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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实验的法律问题
郭自力
（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要： 人体实验是将人运用于实验，目的是为了被实验者的治疗。人体实验一方面能够推进科学
知识的进步，是全人类的福祉; 但另一方面，人体实验又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必然会引起严重的
摘

后果。因此，从法律上对人体实验进行规制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从治疗性研究、非治疗性
研究、新生物技术的治疗性研究、对于特殊人群的研究这四类情况入手，对人体实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以及道德问题逐一进行梳理，有助于对人体实验进行法律规制做理论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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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实验就是将人运用于实验，目的是为了被实验者的治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或为了推进科学
知识。为什么连人体实验的问题都要提出来呢 ？ 首先，靠动物实验来推进有关人的医学知识有一定限
度，某些药物、医疗步骤和技术是否有效，或迟或早都必须应用于人。 而且，某些实验只限于人体范围，
不能在任何其它动物身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动物实验简直得不到必要的知识。那么，在什么条件下
才能对人进行实验呢？ 人体实验应当遵循哪些法律规则呢 ？
一、治疗性研究
所谓治疗性研究，是指目的在于改善某一特定病人状况的研究 。实践表明，在同意合作的病人身上
进行治疗性研究，往往可以起到改善病人病情的作用，因而受到病人的欢迎，一般也不会涉及伦理道德
和法律问题。举例来说，一位病人患有癌症，已经到了晚期。 医院为挽救病人的生命而进行的各种努
力，包括常规的药物治疗、化学疗法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时，病人的主治医生了解到一种新的药
物在治疗类似的疾病中产生了较好的疗效 。他在仔细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向病人建议试用这种新药，并
且详细解释了这种药物的用途、疗效和可能发生的危险，特别强调这种药物的服用方法还未被人们普遍
接受。在征得病人的同意之后，医生给他服用了这种新药，并对他的临床反应进行观察。治疗一段时间
后，病人的病情有了明显缓解，没有可以察觉的不舒服的副作用。
在这个病例当中，医生对病人进行的是治疗性研究，这种实验能够救活病人的生命，治疗好他的病，
或者对病人有利。同时，医生通过临床实验，不断地积累经验，收集类似的例证，为病人以后的治疗打下
了基础。经常进行实验的医生，通过实验得到教益，技术更臻完善。 在这种治疗性病例中，医生是在医
治病人时进行实验的，在试验中互相获得好处。对于受试病人来说，他们是志愿的和知情的参与者，也
很清楚这种新疗法的危险和疗效 。医生和病人之间是一种自愿合作的关系 。有些西方的伦理学家将之
［1］
称为“契约关系”，就像经济领域里的“合伙投资”一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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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治疗性研究，也要有严格的科学前提。在给病人服用这类药物之前，医生必须详细研
究有关文献，了解药物中所含物质的疗效和毒副作用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进行动物实验，动物的
生理系统必须与对于药物发生反应的人非常相似 。要防止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医生过于轻率地在人体
上做过多的危险的实验，而不肯先在动物身上做谨慎的研究 。笔者不认为在住院病人身上试用有害的 、
猛烈的或危险的药剂，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应该先在动物的身上进行实验。只有在做好动物实验的
基础上，才能将从实验中得来的知识完全适用于人体 。没有经过充分论证，轻易在一个人体上做危险的
实验是不允许的，尽管实验结果可能对别的病人有用 （ 对动物进行药物实验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但是如果连动物实验也要禁止，任何医学实验都难以进行，这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可首先考虑计算机模拟实验） 。
如果研究和实验结果表明，对病人的疗效显著并且危险性极小 ，可以由医生提供一份实验报告或一
份研究计划，递交有关的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个委员会应当包括伦理学家、生物学家、法学家以及对实
验人员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专门经验的人 。在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实验计划以后 ，才可以用于人体实验，
并随时接受委员会的监督。当然，如果这项人体实验计划能够事先在相关的权威杂志上发表 ，经过多次
反复的科学讨论，可能会更有效地防止滥用人体实验事件的发生 。
二、新生物技术的治疗性研究
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基因疗法，被普遍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前途的治疗方法。1990 年 9 月 14
日，美国医生在临床试验中治疗一名患有先天性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综合症的 4 岁女孩获得成功，新闻媒
体将这一进展称为划时代的医学革命 。此后的 20 年间，科学家对基因疗法进行了不断的实验和改进，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基因疗法有望成为未来治愈人类许多遗传性顽症的有力武器 。
但是，最近一些年里，基因疗法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甚至将本应存活的人治死了。 出现这些问
题，主要是人们对基因疗法的成果和疗效估计过高 。实事求是地讲，迄今为止，基因疗法还只是处于试
验阶段，目前尚未进入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阶段 ，更谈不上常规的临床治疗。 因此，当准备使用的是尚
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和药物，或者这种方法对受研究人无法取得迅速治疗效益时 ，应采取一些更为特殊
的规则。比如，对于“危险和效益的评估 ”，可以由医院以外的人员来评估这种新方法对于受研究人的
危险程度和对医疗和研究目的的效益如何 。即使这类实验可能最终是为了达成医学的预防、诊断和治
疗的目的，它毕竟仍属于以人体作实验的范畴 。
至于基因疗法，应是临床上最后运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也就是说，是在某种疾病，如癌症或遗传病，
试用了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 ，才考虑采用基因疗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病
人，因为基因疗法目前极不成熟，随时都有可能失败。选用基因疗法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稍有不慎就
会危及生命或导致基因突变。
1999 年，美国的一位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到医院接受实验性治疗，当医生将携有外源性基因的病
毒注入他的身体时，引起病人多种器官衰竭而死亡。调查显示，除了医疗的原因以外，当事人也违反了
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知情同意的原则 ，没有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和危险后果告诉病人和家属 。而且，研究
人员也没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从而避开了管理部门的事先审查 。在这个病例中，公众能够理解和原
谅的是，并非要求基因疗法一定不出问题或者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 ； 而不能理解和原谅的是，医生没有
将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病人 ，并且向上级主管部门隐瞒了事实真相 。 如果研究人员能够像对待自
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病人，就不会轻率地进行这种危险性极大的治疗了 。
这些情况表明，基因疗法的主要障碍不是在医疗技术层面上 ，所有的技术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而
是在精神和制度层面上。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各种规章制度 ，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不出医疗
问题。在这类案件中，虽然不会追究研究人员和医生的刑事责任 ，但巨额的民事赔偿则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基因治疗不会因为某个病人的死亡而停顿下来 ，如今，世界上已经有 50 多项基因治疗的计划，正
在进行临床实验治疗的疾病有 20 多种，成百上千的病人正在等待实验性基因治疗，做动物实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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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90 多种疾病①。
不仅如此，新生物技术的实验研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 英国议会已于 2010 年通过法律，允许研
究人员从最多已经发育了 14 天的胚胎中提取细胞，然后利用这些细胞培养出皮肤和其他组织 。科学家
认为，从发育不足 14 天的人类胚胎中取出事先计划好的细胞 ，或者说是干细胞，可以使之发育成为任何
一种组织，其中包括神经、肌肉、器官和骨骼。因此，放松对干细胞克隆活动的法律约束也许可以在将来
的某一天使培育健康的人体组织成为可能 。这样，医生就可以对那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帕金森症和囊
性纤维变性等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 ②。
由此说来，在这样巨大的诱惑力下，要想完全放弃上述研究计划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如
何让基因治疗和胚胎研究这样的高技术手段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将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实事
求是的科学精神、谨慎的研究态度和严格的规则制度都是必要的 ，也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仅此还不足
以约束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实验行为 ，看来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规定 ，对于那些在商业利益驱使
下，隐瞒医学真相，甚至欺骗病人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给予必要的刑事处罚 。 否则，不足以
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既是为了保障受试者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犯 ，也是为了规范医学实验活动，
促进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非治疗性研究
非治疗性研究的受试者一般不是病人 ，或者说主要不是病人，从事研究的人员也不是医生。这种实
验需要许多受试者，也许多达数千人来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 ，用来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实验也不直接有
利于受试者，而是为了以后能更好地治疗其他病人 ，或者预防疾病的发生。美国医学协会把非治疗性研
究界定为“主要是用于积累知识的临床调查 ”。 这些研究包括 18 世纪时为了预防天花病毒，给 800 余
人接种牛痘疫苗和 1921 年将治疗结核病的疫苗用于人体试验等。 这几种实验都需要健康人自愿承担
风险去试验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可能在将来他们接触到这种研究中的疾病时会减少其患病的
危险性。在这类研究中，由于缺少那种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形影不离的固定关系 ，科学和道德的关系似乎
更趋于脱节。在研究同一治疗方法的人们中间 ，出于竞争和战胜对手的强烈愿望 ，可能使某些研究人员
对待受试者的态度和对待动物没有两样 。功利主义与人体实验形影相随，研究人员微小的私心杂念，都
会给受试者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因此，在非治疗性研究方面，无论预期的科学进步多么重要，都应坚
决遵守下列条件：
1． 研究人员必须纯粹为了追求科学目的 ，不得由于个人恩怨或政治动机，损害受试者的地位
人体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改进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措施，进一步探索疾病病因、发
病机制及其演变的机理和规律，以维护和增进人类的健康。一切背离这一目的的人体试验都是不道德
的，应该明令禁止。在这里着重考察的是人体试验是否经过动物实验和体外试验 ，实验方法和技术操作
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科研人员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选择研究课题 ，广泛阅读文献和收集资料，在此基础
上设计出实验方案。人体实验设计方案应以动物实验作为依据 ，根据人体实验的需要，进行样本选择，
设计好对照与分组，使之具有代表性； 应制定严密、合理、高效的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观察实验； 对于实验
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偶然性事故，应有充分的估计，并制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要对实验中的客观现象
进行周密、细致、动态的观察，从中了解和发现人体生病或病理现象的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任何不做细致观察，或主观、片面地观察某一方面，甚至涂改、编造对自己有利的数据，都是不允许的。
此外，对于那些为了军事、政治或其他个人目的而进行的强迫和欺骗性实验也应予以禁止 。谈到这
些，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由纽伦堡审判所揭发出来的纳粹暴行和日本军国主义 ，特别是“731”部队在中国
和东南亚各国的倒行逆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存在许多虐待行为 。美国的一些报纸曾经指责
2000 年 8 月 24 日报道。
① 《南方周末》
2000 年 8 月 21 日报道。
②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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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将战俘“用来试验化学和生物制剂的效果和原子辐射的作用 ”。 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为了对付苏联
的挑战，美国也进行过类似的反人道的人体实验 。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一旦丧失警惕性和科
学精神，不能以理智的、人道的精神对待医学实验，就会导致许多人间悲剧。因此，“以人作为实验者的
生物医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旨在以增进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措施，以及为了针对疾病病因和发
［2］
生机理的了解” 。这是人体实验的唯一目的。
2． 未经受试者本人明确的书面同意 ，不得对其进行治疗方法和药物的实验 ，以切实保障受试者的自

主决定权
人体实验是以人为对象的医学实验 ，而实验本身又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和危害 ，这就要求医生在
试验以前，必须如实地将实验的目的、方法、预期的好处、潜在的危险，以及可能承担的不适和困难，向受
试者表示清楚，让他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是否参加实验的决定 。这种决定应以书面的
形式作出，口头的承诺不能作为同意的根据 。
许多人认为，人体实验中的真正同意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即使是在治疗性的实验中，病人也常常是
不了解或不能充分了解实验的治疗方法或可能的危险 。病人对于医生的敬畏之情可能使病人对医生的
要求认识不清，不能判断是否值得冒那样的风险 。例如，很难决定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究竟是保守治疗还
是外科手术更好，或者对于有严重肾病的人，根治性的肾移植手术是否会比单纯的透析治疗能提供更高
的存活可能和生活质量，这些都很难有确定的意见。
进一步说，在用大批受试者进行的非治疗性实验中 ，征求意见的做法常常变得程式化或流于形式，
甚至可能给受试者及其家属造成种种不恰当的压力 。例如，对于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人们总是按流行
的做法行事，特别是在学校、精神病院、监狱和军队里，人们更容易受研究人员的随意摆布 。
有些研究人员为了达到实验的目的 ，可能会滥用社会调查的统计数字 ，往往将赞同试验的人数的比
例估计过高，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会使社会大众沉浸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中，鼓励人们去进
行冒险性的医学实验。2000 年，法国一位会计师在瘫痪近十年后 ，利用电极重新站立起来，赢得一片喝
彩。于是一些媒体对此大肆吹捧，声称通过植入电极来控制身体的运动和平衡 ，可以在不远的将来使残
疾人重新如正常人一样灵活行走 。一些科学家指出，刺激腿部肌肉收缩并不等于行走 ，人类的行走是一
种非常复杂的协调运动，是漫长的进化历程精心雕琢的产物 ，要进行人工复制谈何容易！ 在人体内植入
刺激肌肉的电极，利用精密仪器对肌肉进行控制，最终还是无法达到自然行走的效果 ①。
所以，参与人体实验的科学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 ，在临床实验中，一定要
提前告诉受试者事实真相，包括实验的方法、提供的信息。本质的东西是，对于一个实验所涉及的风险
和好处，受试者不应受到误导。相互尊重的原则并不要求保护个人不受欺骗 ，而是仅仅要求不能被不情
［3］
愿地受到欺骗 。任何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刑事处罚。有些实验虽然得到受试者的同
意，但他们并不了解详情，比如医生没有告诉他们，实验的东西带有癌细胞，这也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如
［4］
果对病人造成严重伤害，研究人员就可能被定罪 。
为了防止滥用知情同意的原则，没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发生大规模的瘟疫，社会就无权要求个人为
医学实验做出牺牲，也不应该以不正当的方式这样做 。当医学实验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怎样在个人
利益和社会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确实有些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需要医学实验，第一个受
试者应当是研究人员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从历史上看，许多科学家都是从自我实验开始的。 例
如，北京同仁医院的汤飞凡先生在 1955 年，用新的方法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 （ 衣原体 ） 。 为了
证实沙眼确实是由这种病毒引起的 ，他先将这种病毒接种在自己的眼睛里 ，结果证实了自己的实验结论
（ 他的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沙眼病毒也被命名为“汤氏病毒”） 。我国医生李国桥为了证明他
提出的恶性疟原虫每裂殖周期引起两次发热的理论 ，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引疟上身，自身重复实验。 诺
［5］
贝尔奖获得者弗斯曼给自己的心脏插管 。 这些均表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 当
需要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时，可以优先考虑那些主动性强、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试者，这些人更容易了解

2000 年 8 月 24 日。
①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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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性质、承担的风险或获得的益处，以及研究人员的目的和追求，在这些人当中可望得到最大的支
持、理解、同情和自发的帮助（ 2000 年 9 月 1 日，英国国会议员艾德 · 哈里斯自愿接受了一种新研制的
艾滋病疫苗） 。
医学实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它为社会带来的益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在实验初期得
不到多数人的同意是正常的。因此，对于政府认可的医学实验，政府也有监督的责任，应事先估计实验
的危险程度，并尽一切可能降低受试者个人为社会公益所遭受的风险 。
3． 必须保障受研究者的生命和机体完好 ，任何有可能导致受试者重大的生命危险或者不必要的严
重健康损害的试验应予禁止
人体实验对于受试者来说，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危险 ，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冒险。由
于有大量的受试者，就永远存在一种危险，即在向着人类健康前进的征途上，医学研究有可能践踏人的
尊严。但没有这些受试者，医学研究就可能总是试验性的，就不能充满自信地为人类造福。当我们不得
已挑选一部分人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时 ，也真诚地希望保障他们的个人生命和身体健康。 这些愿望相
互冲突，看来在医学实验中也难以调和这些矛盾 。
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受试者与医学发展的关系问题 。当一项医学实践具有明显的风险，有可能
危及受试者的生命健康时，我们显然不能借口公共利益，而损坏受试者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 。一定要
坚持受试人第一的原则，将受试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 ，其次才是医学的发展。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可
宝贵的。如果以牺牲受试者的利益为代价 ，这种代价不仅太沉重，而且也违反了医学实验的初衷。
在药物试验中，第一期试验是最危险的阶段。这一期试验的目的是确认药物的毒性 、代谢、吸收、排
出、药理作用、较好的给药途径、安全剂量范围、主要的副作用等。 也就是说，第一期试验并不测定其治
疗价值，而是要试验人类给药的安全范围 。这就要求一批正常的、健康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并在控制受
试者的饮食、锻炼和休息的条件下进行。
如果是在健康人身上进行药物的毒性实验 ，应考虑避免受试者的健康损害，至少要把其生理上和精
神上所受到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另外，还要充分估计到实验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以及预期的后
果，并采取必要的应急安全措施。如果在实验进行中出现受试者的安全与医学的进展发生冲突 ，病人被
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有可能使受试者的生命和机体受到伤害 ，那么，无论实验有多少重要价值，都应立
即中止实验，不要有任何犹豫和动摇。
四、对于特殊人群的研究
由于未成年人、孕妇、精神或肉体残疾的人，或者其他欠缺普通的辨别和判断能力的人 ，特别容易受
到侵犯，法律应当为他们规定额外的保障 ，直至完全禁止对他们进行人体实验 。
( 一) 未成年人的实验
任何社会中的未成年人都是一个弱势群体 ，应当给予特别的关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保护未成年
人的法律条款。但是，有关使用儿童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澳大利亚一
所孤儿院里，从 1954 年到 1970 年整整 25 年中，就不间断地使用大批孤儿做药品和疫苗的人体实验。
冷战时期，美国在马萨诸塞州 49 名神经发育失常的儿童食物中，投放了放射性物质，以研究人体消化系
统对辐射的反应； 他们还让 200 名有精神障碍的儿童服用了降压药利血平 ，以试验其毒副作用； 让 10 名
残疾女童服用避孕药达数月之久，以观察避孕药对痤疮的影响。1989 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公司，在没有告诉父母真相的情况下，给洛杉矶 1500 名黑人和拉美裔婴儿注射了
正处在实验阶段的麻疹疫苗，结果导致一名 22 个月的男婴死亡。1991 年，美国 NIH 首次同意田纳西州
孟菲斯的圣朱德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 ，把异体基因转移入白血病儿童的细胞中 。而这种实验，对于患白
［6］
血病的儿童并没有什么治疗价值 ，只是可以帮助医生鉴别对癌症患者骨髓进行化疗是否有效 。
由于发生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 ，许多科学家都拒绝将儿童当作非治疗性实验的受试者。 美国学
者保罗·拉姆齐认为，如果从智力或法律上讲孩子们不能自己作出决定 ，那么任何人也无权替他们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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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愿的决定。认为父母能够合乎道理地推断如果孩子能够决定就一定会同意 ，这种论点漠视了孩
子有不合乎道理的行动的权利。别人代庖的同意不是真正的同意。 他断然指出： “任何人都不应当替
孩子表示同意，让孩子去做那类主要是以积累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医学实验的受试者 ，除非面临瘟疫，而
［7］
这种瘟疫给这个孩子带来的危险程度大致相同 。”
也有人不同意保罗的观点，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实用标准： 当研究有益于患病儿童的治疗时，只要征
得患儿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就应当允许把患儿纳入研究范围； 当研究属于非治疗性时，受试儿童年满
14 周岁以上而且有足够的智力理解实验的目的 、可能的益处以及危害，都应当允许在征得本人和父母
或监视人的同意后纳入实验范围 。他们的结论是：
在对儿童没有任何直接益处的临床实验中 ，使用未成熟儿童 （ 年龄在 14 岁以下 ） 应当有非常充分
的理由，并有专业人员的评判。然而，无论何种做法都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全部判断为非法和不道德 。
无论是美国或英国的法律都不要做这种断然的 、不分青红皂白的裁定。 有些研究有坚实的医学根据和
正当的理由，并且对科学和人类利益至关重要的新知识有显著影响 ，对受试儿童没有可以察觉的危害。
这类研究应当允许。不允许这种研究将会极大地阻碍儿童营养学 、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发展，同时也会
阻碍对先天性新陈代谢紊乱和遗传缺陷的研究 。还应当指出，在这个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
危害，从潜在意义上讲，还可能给某个受试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直接益处 。
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尖锐的。“没有人有锦囊妙计，也没有一个宗教有全部答案。”儿童人体实验提
出了更为尖锐的道德问题，因为很难认为他们有能力对实验自由地表达同意 。 我们确实可以提出这样
的问题： 父母或监护人真能不经儿童的同意就为他们作出决定吗 ？ 儿童是否受得了可能引起的疼痛 、不
适乃至威胁生命的实验呢？ 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呢 ？ 现实生活中确
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美国纽约柳溪州立学校为智力障碍学生进行非治疗性实验 ，他们在新
入学的儿童体内注射一种校内流行的肝炎菌株 ，以便检验一下用这种疾病进行的小量实验能否使他们
获得免疫力。美国学者路易斯·拉沙格纳竟然赞同这种做法，他说用一种疾病来对付毫无准备的孩子
们，初步看上去似乎令人憎恶，但是那种环境却使这项实验具有合理性 。任何一个入学的儿童总会感染
上肝炎的，在实验中剂量可以调整，找到所需要的精确的最小剂量以达到免疫力。 实验的一组单独隔
［8］
离，议定书受到若干机构的审查和批准 ，征得父母的意向并得到赞同 。
拉沙格纳是一个环境与道德论者 ，他强调应当适应环境。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人感到困惑不解 ，

既然环境对实验那么重要，为什么不设法改善一下环境呢？ 明知学校正在流行肝炎，为什么还要让可怜
的孩子们去冒传染上肝炎的危险呢 ？ 既然参与实验的儿童可以隔离，那些新入学的儿童为什么不可以
隔离呢，或者暂缓入学呢？ 在那样的环境下，病毒实验是非进行不可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吗 ？ 答案不言
自明。残障的儿童也是人，谁也无权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替他们作出明显不利的选择 。 尤其是在这个案
例设定的环境中，实验不对孩子直接有益，也不是不得已而必须采取的最后手段，有什么理由拿这些残
障的孩子作为实验的对象呢？ 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来推进实验，就完全可以暂缓实验。 无论有多少
理由，用疾病对付身有残疾的儿童，总会使人感到厌恶和反感。 这一点路易斯 · 拉沙格纳已经意识到
了。缺少同情心，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纳粹医生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由联邦资金资助的、涉及儿童的研究对受试者不能超过最低风险，如果研究对
受试者个体不会有直接好处的话 ，除非研究对于受试者的紊乱或状况可能产生一般化的知识 。 但即使
是这样，也只能在所涉及的风险比最低风险略有增加的情况下才允许这类实验 ，除非研究可以为理解、
［9］
预防或减轻儿童福利或健康的一个严重问题提供一个机会 。 然而，人们如何来理解“最低风险 ”呢？
美国联邦管理章程有关保护人类受试者的条款说 ，最低风险是那些“通过考虑概率和数量后不大于通
常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或在例行的生理或心理检查或检验中具有的风险 ”。 这个概念还是太抽象了。
待在家里，上班下班是日常生活，出外旅行是不是日常生活？ 该如何理解后者的最低风险呢？ 这些限制
显然不足以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 。
国际刑法学协会第 14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对未成年人的有些疾病或者成年痴呆症的某些治疗
方法或药物，如果不对该年龄段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使用 ，便无法获得发展与完善。当这种拟议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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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包含危险，或只有极小限度的危险，才能作为非治疗性研究的受研究人。 从理论上讲，不包含危
险的试验似乎可以在未成年人中进行 ，而“极小限度的危险 ”如何掌握，尽管术语不同，但恐怕会和“最
低风险”面临同样的问题。况且，我怀疑不包含危险的医学试验是否存在 。一般人的观点是，任何试验
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即使当初口服小儿麻痹疫苗也会给百分之一的人带来风险 。 既然实验不能来源于
未成年人的自由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禁止对未成年人的任何人体实验 ，而不管这种实验能为社会带来
何种益处。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瘟疫和肆虐的流行病，就更没有迫切
的理由使未成年人遭受这样或那样的伤害了 。
对于精神或肉体残疾的人进行医学实验的指导原则应和未成年人基本一致 。国际刑法学协会的观
点是，对不健全人进行任何治疗性和非治疗性试验 ，必须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有效同意，而且这项同意
需经主管有权机关的复议和批准 。在取得此项同意的过程中，应尽最大可能征询不健全人本人的意见 。
不得对任何已经明示反对的人进行非治疗性研究 。除上述要求以外，任何不健全的成年人，只有当拟议
进行的研究不包含危险，或只有极小限度的危险，才能作为非治疗性研究的受研究人 。
精神或肉体有残疾的不健全人也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有些人没有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 ，有
些人缺乏基本的自理生活的能力 ，对这样的人进行医学实验，滥用的机会太大了。 即使是治疗性试验，
如果不是来源于有能力的人的自由决定 ，都是令人怀疑的。
( 二) 囚犯的人体实验
对囚犯，特别是死囚犯进行医学实验，曾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如有的死囚犯可以以做危险的手
术来换取特赦。近代的道德观似乎也不反对这种做法 。曾经有个病理学家，他让一个女性死囚在自己
不知情的情况下吞食蠕虫类的幼虫 ，以观察她死后这些幼虫在她的肠里是如何发育的 。美国仅 1975 年
就至少有 3600 名犯人接受了药物实验，药物的三期实验中，几乎有 80% — 90% 的第一期实验是在监狱
里进行的。美国两家最大的医疗器材制造厂制造的最大 、最精密的医疗设备，就安装在密西西比州首府
杰克逊城的一所监狱里。在这所监狱里，每 5000 名犯人中，就有 800 人被当作医学实验材料。 更为严
重的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医学实验不仅没有什么医学价值 ，而且对人体有很大危险性。有些病人被用做
诱导坏血病的实验，有些人被用作梅毒研究，有 400 名黑人染上病毒以后不给治疗，目的是为了追踪他
［10］
们的病情变化 。
一些国外学者对囚犯进行人体实验持肯定态度 。他们认为，像这样在人身上做合适的实验对于科
学有益，只要不给被实验者带来任何病痛和苦楚 ，就认为是可以适用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 》的作者、
法国人克洛德· 贝纳尔说： “道德观念并不禁止人对同类做试验，人生的经历本来就是相互在做实
［11］
验。” 美国的恩格尔·哈特说，美国法律禁止利用联邦资金资助任何不是直接为了治疗囚犯或理解与
囚犯有关的疾病和状况的研究项目中使用囚犯 ，直接排除了囚犯贡献于社会并通过这种利他主义重新
获得一种道德尊严感的机会。他还引用琼纳斯的话说，如果是作为惩罚的一部分的话，迫使囚犯参与人
体实验并没有内在的错误……犯某种罪将意味着同意了参与某种实验 。
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将问题上升到宪法和人权的高度去讨论 。阿尔文·布朗斯顿说，囚犯不能自由
地表示赞同与否，在使用囚犯进行非治疗性医学实验的问题上 ，我的态度是简单明了的，事实上狱中的
环境就是如此，不使用强制手段征求意向的制度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监狱制度的性质及非治疗性实验
对个别的囚犯身心的侵犯程度，违反了宪法赋予人的自由权利，如人身不受侵犯，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不
［12］
受虐待和非常惩罚，以及不受不应有的伤害对待等 。
用囚犯进行人体实验基本上是不可取的 。受试人的同意一直是医学实验的道德基石。 在实验前，
研究人员和医生应将一种治疗方案的前景和可能带来的危险告诉受试人 ，让其自由地决定是否参与实
验。取得受试人的同意仍然是人体实验中的很普遍的惯例 。不仅如此，医生在进行重大手术或者使用
一种从未试用过的药物处方之前 ，都要用文字记载下来。公然违反这一原则的医生，一旦公之于众，就
会受到严厉的谴责。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强调。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处于受试者地位的人，很难明确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 虽然从形式上看他们
仍有表示意愿的权利，可是由于环境的因素而受到“压抑”，只得默默承受。 监狱里的犯人就是如此，由
38

郭自力: 人体实验的法律问题

于事实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一个囚犯对于一项危险的医学实验也许很难自由地表达同意还是不同意 。
有这样一个案例。科学家们发现，白鼠的身体排斥用外科手术植入皮下的 、活着的癌细胞。研究这
一排斥过程，使了解体内自然存在的某些机制 ，并可能用它来克服癌症具有一定的前景 。在用动物做过
广泛研究之后，有几位科学家要求监狱当局，允许他们在囚犯中征求自愿受试者，以确定人体内是否可
能有相同方式的反应。研究人员对刑期长的囚犯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人可以作为长期的观察对象。
他们把这些囚犯从监狱中提出，在地方医院中临床观察。这种实验连续进行多次，时间长达数周。有足
够数量的囚犯自愿接受实验。
这项实验有可能促进医学的发展 ，可是受试者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虽然研究者和监狱当局可能
并未向受试的囚犯许诺他们得到特别的报酬 ，或者得到假释委员会特别的照顾，但很明显，在那种特定
的环境下，囚犯们显然希望以自己的自告奋勇来赢得假释委员会的恩典 。事实上，现代医学发展了许多
极为复杂的医疗方法，治疗疾病，改变人的意识和生理过程。若不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即使受过教育的
病人也不能对这些医疗方法的全部内涵和危险有全面的了解 ，更不用说监狱里的犯人了。 也许当他为
了取悦监狱当局，“自愿”走上实验台时，他同时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实验对象应当完全不受限制，不管是暴力的强制还是巧妙的强制，而被监禁者显然不具备这种自
由。至于让囚犯自愿从事人体实验，来证明自己的尊严和道德能力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囚犯悔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很多 ，用不着也不应该以损害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 。如果真是这样，那
真是人体实验的悲哀。研究人员和医生在追求科学实验的过程中 ，由于世俗的原因，很可能自觉或不自
觉地将囚犯看作不完全的人，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以及基本权利可能受到不应有的侵害 。基于上述原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被监禁或被拘留的人，包括战争罪犯，免受非治疗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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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ssues of Human Expermentation
Guo Zili
（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Human body has been utilized in human experimentation，which aims at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s． The human experimentation can advance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which will be the welfare of
human beings，but on the other hand，as the human experimentation is also a double-edged sword，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because of improper use． Therefore，the restriction upon legal level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the human experimentation． This article teases all the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involved one
by one from four cases，therapeutic research，nontherapeutic research，new biological technology of the therapeutic research，and specific subjects research，to make a theoretical froundwork for the futur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the human experimentation．
Key words： human experimentation； criminal law； informed consent；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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