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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根据其目前的任务规定，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应当“继续审议国际

人道主义法现有原则的实施问题，包括由法律专家参加这一审议，并在可自由参

加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研究可否制定一些预防措施来改进特定类型的弹药包括子

弹药的设计，以求尽可能减少此种弹药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人道主义危险，而

在进行这一研究时，可把重点放在举行军事专家和技术专家会议上。信息交换以

及援助与合作应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工作组将向下一次缔约国会议报告所做的

工作。”  

 2.  在 2004 年 3 月 8 日的 CCW/GGE/VII/WG.1/WP.1 号文件中，工作组协调

员阐述了一个分三步审议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实施情况的办法：  

(一) 讨论并商定国际人道主义法现有原则中哪些原则可认为适用于战争遗

留爆炸物；  

(二) 审议并审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实施这些原则的现状，同时

应考虑到这些缔约国按照产生这些原则的有关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三) 审议这些条约所规定的机制对促进这些原则的实施而言是否适当，在

这方面是否需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3.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一些缔约国提交 CCW/GGE/X/WG.1/WP.2 号文

件，是希望帮助政府专家前两步的工作。该文件以调查表的形式列出了缔约国在

政府专家小组下次会议上也许可以讨论的一些问题。文件第一部分所载的问题可

以让工作组收集以下方面的资料，即：对于有可能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弹药尤

其是子弹药的使用而言，哪些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应认为是适用的文件还可让工

作组了解：国家是否已经批准这些规定，或是这些规定是否已被接受为习惯国际

法。文件第二部分旨在了解国家如何实施这些原则以及国家建立了哪些机制来确

保其武装部队在任何时候都遵守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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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 查 表 

第一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原则的适用性  

 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有哪些与武装冲突期间使用武力有关的现行原则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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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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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武装冲突的各方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权利并非不受限制。尤其是，禁止

使用可能或肯定会造成如下情况的手段和方法：  

(一) 造成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的痛苦。  

(二) 除军事目标以外，还不加区别地伤害平民或损害非军事目标。  

 5.  过分的伤害和不必要的痛苦是由采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造成的，其效果明

显与所预期的正当军事利益不相称。相称性原则要求确定：  

(一) 所采用的作战手段是否在军事上为实现所希望的目标所必要，  

(二) 所采用的作战手段是否与所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总体军事利益相称，

即这种手段不能过分。  

 6.  禁止不加区别的作战方式意味着，不得将平民群体以及平民个人作为攻击

目标，并须尽可能避免伤害他们。冲突各方只有权将其战争行为对准军事目标。  

 7.  攻击，即对敌人的所有进攻性或防卫性使用武力，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限于

军事目标。军事目标包括武装部队以及(由于其性质、地点、目的和用途)实际帮助

军事行动的物体，而在当时情况下，只要这些物体不受到国际法的特定保护，则

将这些物体予以全部或部分摧毁、夺下或破坏其作用，会导致明确的军事利益。  

 8.  为了避免伤害并保护平民群体和民用物体，冲突各方必须始终区分平民和

作战人员，区分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因此，冲突各方必须将其战争行为毫无例

外地对准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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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条约和条款是什么？如果是后者，请各国谈谈对相关原则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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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民用物体不得受到攻击，也不应成为报复的目标。民用物体系指军事目标

以外的所有物体。如有疑问，应当假设一般专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不会被用来实

际帮助军事行动。  

 10.  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伤害平民群体以及平民个人。除

非实际情况不允许，否则在发动可能影响到平民群体的攻击以前，必须发出有效

的警告。  

 11.  冲突各方必须格外审慎地保护在其控制下的平民群体、平民个人和民用

物体不遭受战争行为引起的任何风险。如果确实做得到，应当将平民群体、平民

个人和民用物体迁离军事目标的附近地区，应当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或其附近设

定军事目标。  

 12.  如果发现目标实际上是非军事性质的，或受到特殊保护的，或者攻击有

可能对平民造成过分伤害或毁坏民用物体，就必须停止攻击。  

 13.  下列攻击或下列类型的攻击属于不加区别的攻击，因而必须禁止：  

(一) 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  

(二) 不能以特定目标为对象，  

(三) 预计的效果无法局限于军事目标，  

(四) 使用任何将平民或民用物体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他地区内许多分散

而独立的军事目标视为单一的军事目标的方法或手段进行轰击，例如

“面积轰炸”，  

(五) 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

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  

 14.  禁止攻击或轰炸不设防的地点。  

 15.  在已中立化的地区不得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禁止将军事行动扩大到非

军事区。此外，不允许在中立领地开展军事行动。  

 16.  在医院和安全区内禁止开展军事行动。  

 17.  此外，禁止攻击：  

(一) 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员，  

(二) 船上医院，  

(三) 医院及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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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平民群体的物质供应有不可或缺作用的物体，  

(五) 沿海的救生船及相关的固定岸上设施，  

(六) 文化物体和礼拜场所，  

(七) 含有危险冲击力的工事或设施，即水坝、水闸与核电站。  

 18.  在陆地和海上作战中禁止使用内含爆炸力或填满炸药或引爆剂而且重量

小于 400 克的各种射弹(尤其是爆炸性和燃烧性射弹)，因为这种射弹经常对士兵造

成为使士兵丧失能力所不必要的大面积创伤。根据国际习惯法，2 德国认为只应禁

止使用这种射弹来杀伤人员，而且只有在这种射弹设计成击中人体会发生爆炸的

情况下禁止使用。  

 19.  同时还禁止使用其主要效果是以碎片造成伤害而碎片在人体内无法用 X

光探测到的任何种类武器。  

 20.  根据《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14 条第 1 款，德

国已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并制止违反这项议定书。3 

 21.  1997 年的《禁雷公约》严格禁止使用、发展、生产、购置、储存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德国遵守这一禁止规定。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尚未批准该《公

约》并坚称仍然有权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德国联邦政府认为，在目前阶段还不能

说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受到了习惯国际法禁止。  

 22.  平民群体、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受到特别保护。在所有情况下都禁止将

其作为燃烧性武器攻击的目标。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将平民集中地点内的

任何军事目标当作空投燃烧性武器的攻击目标。  

 23.  禁止采用蓄意或预计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

法或手段。  

第二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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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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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细节请看 Gerhard Werle：Völkerstrafrecht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2003年。ISBN 3-16-148087-2；第 417-425页。 



CCW/GGE/XI/WG.1/WP.9 
page 6 

 在回答本问题时，希望各国特别谈到以下具体问题：  

(一)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手册之中？  

 24.  德国联邦武装部队实施了以下相关的北约规定：  

(一) MC4 471(第三份草案)“北约目标设定政策”  

(二) ACE5 80-70 指令“欧洲盟军司令部同步作战与联合目标设定”  

(三) ACE80-70 指令的北方地区补充文件“同步作战与联合目标设定”  

(四) AJP6 3.9“联合目标设定”(第二份研究草案) 

 25.  在第 24 段中提到的规定涉及的是联合目标设定问题，即致命武器和非致

命武器的规划、使用和伤害评估。  

 26.  此外，联邦武装部队通过了“国家参与北约和欧盟目标及影响分析过程

的构想”。进一步的实施规定载于“在联邦国防部负责的领域实施目标和影响分

析的指示。”  

(二)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交战规则之中？  

 27.  对于每次北约和欧盟的任务，都商定了交战规则。根据联邦议会对德国

参与任务加以规定的相关授权和决定，交战规则会载有相关任务的进一步程序和

法律限制。一般地说，在德国，交战规则是与上文第 24 段中提到的规则结合使用

的。在这方面，德国不可能批准任何不完全和明确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原则

的交战规则。  

 28.  根据联邦政府议事规则，联邦国防部有义务向各部间协调中心提交在军

事规划过程中选定和建议的目标以及在任务中可能使用的武器。  

                                                 
4 MC：北约军事委员会。 
5 ACE：欧洲盟军司令部。 
6 AJP：盟军联合主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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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是否已经包含在：  

 (a) 军事行动计划中？  

 29.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拟订“指挥官目标和方针”时，须考虑到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原则。  

 (b) 正式的目标选择程序中？  

 30.  联合协调委员会在战略层面上参与北约和欧盟的正式目标设定过程，并

参与由联邦武装部队开展的相关实施程序。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军事计划人员和

政治及法律顾问，他们参与对每一目标的控制。  

 31.  在作战层面上，设立了联合目标设定工作组，作为附加的计划机构。法

律顾问作为这一小组的正式成员，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的交战规则等所载

的法律规定，评估每一目标的正当性。在这一评估中，同时还充分考虑手段的适

当性以及避免(对人和环境)附带造成伤害或损害。  

 32.  此外，德国派遣所谓的目标确定人员(参看下文第 34 段)到负责的北约和

欧盟的计划当局，以便保证本国利益得到保护(包括国家的任何保留)，并遵守适用

的法律框架。  

 (c) 为了实现这一点，贵国是否已在适当指挥级别就国际人道主义法现行相关

  原则的适用和实施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33.  完全如此。见上文第 30 至 32 段。  

(四)  武装部队成员接受过关于这些原则的培训吗？  

 34.  2003 年，联邦武装部队设置了“目标确定人员”的特别职能。联邦武装部

队作战指挥部(目标和影响分析处)是领导目标确定人员的主管当局。迄今为止，已经

有大约 70名专家为这项任务接受了培训。每年均为 20名学员开设两次培训班。 

 35.  第 34 段中提到的培训除其他外包括：  

(一) 武器(产生影响的手段)的不同种类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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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各种产生影响的手段的不同影响区域进行计算，以避免附带损害，  

(三) 联合目标设定过程的法律依据。  

 36.  每年举行本国和北约的审查和演习，为资格审定目的检察有关的程序和

人员。  

(五)  贵国是否有一个机构审查新式武器、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的合法性？(如果  

   有，这种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37.  联邦国防部法律事务厅负责联邦武装部队在该部法律方面主管范围内的各

项问题。在审查过程中，该厅除其他材料外，主要参照 2000 年发布的《在开始采购

阶段对于遵守国际法情况的评定手册――国际军备控制义务和国际人道主义法》。7 

 38.  在执行任务期间，北约、欧盟和德国不仅分析武器在造成伤害或破坏方

面的效果 (战役损伤评估 /作战评估 )，同时也监督对法律要求的遵守情况以及避免

附带损害的情况。任务完成后，包括法律部门在内的各部门专家在评估弹药效果

的过程中会进行详尽分析。  

(六)  还采取了其他什么办法保证这些原则得到贯彻执行？  

 39.  为了在公众中间、在学术界和新闻界以及在联邦武装部队中间尽可能广泛

地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知识，联邦外交部、联邦国防部和德国红十字会联合编辑

并出版了一份双语(英语－德语)汇编，题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件》(2005 年)。 

 40.  这本小册子有可以下载的网上版本，网址是：http://www.auswaertiges-

amt.de/www/de/infoservice/download/pdf/friedenspolitik/abruestung/7_3_positionspapi

er.pdf。  

 

--  --  --  --  -- 

                                                 
7 Rudolf Gridl著：Kriterienkatalog zur Überprüfung von Beschaffungsvorhaben im 

Geschäftsbereich des BWB/BMVg mit völkerrechtlichen Vereinbarungen： Internationale 
Rüstungskontrolle und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Ebenhausen im Isartal：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