏袒他们产品
的科学家们，但是无疑在此类情况下就产生
利益冲突问题。

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出现潜在利益冲突
的活动不一定有过错。如果某个律师所代理
的委托人一方控告另一方，那么该律师就得
从与其中一位委托人或者与这两位委托人终
止信托的关系。一旦出现冲突，不终止关系
将有过错。同样，编辑期刊和为药物公司提
供咨询本身都不是过错，但同时拥有这两种
角色可能会潜在地影响编辑的判断。

虽然这种表述看似含糊，但实则有用，
因为它排除了若干类型的冲突。尤其是，它
排除了对患者的关怀与进行好的科学研究之
间的矛盾，处理此类矛盾是研究伦理委员会
的中心理论基础和责任。这种冲突肯定是实
际存在的和重要的，但在第一章中已经对其
作了讨论。为了明晰起见，我们称第一章中
的这类冲突为使命冲突，而将利益冲突这个
短语指代获取个人收益的情况。

两方面的发展使得利益冲突成为在涉及
人的健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私
营生物技术公司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公司资助
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包括临床试验，因而为
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带来了许多经济刺激和
收益，创造了许多机会。其次，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与开发和推销
他们科学发现的公司之间有经济关系，包括
股本所有权。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生命科
学，特别是健康研究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大多数医学专业中，任命完全摆脱利
益冲突的首席科学家组成委员会 ( 例如审
查一项计划)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期刊也
发现，坚持让与企业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专
家来审查文稿或撰写综述是困难的。在能召

集的专家非常少的国家，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研究伦理委员会与利益冲突

工业化国家中商业性研究伦理委员会的
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采用赞助者向研究伦
理委员会付费的方式，加剧了对潜在利益冲
突的进一步关注。商业性研究伦理委员会有
若干人们感觉到的优点，如它们能够审查大
量研究以及拥有能够快速审查的能力。CI-
OMS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
国际伦理准则》并没有禁止向研究伦理委
员会付费，但在准则 2 下声明: “审查委员
会必须独立于研究组之外，委员会从研究中
可能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不
应影响其审查结果”①。然而，要判定甚至
展示经济利益是否侵蚀了研究伦理委员会的
客观性与独立性却是困难的。一些研究者争
辩说，营利性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不一定卷入
研究赞助者与审查者之间直接的经济交易
中，因为付费给审查者是因他们的工作，正
如一些学术的或政府的非营利组织付费给研
究伦理委员会成员是认可他们所花费的时间
和专业知识。很明显，不能认为因审查而接
受酬劳是不合伦理的做法，但如果这种酬劳
变成一种刺激，或被发现酬劳总是与委员会
提供的赞同意见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有可能
成为不合伦理的做法。利益冲突也可能会发
生在研究所涉及的社区内。社区领导人可能
悄悄地从研究中谋取收益，例如增加在社区
中的名望或显赫地位，可能最终设法取悦研
究者，以致看重了研究中所谓的效率，而忽
略了社区利益。研究者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很
难觉察这些利益冲突: 在研究计划中研究者
可能会暗暗串通，而研究伦理委员会则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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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ellcome Trust． Statement on the Handling of Allegations of Research Misconduct． London， UK: Wellcome

Trust，2005.

( http: / /www. wellcome. ac. uk /About － us /Policy /Policy-and-position-statements /WTD002756. htm，2008 年 6 月 16 日查阅 . )

② Martinson BC，Anderson MS，DeVries RG. Scientists Behaving Badly. Nature，2005. 435:

737-738. ( doi: 10. 1038 /435737a 2008 年 10 月 12 日查阅) ．

③ De Vries R，Anderson MS，Martinson BC. Normal Misbehavior: Scientists Talk About the Ethics of Research. 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Human Research Ethics，2006. 1: 43-50.

靠社区领导人来代表他们的社区。

利益冲突的应对办法

这些利益冲突是否反映了实际的 ( 而
不是潜在的) 伦理问题，如果反映了的话，
什么解决办法是可接受的，对此并没有一致
意见。对感觉到的利益冲突最常见的应对办
法是公开———例如，作者和同行审稿人必须
向期刊编者公开他们的冲突，编辑要发表这
些冲突的细节以便读者能够判断冲突怎样影
响研究。同样，研究伦理委员会可要求科学
家向委员会和未来的受试者公开利益冲突。
然而，公开冲突这一要求的收效还不清楚。
要求公开冲突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有时缺乏政
策来判定冲突不可接受，或者如果冲突可能
影响了研究的有效性后，应采取什么行动。
未来的受试者对研究并不熟悉，他们不知道
利益冲突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依赖于参加
研究才能获得急需的医疗的那些人别无选
择，只能选择同意，他们并不考虑公开的冲
突是否揭示了某种现象。例如，一位研究者
不仅是医疗提供者，而且也有开发所试验药
物的投资利益。随着科学和市场继续整合在
一起，显然需要在利益冲突方面制订一个以
证据为基础的、一致的政策。

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也可能有利益冲
突。例如，如果他们与研究者有个人的或专
业上的联系，或如果他们在一家赞助试验的
公司有经济利益。如果是这样，他们可能并
不情愿说一些反对试验设计或加强受试者保
护的话。因此，研究伦理委员会需要政策去

要求其成员公开冲突、并详细规定在公开时
应该采取行动。 ( 例如，可要求委员在投票
时离开房间或不参加某些讨论) 。研究伦理
委员会首要职责必定是保护和确保受试者的
安全。次要职责的利益可包括经济收益或得
到认可。防止使这些次要职责凌驾于首要职
责利益之上的一种办法是管理和监测———研
究伦理委员会必须制定一些政策和条款方案
来处理这些问题。

科学不端行为: 界定和控制研究
中的不当行为

英国威尔克姆基金会 ( Wellcome Trust)
将健康研究中的科学不端行为描述为 “在
研究的提出、进行和研究结果报告阶段，杜
撰捏造、弄虚作假、剽窃或欺骗，或在进行
研究中故意地、危险地或粗心大意地背离公
认的操作实践等行为”①，科学不端行为损
害具有增添人类知识和改善未来患者福利的
可能性的健康研究。因此，如果科学不端行
为与研究的伦理评价有关，就必须认真
对待。

正如弄虚作假和犯罪那样，犯有科学不
端行为的人通常做得很隐蔽，因此不可能知
道弄虚作假的发生的频繁。在美国对科学家
进行一项被广泛报道的调查中②③，不到
2%的科学家承认他们篡改数据、剽窃或忽
视大部分的规定，相当多的科学家承认他们
回避了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要求，并承
认他们曾忽视其他人使用有缺陷的数据或成
问题的解释。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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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但研究———包括高度竞争的健康研究
领域———的历史揭露了众多涉及弄虚作假和
背离公认方法的丑闻。

这些做法毋庸争论，因为没有人为它们
辩护。反之当要决定如何应对这些不端行为
时，就产生了伦理难题。谁有责任来对指控
进行调查，要求提供和评价证据，敦促撤销
发表著作和进行处罚? 没有采取这些行动的
过失应当归咎于谁? 谁应当保护那些受到不
实检举所致伤害的科学家? 谁必须确保举报
者不会遭受报复? 如何确保?

不端行为的定义是否因文化不同而有所
差异尚不清楚。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比另一
个国家有更多的科学家不诚实，而在于，不
论发生在哪里，同样一些做法是否都被看做
是不端行为。即使在过去就存在着文化上截
然不同的观点，是否所有人都应该以同样的
方式看待某些做法。例如，与另一个国家的
科学家相比，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可能低估某
一特殊的实验操作对有效数据产生的潜在影
响; 无论人们曾多么一致地地持有这些观
点，它们可能仅仅是规范性错误。

如果研究不端行为的核心问题涉及杜撰
或谎报数据，也可用其于描述科学家种种不
良行为，如窃取他人功劳，诋毁竞争对手或
向学生树立一个不好的形象。尽管这些恶行
可被看做是独特的科学伦理的要素①，但这
些行为与通常的个人品行之间的边界并非泾
渭分明。

有能力的科学的和伦理的审查可鉴别许
多实际发生的科学不端行为，各个机构应当
有独立的准则和机制来考虑诸如科学的和个
人的诚信以及行为准则的问题，并且应该有
出版和署名的政策。期刊编辑也有义务对可
能的弄虚作假和不端行为提高警惕。与科学
不端行为相关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能归于出
版伦理学的范畴内。不是所有的研究伦理委
员会都把最大限度减少科学不端行为看作是

他们核心职责的一部分; 许多研究伦理委员
会缺乏资助，工作量过大，很少或几乎没有
动力来监测已被批准的试验的实施。然而，
研究伦理委员会可通过规定某些要求，减少
科学不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1、由一个胜任的专业审查来考查某一
试验、试验设计和数据分析方法的依据。

2、试验方案应包括试验监测和审计、
数据管理和质量保证等内容。

3、如有可能，由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测委
员会来监测试验，定期随访，包括由研究伦
理委员会进行视察以评估数据收集的有效性。

4、研究要在公众可及的注册机构注册。
5、在研究结果发表后临床试验原始数

据应该使独立机构可得，使验证数据分析成
为可能。

推荐读物

Bodenheimer T.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Clinical Drug Trials: A Risk Factor for Sci-
entific Misconduct. ( 2000)

在临床药物试验中，利益冲突经常指这
样一种境况，研究者与其所研究的产品的制
造公司之间有经济关系 ( 往往是研究资
助) 。利益冲突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它们在
临床药物试验中无处不在，因为许多的试验
是由正在研究的产品制造商资助的。问题是
要减少利益冲突本身; 利益冲突可能是导致
科学不端行为的一个危险因素。”

http: / /www. hhs. gov /ohrp /coi /boden-
heimer. htm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Campbell EG，et al. Financial Relation-
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ember and Industr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6; 355 ( 22) : 2321-2329.
“关于企业与学术机构内机构审查委员

会 ( IRB) 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范

151引言: 当对科学的忠实被分割时怎么办? 应该如何界定和监管科研的不端行为? 第八章

① Koertge N，ed. Scientific Values and Civic Virtues. Oxford，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围和后果知之甚少。作者们就这种关系对
IRB 成员进行了调查，作出这样的结论:
IRB成员与企业的关系是常见的，IRB 成员
有时参与由公司赞助的研究方案的决策中，
而他们与公司之间有经济关系。应该考查目
前的条例和政策，以确保有一种合适的方法
来处理与企业的关系产生的利益冲突。”

http: / / content. nejm. org /cgi /content / full /
355 /22 /2321 ( 2008 年 5 月 10 日查阅)

Faunce TA，Jeffrys S. Whistleblowing
and Scientific Misconduct: Renewing Legal
and Virtue Ethics Foundations. Medicine
and Law，2007; 26 ( 3) : 567-584.
“尽管与科学研究不端行为有关的举报

往往给社会和学科本身带来增加透明度和问
责制的好处，但举报仍然被许多最有影响的
相关组织普遍认为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尽管
法律保护出于善意和为了公共利益而作出的
合情合理的揭发，但举报者及其支持者们继

续遭到质疑，以及同事和管理者的批评。”
http: / /www. ncbi. nlm. nih. gov /pubmed /

17970253 仅有摘要 ( 2008年 5月 10日查阅)
Momen H，Gollogly L．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Medi-
cine and Law，2007; 26 ( 3) : 409-416.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研究日益增加，

迫切需要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概念达成国际上
的一致意见。伦理标准赖以立足的普遍精神
和道德原则表明，对作为良好科学实践基础
的伦理原则达成国际一致是可能的 ［…］
为科学不端行为制订普遍承认 ( recognized)
和得到普遍认可 ( sanctioned) 的定义，意
味着要处理更为广泛的问题，即确保研究不
仅设计良好 ( 需要更好的证据) ，而且研究
要在不同文化中都能合乎伦理地进行。”

http: / /www. ncbi. nlm. nih. gov /pubmed /
17970242仅有摘要 ( 2008年 5月 10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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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6

试验荷尔蒙避孕药给药方法

一种新的激素避孕药的制造商委托一个
研究组设计一项临床试验，比较使用三种不
同给药方法 ( 口服片、皮肤贴片和注射 )
时新药剂的有效性和耐药性。制造商也想让
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这种新的避孕药在两种
社会经济不同的妇女群体中的使用状况。该
项研究假设，通过皮肤贴片或作为可注射产
品来给予激素避孕药与口服片同样有效和安
全，不管使用者是否受过中等教育。

制造商起草了一份与地区卫生主管部门
之间的合同，合同规定地方当局为进行这项
研究所雇用的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工资均由制
造商支付。制造商又为每一位研究人员提供
一台个人电脑来帮助其进行数据收集和存
储，并且当每一位志愿者完成试验时就支付
研究人员一笔约定的款项 ( 大约 1000 美
元) 。之后，研究人员开始从两个社会经济
群体中各选出同等数量的合适的受试者。一
旦选好两个群体的受试者，将他们随机分配
到新避孕药的三种给药方式进行试验。受试
者被告知在试验期间中断他们目前使用的避

孕方法。
每一位受试者在试验期间因得到单独照

料而受益，并且获得免费的新避孕药。制造
商对可能出现的避孕失败或新药的副作用支
付每位志愿者少量补偿金 ( 大约 20 美元) 。

问题:
1、所有的利益攸关者都在此项研究中

获得一些受益。评价这些受益是否合适，并
讨论其他可提供的补偿。这其中存在利益冲
突吗?

2、这些受益与可能的风险是相当的吗?
3、性伴侣应当参与同意过程吗?
4、如果在试验前使用的避孕技术是安

全套，如果这名妇女在试验期间患上了可能
包括 HIV 在内的性传播疾病，应当做些
什么?

5、如果该药剂试验失败或有超出预期
的副作用，赞助者对受试者有哪些义务?

根据 2004 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 UNDP /
UNFPA /WHO /World Bank 人类生殖研究、
开发和研究培训特别项目的培训材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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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7

一种精神分裂症疗法的试验

亚洲某制药公司研发出一种很有前景的
治疗精神分裂症①的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销
售分析师预测，该药会在四年内为公司赚取
大量利润。该药物已在亚洲数千名志愿者身
上做过试验。但在试验过程中，一些受试者
出现心律失常。结果，主管机构发出一封
“不予批准”的信件，要求制药公司在再次
申报该药前，在人身上做更多的试验。

作为回应，公司与东欧一家国立医院签
订合同，以完成必需的试验。该医院长期治
疗精神病患者; 患者很多，大多数患者已住
院多年但没有希望出院。患者通常必须等待
数月之久，才有机会见到一位医生。许多患
者的家人或亲戚，也不经常或根本不来
探视。

在获取患者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之前，
患者是否有行为能力参加研究要由该院医生
判定。每位被招募的患者都会得到少量金钱
补偿。给患者看的信息中说，该药 “已在
数千名患者身上测试，并且研究结果经过亚
洲，欧洲和美国权威机构审查。”信息中还

指出，该药 “似乎会轻微影响某些人的心
电活动”。该公司没有把亚洲管理机构的举
动告知东欧管理人员; 该国法律并不要求此
类报告，因此该公司声称，它 “遵守在那
里进行研究的每个国家的法律”。

问题:
1、讨论该计划的受益-风险分析。在试

验或销售相关药物时，是否应该要求申请批
准的制药公司将管理机构所关注的问题通知
给其他国家，不管这些国家的法律如何
规定?

2、此项研究引出的伦理问题是什么?
3、在忙碌的国立医院招募精神病患者

时，如何能最佳地确保患者给予同意的
能力?

4、你认为这项研究是否属于科学不端
行为的范畴? 是，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

5. 为此项研究招募受试者的医生是否
有利益冲突?

6. 如果药物有效，药物公司是否有责
任在试验结束后向受试者提供该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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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种精神障碍，其特征为深度思维混乱，影响语言、知觉和自我感觉。它往往包括精神病体验，如幻听或幻视。
由于丧失获得性生活能力或学习障碍，它可损害人的功能活动。精神分裂症一般在青春期晚期或成年早期发病。大多数
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治疗，患者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也能够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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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8

研究伦理委员会预算审查

北美一所重点大学向东南亚某一发展中
国家的国立大学医学院 ( NUSM) 研究伦理
委员会递交了一份研究方案。这是一份雄心
勃勃的方案，它以每年 50 万美元的预算来
考查某一创新性国家计划生育项目的成效。
该方案包括送研究人员到北美就新型计划生
育战略、低成本手术以及项目管理进行短期
培训。NUSM研究伦理委员会要求这所北美
大学向委员会提交项目预算，以便考虑将预
算作为整个方案评价的一部分。该北美大学
回应说，它希望将预算审查程序与该方案的
科学及伦理方面的审查分开进行。NUSM 有
一项政策，即提取任何合作方案预算的
10%作为管理费，而该北美大学关注的是，
预算的规模可能会不当地影响委员会的决
定，尤其是因为所建议的研究组和伦理委员
会许多成员都来自 NUSM。

NUSM研究伦理委员会回应说，如果不
提供预算给他们审查，他们甚至不考虑该建
议。他们的理由如下:

● 他们不愿批准没有足够资金的项目，

而且北美大学在他们国家进行研究时常常忽
视实际的研究成本。

● 他们认为预算审查是他们审查中关键
的一项，因为只有通过审查预算，他们才能
评价机构来雇用各种人员，多少经费可用于
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有多少经费将
返回给进行研究的经办机构。

问题:
1、审查预算是否在研究伦理委员会权

限范围内? 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2、在本案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利益

冲突? 如果是，如何处理?
3、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应该权衡一项

研究能力建设方面的价值 ( 例如培训、建
立新的实验室、新的建筑物或计算机容量)
与该研究对于国家健康问题的相关性吗? 如
果是的话，如何权衡?

根据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
卫生学院和贝尔曼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 An-
drea Ruff 和 Joan Atkinson 编写的一个案例
“Budget Reviews” ( 预算审查)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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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9

确定艾滋病流行的劳动力成本

西非矿业公司员工福利团体请求一所欧
洲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帮助他们确定艾滋病
流行对他们公司劳动力的经济影响。该员工
福利团体想使高层管理人员确信成本远远高
于预期。他们怀疑由于艾滋病而缺勤，高级
专业和半熟练员工 ( 由此需付出再培训费
用) 的快速流动，与疾病有关的治疗费用，
以及必须向受感染工人家属提供一次性补助
和丧葬费，这些都被低估了。

该员工福利团体希望，如果他们能展示
艾滋病流行的成本，公司将会更加注意预防
计划。这些计划可包括宣传册的发放，在工
作场所举办讲座，以及为住在公司宿舍的单
身男子 ( 其中有些人经常光顾附近商业性
工作者密集的地区) 组织文娱活动。这些
预防性和教育性的服务也可以向已婚工人的
家属提供。其他干预措施可能包括建立诊
所，更积极地治疗性传播疾病，或长期提供
家庭住房。该员工福利团体认为，一所备受
尊敬的大学研究组的报告将会是影响公司政
策的有效途径，并会促进预防计划。

该研究完全由这家公司资助，包括提供
与大学准则 ( guidelines) 相符合的管理费
用。该公司表示，尽管它将要求在任何报告
或出版物中确保该公司以及其所有员工是匿
名的，但不限制研究人员发表研究结果。

该研究中心组建了一个由一名医生、一
名经济学家、一名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一名研
究助理组成的小组，并前往西非国家进行为
期 3 周的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应他们的要

求，该小组可获得由于艾滋病或与艾滋病相
关疾病而不得不离开公司的所有员工记录。
任何能够识别员工个人身份的数据都从记录
中删除。公司里没有感染率的数据，但是已
经在该国的其他地区作了抽样调查，用以考
查类似年龄组的 HIV感染率。

随着数据收集阶段接近完成，该研究小
组准备回国分析数据并准备撰写报告时，一
位工会的资深成员要求和他们私下会晤。他
的顾虑是，该公司不会使用这项研究结果来
改善公司的公共卫生计划，但反而会断定，
雇用 HIV阳性的员工对于公司来说是一大
笔开销，因而以此托词解雇仍然健康的 HIV
阳性员工。尽管公司被禁止对新员工进行检
测，它可要求雇员获得私人健康保险，而这
往往要求 HIV 检测。最后，他说，该公司
很可能会通过裁员或外包来削减其工人数
( 并因此减少其法律责任) 。

小组成员要求与研究赞助者见面，在没
有透露他们消息来源的前提下，表达了他们
的担忧，即该报告可能被用做违背他们意图
的用途。该公司坚称，他们所听到有关滥用
报告的任何传言都不是真实的。然而，研究
助理并不满意公司的解释，并且声称除非该
公司作出书面保证，否则她将立即撤出这个
研究小组。公司说他们不可能签署这样的声
明，因为这样会对公司的诚信带来不良
影响。

研究小组分析了数据，并在发表之前对
公司管理提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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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通人群中 HIV 感染的患病率可
能导致该公司至少 10%的员工流动率。

● 在未来 5 年内，公司的医疗成本将显
著增加，并且可能构成总运营成本的 15%。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一位员工在为公司工作
期间生病，所有与该病有关的医疗费用都必
须由该公司支付，不管这个病是否与工作
有关。

● 为了降低成本，该公司应该为患艾滋
病的雇员制订一项家庭治疗的计划。

● 预防计划几乎可以肯定减少员工中
HIV感染率，尽管这些计划的成本效益如何
还不得而知。

该公司的经理们都为该报告以及治疗
HIV阳性员工的预计支出深感忧虑。公司总
裁说，如果公司被迫承担所有 HIV 阳性员
工就业期间的医疗费，那么公司将无法在国
际市场中竞争，并将被迫宣告破产或迁至成
本较低、不要求提供同样医疗的国家。无论
在哪种情况下，公司里的每个人都会失去他
们的工作，使很多家庭没有任何收入。

他请求研究小组在撰写结论时敏感地对
待这个问题。事实上，他请求该小组建议允
许雇主资助的健康保险计划 ( employer-sub-
sidized health insurance plans ) 覆盖 HIV 救
济经费，但它远远低于治疗所需的费用。于

是，感染 HIV 的雇员将要要么支付他们自
己的治疗费，要么放弃治疗，要么依靠政府
提供的服务。由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医疗
卫生设施内已经充满 HIV /AIDS 患者，主要
由家庭或大家族 ( households and extended
families) 承担费用。该总裁争辩说，成本
转移给政府、给家庭以及给其他公司，对于
商业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合理的
应对办法。鉴于该研究小组的国际声誉，他
表示有信心，政府监管部门将会受到影响，
根据建议覆盖艾滋病救济金的这份报告而改
变政策。

问题:
1、该研究小组是否应该关注数据将被

如何使用的问题? 如果是，应该采取哪些举
措，以确保报告不会被滥用?

2、在提交报告后，公司能否以他们所
期望的任何方式来解释和使用数据?

3、如果研究小组的一个或所有成员对
于总裁的担忧而深感不安，他们能够或者应
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研究小组同意总
裁的担忧，那么他们是否应该采纳总裁提出
的建议吗?

4、研究小组在发表结果前是否应该征
求公司主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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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0

对非自愿重新安置行动的研究

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非政府组织，
在南亚一个大城市的贫民窟开展了一个医疗
卫生项目。该贫民窟的部分居民已经重新安
置到 15 公里以外的另一个移民区，并且这
个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这个新的移民区建立了
一家诊所。基于他们重新安置前后与该社区
工作的经验，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确
信，重新安置的过程已经进一步损害了已经
重新安置的人们的生活。为了揭示新定居点
的生活状况，他们与一家研究机构建立了伙
伴关系，来研究重新安置对人们健康、教育
和民生的影响。

为了确保划分研究组与本地非政府组织
工作人员，仅有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人员
协助研究组; 他们唯一的责任是帮助组织会
议并进行样本挑选工作。研究人员希望这样
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并保护当地非政府组
织工作人员免于遭受负面的结果，以及可能
反对本研究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对。

起初，研究组计划进行若干案例研究。
他们建议挑选一些直接受迁移影响并在非政
府组织诊所寻求治疗的受试者。这些人有可
能会遭遇中断治疗、情感创伤、被当地医院
拒绝提供医疗服务、没有收入或丧失购买能
力、社会和家庭支持减少或其他负面影响。
然而，研究伦理委员会决定，从诊所就诊者
挑选受试者作案例研究是不符合伦理的。因
为一些人也许会觉得，除非他们参与研究，
否则该非政府组织将不为他们提供医疗服
务。该伦理委员会建议，研究组记录下他们

在家庭调查时遇到的案例。非政府组织的成
员不同意这项决定，并认为根据诊所的患者
进行案例研究没有问题。由于患者们经常在
该门诊就诊，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相信，相
比随机选择的调查对象，他们的做法将提供
更详细的、有关受试者经历和问题的信息，
而许多随机选择的调查对象可能既不知道这
个诊所，也不知道这个非政府组织。

尽管如此，研究组还是决定通过系统的
随机抽样进行家庭水平的调查。研究组在这
样做时了解到，受试者对政府为了核实他们
的要求以及为识别非法居民所做的无数次检
查感到厌倦。研究组唯有说明自己是非政府
组织才能开展工作。尽管这使研究人员非常
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也使得他们处于直接
向受试者提供援助的压力之下，例如护送生
病的社区成员到医院、向情绪失常的人提供
咨询，以及帮助儿童获得入学许可。

结果，一方面需要帮助人们，另一方面
需要完成他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研究
组对此不能兼顾。在研究组与非政府机构之
间界线的模糊也使受试者感到困惑。尽管研
究组成员提供了一份材料来解释该项研究，
并采用了周密的程序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
意，但是人们往往在提供信息时希望得到医
疗服务。当这些人认识到参加研究并不会立
即获得什么时，他们往往会表示失望。与此
同时，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见
解和经验未被采纳而对研究组失去耐心，因
为这些见解和经验与研究设计并不一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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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达到他们原
来的目的，即为进一步活动收集材料。

问题:
1、伦理委员会关于禁止使用诊所患者

进行案例研究的决定能否得到辩护? 支持或
反对这种研究设计的理由是什么?

2、研究组在满足社区直接援助的期望
方面应该走多远? 他们应该提供何种供给品
以应对这种紧急状况。

3、研究组将自己认定为当地组织有何
伦理含义? 这种结合是否影响知情同意的
程序?

4、在这种状况下同时需要行动和研究
提出了怎样的伦理难题? 如何能够解决这种
难题?

根据印度孟买伦理学和权利研究中心
Neha Madhiwalla 撰写的案例研究 “对非自
愿的重新安置的行动研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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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1

使制度受害，还是受制度之害?

Lee 女士是一名 25 岁研究助理，计划
到医学院进修。她发现，一位非常受人钦佩
的资深研究员 Simpson博士给她的一组数据
并不支持他们实验室的工作假说。这个假说
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随着人体的老化而
上升，这是由于血液中不同水平的脂质或脂
肪比例改变所致。

Lee 女士将这出乎意料的结果告知了
Simpson博士，Simpson 博士将试验记录带
回家检查。下一个星期，Simpson 博士将数
据还给她，并要求她重新进行统计分析，而
现在一些错误的条目已被更正。新数据的分
析给出的结果与研究的假说相一致。然而，
Lee女士注意到，所有与假说不一致的数字
均被改动了。当她向 Simpson 博士询问此事
时，Simpson 博士以 “不必小题大做为由”
打发她离开。

Lee女士将她关于 Simpson 博士这些行
动的疑惑告诉了少数研究生，并发现其他人
也从他那里看到了可疑的行为。于是，她联
系了 Jacob 博士，他是之前与 Simpson 博士
合作过的教学人员。Jacob 博士劝告她，无
论她怎么做，每个人将会因此受损; 如果她
能证明 Simpson博士篡改了数据，她自己的
声誉也可能受损。Jacob 博士告诫她，无论
她的动机的出发点是什么，她应该确定自己
拥有确凿的证据。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大
学招聘 Simpson博士，是由于他的名望能赢
得资助; 他在来到大学第一年就成功地申请
到 300 万美元的资助。

Lee女士继续检查其他数据集，并看到
篡改数据的痕迹，包括颠倒数据点、出现从
未做过的测量图表，以及不存在的患者数
据。她开始确信她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伦理判
断上的一些失误，而是蓄意的科学造假。在
她首次发现数据被改动的 3 个月后，她递交
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控告信，指控她以前导师
犯有科学不端行为。当次日 Simpson 博士接
受系主任当面询问时，他否认这些指控，提
出误差是由于技术员和博士后处理数据时间
长达数年所致。两天后，因调查所需，
Simpson博士实验室的笔记本和其他材料被
扣押了。

该医学院院长挑选了 5 名教学人员开展
对 Simpson博士工作的查询。非正式的检查
迅速扩展到超出起初的投诉范围，包括检查
Simpson博士的电脑硬盘，并进行了无数次
的访谈。不久，初步的查询发展为正式的调
查，此刻 Simpson 博士开始声称他是受害
者。他指控 Lee女士由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分
歧而“报复他”，并且 Lee 女士不喜欢他的
生活方式。然而，Simpson 博士的辩词逐渐
瓦解，在 2 年之内他承认了在联邦资助申请
书上篡改信息的罪行，并同意支付大学
( 以及 Lee女士的律师) 约 20 万美元。

证据清楚地提示，Simpson 博士造假达
10 余年之久。虽然他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但当他出席联邦法庭的宣判时，他恳请法庭
宽大处理和减刑，理由如下:

● 他在学院的职位使他承受的压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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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失去了判断能力，因为他觉得对他的
评价主要要看他为大学带来多少资助 ( 和
金钱) 。

● 他愿对自己实验室的所有成员负责，
特别是依赖他资助的博士生和博士后;

● 他并不想为自己揽钱，而是为了支持
其他人和他们的研究; 并且

● 获得资助给他带来自我价值和声望，
这曾推动他为社区服务，给小学生讲授科学
课。他表示如果法庭延缓对他的判决，他将

继续进行这些服务。
问题:
1、你认为 Simpson 博士是否给出了有

效的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在他的研究中篡改
数据?

2、人们并不总是以肯定的态度看待检
举揭发。Lee女士是否应该因揭露此事而受
到奖励还是处分? 如果应该，以什么方式?

3. 、研究伦理委员会在这种状况下的作
用是什么? 确保科学诚信是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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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2

真相与后果

一所重点大学遗传学系 6 名在 Maria
Kieros教授指导下工作的研究生，迟疑地
得出这样的结论: Maria Kieros 教授一直在
伪造数据。这个结论是根据一些直接和间
接的观察结果得出的。例如，在阅读一份
资助申请时，其中一位研究生 Heath 女士
注意到，一些据说是未发表过的数据，实
际上曾出现于在先前由该实验室发表的论
文上。其他研究生也注意到，某些数据似
乎被动了手脚。根据该大学两名科学家的
建议，该组人员就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与 Ki-
eros教授当面对质。Kieros 教授极力为自
己辩护，并将问题归咎于计算机产生的误
差。一些学生相信了她的解释; 而其他学
生担忧其他资助申请、包括两项已经获得
资助的申请，可能也是弄虚作假的。而
且，Heath 女士和其他学生越来越关注他
们自己的研究进度。尽管工作数月，Heath
女士一直无法重复出 Kieros 教授在先前论
文中所报告的观察结果。

学生们与日俱增的不安使得他们感到有
必要作出一个集体的决定，是否将他们的观
察结果公之于众。提醒管理部门注意他们的
研究有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如果发现 Ki-
eros教授有问题，他们将可能不得不重新开
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他们博士工作年
限。鉴于可能会有如此严重后果，这些学生
同意不向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报告，除非大家
一致同意去报告。

在小组成员首次质疑 Kieros数据造假几

乎 7 个月之后，该小组最终将该情况向两位
大学院长报告。院长们开始进行非正式调
查，他们发现了证据，这使得他们几星期后
同意正式对 Kieros 教授的工作进行调查。
Kieros教授的学生指控她的消息在其他教学
人员中流传开来，还有一些传言暗示，她不
得不伪造数据是因为她的学生工作成效
不高。

2 个月后 Kieros 教授辞职，3 个月后该
大学发布报告，该报告作出结论称，在被取
消的科研项目的申请中，篡改数据证据确
凿。对已发表的 3 篇论文 ( 没有一篇的共
同作者包含这些研究生) 也提出了一些质
疑。最后，调查小组指出，Kieros 教授对待
研究生的行为违反专业操守，她强迫他们隐
瞒与她预期结果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并促使
他们夸大数据以符合她的假说。

当其中几个研究生面对他们论文的答
辩委员会时，前景不容乐观。由于 Kieros
教授对研究盲目的乐观，使一些学生被误
导，走向错误的研究方向。这 6 名学生中
的其中 1 名被允许继续她的研究计划; 2
名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他们将不
得不重新开始新的博士研究; 剩下的 3 名
学生离开了该大学。对于继续他们学习的
学生，他们的毕业时间至少推迟三年。正
如一个研究生所说的那样， “我们无意中
成为了受害者”。

问题:
1、考虑到对自己工作的影响，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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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否应举报 Kieros教授?
2、如果他们守口如瓶，仅仅努力完成

学习过程以便顺利毕业，可能会发生什么?
3、该大学对于这些学生应当负有什么

责任? 该大学如何能够保护这些学生不受他
们行动后果的影响?

4、通常情况下，大学应该如何对待
“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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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3

Taylor ( 泰勒) 博士不寻常的生涯

Taylor 博士曾在北美一所著名大学将近
三十年，事业成功。在此期间他成为营养学
和免疫学领域世界知名的专家。他常常被提
名并荣获各种名声卓著的奖项和赞誉。

在大学期间，Taylor 博士曾应一家总部
设于美国的 Blake制药公司的要求，进行一
项大型研究，测试该公司的新生儿配方奶粉
是否有助于防止婴儿过敏。这项研究在该公
司的一位临床研究助理 Mason博士的指导下
进行。作为 Taylor博士的研究护士，Hughes
女士负责招募 288 名新生儿，他们的父母有
过敏倾向 ( allergy-prone ) ，愿意参加这项
研究。这项工作任务艰巨，因为研究不仅在
一个小城市进行，而且该城还位于一个低生
育率的地区。哮喘患病率较低，并且至少一
半的新生儿是母乳喂养的。与此同时，一家
大型欧洲食品公司 ( Nutristar) 聘请 Taylor
博士对他们新的婴儿配方奶粉进行科学检
测，食品公司声称该奶粉有助于降低婴儿患
哮喘病的风险。

第二年夏天，尚未收集到 Black 制药公
司研究的任何数据，因为 Hughes 女士仅招
募了所需受试者的 1 /4。因此，当 Hughes
女士发现 Nutristar公司的研究结果已被发表
时，她感到震惊。该研究结果的发表也引起
了 Mason博士的注意，令他更为惊讶的是，
该研究比较了 Nutristar 公司和 Blake 公司的
配方奶粉，尽管并没有要求 Blake 公司提供
为进行这项研究所需的成千上万贴有临床标
记的配方奶粉罐。Mason 博士就 Nutristar 研

究一事当面质询了 Taylor博士，甚至问: 如
果配方奶粉不是由 Blake 公司生产的，那么
谁给所有这些用于该研究的配方奶粉贴了
标。Taylor博士声称他的研究小组在大学实
验室给这些奶粉贴的标，Mason 博士认为这
种说法很可疑，因为供给这些参加研究的婴
儿需要两万罐配方奶粉。

在 Nutristar 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Tay-
lor博士还发表了为第三家公司做的另一项
婴儿配方奶粉的研究。该项研究招募了 200
多名婴儿参加。Taylor 博士的三项研究总共
招募了 700 多名婴儿。然而，Hughes 女士
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婴儿，而且她确信 Tay-
lor博士研究中所说的受试者根本就不存在，
并且他做如此大规模的试验，她不可能一点
也不知情。当她意外地发现 Taylor准备发表
一篇她肯定 Taylor 从来没有做过的论文时
( 对 Nutristar研究的 5 年随访) ，她对 Taylor
博士弄虚作假的怀疑就更加确定了。Hughes
决定向大学举报 Taylor博士。

这所大学组织了一个独立的专家组来调
查该指控。专家组耗时 3 个月访谈证人，并
审查了 Taylor博士的 5 篇论文，但没有公布
他们的调查结果。他们声称他们不能这样
做，因为他们签署了保密协议。然而，媒体
得到了一份报告复印件，其结论是婴儿配方
奶粉的研究从来就没有进行过，Taylor 博士
有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尽管有这些指控，但
该大学决定对 Taylor 博士不采取任何行动。
随后 Taylor博士指责专家组存有偏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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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要起诉他们。作为一家由公共资金资助
的机构，校方担心法律诉讼对于该大学代价
太大，并会损坏其声誉，影响到未来的
收入。

与此同时，Taylor 博士向另一个国家的
儿科医学期刊递交了他对 Nutristar 研究随访
5 年的论文。该论文在大学调查期间尚未发
表，当该期刊的编辑被大学告知对 Taylor 博
士指控的证据不足之后，该期刊发表了这篇
论文。

随后，Taylor博士向一家著名的欧洲医
学期刊递交了一篇关于他自己拥有专利的多
种维生素对老年人记忆力影响的论文。他的
结果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至于期刊的一位
资深编辑感到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对劲。他把
该研究发送给两名审稿人，审稿人均对该研
究的真实性表示了强烈怀疑。此外，当 Tay-
lor博士被要求递交他的数据时，他声称数
据被学校弄丢了。由于该家期刊一直要求作
者们提供所有原始数据，他的反应使得许多
人认为这个研究是捏造的。

该期刊拒绝发表这篇论文，并且要求
Taylor博士所在的大学对其进行调查。该大
学的两名资深行政人员牵头对 Taylor 博士多
种维生素的研究进行调查。就在这个调查过
程中，Taylor博士又向另一家期刊提交了这
篇论文，该期刊当年晚些时候发表了该篇论
文。Taylor博士所报告的功效如此显著，令
人印象深刻，以致他的研究引起了大众媒体
的注意，Taylor博士和他的研究成了全国各
地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项研究引起了两位教授的兴趣，他们
查看研究的原始数据，以确认这些令人惊异
的结果。他们的审查揭示了 Taylor博士工作
中的许多显而易见的错误。首先，他们指
出，Taylor博士无法独自一人分别检测其专
利制剂中每种维生素的浓度 ( strength) 并
测试不同浓度 ( strengths) 。这样的一项工
作要求巨大的工作量和大量的资源。其次，
如果这项研究的受试者在研究一开始参加记

忆测试所得分数是准确的，那么这些受试者
“就必定处于痴呆晚期，以致他们不可能理
解研究的概念”。然而，在服用 Taylor 博士
的多种维生素一年后据报告这些受试者在同
样的测试中所得分数是正常的，对此，教授
们认为这是 “荒唐可笑的”。根据这两个教
授的意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 Taylor 博士
“编造”了这项研究。

尽管围绕 Taylor 博士的工作充满争议，
他还在继续发表论文。当在大众媒体出现那
篇文章后不到一年，他在他自己的期刊
《营养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支
持他备受争议的多种维生素的研究成果。不
久之后，该期刊发表了 Morallon博士的研究
论文，支持了 Taylor 博士 10 年前发表的论
文的数据，但该论文的正当性也受到质疑。
随后人们无法联系到 Morallon博士; 他没有
电子邮件地址，尽管他任职的机构在亚洲，
但他的邮箱却设在美国。也没有他署名的其
他论文。在学年结束时，Taylor 博士退休
了，他声称早就打算在那时退休。自此之
后，他到世界各地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继续
发表研究论文，并围绕他的多种维生素研究
做起了生意。迄今为止，他唯一被撤销的是
Nutristar 的研究，尽管事实是至少有 10 项
其他研究被认为是高度可疑的或者是完全弄
虚作假的。

问题:
● 该大学是否竭尽所能地调查了 Taylor

博士? 它是否有义务通知正在关注 Taylor 工
作的科学共同体和期刊社? 有什么其他理由
使得该大学对处罚 Taylor博士犹豫不决?

● 如果调查后 Taylor博士没有受到正式
的处罚，随后他向研究伦理委员会递交一份
研究方案请求批准，如果该项研究在其他方
面是完全可接受的，委员会成员是否能正当
地对其信誉 ( credibility ) 或所谓的道德操
守提出质疑或表示关注? 如果他们认为独立
专家组受到了 Taylor博士的威胁，且证明情
况确实如此，那么他们阻止该项研究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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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辩护?
● 政府在处理科学上的弄虚作假方面起

什么作用，应该起什么作用 ( 如果有作用
可起的话) ? 专业学会的作用是什么和应该

是什么?
● 发表被怀疑为弄虚作假的论文的期

刊，是否有道德义务审查他们曾发表其他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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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4

究竟是谁的创意?

Ruiz 博士是中美洲某国家 A 医学研究
机构非常多产的医生、科学家，已完成 15
余项研究，发表了 29 余篇论文。他递交申
请资助的研究方案 70%以上得到了批准并
予以实施。5 年后他回到本国 ( 国家 B，也
在中美洲) ，将若干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
研究留给了他的合作研究者。他也留下了与
其他的合作研究者一起书写的尚未申请资助
的研究方案，其中有一些已经递交资助机
构，仍在等待资助机构的决定。

Ruiz博士离开该医学研究机构一年后，
一家国际研究资助组织请他评价一项研究方
案以决定它是否应该得到支持。这份研究方
案是由 Lopez博士递交的，他是国际著名的
临床研究人员，且是另一个中美洲国家
( 国家 C) 一个重要研究单位的主任。在阅
读了最初几页后，Ruiz 博士发现他以前看
过这份研究方案，事实上这正是他与合作研
究者书写的尚未获得资助的研究方案一模一
样的拷贝，虽然该研究方案未包含参考文
献，也未向原先的研究所或其合作研究者
致谢。

当他告知资助机构这份研究方案是抄袭
的时，该机构决定不资助该项研究，但要求
Ruiz博士对此严加保密。然而，Ruiz 博士
不甘心让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他觉得这是明
目张胆的剽窃，这一行为存在重要问题。例
如，Lopez博士在文献中被人广泛引用，经
常给国际组织提供儿童健康方面的咨询。
Ruiz博士相信，既然 Lopez博士剽窃他的研

究方案，他就会剽窃其他人的，甚至可能篡
改数据。应他的要求，资助机构同意调查这
个问题。

资助机构报告说，它召集了一次机构内
部的委员会，彻底地调查了这个事件，并且
审查了 Lopez 博士的解释。委员会的结论
是， “虽然在起草研究方案中可能发生疏
忽，但并无有意剽窃另一位研究者专有的文
本”，因而“在这一案例中不应该对 Lopez
博士采取任何行动”。委员会还指出，该份
研究方案是 Ruiz 博士之前雇主的财产，并
未由他发表，Ruiz 博士亦对其无版权。于
是，资助机构认为该份研究方案不受版权限
制，当 Lopez博士及其同事拷贝它时没有违
反法律。资助机构感谢 Ruiz 博士的警觉，
但未作进一步的解释。

Ruiz博士对调查过程和委员会的决定
大为吃惊。在调查过程中也从未联系他或他
的合作研究者。也没有去询问他以前的雇主
以发现 Lopez博士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份原始
的研究方案。Ruiz 博士进一步注意到，在
他现在的机构里，被逮住剽窃的任何研究者
会被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研究，开除出一切
研究委员会，并不允许从事国际咨询活动，
直至问题完全解决为止。

问题:
1、你认为资助机构对这种状况的处理

合适吗?
2、资助机构是否因为 Ruiz 博士来自发

展中国家，而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对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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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采取不同的标准?
3、如果你没有写任何研究方案，而是

抄袭另一作者的研究是否符合伦理?
4、研究人员应当遵守伦理学标准: 他

或她本国或社区的标准? 资助方所在国的标
准还是某一国际准则?

5、应该如何处理下列情况: Lopez 博
士希望开展这项研究，因为他认为此项研究
对于国家 C 十分重要。他找到 Ruiz 博士并
要求由自己主持这项研究，且对 Ruiz 教授
所作贡献给予充分赞许。然而，Ruiz 博士
拒绝了请求，他计划未来的某天在 B 国实
施该研究。Lopez博士能否使用 Ruiz 博士制
定的研究计划开展自己的研究? 换句话来
说，Ruiz 博士是否拥有这个创意? 如果拥
有的话，是多长时间?

6、应该如何处理下列情况: Ruiz 博士

还在 A 国的医学研究机构工作时，他所提
出的研究方案中的其中之一现在被他的合作
研究者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提交给 A 国的资
助机构。考虑到他已经离开 A 国，并且没
有参与到研究资助申请的最后阶段，当资助
机构同意资助这项研究时，合作研究者们是
否不得不将 Ruiz 博士纳入到研究中并给予
他一定权限? 如果当 Ruiz 教授离开 A 国医
学研究机构时，合作研究者们已经完成了其
中一个研究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根据这项研
究所撰写和发表的所有论文，Ruiz 博士是
否必须都要参与其中，或者发表论文时不将
他列入作者名单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
并未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如果在发表中
做一项声明，承认他对此项研究所作出的原
始贡献和研究设计上的知识产权，这样对于
一位同行科学家而言是否会显得更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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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①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 见研究设计
Adjuvant therapy辅助治疗: 除主要治

疗之外被给予的治疗。例如，对癌症的辅助
治疗通常指手术后的化疗或放疗，以降低癌
症复发的风险。

Adenocarcinoma 腺癌: 起源于腺体 ( 分
泌) 组织的恶性肿瘤。

Adverse event 不良事件 ( AE) : 在临
床试验的情境下，服用药物的患者或临床研
究中受试者身上发生的任何不幸的医疗事
件，与这种治疗不一定有因果关系。所以，
一个不良事件可能是任何一种不利的和非意
料之中征候 ( 包括化验结果 ) 、症状或疾
病，在时间上与 ( 正在研究的) 药物的使
用有联系，不论与此药物有无关系。

Adverse drug reaction 药物不良反应
( ADR) : 在一种新药或其新剂量 ( 尤其治
疗剂量尚未确定时) 批准前的临床经验之
中，对任何剂量药物的所有有害的和非意料
之中的反应都被视为药物不良反应。对
“药物的反应”这一短语意指药物与不良
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少有合理的可能
性，即不能排除这种因果关系。至于已经
上市的药物，药物不良反应是有害的和意
料之外的反应，发生于人们用于疾病的预
防、诊断、治疗或改变生理功能等正常的
使用剂量中。

参阅严重不良事件 Serious adverse event
( SAE) 和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Seri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 ( Serious ADR) .
Alcoholism酒精中毒: 一般用来指长

期的、连续的饮酒或周期性的酒精消费，
其特征是对饮酒的失控，频繁醉酒，沉溺
于酒精或使用酒精，不顾其不良后果。这
个术语是不确切的，所以，代之以经常使
用比较狭义的表述 “酒精依赖综合征”，
作为一系列与酒精有关的问题之一，用来
指反复使用酒精后可出现的一组行为、认
知和生理现象。

Allopathic 对抗疗法: 传统的循证医
学，与顺势疗法、印度阿育吠陀 ( ayurve-
da) 以及其他替代疗法及干预相反。

Anaemia贫血: 血红蛋白浓度低于规定
水平的一种症状 ( condition) ，使得红血细
胞携氧能力下降。大约一半贫血病例可被归
因于缺铁; 其他常见原因包括感染 ( 例如
疟疾和血吸虫病) 和遗传因素。主要健康
结局包括妊娠结局不良、身体和认知发育受
损、儿童发病率风险增加以及成人工作效率
力 ( work productivity) 降低。孕妇和儿童尤
其易受贫血伤害。20%的产妇死亡与贫血
有关。

Antipsychotic drug 抗精神病药: 一
种用于治疗精神疾病 ( 即一组以精神混
乱、错觉和幻觉为特征的精神障碍 ) 的
药物。

Antiretroviral抗病毒治疗 ( ARV) : 一
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抗病毒治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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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阻止引发艾滋病的 HIV反转录病毒。
Anonymous 匿名的: 任何情况下，无

法无法将某一记录、生物学样本或信息与一
位可被识别的人联系起来［2］。

Anonymization匿名化: ( 使之成为匿
名) 所有直接或间接的身份标识已经删除
的研究记录或生物学样本，因而无法将记录
或样本与提供记录或样本来源者建立
联系［1］。

Anthropometry人体测量学: 根据骨骼、
肌肉和脂肪组织测量人体的学科。

Arrhythmia心律不齐: 心跳强度和心
率不规则。在有些情况下它可导致心跳骤停
和猝死。

Audit审计: ( 在临床试验的情境下)
系统、独立地审查与试验相关的活动或文
件，以确定被评估的试验相关的活动是否依
照研究方案、赞助者的标准操作规程、GCP
( 临床试验规范) 以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
是否参照上述要求进行记录、分析并准确报
告了有关数据［2］。

Ayurveda阿育吠陀: 源自印度次大陆
的古代医疗卫生系统。 “Ayurveda”一词来
源于梵文: āyus意为“生命”、“生命原理”
或“长寿”，梵文 veda，指 “知识”系统。
阿育吠陀 Ayurveda 意为 “长寿所需的知
识”。根据阿育吠陀原理，健康或疾病取决
于包括身体不同成分在内的总体基质是否处
于平衡状态。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能引起自
然均态的失衡，引发疾病。饮食杂乱、习惯
不良以及不遵守健康的生活规律都能使这种
均态失衡。治疗包括调节饮食、校正生活习
惯和行为，服用药物以及诉诸预防性疗法以
恢复受干扰的身心基质的平衡［3］。

Beneficence 受益: 受益最大化和伤害
最小化的伦理义务。这要求研究的风险相对
于预期的受益是合理的，研究设计是可靠
的，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和维护受试者福利
方面都是胜任的。受益原则还禁止伤害他
人; 受益的这一方面有时表达为一个单独的

原则“不伤害”［4］。
Beta-carotene β-胡萝卜素: 许多蔬菜

中都含有的一种抗氧化剂，它可被肝脏部分
地转化为维生素 A。科学家认为，在新鲜水
果和蔬菜中的 β -胡萝卜素具有降低癌症和
心脏病发生的作用。

Blinding or masking设盲或屏蔽: 使试
验的一方或多方不知道治疗分配的一种程
序。单盲通常指受试者不知道，而双盲通常
指受试者、研究者、监测者，有时也指数据
分析者不知道治疗的分配［5］。

Cancer 癌症: 用来指一组有 100 多种
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的通称，这些疾
病或称恶性肿瘤和赘生物。癌症的一个典型
特点是快速形成异常细胞，它们的生长超出
了通常的边界，可侵入邻近的身体部分，扩
散到其他器官，这一过程称为转移。转移是
癌症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癌症是全世界范
围内死亡的主要原因。2005 年全世界死亡
总数为 5800 万，死于癌症的为 760 万，占
死亡总数的 13%。

Carcinoma in situ 原位癌 ( CIS) : 一
种早期形态的癌 ( 恶性肿瘤 ) 。它是赘生
( 异常) 细胞的积聚，但尚未扩散到周围
组织。如果不加治疗，原位癌就可转化
为癌。

Case-control study 病例对照研究: 参
阅研究设计 Research design。

Chlamydia衣原体: 由一种小的细菌沙
眼衣原体 Chlamydia trachomatis 所引发的性
传播感染 ( STI) 。大多数的 STI病例是由沙
眼衣原体所致，使得沙眼衣原体感染成为全
世界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男性和女性，尤
其在男性中，无症状感染很常见。通过性
交，细菌从一个性伴传播到另一个性伴。在
男性中可引起尿道、结膜和关节炎症; 在女
性中，可引起生殖道的急性炎症，导致不
育、宫外孕或慢性疼痛。

Chloroquine氯喹: 一种用于长期治疗
或预防疟疾的药物。随着时间推移，在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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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引起恶性疟疾的这种原生寄生虫恶性疟原
虫 ( Plasmodium falciparum) 已经对氯喹产
生广泛的耐药性。

Clinical trial临床试验: 凡在研究中前
瞻性地将一种或更多的与健康相关的干预措
施分配给个体受试者或若干组受试者，以评
价其对健康结局的影响都属于临床试验。干
预措施包括 ( 但不限于) 药物、细胞和其
他生物产品、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器械的
使用、行为治疗、医疗程序的改变以及预防
性治疗 ( prevention care) 。

Cholera 霍乱: 因摄取被霍乱弧菌
( Vibrio cholerae) 污染的食物或水而引起的
急性肠道感染。霍乱的潜伏期短， ( 从不到
1 天到 5 天) 并产生肠毒素，引起多次、无
疼的水性腹泻。如果治疗不及时，可导致严
重脱水和死亡。大多数患者也发生呕吐。霍
乱是一种易治疾病。及时口服补液以补充丢
失的液体可使多数患者痊愈。在特别严重的
病例中，可能需要静脉补液以抢救患者生
命。然而，如不予治疗，患者可在症状出现
后不久很快死于霍乱。

CIOMS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CIOMS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
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
会 ( CIOMS ) 是与世界卫生组织 ( WHO )
有正式关系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在
WH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赞
助下于 1949 年建立，其使命之一是要维持
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尤其是 UNESCO
和 WHO，之间的合作关系。CIOMS 准则旨
在帮助各国制订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
研究伦理学的国家政策，将伦理标准应用于
当地情况，以及建立或改进伦理审查机制。
特别地，这一准则要反映资源贫乏国家的情
况和需要，以及对多国或跨国研究 ( 这些
国家可能成为研究成员 ) 的含义。如同
《赫尔辛基宣言》 ( 参阅单独的条目) 一样，
CIOMS对健康研究的伦理行为提供了重要

指导。
CIOMS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

lines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CIOMS 流
行病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国际医学科学理
事会 ( CIOMS) 的流行病学研究国际准则，
在如何鉴定并解决流行病学研究中产生的伦
理问题方面为流行病学家以及赞助、审查或
参加流行病研究的人员提供伦理指导［2］。

Community 社群: 可将社群界定为可
因共同居住地 ( 地点或邻里) 或共同活动
( 如职业) 而被辨识的一群人，或因某种身
份、活动或功能而被辨识的一群人。

Confidentiality保密: 保护信息不被泄
露的义务，除非当事人或在特殊情况下有关
当局授权披露该信息。

Data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 DSMB)
or committee数据安全监督委员会: 研究申
办方授权建立，并在其下行使功能的独立的
咨询机构，在研究过程中负责评估数据，以
促进研究在科学上和伦理上的诚信。该委员
会的意见为主办方提供了一个对研究的科
学、安全和伦理的总体评价，同时，该委员
会也应该协助研究申办方维持研究设计的严
格性，对保护人类受试者给予适当关注。

Deception research 欺骗性研究: 参阅
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赫尔辛基宣言:
世界医学会 ( WMA) 针对用人和可辨识身
份的人体材料或可辨识身份的数据进行医学
研究提供的伦理指南［1］。这是最广为人知
和接受的研究伦理学准则。自 1964 年以来
该宣言曾经过多次修改，最新版本是
2008 版。

Double-blind study双盲研究: 参阅 Re-
search design 研究设计或 Blinding /Masking
设盲 /屏蔽。

Dysentery 痢疾: 以肠道 ( 尤其是结肠)
炎症为标志，并伴有腹痛、便血和黏液便等。
病因包括化学刺激物、细菌、原虫和寄生性
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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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plasia 发育异常: 组织、器官或细
胞的异常发育或生长。它是最早形式的癌前
病变。发育异常可诊断为高度或低度，高度
发育异常表明更为严重地向恶性转化发展。

Electroencephalography脑电图 ( EEG) :
一种将电极以特定方式置于头部，籍以记录、
放大和记载脑电活动的无痛、非侵入性、安全
的过程。

Effectiveness有效性: 某种干预或治疗
在实际生活中具有的确定的或预期效果的
程度［2］。

Efficacy效能: 在理想或受控条件下
( 如在临床试验中) 某种干预可能具有的预
期效果。效能是有效性的子集。

End-point终点: 在试验或其他类型的
研究中达到预订的目标或目的。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 针对与健康
相关状态或事件在特定人群中的分布及决定
因素的研究，以及将这种研究应用于控制健
康问题［3］。

Equity公平: 受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
公平是消除在按社会、经济、人口学和地理
确定的人群或群体中可避免的或可矫正的差
异; 因此健康的不公平所涉及的不只是在健
康决定因素或健康结局上的不平等，或在为
改善和维持健康所需获取资源方面的不平
等，而且也未能避免或克服这种不平等，这
种不平等侵犯人权规范或在其他方面的不平
等。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平等分配受益和负
担被认为是公平的，而在另外情况下使最贫
困或最脆弱的人享有优先权是公平的。经受
健康不平等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 如贫困或
被边缘化的人、少数民族，和妇女) 是缺
乏政治、社会和 /或经济的权力。因此，为
了纠正不公平而采取有效的、可持续的干
预，一般不能仅局限于矫正某一特定的健康
不平等，而且也要通过系统的变革 ( 例如

法律改革、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等) 来
赋权给这些群体。

Ethnicity族群性: 具有共同血统或起
源的一群人共享的集体身份。

Equipoise均势: 医学共同体对试验中
各组干预优缺点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Focus group discussion 焦点小组讨论
( FGD) : 6 ～ 12 人的小组讨论，由一位老师
指导，在小组讨论时组员就某一话题进行自
由、自发的讨论。使用这种定性研究方法的
目的是对小组关注的概念、认识和理念获得
深入的信息。焦点小组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
快速组织多方会谈、达成共识、作出决定或
为问题和解答提供机会①。

Gender性别 /社会性别: 某一社会认为
男人和女人合适的社会建构的角色、行为、
活动和属性 ( 与 sex生物性别不同，生物性
别指由生物学决定的性状 ) 。换句话说，
“男性 male”和“女性 female”是生物性别
范畴，而“男子气概 masculine”和 “女子
气质 feminine”是社会性别范畴。在不同人
类社会中生物性别并无实质差异，但在社会
性别方面可能变异很大。

Gender discrimination 性别歧视: 基于
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和规范而对于他人的任
何形式的区分、排除和限制，这么做使得一
个人无法享有完整的人权。

Gentamycin庆大霉素: 用于治疗众多
不同细菌感染的一种抗生素。口服庆大霉素
无效，因为当被小肠吸收并滤过到肝脏时它
就失去活性。它只能通过静脉注射、肌肉注
射或直接用于皮肤或黏膜上才有效。

Gonorrhoea 淋病: 由淋病奈瑟球菌
( Neisseria gonorrhoeae) 引起的性传播感染。
虽然淋病在男女中可能往往均无症状，但通
常其特征有生殖器官排液、排尿疼痛、炎症
和尿道感染，以及女性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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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clinical practice 临床试验规范
( GCP) : 设计、实施、记录和报告涉及人类
受试者的试验的伦理和科学质量标准，起源
于国际协调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 ICH) ①。遵循这一标准向
公众保证受试者的权利、安全和健康得到
保护，这与源自 《赫尔辛基宣言》的原
则是一致的，并且保证临床试验的数据是
可信的。虽然它关注临床试验规范，但
“临床”这一术语是用来将这些标准与实
验室规范和制药公司的药物生产规范区别
开来。

Hepatitis B乙型肝炎 ( HBV) : 肝炎是
肝脏的一种炎症，常由病毒感染引起。有 5
种主要的肝炎病毒，即甲型、乙型、丙型、
丁型和戊型。甲型和戊型肝炎一般由摄入污
染的食物或水引起。乙型、丙型和丁型肝炎
通常是与感染的体液非肠道接触的结果
( 例如因输血或使用污染设备进行侵入性医
疗干预) 。乙型肝炎也通过性接触传播。肝
炎的症状包括黄疸 ( 皮肤和眼睛变黄) 、黑
尿、极度疲劳、恶心、呕吐和腹痛。

Histology组织学: 源自希腊文 “histo”
意为组织和 “logos”，意为论述，因此组织
学是对组织的科学研究。

Human rights人权: “人人有权享有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人权往往包括公民和政
治权利、( 例如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表达的
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 、社会、文化和经济
权利 ( 包括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 、获得食
物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教育的权利。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采纳和公布了人权
普遍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要达到的
共同标准［1］。所有个人和社会的所有机构
都应铭记该宣言，通过教学和教育促进对这
些权利和自由的尊重，通过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在成员国人

民之中以及在它们管辖的人民之中得到普
遍且有效的承认和遵守。人权最重要的特
征有: 普遍性; 由国际标准保证; 受法律
保护; 关注人的尊严; 以及不能放弃，也
不能被剥夺。

Identifiable material 可辨认身份的材
料: 包括实名的记录或样品以及相互关联、
编码的记录或生物学样本。实名的记录或生
物学样本带有一个人的姓名或独特的标识，
例如社会保险号码。相互关联、编码的记录
或生物学样本并不带有姓名，但有编码，因
而通过拥有或破解编码系统，可与记录所指
或和样本的提供者联系起来。编码可能由研
究者、主办方或第三方保管。

Immunity 免疫力: 身体保护自身免受
感染和疾病或其他有害的生物学侵害的能
力。免疫是一个人借以对传染病具有免疫力
或抵抗力的过程，一般通过接种疫苗而获
得。疫苗刺激身体的免疫系统保护人体抵御
随后的感染或疾病。

Immunogenic 免疫原性: 能够激发免
疫反应的能力。

Innovative therapy 创新治疗: 临床实
践的革新，包括范围广泛的新的诊断或治疗
方法，旨在改善健康结局，使之优于已有方
法，但其安全性和 /或效能尚未得到充分评
估。创新范围很广，从已有方法的微小变
异，或将已有方法推广到新的指征，一直到
完全新颖的技术。

Intussusception肠套叠: 肠自行嵌入形
成套叠，切断自身血液供应，可能导致堵
塞，如果不治将导致死亡。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
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人类药物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 ICH) : 这次会议将欧洲、日本和美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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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以及制药工业专家召集在一起来讨论
产品注册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该会议
建议在产品注册技术准则和要求的解释和应
用中获取更广泛协调的途径，以促进更经济
地使用人、动物和物质资源; 消除新药的全
球开发和可得性方面不必要的延迟; 以及维
持在质量、安全和有效方面的防范措施，以
及保护公共卫生的管理义务①。

Intervention 干预: 确定的一组研究活
动，其实施是为在某一目标人群达到特定的
结局。

Intrauterine device宫内避孕器 ( IUD) :
一种小型的 T 形塑料生育控制装置，外包铜
质，或含激素，置于子宫内。宫内避孕器有
效期至少 5 年，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使用
的避孕方法。宫内避孕器并不保护性传播疾
病或艾滋病。

Investigator's brochure 研 究 人 员 手
册: 有关正在研究中产品的临床和非临床
数据汇编，与产品在人类受试者中的研究
有关。

In vitro体外法: 在活的有机体外的人
工环境进行实验的技术。一般在实验室
进行。

Justice公正: 按照在道德上正确和合
适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并且给予每一个
人应得的伦理义务。在涉及人类受试者的
研究伦理学中，这个原则主要指的是分配
公正，它要求参加研究的负担和受益的公
平分配。

Knowledge，attitude，and practice (KAP)
survey知识、态度和实践 (KAP) 调查: 对某
一社区或个人群体在某一时间的知识、态度和
实践的评估，通常是某个有关健康或与健康相
关的话题。

Malaria疟疾: 可传播给所有年龄的人

的一种疾病。它由疟原虫 Plasmodium 引起，
通过雌性按蚊的叮咬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
人。在人体内，寄生虫在肝脏繁殖，然后感
染红细胞。疟疾的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和呕
吐，这些症状通常在蚊子叮咬后 10 ～ 15 天
出现。如果不予治疗，疟疾很快会因中断对
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而威胁生命。在世界的
许多部分，这种寄生虫已经对一些抗疟疾药
物产生耐药。疟疾既是可预防的，也是可治
愈的。控制疟疾的关键干预措施包括: 用以
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进行及时和有效的
治疗; 有风险的人使用杀蚊蚊帐; 在户内喷
洒杀虫剂以控制带疟原虫蚊子。如果不用
有效药物及时治疗，疟疾可引起往往致命
的严重疾病。有 4 种类型的人类疟疾 P．
falciparum ( 镰形疟原虫 ) 、P. vivax ( 间日
疟原虫 ) 、P malariae ( 三日疟原虫 ) 和
P. ovale ( 卵形疟原虫 ) 。最致命的是镰形
疟原虫，它与 P. vivax 一起也是最为常见
的。全球大约 40%的人口 ( 绝大多数住在
世界最贫困的国家里) 处于疟疾的危险之
中。每年有超过 5 亿人成为严重的疟疾患
者。大多数的病例和死亡出现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

Microbicide杀微生物剂: 目的在于杀
死微生物 ( 如细菌或病毒) 的任何化合物
或物质。杀微生物剂是可应用于阴道或直
肠内，防止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内的性传播
感染。它们可做成凝胶、乳液、胶片或栓
剂。并非所有杀微生物剂都具备杀精子活
性 ( 避孕效应) 。迄今尚无有效的抗艾滋
病病毒杀微生物剂。

Monitoring监测: 在临床试验情境下，
监测是监管临床试验进程的行动，确保临
床试验按照研究方案、标准操作程序、临
床试验规范以及可适用的管理要求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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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E6 ( R1 ) ． Current Step 4

version. http: / /www. ich. org /cache /compo /276 － 254 － 1. html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② 同上。

和报告①。
Multicentre trial 多中心试验: 按照统

一的研究方案实施但不仅在一个地点、由多
名研究者进行的临床试验②。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
组织 ( NGO) : 指各类广泛的以非政府为特
征的组织，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
( CBOs)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 ( FBOs) 以
及受影响的团体。

Norfloxacin诺氟沙星: 一种用于治疗
许多不同细菌感染的抗生素。

Nuremberg Code 纽伦堡法典: 在纽伦
堡战争罪犯审判后规定研究伦理学原则的第
一个公认的文件。它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伦理
学的基本文本［3］。

Observational study观察性研究: 参阅
研究设计。

Oophorectomy卵巢切除术: 将妇女卵
巢用外科手术摘除以便大大减少黄体酮激素
的产生，在妇女绝经前期，黄体酮引起卵巢
癌和乳腺癌。

Oral rehydration therapy 口服补液疗
法 ( ORT) : 一种简单、低廉和有效的治疗
与痢疾相关的脱水的疗法。在家里给予超量
液体就可预防痢疾引起的脱水，给予患者足
量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溶液可简单有效地治
疗所有年龄组，除最严重病例以外的脱水。
口服补液治疗，结合适宜的饮食措施是
WHO推荐的减少痢疾相关死亡率和儿童营
养不良的主要策略。口服补液治疗可能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医学进展。

Palliative care 姑息治疗: 借助对疼痛
和其他躯体、心理和精神问题的早期鉴定、
评估和治疗，来避免和缓解那些面临致命疾
病问题威胁的患者和家庭的痛苦，改善他们
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

Papanicolaou ( Pap) test 巴氏检验: 一
种常规的筛查检验，用于检出早期宫颈异常，
即宫颈癌早期发育异常以及宫颈和阴道的病
毒、细菌和真菌感染。宫颈筛查是比较简单、
廉价和无创的方法。宫颈癌的定期筛查既可
降低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可降低发病率。

Phase Ⅰ，Ⅱ，Ⅲ，and Ⅳ trials Ⅰ、
Ⅱ、Ⅲ和Ⅳ期试验: CIOMS准则 ( 参阅单独
的条目) 对疫苗和药物开发临床试验的各
期提供了有用的分类。

在疫苗开发中:
● Ⅰ期指在首次将新疫苗用于人群，初

步确定其安全性和生物学效应，包括免疫原
性。这一时期可包括剂量和给药途径研究，
通常招募的志愿者少于 100 位。

● Ⅱ期指在大约 200 ～ 500 位志愿者中
测试其有效性的初步试验; 此阶段的重点是
免疫原性。

● Ⅲ期试验的目的是在多中心对照研究
中，旨在全面评估其在预防疾病方面安全性
和有效性 ( 包括大量志愿者) 。

在药物开发中:
● Ⅰ期试验指首次将一种新药用于人。

通常将正常的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确定可
观察到药物的毒性剂量。之后进行不同剂量
的安全性研究，并在某些情况下取得有效性
的早期证据。

● Ⅱ期试验由临床对照试验组成，旨在
研究药物的有效性和相对安全性。一般情况
下，以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人数有
限，且需要密切监测。Ⅱb 期概念验证试验
( Ⅱa 期确定合适剂量，Ⅱb 期看这一剂量
的有效性———译者注) 现在更为常见。

● Ⅲ确定药物有效性后，进行Ⅲ期试
验，其目的是收集对特定适应证有效性的补
充证据，更为确切地界定与药物相关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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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包括对照和非对照研究。
● Ⅳ期试验在国家药物注册机构批准药

物经销或上市后进行。探索特定的药理学效
应，确定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或确定长期服
用该药物的效应等研究。Ⅳ期试验也可用来
评价在上市前时期尚未充分研究的人群 ( 例
如儿童或老人) 使用药物的情况，或为该药
物确定新的临床适应证。应将这类研究与市
场调研、促销研究以及对上市后不良药物反
应的常规监测加以区别，因为后面这些活动
通常无需由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①。

Placebo安慰剂: 在研究情境下，患者
将其作为药物或治疗加以接受的一种物质或
程序，但实际上对患者的病情没有任何特定
的治疗活性。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安慰剂对照研
究: 参阅 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Plasmodium falciparum 镰形疟原虫:
参阅Malaria疟疾。

Plasmodium vivax 间日疟原虫: 参阅
Malaria疟疾。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创伤后应
激障碍 ( PTSD) : 因于经历、目击或参与
难以忍受的创伤性 ( 令人恐惧) 事件而产
生的心理状态。症状可包括神经质、恐惧、
无法集中精力、肌肉震颤以及过度换气
( hyperventilation) 。虽然其症状可在事件发
生后立刻出现，但此障碍往往在数月甚或数
年后显露出来。

Primaquine伯氨喹: 一种 8-氨基喹啉，
对治疗各种类型肝内疟疾寄生虫有效。伯氨
喹与治疗红细胞寄生虫的血液裂殖体杀灭剂
合用可根治间日疟和卵形疟原虫疟疾。伯氨

喹也是配子体杀灭剂 ( gametocytocidal) ，可
杀镰形疟原虫，具有显著的杀灭血液阶段间
日疟原虫的活性 ( 以及杀灭镰形疟原虫无
性阶段的某些活性) 。其作用机制未知②。

Prophylactic measures预防措施: 为抵
御或预防疾病而采取的措施。

Prospective study 前瞻性研究: 参阅
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 在作为整体的
人群中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延长生命的一
切有组织的措施 ( 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
的) 。其活动的目的在于提供使人们健康的
条件，集中于整个人群，而不是个别患者或
疾病。因此，公共卫生关注整个系统，不仅
是消灭特定的疾病。

Quinacrine hydrochloride 盐酸奎纳克
林: 一种二氢氯化物，过去曾用来抗疟疾以
及使女性绝育。不同研究团队 ( 但不是
WHO) 试图将抗疟疾药物奎纳克林的硬化
性质用于使女性绝育。通常的程序是将这个
药的靶丸用特殊的插件置于子宫内。插入靶
丸的剂量不同，次数不同，一、二或三次插
入，以及在经期不同时间插入。目前尚无充
分的证据确定这种方法的疗效、所需的剂量
水平或插入的次数使有效性最大化和不良效
应最小化。1992 年的一项疗效研究表明，
奎纳克林治疗后 12 个月总失败率为 3. 1%，
40%的患者在 6 个月内无经期，尽管 93%
在一年内恢复经期。虽然大约 70 000 位妇
女使用致不孕的奎纳克林，但该方法的安全
性仍然得不到证明。WHO 已建议，在合适
的毒理学检测完成以前不应采取奎纳克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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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①。
Race种族: 因共同血统或起源而联系

起来的一群人。
Randomization随机化: 为减少偏倚而

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参加试验的受试者分
派到治疗组或对照组的过程②。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随机对照试
验: 参阅 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Research ( with human beings ) 研究
( 以人为受试者) : 系统收集或分析数据的
任何社会科学、生物医学或流行病学的活
动，目的是产生新的知识。在这些活动中，
人们 ( 1) 暴露于操控、干预、观察或其他
与研究人员的直接的互动之中，或暴露于环
境的改变之中。 ( 2 ) 通过研究者搜集、制
备或使用生物学材料、医学或其他记录，识
别个体身份。

Research design 研究设计: 正式地、
通常是系统地收集数据的计划，这些数据将
对某一研究假说提供信息。( 191)

●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 在这类研
究中研究者不是在受试对象身上进行研究，
而是与他们一起工作，为他们工作。使用研
究成果的人们确定问题，行动研究的目的是
为他们找到解决办法。

● Before-and-after study 前后对照研
究: 将试验组受试者的结果与在新干预方法
可得以前患者治疗结果进行比较的对照研究
方法，或称“历史对照法”。

● Case-control study 病例对照研究:
一种观察性的研究设计，首先鉴别出具有研
究所关注的结局的人 ( 例如患有某疾病的
人) 与不具有研究所关注的结局的人 ( 对
照组) 。将病例组与对照组暴露于潜在风险

或保护性因子中的频率加以比较。
● Cohort study队列研究: 一种纵向的

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两组人具有相似特征但
有某个重要差别，历时追踪其各自的目标结
局并加以比较。例如，将住在污染工厂附近
的一个队列的人与远离该工厂居住的另一队
列的人加以比较; 这项研究或许可表明两组
人的肺活量或哮喘的发病率有所差异。

● Deception research 欺骗性研究: 在
这种研究中不告知受试者研究的性质，甚或
不告诉他们参与了研究。

● Double-blind study 双盲研究: 在这
种研究设计中受试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某位
受试者接受的是试验中的某种干预还是一个
对照物 ( 可以是真正的药物干预或安慰
剂) 。如果受试者知道他们所接受的是试验
中的干预或是对照物，他们很可能系统地改
变其行为，那么随机对照试验可以设盲。这
种设计的目的是避免会影响研究结局的无意
识的主观偏倚。在试验结束时揭盲。如果在
试验过程中出现问题———尤其是对受试者的
健康或安全有危险———也会揭盲，以确保受
试者的安全。

● Observational study 观察性研究: 在
这种研究设计中研究者对事件进行观察，并
将它们记录下来。

●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安慰剂对照
研究: 在这种研究设计中，为了避免偏倚，
在研究的对照组中将一种 “假的”或无活
性的干预用做对比物。

● Prospective study 前瞻性研究: 在这
种研究中，与回顾性研究不同，有关暴露和
疾病的结局的数据随着事件的发生而被收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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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随机对
照研究 ( RCT) : 在这种设计中受试者是随
机地分在干预组 ( 如某种药物治疗) 或对
照组 ( 如安慰剂或某种活性对比物) 。在一
定时期内对这两组进行监测，并对开始时确
定的干预对特定结局 ( 因变量) 的效应进
行分析 ( 如血清胆固醇水平、死亡率或缓
解率) 。

● Retrospective study 回顾性研究: 这
与前瞻性研究不同，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收
集有关暴露和疾病结局的数据。也指一种观
察性研究设计，在其中研究者既研究现在的
事件，也研究过去的事件。

● Single-blind study单盲研究: 在这种
研究设计中研究者知道治疗的分组，而受试
者不知道。

Resection切除术: 用外科手术完全或
部分摘除组织或器官。

Respect for persons 尊重人: 包括至少
两个基本的伦理考虑，即①尊重自主性，这
要求对能够就他们个人的选择进行深思熟虑
的人应该这样对待: 尊重他们自我决定的能
力; 以及②保护自主性受到损害或降低的
人，这要求对依赖他人或脆弱的人提供保障
以免受伤害或虐待①。

Risk factor风险因素: 任何使人发生疾
病或损伤的可能性增加的特性、特征或
接触。

Retrospective study 回顾性研究: 参阅
Re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 ( SARS) : 一种能引起死
亡的病毒性呼吸疾病，由冠状病毒 ( SARS
CoV) 引起。起初的症状类似流行性感冒，

包括发热，通常在接触后 2 ～ 10 天出现 ( 但
也可在 13 天后出现 ) 。在大多数病例中，
症状在 2 ～ 3 天内出现。人们认为 SARS CoV
是一种动物病毒，当生态变化或人类行为变
化增加了人接触病毒的机会以及病毒适应了
这种变化以使人到人的传播成为可能时，这
种病毒就跨越物种界限传给了人。2003 年 7
月左右，SARS CoV的国际传播在 26 个国家
引起了 8098 个 SARS 病例，死亡 774 人。
该病的流行对卫生服务造成了巨大压力，造
成社会和经济的破坏，对于 SARS 持续传播
的地区更是如此; SARS 的流行也影响了国
际旅游业②。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一种精神
障碍，其特征是思维的深度紊乱，影响语
言、感知和自我意识。它往往包括精神疾患
经历，如幻听 ( hearing voices 根据网络搜索
的中文定义翻译而来) 或妄想。它可通过
丧失已习得的谋生能力或而损害功能活动。
一般精神分裂症于青少年晚期或成年早期发
病。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是可治的，受其影响
的人可过上充实高效的生活，并可融入
社会。

Sclerosing agent 硬化剂: 引发组织明
显刺激状态和 /或在血管内凝血并继发局部
炎症，组织破坏的一类物质。

Serious adverse event 严重不良反应
( SAE) 或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 serious ADR) :
任何剂量药物导致死亡，威胁生命的，需要住
院治疗或延长住院时间，产生持续性的或严重
的残疾 /失能或先天性异常或生育缺陷的任何
不幸的医疗事件。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性传播感
染 ( STI) : 主要通过人与人性接触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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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感染。有超过 30 种不同的性传播细菌、
病毒和寄生虫。最常见引起的疾病包括: 淋
病、衣原体感染、梅毒、滴虫病、软性下
疳、生殖器疱疹、生殖器疣、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 HIV) 感染以及乙型肝炎感染。有些
病原体，尤其是 HIV 和梅毒，也可在妊娠
和分娩时通过母婴传播，也可以通过血制品
和组织移植进行传播。

Single-blind study单盲研究: 参阅 Re-
search design研究设计。

Somatoform disorders 躯体形式障碍:
根据其外部症状将其置于一个共同类别的一
组精神异常。这些障碍的特征是身体不适，
似乎起源于医疗，但不能用躯体疾病，药物
滥用的结果或另一种精神障碍来解释。

Sponsor研究申办方: 负有启动、管理
和 /或资助研究的责任人、公司、机构或
组织［1］。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鳞状上
皮内病变 ( SIL) : 宫颈表面鳞状细胞异常
生长的通用术语。细胞的变化可描述为低度
( LSIL) 或高度 ( HSIL) ，取决于宫颈所受
的影响和细胞异常的严重程度。HSIL 被认
为是重要的癌前病变，而 LSIL 较为良性，
因为大多数病变可逆。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标准操
作程序 ( SOPs) : 为达到特定功能完成的一
致性而制定的详尽书面指令［4］。例如，一
个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该有一个标准操作程序
来指导其发挥作用。

Stem cells干细胞: 未充分分化的细胞，
能通过细胞分裂长期自我复制，并有显著的
潜能发育为体内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胞。一般
地说，它们是身体的修复系统，存在于成人
骨髓中，可从脐带中获得。在某些生理或实
验条件下它们能被诱导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
细胞，如心肌的搏动细胞或产生胰岛素的胰
脏细胞［5］。

Stigma污名: 根据某一群体的特殊属
性，例如 HIV 状况、社会学性别、生物性

别或行为，对他们采取负面的态度，产生和
重建不公平权力关系的过程，借以形成和维
持社会中的不平等。

Structured interview结构性访谈: 这种
访谈一般一次只有一个被访谈者，访谈时的
问题是预先确定的，并按特定的次序发问，
由访谈者或助手记录回答。

Surveillance监测: 在公共卫生的情境
下不断进行的系统搜集、整理分析和解释数
据，并将信息散播给需要知道的人以便采取
行动。

Tamoxifen他莫昔芬: 一种抗雌激素药
物，他莫昔芬曾作为一线内分泌疗法几乎长
达 20 年，治疗患晚期转移性乳腺癌的绝经
后妇女。他莫昔芬也在乳腺癌患者中用作辅
佐治疗，并作为预防药物进行测试。有定论
性证据证明他莫昔芬降低以前被诊断为乳腺
癌的妇女患对侧乳腺癌的风险。

Teratogen致畸剂: 可干扰胎儿正常发
育，引起妊娠失败、生育缺陷或妊娠并发症
的任何药物、化学制剂、传染病或环境
因素。

Tetanus 破伤风: 由破伤风杆菌 Clos-
tridium tetani 引起的一种疾病。其特征是，
肌肉痉挛，首先出现在颌部肌肉。随着疾病
的进展，轻度刺激可触发全身破伤风癫痫样
发作，这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死
亡，除非给予支持性治疗。破伤风可用破伤
风类毒素预防，破伤风类毒素诱发抗毒素。
为了预防母亲和新生儿破伤风，需要在妊娠
前或妊娠期间给予母亲破伤风类毒素，并需
要确保洁净注射和脐带护理。

Triage类选法: 当资源有限时选择向
谁提供最优先护理或治疗，或谁更可能获益
的过程［1］。

Trichomonas vaginalis 阴道毛滴虫: 一
种性传播感染和在工业化国家妇女最常见的
病原性原虫感染。

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 TRIPS ) 的协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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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 ( WTO) 采纳的一个
基本文件，确定了成员国执行专利和其他知
识产权的义务。TRIPS 协议允许 “强制许
可”，即“政府授权利用已获专利的发明，
未经专利拥有者的同意”付小量专利税，
以便允许一个国家提供不会因专利保护而不
可得的治疗。详情请访问 http: / /www．
wto. org /english / tratop _ e / trips _ e / t _ agm1 _
e． htm

Tubal occlusion输卵管结扎术: 通过阻
断输卵管 ( 结扎和切断、套环、夹住或电
烙) 永久终止妇女生育的外科手术，阻止
精子到达卵细胞引起受精。

Tuberculosis 结核病 ( TB) : 一种由结
核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引起的
细菌传染病，最常见的是感染肺脏。它通过
活动性肺部感染患者喉部和肺部的飞沫造成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在健康人中，感染结核
杆菌往往不引起症状，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可
将细菌“隔开”。活动性肺结核的症状包括
咳嗽，有时伴有痰或血，胸痛、虚弱、体重
减轻、发热和夜间盗汗。使用抗生素 6 个月
可治疗结核病。

Vasectomy精管切除术: 通过摘除两侧
输精管使男子绝育的外科手术方法。

Vertical transmission 垂直传播: 在妊

娠、生育或哺乳期间感染直接从孕产妇传播
给胎儿 /婴儿。

Vulnerable ( research) participants 脆
弱受试者: 在临床试验 ( 或其他类型研究)
中愿意成为志愿者的人，可能不正当地受到
某种期望 ( 不管是否有正当理由) 的影响，
这种期望可以是因参加试验而受益，也可以
是害怕因拒绝参加来自等级系统高层成员施
加的报复。可能的脆弱受试者包括: 医学、
药学、牙科和护理学的学生，下属医院和实
验室的工作人员，制药公司的雇员，武装部
队的成员，以及在拘留所里的人。其他脆弱
受试者可包括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患者，住
在养老院中的人，失业者或贫困者，急诊患
者，少数民族群体，无家可归者，漂泊流浪
者 ( nomads) ，难民，未成年者，以及不能
提供知情同意的人。脆弱受试者还有很多，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群体也被视为脆弱者
( 例如在正统男权社会 ( orthodox patriarchi-
cal) 中的妇女) 。

Whistleblowing举报: 报告某一组织的
不端行为，例如违法、弄虚作假，或危及健
康和安全。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当使这种
不端行为公之于众时一个雇员所采取的行
动，尤其在公司或政府机构内部。

081 术 语 解 释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推荐的读物和资料

这里列出的读物和资料是按下列标题组
织的:

1. 与伦理条例的准则和指南相关的读
物和资料

2. 关于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文献
3. 关于伦理学与国际健康研究的文献
4. 各章的推荐读物 ( 这类读物清单也

出现在每章导言结尾时)
第一章界定 “研究”: 什么时候必须寻

求伦理委员会批准?
第二章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设计在科学

和伦理学上合理的研究
第三章伤害与受益: 研究的受益与伤害

是否公平分配?
第四章自愿的知情同意: 同意参与研究

的决定是由有行为能力者自愿地、知情地做
出的么?

第五章标准治疗: 谁的标准?
第六章对受试者和社区的责任: 研究者

和研究申办方的义务扩展多远?
第七章隐私和保密: 谁控制信息的

获取?
第八章专业伦理: 当对科学的忠诚被分

割时应该怎么办? 应该如何界定和监管科研
的不端行为?

精选的指南 ( guidelines ) 和指
导文件

本节扼要地介绍了若干关键性国际指导
文件。目前还有许多区域、国家、地区的和

机构也制定了指导文件，但无法在此一一列
举。然而，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成员不仅应
该了解和遵守国际指南 ( guidance ) ，也应
该了解和遵守坚持适用于他们自己地区的、
国家和当地研究情境的指南 ( guidance ) 。
例如，如果一位研究者正在某国的原住民人
群进行艾滋病疫苗研究，他们应该既尊重国
际准则，也应尊重所在国的准则，以及为在
这种社区进行研究而制订的特殊条款或
指南。

除了这些特殊指导文件外，还有法律、
条例和必经程序，这些程序也许不是以若干
组准则或连贯的研究指导文件的形式出现，
但它们对合乎伦理和法律的研究行为是很关
键的。这些法律、条例和程序也许不那么容
易查找，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可资利用。
以下 4 个网址也许有用:

● 全球研究伦理学地图 ( GREmap) 是
一个在线资料，它提供国别基础上的法律、
条例和程序指南。GREmap 由哈佛公共卫生
学院开发和维持。

https: / /webapps. sph. harvard. edu / live /
gremap / index_main. cfm ( 2008 年 3 月 30 日
查阅)

●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人类研究保护
办公室 ( OHRP) 编写了 “人类研究保护国
际汇编”，它提供了一个全世界 84 个国家管
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的法律、条例和准
则清单。

http: / /hhs. gov /ohrp / international /HSPC
ompilation. pdf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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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的 TRREE ( 非洲研究伦理学评
价培训和资料) 是基于网络的、有关在非
洲进行涉人研究伦理学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新
方案。对研究伦理学评价的函授教育可通过
这种双语 ( 法语-英语) 新方案免费利用，
这个新方案也正在开发一个有关国际、地区
和国家管理和政策资料的参与性网站。

http: / /www. trree. org / site /en_home. phtml
( 2008年 3月 30日查阅)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在一
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中十分重视生命伦理学，
包括制订 《世界生命伦理学和人权宣言》
( 参阅单独的准则节) 。UNESCO 的 “全球
伦理学观察” ( Global Ethics Observatory) 提
供了若干与伦理学相关的数据库，其中之一
是有关各个国家研究伦理学的条例和准则。

http: / /portal. unesco. org / shs /en /ev. php-
URL_ID =11277＆URL_DO =DO_TOPIC＆URL_
SECTION =201. html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CIOMS.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
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
man Subjects. Geneva，Switzerland: Coun-
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
cal Sciences ( CIOMS)，2002.

CIOMS (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
准则，正式标题为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
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 “旨在帮助国
家确定在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伦
理学方面的国家政策，将伦理标准应用于当
地情况，以及建立和改善伦理审查机制。一
个特定的目的是反映资源贫乏国家的条件和
需要，以及对在这些国家进行的多国或跨国
研究的含义。”如同 《赫尔辛基宣言》一
样，CIOMS 准则对健康研究行为提供重要
指导。该准则由 CIOMS 在 WHO 合作下
制订。

http: / /www. cioms. ch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CIOMS.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
lines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Geneva，

Switzerland: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 CI-
OMS) ，2009.

CIOMS流行病学研究准则 “为流行病
学家以及发起、审查或参与流行病学研究的
人员，在鉴定和应对产生该知识的过程中提
出的伦理问题方面，提供伦理指导。”该准
则由 CIOMS在 WHO合作下制订。

http: / /www. cioms. ch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
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Stras-
bourg，France: Council of Europe，1997.

或称《奥维耶多公约》，是具有约束力
的法律文书，旨在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权，反
对医学和生物学的任何不适当的应用。它经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批准，由 21 个欧洲
国家签署。

http: / / conventions. coe. int / treaty /en /
treaties /html /164. htm ( 2008年5月9日查阅)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
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
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 ICH) ． ICH Harmonised Tripartite Guide-
line. Guideline for Good Practice. Geneva，
Switzerland: ICH Secretariat，Internation-
al Feder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Manufac-
turers Association，1996.
“这个 ICH GCP 准则旨在，为欧盟

( EU) 、日本和美国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
促进在它们管辖范围内的管理当局相互接
受临床数据。当产生的临床试验数据打算
递交给这些管理当局时应遵循该准则。在
该准则中确定的原则也适用于对人类受试
者的安全和安康可能有影响的其他临床
研究。”

http: / /www. ich. org /LOB /media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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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pdf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

sion． 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
tional Research: Clinical Trials in Develo-
ping Countries，Volumes I and II． Bethes-
da，MD，USA: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
ry Commission，2001.

这两卷是来自 NBAC ( 国家生命伦理学
顾问委员会 ) 的研究结果报告-背景和建
议。NBAC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它考查由
美国赞助的研究在发展中或资源贫乏国家进
行时出现的众多伦理问题。

http: / /bioethics. georgetown. edu /nbac /
pubs. html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
haviou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Washington， DC， USA: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1979．

基于该委员会的审议，这个报告是研究
伦理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文件，并且仍然贴切
适用，因为它清晰地提出了某些基本的伦理
原则和定义 ( 例如尊重人、公正和有益 )
及其程序性应用。

http: / /bioethics. georgetown. edu /nrc /ar-
chives /ncphsguide. pdf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The Eth-
ics of Research Related to Healthcare in De-
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UK: Nuffield
Foundation，2002.

这份报告 “考查了当与医疗卫生相关
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而由来自发达国家
的赞助者资助时提出的伦理问题”，并且提
供了前进的途径。对同意、标准医疗、研究
后义务以及伦理监管进行了卓有见识和深入
的讨论。该报告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进行与
它们需要相关的研究能力的重要性。

http: / /www. nuffieldbioethics. org /go /

ourwork /developingcountries / introduction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The Eth-
ics of Research Related to Healthcare in De-
veloping Countries: A Follow-up Discus-
sion Paper. London，UK: Nuffield Founda-
tion，2005.

这篇讨论稿为发表纳菲尔德理事会
( Nuffield Council) 同名报告后引发的考虑
提供了补充论点。讨论稿探索了修改若干国
际准则以及制订其他准则产生的实际含义。

http: / /www. nuffieldbioethics. org /go /our-
work /developingcountries /page _246. html ( 2008
年 5月 9日查阅)

UNAIDS /WHO.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UN-
AIDS /WHO guidance document. Geneva，
Switzerland: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
gramme on HIV /AIDS ( UNAIDS)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这篇出版物更新了题为 “艾滋病病毒
疫苗研究的指导文件” ( 2000 ) 。这一修改
稿概述了 19 个指导要点，将自最初发表以
来的发展包括在内，例如有关预防艾滋病的
生物医学研究的新进展。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unaids /2007 /
9789291736256_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
查阅)

UNAIDS /AVAC. Good Participatory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HIV
Prevention Trials. Geneva， Switzerland: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
AIDS ( UNAIDS) and the AIDS Vaccine
Advisory Council ( AVAC) ，2007.

此出版物补充了“生物医学艾滋病预防
试验中的伦理问题-UNAIDS /WHO指导文件”
(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biomedical HIV pre-
vention trials-UNAIDS /WHO guidance docu-
ment) ，旨在下列方面提供系统的指导: 研究
机构应努力争取社区的参与，要考查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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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以及社区本
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unaids /2007 /
9789291736348_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
查阅)

UNESCO.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n
Human Genetic Data.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
ganization，2003.
“在迅速发展的遗传学研究领域，许多

人担心人类遗传数据将被用于与人权和自由
相反的目的。”与 《人类基因组和人权普遍
宣言》和 《世界生命伦理学和人权宣言》
一起 ( together with pdf 198 ) ，这些准则在
生命伦理学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照点，
牢记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强调应该用同样
的保密高标准来处理所有医疗数据。

http: / /portal. unesco. org / shs /en /ev. php-
URL_ID = 1882＆URL_DO = DO_TOPIC＆URL_
SECTION =201. html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Bi-
oethics and Human Rights. Paris，Franc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5.

这份普遍宣言要求 UNESCO 成员国和
国际社会承担义务 “尊重和应用生命伦理
学的基本原则。［…］通过将生命伦理学纳
入国际人权以及确保尊重人的生命，宣言承
认在生命伦理学的特定领域内伦理学与人权
之间的相互关系。”

http: / /portal. unesco. org / shs /en /ev. php-
URL_ID = 1883＆URL_DO = DO_TOPIC＆URL_
SECTION =201. html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 Paris，
Franc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
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97.

这份宣言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第一份普遍
性文件。其目的是在维护尊重人权和基本自
由与确保研究自由之间建立平衡。这一文件

使国家承担义务，采取适宜措施发扬这些原
则，使国际上开始意识到在科学和技术中需
要伦理学。

http: / /portal. unesco. org / shs /en /ev. php-
URL_ID = 2228＆URL_DO = DO_TOPIC＆URL_
SECTION =201. html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WHO. 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 GCP) for Trials on Pharmaceu-
tical Products ( Annex 3) in The Use of Es-
sential Drugs: Sixth Report of the WHO
Expert Committee.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5

本文件旨在，为用人类受试者进行药用
物品 (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生物医学试
验制订可全球应用的标准。“通过为涉及人
类受试者的研究的科学和伦理诚信，为产生
有效观察和可靠记载研究结果提供基础，这
些准则不仅服务于积极参与研究过程各方，
而且保护包括患者在内的受试者的权利和安
全，并且确保研究指向推进公共卫生的
目的。”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 trs /WHO_
TRS_850.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WHO. Handbook for Good Clinical Re-
search Practice ( GCP)，Guidance for Im-
plementation. Geneva，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5.
“这本手册是 WHO 药用产品临床试验

规范准则 ( 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
tice ( GCP) for trials on pharmaceutical prod-
ucts，1995) 的附件，意在帮助国家监管机
构、赞助者、研究人员和伦理委员会在公司
赞助、政府赞助、机构赞助或研究者倡议的
临床研究中实施 GCP。这本手册基于国际准
则，将其组织为一个促进理解和实施 GCP
的一个参考和教育工具。”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publications /
2005 /924159392X_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WHO.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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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s that Review Biomedical Research．
Geneva，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2000.

这本书为伦理委员会提出了操作准则，
以便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促进、支持和确保生
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质量，可供国家和地方
的机构使用。本文件界定了伦理委员会的作
用和组成以及规定了递交申请审查的要求细
节，也提供了审查程序和决策过程细节以及
必要的跟踪和记录程序。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hq /2000 /TDR_
PRD_ETHICS_2000. 1.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WHO. Putting Women First: Ethical
and Safety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on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
neva，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2001．

本出版物为符合伦理地开展家庭暴力研
究提供了建议，适用于家庭暴力研究的开展
和审查。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hq /2001 /
WHO_FCH_GWH_01. 1.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

WHO. WHO Ethical and Safety Recom-
mendations for Researching，Documenting
and Monitoring Sexual Violence in Emergen-
cies.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在人道主义紧急状态 ( 例如武装冲突

和自然灾害 ) 中，性暴力是一个严重的、
甚至威胁生命的公共卫生和人权问题。”这
份出版物中提出的了 8 条建议，意在确保在
开始搜集有关紧急状态中性暴力的任何信息
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和伦理防范措施。

http: / /whqlibdoc. who. int /publications /
2007 /9789241595681_eng. pdf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Hel-
sinki， Finland: World Medical Associa-
tion，1964. Latest revised and updated ver-
sion 2008.

世界医学会 ( WMA) 的这份宣言是一
份伦理原则的声明，适用于涉及人和有身份
标识的人体材料和数据的医学研究。这是一
份最广为人知的研究伦理学指导文件。本文
对 1964 年最初版本的宣言作了修订和澄清，
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文本。

http: / /www. wma. net /e /ethicsunit /hel-
sinki. htm ( 2009 年 6 月 5 日查阅)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Agree-
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Rights. Geneva，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4.
“TRIPS”是 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

( WTO) 批准的文件，确定了成员国执行专
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义务。TRIPS 协议允许
“强制许可”，这是某一政府授权未经专利
拥有者的同意利用已获专利的发明，只付少
量专利税，以便国家能够提供因专利权而无
法得到的治疗。

http: / /www. wto. org /english / tratop _ e /
trips_e / t_agm1_e. htm ( 2008年8月30日查阅)

研究伦理委员会

Bhutta ZA. Building Capacity for Ethi-
cal Revie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2004
“需要对计划的医学研究进行逐个审查

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几十年了。但确保临床研
究符合伦理标准以及参加这种研究的受试者
得到保护 ( 依靠研究伦理委员会) 的主要
操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仍不充分。”Zulfiqar
A Bhutta 列出了发展中国家研究伦理委员会
成员所受的限制，并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
建议。

http: / /www. scidev. net /en /policy-brie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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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capacity-forethical-review-in-develo-
ping. html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Emanuel EJ，Lemmens T，Elliot C．
Should Society Allow Research Ethics
Boards to be Run as For-profit Enterprises?
PLoS Medicine，2006，3 ( 7) ．
“在传统上，自愿的委员运营管理机构

审查委员会 ( IRBs) ［或伦理委员会］，他
们是医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或临床医生，
IRBs的委员审查在自己所在机构的研究项
目。然而，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被雇佣来进
行伦理审查。”作者们介绍了支持和反对营
利性伦理委员会的争论，扼要地讨论了这些
问题以及相对立论证中的证据。

http: / /dx. doi. org /10. 1371 / journal. pmed.
0030309 ( 2008年 8月 25日查阅)

Eckstein S. Efforts to Build Capacity in
Research Ethics: An Overview.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2004.
“在过去 5 年内在发展中国家中研究伦

理学能力建设倡议的数目和类型有显著增
加。在这篇政策概述中 Sue Eckstein 提供了
这些倡议的综述，并表明不大可能有能力建
设的‘最佳途径’。反之，许多不同的途径
可导致对研究伦理学理解水平的提高。”这
篇文章仅能在线阅读。

http: / /www. scidev. net /en /science-and-
innovation-policy / research-ethics /policy-briefs /
efforts-to-build-capacity-inresearch-ethics-an-
ov. html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Kass NE， et a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in
Africa: A Case Study． PLoS Medicine，
2007; 4: 1.
“这一案例研究考查了 12 家非洲研究

伦理委员会的历史、运作、优势和面临的挑
战。作者们希望这会帮助在非洲工作的研究
者更好地理解伦理审查的基本情况，并帮助
资助者将资源用于能力发展，因为在非洲健
康研究对发展是如此关键，而当地对研究负

起责任对研究至关重要。”
http: / /dx. doi. org /10. 1371/ journal． pmed．

0040003 ( 2008年8月25日查阅)
Loff B，Black J. Research Ethics Com-

mittees: What Is Their Contribution?Med-
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2004; 181 ( 8) ．
“也许一周的批判思维强化培训是对研

究伦理委员会成员的最佳准备。也许我们必
须考虑如何最佳处理这种不是大家都同意的
境况，以及反对意见在道德上是相关的。此
外，还有许多准则和法律尚未很好处理的
问题。”

http: / /www. mja. com. au /public / issues /
181_08_181004 / lof10613_fm. html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伦理学与国际健康研究

Beauchamp T，Childress J．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5th Edition． New
York，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生物医学伦理学中道德和伦理推理的基
础文本。围绕着伦理学原则，即尊重自主
性、不伤害、公正及有利原则的四个核心章
节提供了推理的框架。为呈现目前我们面临
的问题、例子和论证，对新版本进行了
更新。

Benatar S. Reflections and Recommen-
dations in Research Eth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
54: 1131-1141.

这篇出版物讨论了在全球情境下有关国
际临床研究的争论，尤其是有关知情同意以
及对个人和社区的受益与伤害的分配问题。
作者建议研究伦理委员会发挥更为广泛的作
用以及有关研究伦理学作用的新思维方式。

http: / /www. equinetafrica. org /bibl /docs /
BENmon. pdf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Beyrer C，Kass NE． Human Rights，
Politics，and Reviews of Research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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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t，2002，360: 246-251.
“研究所在地的政治和人权背景可影响

研究伦理审查的所有要素-风险与受益的平
衡，受试者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研究人群
的公平选择。初看起来风险低的研究，如果
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那里的政府可能违背
对研究结果保密的原则或是利用结果驱逐难
民，风险就会变高。”这篇文章使人们注意
到理解研究所在场所的政治和人权背景的重
要性。作者们论证说，在决定在给定环境中
进行研究前，研究者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S0140-6736
( 02) 09465-5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manuel EJ，et al. What Makes Clini-
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thi-
cal? The Benchmarks of Eth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04，189:
932-937．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究造成了更大

的剥削风险: 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或社区承担
研究的风险，但大多数受益可能归于发达国
家的人民。”这篇文章的作者们采用了以前
建议的在发展中国家内临床研究的伦理框
架，并为研究者和研究伦理委员会提出了实
用准则。

http: / /dx. doi. org /10. 1086 /381709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Lavery JV，et al. Ethical Issues in In-
ternational Biomedical Research: A Case-
book．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这本包含 21 个国际生物医学研究案例
的汇编配有生命伦理学家、研究人员和其他
专家 ( 包括发展中国家许多人) 的注释，
这有助于读者从多个视角去理解一系列伦理
问题。根据问题的类型对案例研究进行汇编
( 例如 ‘有利风险-受益比’， ‘知情同意’
和‘尊重已招收的受试者和研究社区’) ，
并且是对下面列出的按章推荐的读物很好的
补充。

Tan-Torres Edejer， T. North-South
Research Partnerships: the Ethics of Car-
rying out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
tri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9; 319:
438-441.

本文着重阐述南北研究合作存在的问题
和可能性。作者论证说，健康研究是公共
品，就此而论，研究的负担和受益应该由南
北的伙伴分担和分享。此外，衡量成功的标
准 ( the measure of success) 不应该狭隘地
局限于科学的进步，而必须包括 “确定轻
重缓急的选择 ( 如工作领域) ，研究结束之
后，被研究的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以及对
当地的研究能力的投资……”。

http: / /www. bmj. com/cgi /content /extract /
319 /7207 /438 ( 2008年 5月 10日查阅)

各章的推荐读物

一、“界定”研究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Guidelines for Defining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Non-Re-
search. Revised October 4，1999. Atlanta，
GA，USA: CDC，1999.

这个文件 “阐述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 CDC) 关于该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公共卫生
研究定义的准则，不管资助来源如何 ( 即
由该中心或另一个实体提供资助) 。按照联
邦条例 ( 45CFR46 ) ，由疾病控制中心，保
护研究风险办公室 ( OPRR) ［现为人类研
究保护办公室或 OHRP］，最终确定什么是
研究以及联邦条例是否适用，并最终在于”
这个指南可供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以及与该
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合作研究或接受该中心资
助的其他机构使用。

http: / /www. cdc. gov /od /science / regs /
hrpp / researchDefinition. htm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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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e DT. Ethics， Audit， and Re-
search: All Shades of Gr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5，330: 468-471.
“所有研究必须由伦理委员会进行详细

审查，但大多数伦理委员会特别将审计研究
排除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同样，期刊编
辑和资助机构要求在批准研究成果发表或批
准资助前提供伦理审查的证据，但不要求审
计研究这样做。因此，审计与研究之间的区
别可能具有重要含义，将研究贴上审计标签
的诱惑就相当大了。”本文回顾了审计与研
究之间的困难区别，包括了四种可作例证的
案例研究，邀请读者分析和作出回应。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30.
7489. 468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二、研究设计问题

Allmark P，Mason S. Should Desper-
ate Volunteers be Included i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Medical Eth-
ics 2006; 32: 548-553.
“随机对照试验 ( RCTs) ”有时招募极

度渴望接受试验性治疗 ( experimental treat-
ment) 的受试者。有三种论证认为这种做法
是不符合伦理的，即第一种论证认为，绝望
的志愿者并不处于均势之中。第二种论证认
为，邀请患者参加试验的临床医生背弃了他
们提供最佳治疗的治疗义务。第三种论证认
为，绝望的志愿者并没有给予适当的同意，
他们是被强迫的。”但是，本文为这种做法
的正当性作辩护，并不认为这是不符合的
做法。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 jme. 2005.
014282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Marshall PA． Ethical Challenges in
Study Design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Health Research in Resource-poor Settings．
Geneva，Switzerland: WHO/TDR，2007.
“这篇综述考虑了在资源贫乏国家进行

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对研究设计和知情同意

的伦理挑战。对文献的综述探求了在发展中
国家进行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中相关的社
会、文化和伦理问题。插入的 10 个案例例
证了在文化多样性人群中进行国际研究提出
的伦理挑战。”向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的建
议涉及在资源贫乏的国家进行多国研究的伦
理实践。

https: / /www. who. int / tdr /publications /
tdr-researchpublications /ethical-challenges-
study-design /pdf /ethical_challenges. pdf
( 2008 年 8 月 30 日查阅 )

Van den Borne F. Using Mystery Cli-
ents to Assess Condom Negotiation in Mala-
wi: Some Ethical Concerns. Studies in Fam-
ily Planning2007; 38 ［4］ .
“虽然大多数国际合乎伦理的研究准则

规定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但本文作者，作为
该项研究的研究负责人采取了神秘顾客方
法，省略了知情者的同意。本文的目的是在
涉及神秘顾客的合乎伦理的研究上促进对话
和争论，并鼓励其他研究者一起来考虑他们
的伦理难题，并表明他们如何处理这些
难题。”

http: / /dx. doi. org /10. 1111 / j. 1728-4465.
2007. 00144. x ( 2008年 8月 25日查阅)

Weiger C， et al. For and against:
Clinical Equipoise and Not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is the Moral Underpinning of th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ritish Medi-
cal Journal，2000; 321: 756-758.
“使患者参加随机对照试验的伦理基础

仍处于争论之中。有些医生支持不确定原
则，依据这个原则，当一个医生真正对什么
是对患者的最佳治疗没有把握时，治疗随机
化是可接受的。其他医生相信临床均势，反
映了专业人员对治疗的集体不确定性，这是
最为可靠的伦理标准。”虽然不确定性是随
机对照试验一个基本必要的伦理原则
( a basic ethical requirement principle for
RCTs) ，本文就研究情境下不确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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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讨论。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21.

7263. 756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三、伤害和受益

Bayer A，Tadd W. Unjustified Exclu-
sion of Elderly People from Studies Submit-
ted to Ethics Committees for Approval: De-
scriptive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0; 321: 992-993.
“伦理委员会处于有力的地位来影响研

究的做法，减少不合伦理的年龄歧视。每当
研究方案包含不合适的年龄限制时，我们敦
促他们提供辩护理由-并且如果研究不是马
上要进行的，是否批准要视年龄限制是否取
消而定。这种政策鼓励研究者对老年人采取
更为正面的态度，也鼓励他们采取更为安
全、更为有效的治疗和服务。”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21.
7267. 992 ( 从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Moodley K． Microbicide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We Given the
Ethical Concerns Due Consideration? Bi-
oMed Central Medical Ethics，2007; 8: 10.
“与杀微生物剂研究安全性有关的伦理

关注是国际上的主要关注所在。然而，在迫
切地需要研发一种医疗上有效的杀微生物剂
时，有些伦理问题也许不是事先能预料到
的。在对研究方案进行风险-受益评估时，
必须既要考虑医疗上的风险，也要考虑心
理-社会上的风险。”本文考查了国际杀微生
物剂试验中与安全性有关的一些伦理关注。

http: / /dx. doi. org /10. 1186 /1472-6939-
8-10 ( 从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Schenk K， Williamson J． Ethical
Approaches to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Interna-
tional Settings-Guidelines and Approa-
ches． Washington， DC， USA: Popula-
tion Council，2005.

“项目管理者和研究者往往从儿童和青
少年那里搜集信息，以便研发和评价对他们
健康需要的合适应对办法。在搜集信息期
间，要求按照最高伦理标准保护和尊重这些
儿童和青少年。”此篇文章使人们注意到了
当将儿童作为受试者进行研究时可能发生的
许多问题。文章讨论了同意和赞同的问题。

http: / /www. popline. org /docs /1673 /
299734. html ( 从 2009 年 4 月 7 日查阅)

Upshur R，Lavery JV，Tindana PO．
Taking Tissue Seriously Means Taking
Communities Seriously. BioMedCentral Med-
ical Ethics，2007; 8: 11.
“在本文中，作者们概述了人体组织

输出引发的 ( exportation ) 突出的伦理问
题，回顾了目前的伦理准则和规范，对人
体组织从发展中国家输出到发达国家有关
的认识和做法的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并阐
述了依据研究议程，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以及概述了在规定最佳实践方面立即需要
做什么。”作者们的结论是，任何解决办
法必须超越个人层次的同意，进而到社区
的有意义的参与。

http: / /dx. doi. org /10. 1186 /1472-6939-
8-11 ( 从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Wilmshurst P． Scientific Imperialism．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7; 314: 840-841.
“由于某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太贫困负担

不起有效治疗措施，研究结果不可能使他们
受益，是否应该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研究? 在
发达世界中很难招募受试者参加随机试验，
那么发展中国家中的穷人参加使发达国家患
者受益的研究是否是剥削?”这篇编者按
( editorial) 讨论了健康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进
行提出的不平等问题。

http: / /www. bmj. com /cgi /content / full /
314 /7084 /840 ( 从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四、自愿的知情同意

Bhutta ZA. Beyond Informed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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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2004，82: 771-777.
“虽然作为一种最近出现的现象，但在

人类研究中，知情同意对于这类研究的管理
和实施十分重要。然而，准则推荐的获得知
情同意 ( 通常是书面同意) 的程序往往在
发展中国家难以实行。本文回顾了获得知情
同意的准则，也讨论了目前争论的流行观
点、模糊不清之处，以及应用这些准则的问
题，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

http: / /www. who. int /bulletin /volumes /
82 /10 /771. pdf ( 2008 年 5 月 10 日查阅)

Henderson GE， et al. Clinical Trials
and Medical Care: Defining the Therapeu-
tic Misconception. PLoS Medicine，2007; 4
( 11) : e324.
“知情同意参加医学研究的关键是理解

研究与治疗不是一回事。然而，调查发现，
有些受试者并不理解研究与治疗之间的重要
区别，这种现象称之为 ‘治疗误解’。文献
中缺少关于治疗误解一致的定义，这不利于
我们确定“治疗误解”发生的情况 ( preva-
lence) 或设法减少其发生。本文提出一个
新的定义，并描述它如何能够操作。”

http: / /dx. doi. org /10. 1371 / journal. pmed.
0040324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Lindegger G，Richter LM. HIV Vac-
cine Trials: Critical Issues in Informed
Consen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000; 96: 313-317.
“知情同意 ( IC) ，医学研究中伦理学

的一条基本原则，被视为艾滋病疫苗试验中
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IC 有不同的概念，
有些有法律基础，有些有伦理学基础。人们
论证说，虽然法律赔偿是必要的，但疫苗试
验应该立基于充分的伦理考虑。”本文探讨
了从受试者那里获得知情同意的法律论证与
伦理学论证之间的差别，并考查了在最后决
定支持道德或伦理的论据前每一种论证的
含义。

http: / /www. saavi. org. za / lindegger. pdf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Marshall PA. Ethical Challenges in
Study Design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Health Research in Resource-poor Settings．
Geneva，Switzerland: WHO/TDR，2007.
“这篇综述仔细思索了在资源贫困环境

进行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对研究设计和知
情同意的伦理挑战，探讨了在发展中国家进
行生物学和社会健康研究中相关的社会、文
化和伦理问题。其中有 10 个案例例证了在
文化多样的人群中进行国际研究所提出的伦
理挑战。”此外，这篇文章为在资源贫困环
境中进行跨国研究的伦理实践的研究者和决
策者提供了建议。讨论了在同意方面的社区
协商、决策权威的同意，以及权力的不
平等。

https: / /www. who. int / tdr /publications /
tdr-researchpublications /ethical-challenges-
study-design /pdf /ethical_challenges. pdf
( 2008 年 8 月 30 日查阅 )

Molyneux CS，et al. ‘Even If They
Ask You To Stand By A Tree All Day，You
Will Have To Do It ( Laughter) …’: Com-
munity Voices on the Notion and Practice of
Informed Consent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5; 61: 443-54.
“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尤其在脆弱人群

中的伦理难题，往往激起热烈的争论。尽管
有建议和准则，许多问题仍有争议，包括在
非西方环境中个人自愿知情同意的相干性、
优先地位和应用。可能成为受试者的人们的
声音在争论中一直听不见，这值得注意。”
作者与我们分享他们与社区成员群体讨论中
得到的成果，后者生活在肯尼亚一家大的研
究单位的农村研究地区。他们强调，未能理
解社区成员所持观点和理解的多样性，使得
研究者有可能对大多数生物医学研究成功所
依赖的那些人的需要和价值作出不适当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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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 j. socscimed.

2004. 12. 003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Préziosi M， et al. Practical Experi-

ences in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for a
Vaccine Trial in Rural Afric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7; 336: 370-373.
“在非西方文化情境下，获得个人知情

同意的合适性有相当多的争论。在塞内加尔
农村社区进行新的百日咳疫苗研究的过程
中，我们设法评价从父母获得个人知情同意
的程序。在塞内加尔这部分地区，受试者的
知情同意曾都是由社群的领导代为决定的。
个人有可能拒绝参加。”

http: / / content. nejm. org /cgi /content /
extract /336 /5 /370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Rotini C， et al. Community Engage-
ment and Informed Consent in the Interna-
tional Hapmap Project. Community Genet-
ics，2007; 10: 186-198.
“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谱计划协作

组构建了 ( developed ) 单体型图谱，这是
一种描述人类遗传变异 ( 单体型) 常见模
式的资源。在每一个采集样本的地点实行社
区 /公共协商和个人知情同意的过程，以便
理解和努力解决个人和群体的担忧。”以开
放的精神从事遗传变异研究的经验是积极
的，作者们建议这种开放性能帮助研究人员
“更好地理解被采集样的社群的观点，并帮
助社区更多参与科学。”

http: / /dx. doi. org /10. 1159 /000101761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五、医疗的标准

Killen J，et al. Ethics of Clinical Re-
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ature Re-
views，2002，2: 210-215.
“许多评论者认为，所有临床试验的受

试者必须接受一种与世界上最佳疗法同等水
平的医疗。作者们以艾滋病研究为例指出，

这种‘统一的医疗要求 ( Uniform Care Re-
quirement) ’可能削弱旨在改善全球生物医
学研究的目标，并且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
和均衡的伦理评估进路。”

http: / /dx. doi. org /10. 1038 /nri745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Kottow MH. Who Is My Brother's Keep-
er?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2，28:
24-27.
“近年来，不断有报告论及，由发达国

家的研究者在贫困国家采用了不太严格的伦
理标准于临床和研究实践。还有更令人不安
的是，有一些文章已经表示支持在这些东道
国使用的伦理规范的政策，而这些标准不能
为发起国 ( sponsor) 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接
受。”本文作者对生命伦理学家支持和赞同
差异性标准的应用表示关注。

http: / / jme. bmj. com /cgi /content / full /
28 /1 /24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Wolinsky H. The Battle of Helsinki:
Two Troublesome Paragraphs in the Decla-
ration of Helsinki are Causing a Furor over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European Molecu-
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2006 7 ( 7 ) :
670-672.
“今年晚些时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 ( FDA) 计划修改其条例，以不再提及
世界医学会颁布的文件 《赫尔辛基宣言》
( DoH) ，许多人认为这个文件是医学伦理学
的特征性标记。FDA 的决定因 2000 年 《赫
尔辛基宣言》修正版而触发，是在有关医
学研究伦理学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的最新动
作。FDA特别对增加两段有争议的段落做
出了反应，如果在他们自己的条例中采纳这
两段，就会限制在药物试验中使用安慰剂，
并增加试验申办者对受试者的责任。”本文
介绍了 FDA 有关 《赫尔辛基宣言》修改的
论证和政策调整。

http: / /dx. doi. org /10. 1038 /sj. embor.
7400743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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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受试者和社区的义务

Andanda PA． Human-Tissue-Related
Inventions: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
tive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8; 34: 3，
171-179.
“有许多复杂的未解决的伦理、法律和

社会问题与人体组织使用有关，研究或诊断
过程中获取人体组织，被保存下来的人体组
织可备以后使用…在审查引起这些问题的研
究方案时，研究伦理委员会要小心仔细，目
的是要确保合适的受益分享共识 ( benefit
sharing agreements) ( 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
的达成的共识) ，这是很重要的。本文试图
分析那些与从人体组织样本衍生的可商业化
产品中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等相关的关键
问题。”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 jme. 2006.
019612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Belsky L，Richardson HS. Medical Re-
searchers’Ancillary Clinical Care Respon-
sibiliti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4;
328: 1494-1496.
“在临床试验中对受试者进行调查可鉴

定出于本项研究无关的病情。研究者需要指
导来确定他们是否有义务治疗这些病情。”
作者们争辩说，现存的准则并没有充分处理
辅助医疗问题和健康研究中提出的责任，作
者们提出了一个有助于明确研究者责任的伦
理框架。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28.
7454. 1494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MacNeil DS，Fernandez CV. Offering
Results to Research Participant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6; 332 ( 7535) : 188.
“受试者希望获得试验结果的总结报告

吗? 人们推荐这种做法，因为它显示了对受
试者的更大尊重: 这种做法承认受试者在完

成研究中的中心作用，并避免把受试者仅仅
视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这篇社论认识
到在向受试者提供研究结果时谨慎和作出合
理判断的重要性，并支持向希望知道结果的
人提供研究结果。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bmj. 332.
7535. 188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Participants in the 2001 Conference on
Ethical Aspects of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thics: Fair Benefit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cience 2002; 298
( 5601) : 2133-2134.
“多国合作临床研究，尤其是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一直是争
论的主题。关注点集中在随机试验中使用的
标准医疗。研究所在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被
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医疗干预合理可及，因为
这些研究是在该国家进行的。”

http: / /dx. doi. org /10. 1126 /science.
1076899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

Potts M. Thinking about Vaginal Mi-
crobicide Tes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
lic Health. 2000; 90 ( 2) ．
“一种阴道杀微生物剂可减缓艾滋病病

毒的传播。迄今为止，在杀微生物剂的安慰
剂对照试验中，一直建议志愿者使用安全
套。这并没有减少可能接触风险的志愿者的
数量，但这将风险负担从参加试验的人转移
到最不能自主决定的妇女身上。本文探寻了
履行向志愿者提供有效积极受益这一义务的
可供选择的方法。”这篇有争议的文章挑战
了已认可的做法，并引发了有关杀微生物剂
试验中提供安全套和咨询问题的众多回应。

http: / /www. ajph. org /cgi / reprint /90 /2 /
188 ( 2009 年 4 月 8 日查阅)

Shapiro K，Benatar SR. HIV Preven-
tion Research and Global Inequality: Steps
Towards Improved Standards of Care．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Online2005; 1: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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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十年来，在深受艾滋病肆虐的
国家中，贫困的加剧和卫生基础设施的瓦解
给临床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讨论应该
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受试者的全部标准医疗
( SOC) ，而不是国际上就标准医疗进行争论
时提出的那种狭义的标准治疗。本文主张，
通过以渐进方式将标准医疗提供给受试者及
其社区，以促进健康可持续的改善，是资源
富裕国家中在贫困国家赞助 ( sponsor ) 和
从事研究的人的伦理义务。”

http: / / jme. bmj. com /cgi / reprint /31 /1 /
39 ( 2008 年 4 月 17 日查阅)

Simon C， Mosavel M， van Stade
D.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and
Conduct of Locall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
cine，2007; 64 ( 9) : 1960-1969.
“在本文中作者们考虑了一些与当地国

际健康研究的伦理要求相关的挑战。我们考
查了在南非的一个资源贫困社区开展的宫颈
癌研究，并考虑了该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与该
社区成员所表达的需要和关注有关。”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 j. socscimed.
2007. 01. 009 ( 2009年 8月 25日查阅)

Tarantola D，et al. Ethical Considera-
tions Related to the Provision of Care and
Treatment in Vaccine Trials. Vaccine，2007，
25: 4863-4874.
“有益和公正原则与国际人权规范和标

准相结合，为研究者、赞助者 ( sponsors )
和公共卫生当局规定了某些义务 ( create
certain obligations) 。但这些义务在实践中没
有很好界定，理解不一致，或应用不充分。
目前的文件特别论及了在疫苗试验中应用于
医护和治疗的标准设定问题，并提出了在疫
苗临床试验情境下达成决策共识的一种结构
性方法。”本文基于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起的一系列全球性的
协商。

http: / /dx. doi. org /10. 1016 / j. vaccine.

2007. 03. 022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Zong Z. Should Post-trial Provision of

Beneficial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s be
Mandato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
nal of Medical Ethics，2008; 34: 188-192.
“从研究伦理学的角度，人们对于研究

结束后是否需要继续提供有益的试验性干预
手段这一问题仍存有争论…本文概述了国际
和国家准则中的建议，也讨论了与试验后提
供医疗有关的伦理原则和实践问题。在结论
中作者指出，在所有情况下试验结束后提供
医疗是不必要的，并建议用一组标准来鉴定
在什么情况下，当研究结束后仍应提供有益
的医疗干预。然而，对于仍然需要有效的干
预措施，并能从中受益，但没有替代疗法的
人来说，应该确保他们在试验后仍可得到有
益的试验性干预手段。”

http: / /dx. doi. org /10. 1136 / jme. 2006.
018754 ( 2008 年 8 月 25 日查阅)

七、隐私和保密

Shalowitz DI，Miller FG． FG． Dis-
closing Individual Results of Clinical Re-
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
sociation，2005; 294 ( 6) : 737-740.

这篇论文讨论了研究者将研究结果与受
试者交流的责任。作者指出，“在涉及人类
受试者的所有研究中，研究者都应当告知研
究结果。”

http: / / jama. ama-assn. org /cgi /content /
full /294 /6 /737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Lawlor DA，Stone T. Public Health and
Data Protection: An Inevitable Collision or
Potential for a Meeting of Minds?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 30:
1221-1225.

这篇文章回顾了当前的数据保护立法和
指南，注意到了它在公共卫生实践方面的后
果。此外，该文章还讨论了与已确立的医学
原则有关的立法和指南的近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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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ije. oxfordjournals. org /cgi /content /
full /30 /6 /1221 ( 2008年 5月 9日查阅)

八、专业伦理

Bodenheimer T.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Clinical Drug Trials: A Risk Factor for Sci-
entific Misconduct. ( 2000)
“在临床药物试验中，利益冲突经常指

这样一种境况，在其中研究者与某一公司之
间存在经济关系 ( 往往是研究资助) ，而研
究者所研究的产品正是该公司生产的。利益
冲突本身没有什么错误; 它们在临床药物试
验中无处不在，因为许多的试验是由正在研
究的产品的制造商资助。问题是要减少利益
冲突本身; 问题是，利益冲突可能是导致科
学不端行为的一个危险因素。”

http: / /www. hhs. gov /ohrp /coi /boden-
heimer. htm (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Campbell EG， et al. Financial Rela-
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ember and Industr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6; 355 ( 22 ) :
2321-2329.
“关于企业与学术机构内机构审查委员

会 ( IRB) 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范
围和后果知之甚少。作者们就这种关系对
IRB 成员进行了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IRB成员与企业的关系是常见的，IRB 成员
有时参与由公司赞助 ( sponsor ) 的研究方
案的决策中，而他们与公司之间有经济关
系。应该考查目前的条例和政策，以确保有
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处理源于与企业的关系所

产生的利益冲突。”
http: / / content. nejm. org /cgi /content /

full /355 /22 /2321 ( 2008 年 5 月 10 日查阅)
Faunce TA，Jeffrys S. Whistleblowing

and Scientific Misconduct: Renewing Legal
and Virtue Ethics Foundations. Medicine
and Law，2007; 26 ( 3) : 567-584.
“不管与科学研究不端行为有关的举报

往往给社会和学科本身带来增加透明度和问
责制的好处，但举报仍然被许多最有影响的
相关组织普遍认为是一种卑贱行为。尽管法
律保护出于善意和为了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合
情合理的揭发，但举报者及其支持者们继续
遭到质疑，以及同事和管理者的批评。”

http: / /www. ncbi. nlm. nih. gov /pubmed /
17970253仅有摘要 ( 2008年 5月 10日查阅)

Momen H，Gollogly L．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Medi-
cine and Law，2007; 26 ( 3) : 409-416.
“科学研究日益增加的全球化迫切需要

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概念达成国际上的一致意
见。伦理标准赖以立足的普遍精神和道德原
则表明，对作为良好科学实践基础的伦理原
则达成国际一致是可能的 ［…］ 为科学不
端行为制订普遍认可和得到普遍批准的定
义，意味着要处理更为广泛的问题，即确保
研究不仅是设计良好的 ( 需要更好的证
据) ，而且研究要在不同文化中都能合乎伦
理地进行。”

http: / /www. ncbi. nlm. nih. gov /pubmed /
17970242仅有摘要 ( 2008年 5月 10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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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全并获准根据由世界医学科学理事会 ( CIOMS) 与世界卫生组织 ( WHO) 联合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

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重印。 InternationalEthic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Geneva: 2002.

http: / /www. cioms. ch ( accessed 9 May 2008 年 5 月 9 日查阅)

附 录

根据世界医学科学理事会 ( CIOMS )
与世界卫生组织 ( WHO) 联合制订的 《涉
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
则》，伦理学原则表述如下①。虽然这些原
则众所周知并广为引用，但仍有必要认识到
一些补充的和可供选择的原则，以提供有用
概念和实用方面的框架。

一般伦理原则

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都应遵守三
条基本的伦理原则，即尊重人、有益、公
正。一般认为，这些原则在理论上具有相等
的道德地位，指导着研究方案的认真制订。
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的表述方式可有所不
同，并被赋予不同的道德分量，而基本伦理
原则的应用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决策或行动方
针。本准则的主要目的是将这些原则应用到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上。

尊重人至少包括两项基本的伦理学考
虑，即:

a) 尊重自主性，这要求对有能力考虑
其个人选择的人，应该尊重他们的自我决定
能力;

b) 保护自主性受到损害或削弱的人，
这要求对处于从属地位或脆弱的个人提供安

全保护，使其免遭伤害和虐待。
有益是指有伦理学义务使受益最大化和

伤害最小化。由这项原则所衍生的规范要
求，研究的风险与预期受益相比是合理的，
研究设计必须是严谨可靠的，研究者必须既
有能力进行研究，又有能力保护受试者的福
利。有益原则还禁止对人的故意伤害，这一
点有时表述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即不伤害
原则。

公正是指有伦理学义务按照道德上正确
和适当的方式对待每个人，给予每个人他 /
她所应得的东西。在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
中，这项原则主要指分配公正，即公平地分
配参与研究的负担和受益。仅当由于人与人
之间存在着与道德有关的区别时，负担和受
益分配上的差别才是合理的; 其中的一个区
别就是脆弱性。“脆弱性”是指由于种种障
碍在实质上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例如无
做出知情同意的能力，缺乏其他办法得到医
疗或昂贵必需品，或此人是等级森严群体中
的年资低的或下属人员等等。因此，必须有
特殊条款保护脆弱人群的权和福利。

资助者或研究者一般不能对研究实施场
所的不公正情况负责，但他们必须避免可能
使不公正情况恶化或产生新的不平等的做
法。他们也不应该利用资源贫乏国家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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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相对无能状况，例
如进行比较廉价的研究，逃避工业化国家复
杂的监管系统，以便在这些国家有利可图的
市场中进行产品研发。

一般地说，研究计划应该使资源贫乏的
国家或社区比以前更好，或者不比以前更
差。应该对他们的健康需要和优先事项尽快
做出应对，开发的产品使他们合理可得，尽
可能使这个人群处于更佳的地位获得有效的
医疗卫生，保护他们自己的健康。

公正还要求研究能对脆弱受试者健康状
况或需要的反应积极而及时。所选择的受试

者应该是能达到研究目的人中最不脆弱的
人。当干预措施或操作程序对受试者的健康
可能有直接受益时，对脆弱受试者风险最容
易得到辩护。但如果干预措施或操作程序不
具有直接受益，则风险必须根据对个体受试
者所代表人群的预期受益来加以辩护。

本书是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伦理审查委员
会秘书处与日内瓦大学一项合作项目的成
果，该项目获得日内瓦雷索国际大学 /日内
瓦国际学术网络 ( Réseauuniversitaire inter-
national de Genève /Geneva International Aca-
demic Network，RUIG /GIAN) )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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