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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要求上看 ,针对人的药物或其他治疗方

法的人体实验 (即涉及人体的医学实验) 研究 ,往往

采取“对照”的方法和原则进行 ,而在各种对照中 ,对

受试者通过随机分组、使用安慰剂和利用双盲法的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是其中常规的技术要

求和做法 ,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科研结论的客观性

和增强人们对科研结论的可信度。但必须十分清醒

地认识到其中存在大量医学伦理难题 ,需要对此进

行伦理学辩护 ,并确定解决难题的伦理学原则。

1 　伦理难题的存在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是获取研究结

论的惟一手段选择吗 ? 可以适应于所有的实验吗 ?

实际上 ,并不是对每一种疾病的临床疗效评定

都得采用安慰剂 ,最适宜用安慰剂评价疗效的有 :以

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 ,如疼痛、关节疾病、心绞痛 ;

具有神经精神背景的症状或疾病 ,如溃疡病、慢性胃

炎、高血压、气喘等。如果疾病是致命性的 (危重病

人) 、以及有特效疗法的 (氯霉素对伤寒的治疗、破伤

风抗毒素对破伤风的治疗) ,不可用安慰剂。而相当

多的人们往往过于迷信这种方法 ,以为只有运用这

种方法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才是科学的和可信

的。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的“双盲”违背

知情同意原则吗 ?

《赫尔辛基宣言》在 22 条指出 :“任何有关人类

受试者的试验 ,必须充分告知受试者实验目的、方

法、资金来源 ,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研究者的所在

单位情况以及试验可能产生的不适。⋯⋯”也就是

说 ,对于受试者必须“知情同意”,这里的知情必须是

“真实”的知情和“全面”的知情。而“双盲”中的“第

一盲”是不能告诉受试者谁在实验组、谁在对照组 ,

谁服用实验药物、谁服用安慰剂 ,甚至不能告诉受试

者使用“安慰剂对照双盲法”而进行人体实验。这显

然违背了知情同意原则。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是对受试者和

实验操作者的欺骗吗 ? 安慰剂的使用会失去受试者

的信任吗 ?

什么是欺骗 ? 简言之 ,欺骗就是说假话。但仔

细思考 ,说话并不是欺骗的惟一形式 ,通过“沉默、点

头、手势、行动”等都可以表达欺骗 ,可见 ,欺骗是传

达假信息的行为。但如果再深究 ,如果一个信息是

假 ,而某人却以为是真 ,并把它当作真的传达给他

人 ,这样 ,他便是在传达一个主观动机以为是真而客

观实际却是假的信息。这是欺骗吗 ? 也不是欺骗而

是诚实。这样看来 :“欺骗”应该是动机在于传达假

信息的行为 ,是自己以为是真却让别人信其为假、自

己以为是假却让别人信以为真的行为[1 ] 。“安慰剂

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要告知受试者他们服用的全

部是实验药物 ,这样 ,对于服用安慰剂的受试者 ,显

然是“直接欺骗”,而由于分组是随机的 ,所以对于所

有的受试者被“欺骗”的概率是相同的 ,这样 ,对所有

的受试者事实是“间接”地进行欺骗。当然 ,对于实

验的操作者 ,“第二盲”要求不告知他们受试者中“谁

在实验组、谁在对照组”,没有讲真话 ;因为并没有向

实验的操作者传达虚假信息 ,所以倒不是欺骗。

尤其是病人作为受试者的时候 ,它们本来以为

这种方法 (人体实验要验证的诊疗方法)是对自己疾

病的“有益”尝试 ,“安慰剂的使用”和“盲法的采用”

由于是对受试者的欺骗 ,这样 ,受试者在事后当然也

会感到了受骗 ,程度不同地失去病人信任是不可避

免的。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会给受试者带

来肉体、尊严和精神上的伤害吗 ?

根据给予伤害的人的动机是有意与否 ,伤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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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意的伤害和无意的伤害 ;根据伤害的原因与结

果关系的直接与否 ,伤害包括直接的伤害和间接的

伤害。由于“第一盲”是对对照组受试者的直接欺

骗 ,对实验组受试者的间接欺骗 ;安慰剂是一种外观

性状与实验药物完全相同的一般是没有药理作用的

物质 ,对对照组中的受试者不可能有任何帮助。这

样看来 ,“安慰剂的使用”显然是对对照组受试者的

人体的无意间接伤害 ;“对对照组的受试者的欺骗”

显然是一种精神和尊严上的有意直接伤害 ;“对实验

组受试者的欺骗”显然是一种精神和尊严上的有意

间接伤害。“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被其他东西所

代替 ,这是等价 ;与此相反 ,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 ,没

有等价物可代替 ,才是尊严。”[2 ]也违背了康德著名

的论断“人本身就是目的”:“人 ,实则一切有理性者 ,

所以存在 ,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 ,并不是只供这个或

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 ;因此 ,无论人的行为是对

自己的或是对其他有理性者的 ,在他的一切行动上 ,

总是把人认为是目的。”[3 ]如上所述 ,根据《赫尔辛

基宣言》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医学伦理准则 ,在“安慰

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中 ,就非常突出地表现出如

下道德矛盾和难题。

1. 1 　医学科学利益与受试者利益之间的矛盾

《赫尔辛基宣言》第 4 条指出 :“医学的进步是以

研究为基础的 ,这些研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

以人类为对象的试验。”人体实验是医学科研在了解

文献及其相应的信息来源、充分地进行实验室研究

或动物实验后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科学成果的最

终取得要通过人体实验 ,这是科学利益的要求 ;但如

上所述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对于受试者 ,

特别是对照组受试者利益存在着伤害 ———欺骗、肉

体、尊严和精神上的伤害 ———有意、无意与直接、间

接的伤害。

1. 2 　知情同意与保密要求之间的矛盾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从技术上要求实

验的设计者 ,必须对受试者和实验的操作者保密

———“双盲”;这显然与“知情同意”原则要求相矛盾。

1. 3 　有利与伤害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 ,一般的诊疗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有利”和“伤害”矛盾 ,但在“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

实验”中 ,这种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受试者在接受实

验有可能成为最早的受益者的同时 ,却遭受上述欺

骗、肉体、尊严和精神上的伤害和风险。

1. 4 　受试者的健康利益与其尊严等精神利益之间

的矛盾

在“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中 ,受试者可

能因此成为该药物或其它诊疗方法的最早的受益

者 ,其健康可能因此得以维护 ;但是因此要付出被欺

骗等尊严和精神上伤害的代价。

2 　随机对照实验的伦理辩护

“安慰剂对照双盲法人体实验”中尽管存在着大

量的医学伦理难题 ,但是可以得到伦理学的辩护。

对其辩护的最强有利的理由是 ,为了保证实验

结论的客观性和增强实验的可信度 :具体表现为随

机分组可以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齐同和可比性 ;

安慰剂对照 (“第一盲”)最大限度地降低受试者主观

因素的影响 ;对实验操作者的盲 (“第二盲”) 最大限

度地降低实验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通过这种方

法取得的实验成果是可靠的和可信的 ,从而促进医

学科学的发展 ,最终有利于人类更多人的健康和幸

福 ;并且对受试者的“伤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其

程度大大低于科学利益 ———相对更大的科学利益 ,

对受试者的“欺骗、肉体、尊严和精神上的伤害和风

险”是第二位和严格控制的。

尽管安慰剂一般是没有药理作用的物质 ,但是

在临床观察中 ,它却有广泛的疗效 ,试验什么药 ,安

慰剂就可能有什么药的疗效和毒性反应。从症状到

体征上都可以出现。有人调查了 1 082 名病人 (头

痛、咳嗽、晕船、伤风等) ,服安慰剂有效者竟达 35 ±

2. 2 %。又如 Cimetidine 治疗十二指肠溃疡 631 例 ,

治愈率为 71 % ,而安慰剂治疗 311 例 ,治愈率为

37 %。经临床观察 ,安慰剂虽没有药理作用 ,但确有

一定疗效。有人报道约有 1/ 3 的患者服安慰剂后产

生麻醉样物质 ———恩多菲因而减轻疼痛[4 ] 。

在实验过程中 ,安慰剂对照组和实验组处于同

样的道德处境 ,因为在明确验证药物或其他诊疗方

法效果之前 ,这些方法的效果仅仅是一种推测 ,并不

确知。而且 ,安慰剂必须是中性的无效物质 ;暂停原

来的治疗而不至于恶化病情或错过治疗时机 ;患者

要求中断或停用实验药物应尊重其意愿 ;出现病情

恶化苗头时 ,应立即停止实验并采取补救措施等。

双盲法可以使受试者 (不管是实验者 ,还是对照者)

都得到无偏的照顾[5 ] 。

3 　随机对照试验伦理难题解决原则

311 　有利原则

《赫尔辛基宣言》第 5 条指出的“对人类受试者

的医学研究中 ,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健康和利益作

为首要考虑 ,其次 ,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

312 　不伤害原则

是指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受试者的伤害。要

确定对受试者“伤害”的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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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人权益

人权是指个人空间和自由权免受国家、社会及

其他个人侵犯的一种权益 ,而在卫生保健领域内 ,这

些人权被称之为病人权益。究竟什么是病人权益 ?

美国医学会所颁布的《病人权益法案》( Patients Bill

of Rights) [1 ]指出 ,当你是个病人时 ,你具有以下权

益 : (1)你有权益接受妥善而有尊严的治疗 ; (2)你有

权益要求自己或你的亲友能得到 : (以你所能理解的

方式)有关自己的诊断、治疗方式及预后的情况 ,你

也有权益知道为你医疗的人员名字 ; (3)你有权益在

任何医疗开始前 ,了解并决定是否签写“同意书”

(informed consent) ,除了紧急处理外 ,一般同意书的

内容应包括以浅显易懂的文句介绍医疗程序的本

质、预期的危险性及益处、不同意时的后果、有无其

它可选择的医疗方式、且同意是你“自愿”的 ; (4) 你

有权益拒绝治疗 (refusal to t reatment) ; (5)你有权益

保持你的“隐私”(privacy)和使你的沟通及纪录保持

“机密”; (6)你有权益要求医院在能力范围内对你所

要求的服务做出合理的响应 ,而医院在紧急时 ,必须

提供评估、服务及转诊 ,在情况允许下 ,转诊之前 ,你

有权益得到你全部的病历资料及解释 ; (7)你有权益

获知医院之间的关系及为你治疗的医疗人员的专业

资料 ; (8)你有权益被告知 ,你被进行人体试验或临

床研究 ;且你有权益拒绝 ; (9) 你有权益要求合理的

持续照顾 (continue of care) ; (10)你有权益知道你的

帐单 ,并检查内容或要求院方解释 ,以及你有权益知

道医院的规则和病人的行为规范。对于病人应有的

权益 ,你可以主动争取而不被忽略。

2 　病人权益的分类

具体到每个人时 ,病人权益通常包括两种 :社会

权益与个人权益。社会权益是指病人获得卫生保健

服务的权益 ,其中最重要的是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

权益 ;个人权益则指在接受卫生保健服务时医患之

间病人的权益。在国际社会中 ,病人的权益存在明

显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中 ,不仅病人的社会权益受

到了重视 ,而且病人的个体权益也受到了同样的关

注 ,而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原因 ,则存在明显的缺陷。

在欧洲 ,公民享有的基本医疗保健权益可以追

溯 到Amsterdam条约的1 5 2 . 1条款 :在所有的社

313 　知情同意原则

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 ,就要确定知情同意的

范围和特殊形式。如“一盲”对受试者保密但必须对

家属知情同意等 ;事先告知受试者将使用“安慰剂对

照双盲法”进行实验。

314 　确定随机对照试验的适用范围原则

315 　确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和伦理规范原则

316 　医学伦理委员会控制原则

通过特别任命的、独立于研究者、主办者、不受

不适当影响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第三方)的真正发挥

的作用 ,才更可能达到伦理学的“公正”:对这种实验

进行“研究、评定、指导或批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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