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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会议  

2005 年 8 月 2 日至 12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7 

战争遗留爆炸物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  

对 2005 年 3 月 8日题为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CCW/GGE/X/WG.1/WP.2 号文件的答复 

美利坚合众国的答复  

第一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法(武装冲突法) 

相关原则的适用性 

在武装冲突法中，哪些与武装冲突期间使用武力有关的现行原则被认为与可能成

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弹药尤其是子弹药的使用相关？ (即军事必要性、区分、区

别、相称性、攻击之前和攻击期间采取的预防措施、过分伤害 /不必要痛苦、环境

保护、任何其他方面？1) 

 1.  美国认为战争法 (以下亦称“武装冲突法” )四大原则是相关的： (1) 军事

必要性/军事目标；(2) 区分、区别；(3) 相称性；(4) 人道/不必要痛苦。  

                                                 
1  请各国告知政府专家小组，本国承担的义务是否有条约或习惯法依据？如果是

前者，相关的条约或条款是什么？如果是后者，请各国谈谈对相关原则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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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必要性 

 2.  军事必要性原则的定义是：“采取的措施为国际法所不加禁止而且为尽快

使敌人彻底屈服所不可或缺的原则。”(《战场手册》FM 27-10, 第 3 段) 

 3..  军事必要性原则被明确编纂进了 1907 年 10 月 18 日海牙《陆战法规和惯

例公约》 (下称《海牙第四公约》 )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二十三条 (g)项

中。该项禁止一方“摧毁或没收敌方的财产，除非这种摧毁或没收因战争的必要

而绝对有需要。”  

 4.  美国认为军事目标是军事必要性的一个部分。这意味着，一旦指挥官决定

其有采取某种行动或袭击某一目标的军事必要，那么该指挥官就必须确定该目标

是一个有效的军事目标。军事目标的定义载于《第一附加议定书》2 第五十二条第

二款：袭击应严格限于军事目标。就物体而言，军事目标只限于其性质、位置、

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

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物体。  

区分/区别 

 5.  区分原则是日内瓦战争法传统的主要基础。该原则要求将战斗人员与非战

斗人员作区别，将军事目标与受保护的财产或场所作区分。美国认为，冲突当事

方只能对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采取行动，不能对平民或民用财产采取行动。  

 6.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一条第四款还将“不分皂白的攻击”定义为以

下的攻击：  

(一) “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  

(二) “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三) 使用其效果不能按照本议定书的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四) “而因此，在上述每个情形下，都是属于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标和平

民或民用物体的性质的。”  

                                                 
2  美国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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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称 性 

 7.  相称性原则要求：攻击行动预期会附带造成的死亡和财产损害绝不能超过

预期可获得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战场手册》FM 27-10, 第 41 段)。美国认

为，相称性本身不是一条独立的法律标准，而是军事指挥官用来评估其对于武装

冲突法中的区分原则的义务而同时又避免采取无区别的行动的一种方法。  

 8.  相称性原则只在攻击行动可能影响到平民时适用。如果目标是纯军事性

的，而且据了解近处没有平民或民用财产，那么就不必作相称性分析。  

 9.  附带的死伤以及损害必须予以仔细考虑。这指的是在攻击一个军事目标时

对平民或民用财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害。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违反武装冲突法。

法律承认在军事行动期间可能发生死伤或破坏等情况。战争法要求指挥官对预期

的军事利益与预料的死伤或破坏加以衡量。问题是，这种死伤和破坏是否超过了

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而不仅仅是是否可能会发生死伤或破坏。换言之，禁止

的是造成过分的死伤和破坏；而不是禁止造成这种结果的攻击。  

不必要痛苦 

 10.  《海牙第四公约》第二十二条声明，交战方采用伤害敌方的手段的权利

不受限制。此外，特别禁止故意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或物质 (《海牙第四

公约》第 23 条)。美国认为，这个概念针对的是武器，具有两个基本要素。  

 11.  一是禁止使用本身设计成可造成不必要伤害的武器 (如填有玻璃的射弹、

形状不规则的子弹、头带刺的标枪 )。例如，《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一号、第三

号、第四号议定书和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分别具体地禁止或限制可能被认为

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  

 12.  另一是禁止以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方式使用本来是合法的武器。这两项禁

令主要针对的都是犯罪意图或意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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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装冲突法相关原则的实施情况 

贵国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实施贵国认为武装冲突法中与有可能成为战争遗留爆炸

物的弹药包括子弹药的使用相关的现行规则？  

 13.  在回答本问题时，鼓励各国特别谈到以下具体问题：   

A.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手册之中？  

 14.  美国的战争法义务是国家义务，对每个士兵、水兵、空军或海军都有约

束力。国防部的政策是“在所有武装冲突期间，不管这种冲突的性质如何”，都

必须遵守战争法，在所有其他战斗中遵守战争法的原则和精神。” (《国防部指令

5100.77》，第 5.3.1 段)。  

 15.  《国防部指令 5100.77. 国防部战争法计划》要求国防部各部门制定并执

行有效的计划来防止违反战争法，包括进行战争法的培训和传播。根据这项指

令，各军部部长必须提供与各军部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相称的战争法原则和规则方

面的指示和培训。各军部有指示 (海军参谋部长指示 (OPNAV)3300.52)、指令 (空军

政策指令 (AFPD)51-4)或战场手册 (《陆军战场手册》FM 27-10)，它们都规定须提

供战争法方面的指示和培训。  

 16.  还有涉及武装冲突法的许多军事手册，其中一个例子是《作战法手册》

JA 422 (2005 年)，它由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的陆军军法署署长法律中心和学校出

版。该手册是供从事军事行动法领域的工作的军法检察官使用的一种指南。它提

供参考，描述军事行动方面运用法律的方法和技术，有重点地提供各种法律和实

践信息的汇编。例如，  该手册的章节有以下主题：使用武力的法律基础；战争

法；人权；交战规则；刑事、行政和情报法；以及反恐。  

B.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交战规则之中 

 17.  是的，武装冲突法原则已反映在交战规则中。例如，美国军队现行交战

规则得到国防部长的核准，并载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令 (CJCSI)3121.01B(2005

年 6 月 13 日)，它规定“美国军队在涉及武装冲突的军事行动期间，不管国际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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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的定性如何，均必须遵守武装冲突法，在所有行动中必须遵守武装冲突

法的原则和精神。”  

(c) 武装冲突法原则是否已经包含在：  

(一)  军事行动计划中？  

 18.  在联合行动中，主要的计划方法是联合行动规划和执行系统。该系统提

供统一、可预见和彻底的标准化程序。军事法律顾问参与该系统计划的所有阶

段，例如法律附件和交战规则附件的拟订。在陆军内，这一过程被称为军事决策

过程。通常有一位专门的法律顾问协助军事计划人员。该法律顾问审查计划和行

动令，决定： (a) 是否处理了战争法问题， (b) 是否界定了在法律上和在实践上都

充分的交战规则， (c) 是否充分讨论了其他必要的法律问题。法律顾问充分参与各

阶段，以便发现涉及到遵守战争法的法律问题，使这些问题能够在规划程序的早

期得到解决。  

(二)  正式的目标选择程序中？  

19.  美国在正式的目标选择方法中考虑到战争法原则。美国遵守它的条约要

求，这反映在联合和军部出版物的执行准则中。关于战争法，美国对战争“手段

和方法”作了规定，即关于战术、武器和目标的决定。美国是经 1907 年修订的

1899 年《海牙公约》以及《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关于战术、武器和目标的

决定的规则主要来自《海牙第四公约》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二十二条

至第四十一条。以下限制战争的具体方面的条约是目标选择准则的另一个来源。

例如，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有毒或其他的气体。最

近的《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储存、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于 1997 年 4 月批准

了《化学武器公约》。  

20.  1954 年《海牙文化财产公约》禁止将目标对准文化财产，并规定了文化

财产可受到防卫方攻击或使用的条件。美国尚未批准该公约，但已经于 1999 年由

总统提交美国国会，请它提出意见并同意批准。美国认为，该公约阐述了其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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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如《海牙章程》第二十四条)和《美国陆军战场手册》FM 27-10 第 45 和第 57 段

对文化财产的保护，但没有加以发展。  

21.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生物武器。1972 年《生物武器公约》

也禁止使用和生产、制造和储存生物武器。  

22.  美国批准了《常规武器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 (第一号和第二号议定

书 )。总统已将第三号和第四号议定书提交议会，请其提出意见并同意批准。第五

号议定书目前正在美国政府内部审查。  

23.  关于章程的问题，联合参谋部和各军部执行美国武装部队目标选择准

则。例如，联合出版物 3-60《联合选择目标的理论》(2002 年 1 月 17 日)为在所有

军事行动中联合选择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它还考虑到在时间上敏感的目标。该

出版物讨论了目标选择的基本原则，描述联合选择目标的程序，概述联军在目标

选择方面的义务和责任，考虑到在时间上敏感的目标，讨论了目标选择过程各个

部分的一体化。  

24.  联合选择目标的周期有六个阶段：目的是使指挥官的目标最优化，同时

尽量减少发生不必要的后果如附带损害的可能性。这六个阶段是：  

阶段 1――指挥官的目标、指示和意图；  

阶段 2――目标拟订、核实、命名和规定优先次序；  

阶段 3――能力分析。  

阶段 4――指挥官的决定和武力分配。  

阶段 5――作战规划和实施武力。  

阶段 6――战斗评估。  

除了联合出版物外，还有各军部出版物，如《战场手册》FM 27-10(陆军 )和 NWP 

1-14M/FMFM 1-10(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三) 为了实现这一点，贵国是否已在适当指挥级别就武装冲突法现行相关原

则的适用和实施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25.  美国保证在各指挥级别能得到法律咨询意见。陆军在旅以上级别的指挥

所提供法律顾问。军法检察官通常在各旅总部(主要指挥所)以及在每一更高的指挥

级别的各关键作战单元 (战术指挥所、主要指挥所、后方指挥所、行动计划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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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信息行动和目标确定单元 )等提供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法律支持。这种法律支

持也在各联合和多国总部提供。有些行动还要求在营一级或者在特种分队或作战

单元提供这种法律支持。和平行动、灾难救济和其他复杂的军事行动也越来越如

此。  

26.  在 2000 年 3 月，陆军军法署署长团出版了详细说明法律支持的第一本

《战场手册》。《战场手册 FM 27-100. 对作战的法律支持》(2000 年 3 月 1 日)详

细说明了军法检察官在提供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法律支持 (包括向指挥官提供咨询意

见 )方面的作用。作战法被界定为直接影响到开展军事行动的国内、国外和国际法

体系。作战法旨在支持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和维持，包括军事决策进程和作战

行动的开展。作战法支持指挥官军事决策进程的实际做法是：进行任务分析；编

写法律评估；设计作战法支持结构；开展军事演习；编纂法律附件；协助拟订

《交战规则》；审查计划和命令。作战法支持作战行动的实际做法是：保持对情

况的了解；提供咨询意见，协助确定目标，执行《交战规则》和情报业务。在作

战法纪律方面支持指挥官的军法检察官还在核心法律纪律方面提供或促进支持。

因此，落实作战法的军法检察官必须非常精通所有的核心法律纪律，能熟练管理

法律行动，有效地处理与军事指挥官和参谋的关系。  

(四)  武装部队成员接受过关于这些原则的培训吗？  

 27.  美国对武装冲突所有成员进行武装冲突法的培训。《国防部指令

5100.77. 国防部战争法计划》要求国防部各部门制定并落实有效的方案来防止违

反战争法，包括进行战争法的培训和传播。该指令规定，各军部部长必须提供与

各军部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相称的战争法原则和规则方面的指示和培训。各军部有

指示(OPNAV 3300.52)、指令(AFPD 51-4)或战场手册(《战场手册》FM 27-10)，它

们都规定须提供战争法方面的指示和培训。  

 28.  一般来说，美国武装部队成员每年受到武装冲突法的培训。此外，在部

署执行任何种类的军事行动时，军法检察官将保证部队得到武装冲突法的培训，

在相关情况下还保证部队得到作战期间将使用的交战规则的培训。在作战期间，

军法检察官常常提供进修培训并就作战计划、命令和交战规则的变革向指挥官和

军事人员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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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贵国是否有一个机构审查新型武器、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的合法性？

(如果有，这种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29.  美国没有审查新武器合法性的机制。国防部指令和军部章程规定对每一

新型或改装的武器或武器系统进行法律审查。1974 年就这一专题发布了第一项国

防部指令。1991 年将一项新的指令纳入了采购指令。陆军根据国际法发布《陆军

章程 27-53. 武器的合法性审查》。  

 30.  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各武器、武器系统或弹药的原定用途符合美国的国际

法义务，包括美国参加的战争法条约和军备控制协定以及美国的政策。美国还要

求对所有非致命武器进行法律审查。  

 31.  这一审查是在采购过程的初期阶段进行。目的是在作出供资承诺之前对

构想加以确认。采购活动将向各军部军法署署长提出审查的请求，署长有一名负

责进行这种审查的专家(律师)。  

 32.  审查指南包括：说明武器性能；讨论原定用途；进行分析，其中考虑到

明确的法律禁止规定；审议防止不必要痛苦的原则、禁止滥杀滥伤武器的原则和

相称性原则。  

 33.  审查报告经国防部法律总顾问或军部军法署署长签署授权发布。  

(六)  还采取了其他什么办法保证这些原则得到贯彻执行？  

 34.  见上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