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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借腹⽣⼦”

Genesis 16:1-15, The Holy Bible



 
哪些是代孕迷思？ 

• 代孕⺟亲是孩⼦的真正⺟亲 

• 代孕是给不想⾃⼰⽣孩⼦的⼥⼈⽤的 

• 代孕⺟亲会想把孩⼦留下给⾃⼰ 

• 在美国，代孕是合法的 

• 代孕⺟亲和⽬标家庭⽣完孩⼦时候就不
再往来了





a PBS Independent Lens Documentary, 2019



在美国，代孕频率年年递增

• 代孕在⽣殖周期所占
的⽐例从1999年的1%

增加到了2013年的
2.5%

Perkins et al.,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6



赴美国际代孕⽐例也在递增

• 经过在2005年左右的短暂下

跌后，来⾃⾮美国居⺠的代
孕案例从21世纪初的10%，

翻倍到了2013年的20%。

Perkins et al.,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6



• 谁在为谁代什么？为什么代？怎么代？ 
• ⽣命诞⽣的九九⼋⼗⼀难 
• 辅助⽣殖技术101 
• 中美代孕临床流程 

• 代孕后，TA们的身体和⼼理怎么样了？ 
• 妊娠⼈ 
• ⽬标家庭（包括LGBT以及跨境） 

• ⽬标家庭的孩⼦以及妊娠⼈的孩⼦

 
讲座纲要 



 
新⽣⼉的降临 

⽣殖学101 

在美国，前年    3.8M       新⽣⼉诞⽣

在中国，去年   10M      新⽣⼉诞⽣

全世界，每年   140M    新⽣⼉诞⽣

CDC, Bloomberg News, The World Counts, The New York Times 



 
重温奇迹的发⽣ 

⽣殖学101 

精⼦

卵⼦

配⼦制造
Gamete

卵⼦受精 +
合⼦复制

Zygote
胚胎发育

Embryo
分娩

Labor
孩⼦

Delivery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 不孕不育*8-12% 

• 有男性因素的占到了所有
案例的50% 

• 纯男性因素⼤约20-30% 

• 纯⼥性因素⼤约50%

 
九九⼋⼗⼀难 

⽣殖学101 

• 已知怀孕的流产率是10-20% 

• 所有受精卵流产可达30-50%

• 每年700怀孕⺟亲死亡

（0.01%） 

• 美：0.6% 死产率(stillbirth) 

• 世界：2.2% 死产率

“Lonely, painful, and demoralizing”  
– ⽶歇尔 奥巴⻢谈起她的痛苦流产经历

*经过12个⽉的不断尝试后仍⽆法⾃然怀孕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凯撒⼤帝”切割术 

辅助⽣殖学101 

《史记》上古时代季连 
楚国君主的祖先

⼿术分娩

第⼀个刨腹产 
公元前715年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他⼭之⽯ 
辅助⽣殖学101 

1952年 

第⼀个精⼦库 
在爱荷华州诞⽣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试管婴⼉ 
辅助⽣殖学101 

1978年 

第⼀个试管受精 
婴⼉诞⽣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代替孕育胚胎 

辅助⽣殖学101 

传统代孕 现代代孕 后现代代孕

Partridge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宫移植“代孕” 

辅助⽣殖学101 

苗勒管发育不全症 
Müllerian Agenesis

迈尔-罗基坦斯基-卡斯特-豪泽综合症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三位⼀体被打破了 

辅助⽣殖学101 

基因家庭 妊娠家庭 养育家庭

⾃然⽣殖：基因 = 妊娠 = 养育

辅助分娩：基因 = 妊娠 = 养育

配⼦捐赠：基因  妊娠 = 养育≠

试管婴⼉：基因 = 妊娠 = 养育

传统代孕：基因 = 妊娠  养
育

≠

现代代孕：基因  妊娠  养育 （但 基因 = 养育）≠ ≠



配⼦制造 卵⼦受精 
合⼦复制

胚胎发育 孩⼦分娩

 
现代代孕定义 

辅助⽣殖学101 

基因家庭 妊娠家庭 养育家庭

现代代孕 Full Surrogacy 

• 养育家庭(intended parents)通过试管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得到胚胎 

• 妊娠⼈(gestational carrier)和孩⼦没有基因关系



 
美国医学学会会对商业代孕的态度 

辅助⽣殖学901 

• “在合适的伦理、法制、医学和

⼼理的保障下，商业代孕可以安
全有意义地进⾏”



 
美国代孕临床流程 

辅助⽣殖学901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美国代孕临床流程 

辅助⽣殖学901 



 
现代代孕的医学指征 

辅助⽣殖学901 

⼦宫缺陷 ⺟亲疾病 ⾼龄⺟亲 单身/同性



 
现代代孕的医学指征 

辅助⽣殖学901 

Failed to Carry 
怀不上

Can’t Carry 
不能怀

《美国妇科产科医⽣学会》意⻅： 
代孕应该限制在⽣物学上不可能或者医学上禁忌怀孕的⽬标家庭

Won’t Carry 
不想怀

？



 
美国医学代孕医疗流程 

辅助⽣殖学901 

妊娠⼈
⽬标
家庭



 
⽬标家庭基因医学评估 

辅助⽣殖学901 

基因医学测试 不合格 受精卵隔离

1. 全⾯医疗评估以及相关的基因测试 
2. ASRM建议妊娠⼈知情有基因缺陷的

受精卵的移植 
3. 6个⽉内全⾯体检 

1. 性传染病 
2. 静脉毒品 
3. 近期纹身 
4. 播散性淋巴结病 
5. ⽆法解释的⼝腔苔 
6. 卡波⻄⾁瘤 
7. ⽆法解释的⻩疸 
8. 近期天花疫苗 
9. 某些严重的⽪肤病 

1. 180 天冷冻隔离 

2. ⽬标家庭⼆次医学检测 
3. 可能严重影响移植成功率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标家庭⼼理评估 

辅助⽣殖学901 

• ⼼理临床评估，包括⽬标家庭的对待不孕不育的应对策略历史 
• 鉴定出可能让和妊娠⼈合作陷⼊问题的⼼理问题 
• 告知⽬标家庭各种潜在的在代孕过程中出现的⼼理问题 
• 讨论整个代孕流程，期望，⻛险，和妊娠⼈和她家庭的关系 
• 帮助理解妊娠⼈的权益 
• 讨论受精卵植⼊数量，多胎⼉，堕胎等 
• 如何告知下⼀代，亲朋好友 
• 产后各⽅关系 
• 余下受精卵处置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标家庭⼼理评估 

辅助⽣殖学901 

绝对不合格 相对不合格

1. ⽆法和妊娠⼈保持尊敬和呵护的关系 
2. 异常⼼理评估 
3. 尚没有解决的药品上瘾，虐待⼉童，
性/身体侵犯，抑郁，双向，饮⻝扰

乱，精神分裂，严重焦虑，⼈格扰乱 
4. 当前婚姻/感情关系不稳定 

5. ⽬标家庭⽆法与妊娠⼈达成受精卵植
⼊数量的共识 

1. 法律诉讼中 
2. 严重当下⼈际关系问题 
3. 有与医疗系统不配合或
有问题的历史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美国医学代孕医疗流程 

辅助⽣殖学901 

妊娠⼈
⽬标
家庭



 
妊娠⼈医学评估  

辅助⽣殖学901 

医学测试 不合格 受精卵隔离

1. 法定年龄成年 
2. 21 到 45岁最佳 

3. 理想情况：⾄少有⼀次成功、⽆
困难的⾜⽉分娩经历 

4. 并且⼀共不超过5次分娩，或三次

刨腹产 
5. 全⾯体检，包括伴侣 

1. 性传染病 
2. 静脉毒品 
3. 近期纹身 
4. 播散性淋巴结病 
5. ⽆法解释的⼝腔苔 
6. 卡波⻄⾁瘤 
7. ⽆法解释的⻩疸 
8. 近期天花疫苗 
9. 某些严重的⽪肤病 

1. 180 天冷冻隔离 

2. ⽬标家庭⼆次医学检测 
3. 可能严重影响移植成功率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妊娠⼈⼼理评估  

辅助⽣殖学901 

• 告知妊娠⼈和其伴侣代孕潜在的⼼理⻛险 
• 讨论代孕整个医疗过程（包括⽇程需求，不成
功周期的⻛险，多次怀孕，多胎减⼦，妊娠测
试和选择性终⽌妊娠） 

• 讨论⽬标家庭必须同意妊娠⼈在医疗上的⼀切
决定 

• 管理和⽬标家庭的关系，包括过去、现在、未
来 

• 妊娠期间的⼼理应对策略 
• 代孕对妊娠⼈婚姻、感情和家庭的影响 
• 代孕对妊娠⼈⼯作的影响 
• 妊娠⼈隐私权和⽬标家庭获得信息权的平衡

• 告知配⼦的来源 
• ⼼理、宗教、医学、⼯作、法律、财产史 
• 认知成熟度，⾃我坚定度，决策能⼒ 
• ⽬前主要⽣活压⼒源以及未来2年内预估变化，社交

圈，⽀持源 
• 妊娠⼈动机，⽇后养育计划 
• 离开/放弃婴⼉的能⼒，预计的对婴⼉的感情 

• 关于可能禁欲的感情 
• 对于成为不孕不育可能性的反应 
• 对于经济报酬的讨论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妊娠⼈⼼理评估  

辅助⽣殖学901 

绝对不合格 相对不合格

• 认知或情绪上⽆法提供⾃主同意 
• 经济或者情绪上有强迫的痕迹 
• ⼼理不合格 
• 成瘾、虐待⼉童，性/身体侵犯，抑郁，双

向，饮⻝扰乱，精神分裂，严重焦虑，⼈
格扰乱 

• 当前婚姻/感情关系不稳定 

• ⽆法与⽬标家庭保持尊敬呵护关系 
• 感情上⽆法与孩⼦分离的迹象 

• ⽆法展示成为妊娠⼈⽆私性 
• ⼈格扰乱问题 
• 伴侣/⽀持系统缺乏 

• 过多的家庭压⼒ 
• 犯罪史 
• ⽆法感知和理解他⼈的观点 
• 有使⽤报酬来解决⾃⼰不孕不育的动机 
• 与过往负⾯⽣殖经历尚⽆化解的情绪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妊娠⼈知情同意  

辅助⽣殖学901 

• 明确地说明各个⼿术、药物的⻛险，以及妊娠的并发症 
• 独⽴的法律顾问 
• 单独受精卵移植 vs 多受精卵移植的⻛险 

• 隐私权 
• 医疗检测信息与⽬标家庭分享计划 
• 代孕期间各种并发症的应对预案 
• 饮⻝习惯 
• 经济报酬 
• 受精卵隔离180天 

美国⽣殖医学会关于代孕的2017指导意⻅



 
国内临床流程 

辅助⽣殖学901 

国内某代孕机构资料，仅供参考



 
国内临床流程 

辅助⽣殖学901 

国内某代孕机构资料，仅供参考



 
国内临床流程 

辅助⽣殖学901 

国内某代孕机构资料，仅供参考



 
“患者为中⼼”的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妊娠⼈ 孩⼦
⽬标
家庭



 
妊娠⼈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 ⽣理上的临床结果更优 
• 更⾼的活产率，早产率、多胎 
• 更低的流产率 
• 如果没有按照ASRM的指南来操作导致

了更多的破腹产、更多早产， 但在产
科并发症⽅⾯，没有区别

Swanson et al, Ob&Gyn, 2020 Jadva & Imrie, Human Reproduction, 2013

• ⼼理上的临床结果没有区别 
• ⼤部分在与⽬标家庭交往、转移婴⼉
或妊娠⼈周围⼈的舆论⽅⾯没有负⾯
经历 

• 在这些⽅⾯的有限负⾯影响随着时间
推移逐渐消失 

• 对代孕⺟亲已有的孩⼦没有负⾯影
响，尤其在适应障碍⽅⾯没有区别 

• ⺟亲负⾯情绪、正⾯情绪等⽅⾯没有
区别 

Golombok et al, 2011



 
“患者为中⼼”的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妊娠⼈ 孩⼦
⽬标
家庭



 
⽬标家庭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Blake et al, Human Reproduction, 2017 Lingiardi et 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8

• ⼼理上的临床结果相似更优 
• 在⼼理状态上和其他使⽤了辅助技术或者⾃然
⽣育的⺟亲相似 

• 更快的适应了为⼈⽗⺟的⻆⾊ 

• ⽣理上的临床结果 
• 可以假设⽐相似使⽤了辅助技术的活着⾃然⽣
育⺟亲的更好



 
“患者为中⼼”的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妊娠⼈ 孩⼦
⽬标
家庭



 
孩⼦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Golombok et al, Dev Psych, 2004
Sunkara et al,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2017
Swanson et al, Ob&Gyn, 2020

Golombok et al, J Child Psych, 2005

• ⽣理上的临床结果没有区别 
• 早产率、低出⽣体重⽅⾯相似 
• 如果没有按照规范 

• 更多早产 
• 更多的新⽣⼉并发症

• ⼼理上的临床结果没有区别 
• 在各项⼼理指标上，包括社会情感、
认知发育上没有缺别 

• 对⾃⼰的代孕出⽣身份⼤多表示正⾯
或者中性态度

• 对妊娠⼈的态度 
• ⼤多对代孕⺟亲有好感，部分与妊娠⺟亲
保持了联系



a PBS Independent Lens Documentary, 2019



 
“患者为中⼼”的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特殊⽬标家庭的讨论 
• LGBT代孕家庭 

• 跨境代孕家庭



 
LGBT⽬标家庭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 同志家庭 
• ～4万在养育孩⼦的同性家庭（2014） 

• 其中同志家庭⼤部分倾向与领养 
• （基于道德伦理，基因不平衡，经济原因） 

• 选择代孕的同志家庭 
• ⾸要原因：过程可控性，第⼆原因：基因 
• ⽆论是与将来孩⼦有⽆基因关系的伴侣，成为家
⻓的意愿相同强烈 

• ⼀半选择了Intentional unknowing ， 轮流 

• 家庭朋友都很⽀持 
• 绝⼤多数对代孕过程和结果是满意的 

• 孩⼦在⼼理健康结果上没有区别 

U.S. Census Bureau, 2014

Dar et al., 2015 Green et al., 2019



 
跨境代孕讨论 

代孕前后，TA们的身体和⼼理  

Ziv & Feund-Eschar, The Family Journal, 2014

• 由于与妊娠的空间距离以及他们⽆法接触到胎⼉的存在⽽感到更
多的沮丧、焦虑 

• 从空间到情感上与正在发育中胎⼉的陌⽣感影响了跨境代孕⽬标
家庭的发展为⼈⽗⺟的⼼态 

• 这些结果强调了⽬标家庭和妊娠⼈之间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



•代孕在辅助⽣殖系统⾥的⻆⾊
•⽬标家庭 VS 妊娠⼈

•绝⼤部分是为怀不上的家庭带去了福⾳
•专业医学学会在商业代孕上提出的规范
化的努⼒

•在规范的情况下，妊娠⼈、⽬标家庭、
和孩⼦们的在包括⽣理和⼼理上的临床
结果良好

 
讲座总结 



 
哪些是代孕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