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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人类卵子具有精密性、
稀缺性、
人身性和伦理性等特征，
在人类辅助生殖中价值独特。受

卵子来源限制和研究用卵子需求增加等影响，
辅助生殖治疗用卵子供不应求。为缓解卵子供需矛
盾，
一些国家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卵子供给模式。卵子分享模式较之于无偿捐赠模式和买卖
更符合公平、
模式，
有利的伦理原则，
是增加卵子供给的理想选择。目前我国已在实践卵子分享模
式，
但制度建构尚不完善。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有益做法，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卵子分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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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要胚胎移植技术渊陨灾云原耘栽冤及其各种衍

会压力日益加大袁再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袁以及越

生技术的发展为广大卵巢功能衰竭及卵巢储备能力

来 越 多 受 过 高 等 教 育 的女 性 以 学 业 和 事 业 为 主 袁

低下的女性带来生育机会袁从而导致女性卵子需求量
的激增遥 由于卵子具有精密性尧稀缺性尧人身性和伦理
性等特征袁加之医学研究用卵子需求与治疗用卵子需
求存在激烈竞争袁因此袁卵子缺乏成为困扰辅助生殖
治疗的一大难题遥辅助生殖治疗用卵子一般来自以下
渠道院一是来自辅助生殖治疗中多余的卵子曰二是自
愿捐赠袁包括匿名捐赠和实名捐赠曰三是未成熟卵袁
即胎儿的卵巢尧死后捐赠的卵巢尧因妇科良性疾病而
切除的卵巢尧自愿捐赠的未成熟卵穿刺所获未成熟
卵

遥 为缓解卵子供需矛盾袁增加卵子供给袁各国纷

咱员暂猿缘愿

推迟婚姻和生育袁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袁导致女性不

孕症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遥 据世界卫生组织
渊宰栽韵冤圆园园园 年的报告显示袁 全世界不孕症患者占
育龄女性的 缘豫耀员缘豫 咱圆暂袁我国不孕症患者约占育龄

人口的 员圆援缘豫 咱猿暂 遥 这些患者长期承受来自社会尧家庭
和自身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袁 常因不能生育感到失去
尊重袁害怕失去伴侣袁影响夫妻感情 咱员暂圆袁因此不惜倾
注大量精力和财力袁甚至倾家荡产也要生儿育女袁这
一现状导致卵子需求量大大增加遥
卵子作为人类特殊的生殖细胞袁 由于其特独的

纷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卵子供给模式遥较之于无偿捐

生物属性袁在辅助生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首先袁卵

赠和买卖模式袁卵子分享模式更符合公平尧有利的伦

子非常精密遥 卵子呈球形袁直径约为 园援员猿缘 皂皂袁成熟

理原则袁是增加卵子供给的理想选择遥 有鉴于此袁本文

卵细胞膜外包着一层透明带袁 透明带外有一层放射

对国内外辅助生殖治疗中三种常见卵子供给模式及

冠袁卵细胞还有卵质膜袁表面常见微绒毛袁内含多种

其利弊得失进行比较分析袁并就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

卵胞质袁诸如内质网尧线粒体尧高尔基复合体尧皮质颗

情的卵子分享模式提出若干对策和建议遥

粒等 咱源暂袁功能各异遥 卵子在排卵时并没有完成减数分

一尧人类辅助生殖中卵子的价值与供求现状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尧社

裂袁而是处于第二次减数分裂的中期 咱员暂猿苑袁两次减数

分裂之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卵子遥其次袁卵子具有
稀缺性遥 女性出生时携带 圆园园 万个初级卵泡袁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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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怨援怨豫均以闭锁告终袁卵泡细胞及卵母细胞凋亡 咱员暂员苑遥

法袁这就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卵子交易链遥我国曝光深

卵 袁而成年男子一次射精中就含有约 猿 亿至 缘 亿

点袁 曾引来医疗界的一阵哗然袁 这家黑中介隐藏在

女性每月仅排 员 个卵袁一生大约只排 源园园 个成熟的

圳市一家名为 野安胜达冶 的卵子买卖交易非法行医

个精子 咱远暂遥 再次袁卵子具有人身性遥 卵子由女性性腺

野安得颐养堂冶养老院里袁在未取得叶医疗机构执业许

严袁促排卵和取卵手术对妇女也存在一定风险 遥 最

条件索酬袁条件越好价格越高袁符合基本条件者可获

子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袁诞生新的生命袁因此卵子

历尧长相和身材出色冶三个条件袁能拿到 缘 万元以上

咱缘暂

渊卵巢冤产生袁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袁涉及其人格尊
咱苑暂

后袁卵子具有伦理性遥 作为人类生命的最初形式袁卵
采集尧使用和处置必然牵涉诸多伦理道德问题遥
正是由于辅助生殖用卵子供给比医学研究用卵
子供给具有更强的伦理性袁卵子供给长期受到各种
障碍性因素影响遥 在思想观念上袁人们对供卵有种

可证曳的情况下袁却非法实施取卵等手术遥 供卵者按
得 圆 万元酬劳 袁如 果同 时满 足野怨园 后 尧本科 以上 学
的酬劳遥 形形色色的捐卵者中最常见也最受青睐的
是写字楼底层的女白领袁 她们年轻尧 学历和长相都
有袁但薪水却赶不上飞涨的物价袁愿意卖卵救急 咱员圆暂遥

但是卵子买卖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遥首先袁受金钱

种顾虑袁诸如受自家野香火冶不可外传心理的影响袁认

利益驱使袁为产生更多数量的可用卵子袁过度刺激卵

为供卵是不光彩的事袁被人知道没面子袁还有的认为

巢对女性存在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风险遥其次袁卵子

赠卵如同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曰接受卵子的夫妻担心

买卖被社会视为一种将生育商业化的行为袁 是对人

将来孩子长大后执意寻找亲生母亲袁更担心由此引

类尊严的不恭和亵渎袁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遥再

发遗传母亲和社会母亲的纠纷和矛盾曰还有人害怕

次袁作为卖方的女性袁往往社会地位较低袁心灵较为

自己的亲生孩子与由自己供卵生出的孩子在多年以

脆弱袁没有临床或保险保护袁求偿能力不足 咱员员暂袁当她

后建立婚姻关系酿成乱伦悲剧等袁上述种种心理致

们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可能忍气吞声遥此外袁也没

使辅助生殖用卵子来源受限袁加剧了卵子供需矛盾遥

有相应的维权机构可供她们进行追偿遥最后袁卵子买

另外袁对卵子供给条件的限制性规定也缩小了卵子

卖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袁大都在野地下交易冶袁缺乏有效

供给来源袁例如我国和以色列只允许辅助生殖治疗

监控袁医疗机构准入标准尧临床医师及护士资质尧设

周期内多余卵子的捐赠袁意大利法律则完全禁止第

备等不符合相关规定袁取卵手术得不到安全保障遥总

三方捐赠卵子 咱愿暂遥 同时袁使用卵子进行治疗目的的医

之袁卵子买卖不仅玷污了现代医学活动的高尚性袁也

利用它们的生物学特性不仅可以发现和筛选新药袁

仅危害其身体健康袁还潜藏着不孕不育的危险 咱员源暂遥

学研究渊如胚胎干细胞研究冤具有重大的医疗价值袁

治疗某些由于器官和组织来源不足而影响治疗的疾

是购买者对出卖者的一种剥削 咱员猿暂袁对供卵者而言不
渊二冤捐赠模式

病袁对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产生积极影响袁为人类带

卵子捐赠是指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女性出于利他

来医学革命 袁同时也为私人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

动机将自身卵子无偿赠送给不孕夫妇袁 帮助其达到

咱怨暂

机构带来丰富的利润回报袁增加了对卵子使用的竞
争袁加剧了辅助生殖治疗用卵短缺遥

二尧国外卵子供给模式比较研究
为缓解卵子缺乏这一世界性难题袁各国纷纷探
索增加卵子供给的不同模式袁大致可分为三种院买卖
模式尧捐赠模式和分享模式遥

圆园员园 年国际生育联合会渊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云藻凿藻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云藻则贼蚤造蚤贼赠 杂燥糟蚤藻贼蚤藻泽冤的 一项 调查 数据 显示 院在参 与
调查的 员圆园 个国家或地区中袁有 愿园 个国家或地区采
用卵子捐赠模式咱员缘暂遥由此可见袁卵子捐赠模式似乎为

通行的供卵模式遥为保障供受双方的正当利益袁提倡
卵子捐赠的国家往往对捐赠次数尧捐赠者年龄尧健康

渊一冤买卖模式

状况等设置一定门槛遥例如袁保加利亚要求捐赠者在

世界范围内卵子供需矛盾刺激一些利欲熏心者

猿源 岁以下尧身体健康且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袁每个

趁虚而入袁 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行卵子交易遥
影响较大的卵子买卖案例如英国时装模特摄影师哈
里斯通过互联网出售名模卵子袁吸引富翁出高价购
买袁帮助他们达到生育美丽后代的目的袁从中赚取高
额佣金 咱员园暂遥 卵子买卖之所以出现袁主要原因是受物
质利益驱使袁特别是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袁迫于经济压
力

怀孕的目的袁该模式在医疗实践中最为常见遥

袁出售卵子不失为一种简单快捷获取酬金的方

咱员员暂

捐赠者可以帮助 缘 个孩子出生曰 克罗地亚规定夫妇
必须提前被劝告过袁 并且要得到心理学家和律师的
书面许可曰香港禁止有关的商业性广告等 咱员缘暂遥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袁捐卵者纯粹出于利他目的袁大多数国家
都要求无偿捐赠袁禁止从中获利或请求补偿遥 例如袁
澳大利亚严禁向捐赠者付酬 咱员缘暂遥

捐赠有助于扩大卵子来源袁减少患者等待时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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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患者来说是较好的选择遥 但不可否认袁捐卵

被打破袁 生殖专家和医疗机构将有更多机会扮演卵

的无偿性对捐赠者有失公允遥 因为捐赠者在捐卵过

子供受者之间交易的野经纪人冶袁其结果必然导致卵

程中要经历一系列促排卵和取卵手术袁可能对捐赠

子捐赠商品化要要
要各种所谓的管理费和手续费都会

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遥 因此袁给予捐赠者某
种形式的补偿是必要的遥 但是袁赠卵涉及的伦理法
律问题尚未达成国际共识袁各国一般各行其是袁诸如

算在未来受赠者的账单上袁 而这将是卵子银行盈利
的直接源泉 咱圆园暂遥 但是袁尽管如此袁较之于卵子买卖和
无偿捐赠模式袁 分享模式更符合社会的公平理念及

是否应给予捐赠者一定补偿钥补偿的限度应为多少钥

有利无伤的医学伦理原则袁 不失为一种互惠双赢的

捐赠所得卵子应如何分配才能做到公平尧有效钥 怎

理想模式袁因而得到供受双方的认可咱圆员暂遥

样才能使捐卵行为不陷入野买卖怪圈冶袁诸如此类袁都

通过比较分析国外三种卵子供给模式袁 不难发

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难题袁也是卵子捐赠能否进

现袁较之于无偿捐赠和买卖模式袁卵子分享模式避免

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遥

了捐卵者单纯为捐卵而承受的各种医疗操作带来的

渊三冤分享模式

风险和痛苦袁又使供受双方利益最大化袁这种惠益共

分享模式建立在某些辅助生殖治疗周期袁有些

享特征是普通赠卵模式所不能比拟的遥另外袁卵子分

女性无自卵可用袁而另外一些女性有剩余卵子野闲置

享模式也可成为有价值的医学科研工具袁 因此是目

不用冶的临床实践基础上遥 这些卵子有的用于医疗

前增加供卵源的首选模式遥 期望我国卵子分享模式

研究袁有的冷冻保存下来供自己将来备用袁有的通过

日臻完善以惠及更多女性不孕症患者遥

卵子捐赠或分享帮助他人遥 卵子分享是接受人工辅
助生 殖治 疗 的 两 名 女 性 通 过匿 名 合 作 渊糟燥造造葬遭燥则葬贼藻
葬灶燥灶赠皂燥怎泽造赠冤完 成的一种互助形 式 咱员远暂袁捐 卵者 保留

三尧对我国构建卵子分享模式的思考
为安全合理地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袁 保障个

一定数量的卵子供自己使用袁将剩余卵子分享给接

人尧家庭及后代的健康和利益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袁

受者用于不孕治疗袁捐卵者可因此获得自身医疗费

我国医疗实践中禁止商业化供卵袁 而是以卵子分享

的减免遥 我国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实践卵

作为增加供卵的方式遥实践中袁参与卵子分享计划的

子分享模式遥 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渊匀怎皂葬灶

大部分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袁人数较少袁卵子储备

云藻则贼蚤造蚤泽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耘皂遭则赠燥造燥早赠 粤怎贼澡燥则蚤贼赠袁 简称 匀云耘粤冤

量明显不足遥 一些收入较高的受卵者担心卵子分享

作为规范精子尧卵子和人类胚胎储存的主管机构袁摸

中的卵子质量不佳袁 影响后代遗传基因和妊娠成功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卵子分享制度袁对其他国家和

率袁更倾向于选择非法的商业化赠卵遥卵子需求催生

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遥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袁首先袁

了野卵子黑市冶的发展袁但是袁有市场并不代表卵子买

卵子分享应遵循两个总原则院一是要求生殖中心除

卖的合法性 咱圆圆暂遥目前袁卫生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

依法律规定外袁还需与供受双方各签订一份明确的

启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袁 就把

书面协议曰二是当捐赠者提供的卵母细胞数量不足

非法买卖卵子以及随意销售和滥用促排卵药物作为

时袁可选择保留卵母细胞供自己治疗使用 咱员苑暂遥 其次袁

重点打击对象咱圆猿暂遥 这种疾风暴雨式的专项整治固然

接受者共享咱员愿暂袁分享的卵子数量尧分配方式也有具体

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合理的卵子供给模式和常态监管

一个治疗周期中袁分享者提供的卵子不会超过两个

有助于打击卵子买卖袁但毕竟不是治本之策咱圆源暂遥我国

规定咱员怨暂遥 捐卵者有权设定卵子的使用限制渊储存期尧

体系遥鉴于卵子分享模式的优越性袁建议我国应积极

提供定向咨询和指导袁说明可能的后果和影响袁提高

学合理的卵子补偿捐献制度遥

接受者类型等冤咱员怨暂遥 最后袁匀云耘粤 要求诊所向供受双方
操作透明度袁并要接受检查和评估咱员怨暂遥

总结国内外有益经验袁完善卵子分享计划袁以构建科
渊一冤制度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捐卵方式袁卵子分享不仅具有

目前袁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人类辅助生殖法袁关

普通捐赠模式的优点袁而且减轻了社会对非患者卵

于赠卵的规定主要见于卫生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袁

子捐赠者的依赖袁降低了由诱导排卵可能引发的卵

其法律效力较弱遥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曳规定袁有

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袁而低收入患者群体通过分享自

条件接受卵子捐赠的人只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院由

己的卵子可以获得减免治疗费用的机会袁更容易获

于卵巢功能障碍丧失产生卵子的能力曰 携带或患有

得治疗遥 当然袁卵子分享模式如果不妥善进行制度

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曰 具有明显的影响卵子数量和质

构建也可能产生伦理风险遥 例如袁随着卵子冷冻保

量的因素遥 赠卵的基本条件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院第

存技术和卵子银行的发展袁供受双方同步治疗一旦

一袁赠卵必须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袁禁止任何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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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 卵行

子分享计划的资格条件袁 包括接受卵子分享治疗的

为曰第二袁赠卵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

双方应满足的基本条件渊如年龄尧健康状况等冤尧医疗

的卵子曰第三袁对赠卵者必须进行相关的健康检 查

机构的认证条件尧从业人员的资质等遥 其次袁参与卵

渊参照供精者健康检查标准冤曰第四袁赠卵者对所赠卵

子分享计划的双方应当互盲袁 书面协议应预先在治

子的用途尧权利和义务应完全知情并签定知情同意

疗中心和捐赠者以及治疗中心和接受者之间达成袁明

书曰第五袁每位赠卵者最多只能使 缘 名女性妊娠曰第

确告知双方卵子分享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袁规定每

六袁赠卵的临床随访率必须达 员园园豫遥

个治疗周期分享的卵子数及分配方式遥 最后袁供卵者

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院我国坚决禁止商业化

有权决定剩余卵子的归属袁既可选择冷冻保存供自己

赠卵袁并鼓励通过卵子分享增加供卵袁解决广大不孕

今后使用渊不能超出法定保存期冤袁也可选择另外捐赠

女性的生育难题袁但对卵子分享治疗协议的内容袁卵

的接受者类型遥此外袁同一治疗周期中袁当捐赠者卵子

子分享的程序尧补偿以及参与者的年龄限制等均未

数量不足时袁应保障捐赠者的优先治疗权遥
猿援 建立咨询机构袁有效解决后顾之忧

做出相关规定袁致使卵子分享治疗实践缺乏制度保
障袁这是目前影响大多数接受体外受精要胚胎移植

卵子分享可能产生以下几种结果院 第一种情况

技术治疗的患者不愿意自愿分享自己卵子的重要因

是接受卵子进行不孕治疗的患者成功怀孕袁 而分享

素遥 此外袁卵子分享治疗的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袁治

卵子的患者却未成功袁 此时没有成功怀孕的一方可

疗失败的患者袁尤其是分享自己的卵子但未成功受

能会认为自己的优质卵子分享给了另一方袁 降低了

孕的患者的心理受挫问题值得注意袁需要专业心理

自身成功受孕的概率曰 第二种情况是分享卵子的女

咨询人员或医师袁对卵子分享失败患者及时进行心

性成功受孕而接受卵子的患者未成功袁 此时治疗失

理疏导袁了解他们的想法袁提供相应的后续保健护理

败的接受方也许会感觉自己为别人的成功治疗来买

和健康治疗遥 最后袁相关规范对卵子交易行为并无

单曰 第三种情况是参与卵子分享计划的双方均未成

惩罚性规定袁权威性不足袁执行力较弱袁这是目前我

功受孕袁此时双方情绪可能极其低落袁更有甚者可能

国商业化招募卵子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遥

产生绝望心理遥 对卵子分享计划供受双方分别进行

渊二冤对我国构建卵子分享模式的几点建议

定向咨询辅导和支持帮助可以弥补卵子分享计划潜

由于我国卵子分享模式存在种种制度漏洞袁有必

在的缺陷遥 因此袁 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咨询辅导机

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袁借鉴其有益做法袁完善我

构袁由专业心理医生或主治医师组成袁治疗前向双方

国卵子分享模式的制度设计袁 为临床实践中卵子分享

提供专业咨询指导和评估建议袁 告知可能的风险和

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袁解除卵子供受双方的后顾之忧遥

后果曰治疗时与双方家属保持联系和沟通袁化解可能

员援 出台相关法律袁提高法律位阶

产生的不良情绪和不理解曰 治疗后及时了解患者的

卫生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规章性质袁

心理和想法袁进行必要的疏导和帮助袁提供良好的后

且法律位阶较低尧效力不高尧内容相对简单尧规制范

续咨询和保健护理遥总之袁咨询机构的建立可增加卵

围有限袁只对合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拘束力袁不

子分享治疗的透明度袁 回避参与者的潜在冲突和矛

是司法机关法律适用的必要依据袁也不是公民必须

盾袁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遥

遵守的行为规范遥 况且卫生规章只规定捐卵者和受
卵者的条件袁对卵子分享制度的具体设计和运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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