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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对他们命运的责任就主要由关押部门承担，关

押部门必须保障每一被关押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因此，当出现羁押期间死

亡，进行独立调查是恰当的做法——无论假定的死因是什么。造成死亡的原

因可能是自然的或者偶然的，也可能是非法谋杀，或者是虐待致死，或者是

关押条件不当。为了确定死亡的原因，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保障其他服

刑人员的安全，通知近亲家属，让当局履行国家和国际义务得到公众认可，

一场及时、公正和有效的调查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调查也是进行相关民事和 /

或刑事诉讼的先决条件。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了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义务，但目前还没

有一个国际普遍接受的文件为关押部门和人道工作人员提供关于标准的实践

指导，以及在羁押期间死亡后可以遵循的程序。类似的指南能够帮助解答以

下问题：发生羁押期间死亡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关押部门的义务是什么？

证据应如何收集和保护？验尸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最近血亲的权利有什么？

如何才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200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推出一套流程，意在为调查和防止羁

押期间死亡制定一套简明的指南。ICRC期望该指南能够辅助人道工作人员、

关押部门和其他利害关系人。ICRC召集了自己的内部专家，涵括医学、法医

学、法律和关押管理教授，还召集了调查和防止羁押期间死亡领域杰出的外

部专家。ICRC由衷感谢这些外部专家，特别感谢前雇员乔纳森·贝农博士 (Dr 

Jonathan Beyon)，他在指南的早期制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这套流程开始运行之后不久， ICRC接受了一笔来自于日内瓦和洛

桑大学法律医学中心 (University Centre for Legal Medicine of Geneva and 

Lausanne) 的资助，用来与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伯尼尔大学医学院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n) 和监狱研究国际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一起改善上述指南。瑞士国际研究网络 

(Swiss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也赞助了该项目，它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了关于羁押期间死亡的广泛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到世界各国如何根据国

内立法和可适用的国际法处理和防止羁押期间死亡。很多学术和非学术的机

构都加入到指南的优化工作中，还有很多医学和法医学专家——包括ICRC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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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律师、监狱专家和人道工作者。1 起草小组包括：

分别来自于日内瓦大学法律医学中心、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的伯妮

丝·艾尔加 (Bernice Elger) 教授和保拉·盖塔 (Paola Gaeta) 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 

(格罗里亚·加吉奥利 (Gloria Gaggioli) 女士、萨玛·哈米斯 (Samar Khamis) 女士

和帕特里克·木腾堡 (Patrick Mutzenberg) 先生)；马克·伯尔曼 (Marc Bollman) 

医生，时任伯尼尔大学教授，现就职于日内瓦大学法律医学中心；还有来自

于ICRC的监狱系统顾问伊莎贝尔·海特 (Isabel Hight) 女士和法医协调员莫里

斯·蒂德博尔宾兹 (Morris Tidball-Binz) 医生。

将这些指南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非常有成就感。基于国际法和全球最

佳实践，这些指南组成了调查和防止羁押期间死亡的框架。指南简洁实用，

旨在帮助相关部门在发生羁押期间死亡时开展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并

防止事件的再发生。指南的目的还在于为人道工作者，包括ICRC代表，提供

指导和咨询相关部门并评估他们的行动的工具，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保护被

剥夺自由的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共同目标。

帕斯卡·洪特 (Pascal Hundt)
援助部 (Assistance Division) 主任

安德烈亚斯·维格尔 (Andreas Wigger)
中央寻人局及保护部 (Central Tracing Agency and Protection Division) 主任

1 日内瓦大学的P.曼金 (P. Mangin) 教授；伯尼尔大学的M.塔利 (M. Thali) 教授；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

学院的V.舍塔伊 (V. Chetail) 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布鲁姆法律诊所 (Bluhm Legal Clinic) 的A.斯塔普尔顿 
(A.Stapleton) 教授；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卡梅伦法医科学中心 (Cameron Centre for Forensic Medical 
Sciences) 的彼得·维纳兹 (Peter Vanezis) 教授；南丹麦大学的J.L.汤姆森 (J.L.Thomsen) 教授；哥本哈根大

学的H.P.霍根 (H.P.Hougen) 教授；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证据部门主管 (Head of Evidence Unit) 
罗恩·特恩布尔 (Ron Turnbull) 先生；ICRC的P.布维耶 (P. Bouvier) 医生、C.德曼 (C. Deman) 女士、M.杜齐 
(M. Duque) 医生、A.米内格恩 (A. Menegon) 女士、M.墨菲 (M. Murphy) 女士、J.佩伊奇 (J. Pejic) 女士、

H.雷耶斯 (H. Reyes) 医生、E.特维奇 (E. Twinch) 女士、S.维特 (S. Vité) 先生和A.维格尔 (A. Wigge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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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综  述
羁押期间死亡并非是不常见的现象。该现象可能由自然原因引起；但也

有可能是由于非法谋杀、虐待或关押条件不当而导致。2 

在很多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调查羁押期间死亡很不到位。在一些情况

下，尚不存在立法强制调查。在其他地方，要么是没有清晰的处理程序，要

么是无法获得所需的技术和调查资源 (如法医病理学家)，要么是关押部门不

能够意识到适当调查的重要性和益处。当关押部门出现有牵连的违规或者不

称职，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阻止调查。

对羁押期间死亡进行适当调查能够达到多种目的：它能够通过提供客观

及时的信息帮助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获得死亡证明；在自然死亡情况下有助

于排除照顾不周或严重违规行为的怀疑；当需要进行刑事调查时，羁押期间

死亡调查是不可或缺的；它为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提供了重要信息。

有很多相关的国际标准对调查羁押期间死亡做出了规定。这些标准主

要体现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 l )  1989年的《有效调查和防止法外、任意和草率处决的原则》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中。3 在1991年《联合国有效调查和防止法外、任

意和草率处决的手册》(United Nations Manual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简称“《手

册》”) 中也能看到实用互补的指导。4 该《手册》包括：《法律调查法外、

任意和草率处决议定书范本》(Model Protocol for a Legal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简称《议定书范本》)；《尸

检协议范本》(Model Autopsy Protocol)；《骨骼遗骸挖掘与分析协议范本》

(Model Autopsy Protocol; and a Model Protocol for Disinterment and Analysis 

of Skeletal Remains)。

为了遵守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国际规范和标准，关押部门、调查部门、

从业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很难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对于实际问题并不总是

能够很轻松地得到明确的答案。例如：为了保证有效的管理死亡现场，应当

采取哪些程序？尸检应当怎样进行？证据应当怎样进行处理？

2 这些指南不涉及羁押期间的司法处决。

3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 1989/65, 24 May 1989. 也见the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UN General Assembly, Res. 
43/173, 9 December 1988.

4 UN Doc. E/ST/CSDHA/.12 (1991).

 7



为了填补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提供及时综合的指导，日内瓦和洛桑

大学法律医学中心、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伯尼尔大学和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与监狱研究国际中心合作——对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法律、医

学和法医学方面开展研究，并编写了本指南。

《羁押期间死亡调查指南》(Guidelines for Investigating Deaths in 

Custody，简称“《指南》”) 并不试图对所有的调查主体和既存的技术进行

详尽的描述。不同的国家主体和技术都不尽相同，而且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

也千差万别。通过提醒的方式，《指南》列出了一些相关的国际规范，也提

出了一些标准和良好实践，有助于在各种调查形式下帮助确保有效调查羁押

期间的死亡。在一些情况下，非国家主体会关押个人；然而，本《指南》仅

涉及国家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义务。

宗  旨
《指南》旨在为关押部门、调查部门、从业人员及其他人员提供服务，

为发生羁押期间死亡后遵循的标准和程序提供参考。《指南》反映了国际法

以及所涉及领域的政策和最佳实践。

《指南》可以被用于多种用途，如：

• 起草或修订相关的国内法

• 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

• 确定相关部门的行为是否符合羁押期间死亡后的最低标准和程序

定  义
在本《指南》中：

• “死亡”是指人的所有重要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包括脑部活动的终

止。“自然”死亡是指完全由疾病和 / 或年龄引起的死亡。“非自

然”死亡是指由外部因素造成的死亡，如故意伤害 (被杀、自杀)、疏

忽或意外伤害 (意外死亡)。

• “羁押”的开始从某人被国家或任何其他公共或私营实体和组织特别

是包括在国家管辖权范围内运营的惩教机构、医疗机构和安保公司逮

捕或以其他形式的剥夺自由开始。尤其，羁押包括关押、监禁，或在

其他公共或私营羁押场所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离开。羁押终止于

某人可以自由离开，不再处于国家机构、公共或私营实体或组织特别

是包括在国家管辖权范围内运营的惩教机构、医疗机构和安保公司的

有效控制之下。

• “被关押者”是任何处于羁押状态的人的统称。

• “关押部门”包括在国家管辖权范围内运营的任何国家机构、该机构

的官员或雇员、其他公共或私营实体和组织 (包括惩教机构、医疗机构

和安保公司)、其他公共或私营实体和组织的官员，雇员或成员 (包括

医疗人员)，这些主体对羁押期间的人员负有监管和照顾责任。

• “调查部门”包括在国家管辖权范围内运行的任何国家机构或该机构

的官员和雇员，该部门负责执行或监管羁押期间死亡的调查。

8 羁押期间死亡调查指南 



一、一般框架

(一) 调查的目的

调查帮助保护以下各方的利益：死者、近亲属、关押部门和社会整体。

调查的直接目的是：

• 澄清死亡的环境。调查能够建立围绕死亡的事实：原因、方式、地点

与时间，以及所有这些事实与死亡关联的程度。调查能够甄别自然死

亡、意外死亡、自杀和他杀。调查还能够确定造成死亡的行为模式和

做法。5 

调查还能够实现其他目的，如：

• 减轻对近亲属的创伤，并对其提供有效的救济。更清晰的了解死亡的

环境有助于近亲属面对痛苦。如果国家责任成立，近亲属就有权获得

适当的补偿，如经济补偿或公开道歉。

• 起诉并惩罚犯罪嫌疑人。如果有理由相信死因是非法的，调查应当导

向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应被提交到管辖法院，如果

查明有罪的话，犯罪嫌疑人应当得到适当的惩罚。

• 防止羁押期间死亡的再发生。调查可以发现可能进一步导致羁押期间

死亡的行为模式或做法，这能使关押部门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见下属

第四节)。

(二) 调查的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需要确定最合适的机构和程序进行具体的调查。调

查的形式可能会受到死因的影响：

1. 发生羁押期间死亡时，羁押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启动初步调查。初步调

查应当在死亡被发现之后立即启动。死亡现场和证据应当得到保护，

死亡环境的初步细节应当得到记录。关押部门应当尽快通知调查部

门，并保持控制死亡现场，直到有权限的人员通知解除。关押部门应

当向调查部门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陈述初步调查的结论。在国内法

规定适用的情况下，应当有一位医疗官员参与初步调查。

5 Se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par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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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一些国家，这些独立机构负有法律义务调查羁押期间死亡，或监督其他机构进行调查。

2. 当有理由相信死因是他杀或过失死亡，就需要司法调查。司法调查应

当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诉讼和惩罚的刑事诉讼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警方应当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调查，以确定死因以及所

有事实与死亡关联的程度。检方或其他主管机构应当配合调查程序，

并将案件转移到管辖法院。

3. 当死亡相当有可能是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非司法调查是有效的手

段。非司法调查可以由负责羁押的部门承担，或者遵循特别审议机

制，如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制定的国家预防机制，或由国家人权机构承

担，或由监察员办公室承担。6 非司法调查不应当妨碍司法部门展开独

立调查。

10 羁押期间死亡调查指南 



7 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软法文书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清单请见附录2。

二、调查羁押期间的死亡：
 法律方面

有大量的国际法律规定和标准适用于调查羁押期间的死亡，这些规定和

标准主要集中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中。一些规定建立在条约和习惯国

际法的基础上。它们主要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尊重和保护生命的义务 ( (一) )，

对涉嫌侵犯生命权的情形进行调查的义务 ( (二) )。关于履行对羁押期间死亡

进行调查之义务提供进一步指导，该义务可从软法文件和国际司法中推断得

出 ( (三) )。7 

(一) 尊重并保护生命

国际人权法

• 生命权是基本人权。生命权被视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范，是国际和区

域人权条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 国家有义务尊重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的生命权，包括其处于被羁

押状态，不管该羁押场所是公立的还是私营的。

• 尊重并保障生命权的义务意味着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得被任意剥夺。

• 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 (如武装冲突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况) 作为克

减尊重和保障生命权之义务的合法依据。

• 尊重并保障生命权的义务适用于国家的各部门和机构，包括执法部

门、安全部队和军队。

• 生命权——赋予避免任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义务 (“消极义务”)——也

可被解释为承担“积极”义务。这要求国家：

－ 采取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不任意剥夺他人生命；

－ 确保所有被羁押的人享有适当的关押条件，包括：获得足够数量和

适当质量的食物和水；获得医疗照顾并保证人身安全 (防止受其他被

关押者的暴力侵害，防止如火灾等意外事件)；

－ 发生羁押期间死亡时，开展及时独立的官方调查 (见下文)；

－ 采取适当措施或谨慎行事，以保护那些被非政府行为者关押之人的

生命，这些行为者在其自身辖区内开展行动，其作为或不作为均不

能归因于国家。国家应特别确保由一个适当机构针对由此类行为者

羁押之人的死亡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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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1条；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31条。

国际人道法

• 人道法的基本要求是，应随时、随地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直接参与敌

对行为的人—包括被剥夺自由者—不受人身暴力侵犯，特别是

谋杀。

• 那些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建立在条约法和习惯人

道法的基础之上。

• 人道法很多规则的目的在于确保被关押者的人道待遇。此外，这些规

则还要求那些因武装冲突而被剥夺自由的人能够得到足够数量和适当

质量的食物和水以及适当的医疗照顾。

(二) 有义务调查羁押期间的死亡

国际人权法

根据人权法，并结合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尊重并保障人权的一般义务进行

解读，禁止任意剥夺生命被解释为：含蓄地地赋予对据称侵犯生命权的行为

进行调查的义务。若被关押者入监时未受伤，则无论是在被关押者受伤还是

死亡时，均应履行调查义务。

根据人权法，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义务还可被解释为源于禁止任意剥夺

生命和提供有效救济义务二者的结合。在涉及被指任意剥夺生命的情况下，

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则使有效调查成为必要，调查将导致鉴定、诉讼和惩治

责任人。

《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中规定“应对一切可

疑的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案件，包括亲属控告或其他可靠报道提出在上述

情况下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进行彻底、迅速和公正的调查。”(第9段)。

国际人道法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人道法明确规定，战俘或平民被拘禁者之

死亡或重伤，系由于或疑为由于哨兵、另一战俘或被拘禁者或其它任何人所

致者，以及原因不明之死亡，“应由关押国立即从事正式调查”。8 

此外，如前文指出，针对丧失战斗力之人 (显然包括被关押者) 的暴行

为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条约和习惯人道法所禁止，并且构成战争

罪。从逻辑上讲，人道法规定的起诉战争罪的义务，其前提是调查的义务。

12 羁押期间死亡调查指南 



(三) 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基本标准

随着通过了若干软法文件以及国际司法的演进，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基

本标准已得到确定和发展。这些标准为国家履行其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义务

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为了确保有效性，调查应符合以下标准：

• 调查应当是全面的。调查应当确定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实，如死者的

身份、死亡的原因、方式、地点和时间、所有与死亡相牵连事实的程

度，以及引起死亡的行为模式和做法。还要确定死亡是自然的还是意

外的，是自杀还是他杀。

• 调查应当依职权进行，即，只要案件引起他们的注意，无论是否提起

了正式投诉，调查机构应当根据自己的意志尽可能及时地展开调查。

• 负责调查的部门必须是独立且公正的。调查部门必须与被调查的人或

部门没有制度上或等级上的关系。此外，他们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客观

标准之上，不能带有任何偏见。相同地，如果需要进行尸检，必须由

独立、公正的机构来进行操作。

• 调查应当接受一定程度的公众监督。调查结论应当向全社会公开。此

外，受害者的近亲属应当参与调查全过程。他们应当受到法律援助，

能够查阅案件资料，并参与诉讼。还应允许他们有医学或其他合格代

表出席尸检。

软法与国际司法为收集和分析证据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践指导。在涉嫌任

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情况下，调查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 所有相关的物证和书面证据。死亡现场应当保护起来以保护证据；负

责调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证据。在使用枪支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弹

道试验。

• 证人陈述。应确定并询问所有关键证人，包括目击证人和犯罪嫌疑

人。调查部门应当仔细记录证词，并进行分析。未能询问证人且未能

从关键证人处获得证据，则有充分理由认为是调查严重不当。

• 正确尸检。尸检应当由医生执行。尸检应找到死者所有的创伤，包括

实施酷刑的证据 (见下文第三章 (二) )。

关于收集和分析证据的详细内容可参阅1991年联合国《关于有效防止和

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手册》中的“有关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法律

调查的示范议定书”(简称“明尼苏达议定书”)。

在实际中，不可能总是完全遵守国际标准对羁押期间的死亡进行调查。

虽然要求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此类死亡事件进行调查，但在不同情况下采

取的方式可能不同。然而，不考虑环境因素，应当尽可能有效地进行调查。

二、调查羁押期间的死亡：法律方面 13





三、调查羁押期间死亡：
 医学与法医学方面

本节提供了对羁押期间死亡的医学与法医学指南。本节在国际标准和良

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实践建议。本节阐释了如何准备并执行死亡现

场的调查 ( (一) )，调查人员如何与死者近亲属沟通 ( (二) )，以及如何开展尸检 

( (三) )。

(一) 死亡现场

行动计划

关押部门应当准备一个处理羁押期间死亡的应急计划。该计划能够有助

于保障迅速向调查部门报告死亡情况。这将会使保护死亡现场更加容易，并

为开展专业调查做好铺垫。应急计划应当简单明了，并包含一份及时更新的

联系人名单。该计划应当在关押机构广泛普及，并定期更新，进行预演。

该计划应当至少包括以下措施：

• 任何发现羁押期间死亡的人 (关押部门工作人员、在押人员等) 应当立

即告知关押部门。

• 关押部门应当立即通知调查部门。

• 关押部门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死亡现场和证据，并记录死亡

环境的初步细节。

• 一旦确认死者身份，立即通知死者近亲属。

• 关押部门应当通知调查部门对死者身份的确认 (当知道时)；死者的病

史，包括吸食毒品的历史；所有其他与调查相关以及能够促进调查部

门有效反应的环境因素。

• 对上列信息的收集不能够作为不立刻向调查部门报告死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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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现场管理

调查部门应当保证对死亡现场的适当管理，以最优化调查的执行和结

果。为此，应当遵循一定的保护和调查死亡现场的程序。9 

1. 保护死亡现场

• 一旦发现死亡，就应当严格限制接触尸体和周边物体。只有具有资格

的医生为了证明死亡，才能在此阶段接触尸体。之后，不允许任何人

接触死亡现场。直到调查部门和医生适当地记录了死亡场景，尸体和

周边物体都不能被接触。

• 死亡现场应当划归有管辖权的调查部门，调查部门应当保证只有调查

人员和医生能够接触死亡现场。

• 应当列出进入死亡现场的每一个人。应当记录相关的个人信息和进入

现场的理由。他们不能污染现场，并尽可能少的破坏现场。

• 死亡现场和尸体应当按照原始状态进行保存，直到调查人员和医生已

经适当地记录了所有相关的事项。此阶段不应当将尸体的衣物脱掉。

在现场不应当探究死者的任何损伤。

• 任何对现场的干扰——即便是出于好意——都应当被及时全面的调

查。任何人接触尸体或周边物体将不可避免地污染现场。如果在发现

尸体的时候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应当从现场所有在场的人那儿获得

详细的陈述。

2. 死亡现场的调查

• 包含尸体的死亡现场应当按照犯罪现场来对待，无论死因和死亡方式

如何，直到完成死亡现场的调查，以及调查部门发布该区域正常使用

的通知为止，该通知如果在没有发现第三方介入的证据后就可以迅速

发布。

• 合格的医生应当首先确认死亡，检查暴力的证据，并估计死亡的时间。

• 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在收集证据之前确认尸体身份——但不能危及收

集证据。关押机构工作人员的初步身份确认将在随后得到确认。当存

在怀疑时 (例如，尸体在户外被焚烧)，需要通过调查确认死者的身份。

• 死亡现场整体应当以照片、视频剪辑、绘图以及文字说明的方式得到

全面记录。

• 所有证据应当通过建立“证据连续性”进行保护：经调查人员签字的

记录，以及处理每一证物的日期和时间。此程序可防止篡改证据。

• 从尸体身上获得的证据必须受到保护，或得到收集、记录和保障 (见

下文)。

• 死亡时间能帮助证明证词的真实性，在一些情况下还能为死亡原因提

供支持性证据。对死亡时间的估计建立在尸斑的检验、尸体僵化的检

验、深直肠 (尸体核心) 和环境温度的检测。检测必须小心进行，不造

成验尸伤害，或干扰潜在的性侵证据 (如在检测之前进行肛拭)。必须

强调的是，对死亡时间的估计总是会存在数小时的误差幅度。

9 也可见附录3：死亡现场管理的简化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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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的个人所属物以及与其相关的所有文件对于调查都是至关重要

的。这些物件应当被收集起来，进行保护，并递交给调查部门，包括

属于死者的医疗文件以及生物样本 (血样、尿样等)。

• 必须考虑医疗因素。医疗并发症、处方药的使用或获得医疗照顾不

足都是重要的信息。凡在羁押期间死亡是意料之中的——如由于绝

症——在没有其他可疑的情况下，调查会变得更简单。

• 参与初步调查的医生应当向调查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详细陈述其发现。

• 要求关押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在押人员都应当全面配合调查。

• 所有负责死者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看到死亡情景的在押人员，应当

在早期进行询问 (在任何内部汇报程序之前)。他们的陈述应当得到记

录，并标明日期，并签字确认。

• 如果证据指向与死亡有关的某些特别的人，则应当毫不延迟的将他们

与其他人分开。

• 也要询问关押机构的医护人员。需要询问他们死者的药物使用情况，以及

其在死前的健康状况。应该确定护士或医生适合是最后一次接触死者的。

• 所有这些配合调查的人，以及死者的近亲属，都应当受到保护，免遭

报复或任何形式的压力。

• 工作人员应当允许调查人员全面接触关押部门，包括接触到书面及其

他记录文件。

管理尸体

对尸体进行适当的管理是调查的必要组成部分，能够有助于在死亡现场

收集证据，并在需要的时候确保适当的条件进行尸检。对尸体进行适当的管

理也意味着在调查全程确保对死者尸体的尊重。

• 必须小心辨认尸体，并准确记录所有相关的取证信息。

• 尸体应当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尊重的对待。

• 尸体和相关联证据不能够被移动，并由合格的医生 (理想情况下为一名

法医病理学家) 和调查人员进行就地 (in situ) 检查，上述二人都应当独

立于关押部门。

• 只有对尸体的初步、简略的法医学检查可以在死亡现场进行；这种检

查不应当干扰将要展开的详细尸检。

• 对尸体检验的延迟将会危害调查工作，对这种情况应当进行调查。如

果死者在死前不久参与了身体对抗，或死者一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尽可能快的接触死亡现场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尸体温度

的监测延迟，死亡现场没有迅速地得到保障，死亡原因及其他调查关

键因素可能无法确定。

• 尸体及其姿势，以及周边环境，必须得到记录 (以图片和文字描述的形

式)。如果可能的话，含有彩色照片的文件是首选方法。写出概况也是

可以接受的选择。照片应当包括总体概览，以及检测范围内的详细图

像。血液痕迹证据应当照相记录并进行分析。

• 包括暴力证据在内的证据 (物体和样本) 应当被记录、收集、标记和保

护。证据连续性中应当包含所有的证据。如果尸体和相关联证据 (如尸

体和个人财产) 被移动，这一情况也要被记录下来。

三、调查羁押期间死亡：医学与法医学方面 17



• 所有的医疗干预措施应当注意：医疗干预包括药物管理以及心肺复苏

和心脏电击。报告中应当含有采取的急救措施。

• 任何热源或能够影响尸体冷却的东西都应当被识别和记录。

• 死者的手应当受保护免受指纹和微量物证恢复的影响。为此，纸袋是

理想的选择。

• 在初步检测之后，尸体应当被保护，以免产生死后变化。这最好通过

冷藏达到效果，理想的温度是2℃~4℃。

• 必须由调查部门密切监督移动尸体和将其转移到太平间 (尸检在此进行)。

• 在临时埋葬的情况下，一个不可擦除的尸体标签和独特编码应当固定

在尸体上；坟墓应当做上标记，并仔细记录下来。这将有助于保证尸

体的可追溯性。

(二) 尸检

性质与范围

“尸检”是以调查为目的遵循正式流程检查一具尸体的别称，通常在暴

力案件、解释不明的死亡或者可疑死亡中开展，包括羁押期间死亡。尸检的

定义非常多变——从简单的外部检查到借助辅助仪器的全面法医学尸检 (外部

和内部检查)。在大部分国家，在签发确认死亡、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正式证

明之前必须由医生进行尸检：应急计划中应当详细描述具体的目标、签发此

类文件的流程和签发部门。

尸检的目的是决定并记录：

• 死者身份；

• 死亡的估计时间 (见上述“调查死亡现场”部分)；

• 死亡的原因 (生理过程、受伤、疾病、中毒等)；

• 死亡的方式 (自然的、意外的、自杀、他杀、待定的)；

• 可能导致死亡的事件的顺序。

尸体解剖的程度依赖于可获得的资源、当地习俗和死亡的环境。事实上，

一旦羁押期间死亡的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全面法医尸检的标准应当设置得特别

低。除非反对理由是格外有说服力的、被彻底解释清楚，并做好被记录，否则

应该一律进行全面的法医尸检。不进行内部检查的原因可能是缺少训练有素的

病理学家。其他原因可能是，出自于文化原因遭到近亲属的反对。

当预料到死亡会发生时 (如由于先前诊断和医疗记录中显示的绝症)，调

查可以更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遵循以下步骤：在简短的外部检测的基

础上，由医生提供死亡证明；将相关信息告知近亲属；将尸体移交给近亲

属。然而，如果近亲属提出请求，则需要对死亡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基本原则

• 当调查成立后必须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和责任属性时，尸体检验总是

必要的。在意外死亡的情况下——如不安全的电气装置或一氧化碳中

毒——确定死亡的原因能有助于防止进一步的生命损失。

• 进行验尸时，应当遵循既定的国际标准。除非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

案件的检查 (包括尸体解剖) 应当符合调查杀人案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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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尸应当由合适的调查人员操作。在可能的情况下，经过法医学培训

的摄影师应当包括其中。所有羁押期间死亡应该由法医操作，理想情

况下，由法医病理学家操作。如果上述两人均不能获得，参加过法医

培训的医生也是可以的。

• 验尸必须在死亡之后尽快进行。尸体在死后经历自然变化会掩盖伤

害。如果它被储存在理想的条件下 (即2℃到4℃之间的冷藏)，若干天

的延迟是可以接受的。

• 直到验尸工作完成以前，尸体不能够被移交给近亲属：一些丧葬礼仪

会破坏尸体，妨碍进一步的法医检验。调查中的尽职调查应当有助于

加快移交尸体，避免近为悲伤的亲属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 进行验尸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全过程中和汇报尸检结果时必须被给予完

全独立性，当他们的独立性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拒绝做出结论。调查

和发现必须是公正和客观的。

• 验尸应当包括外部检查、内部检查和样本采集。

• 应当准备好一份整体流程和发现的详细书面记录，并用草图和良好质

量的照片辅以说明。

• 应当维持证据的连续性。这要求所有的证据被全面的记录，相关物品

和样本能够得到收集和保护。

• 在擦拭尸体之前，DNA样本和其他证据应当完成采集。

• 法医在验尸之前应当亲临死亡现场；应当向其提供急救和救护人员、

看守和其他被关押者对死者采取复苏措施的记录。

• 验尸应当做良好记录，以便随后外部专家审查，这一点是必要的。尸

体解剖总是具有破坏性的：换句话说，尸体不能恢复到原始状态，因

此尸检也是无法重复的。

• 本节中提到的原则也适用于必要时的第二次尸检  (或“计数器尸

检”)。第二次尸检一般在第一次尸检之后，有时候会在第一次尸检之

后若干年。第二次尸检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

－ 原来的尸检是否符合适用的国内规定和符合国际标准？

－ 初步发现是否可以得到证实？

－ 是否存在第一次解剖时未检测到的其他相关调查结果？

－ 第二次尸检结果是否与第一次一致？

• 检测人员必须准备一份书面的验尸报告，这是强制性的。执行尸检的医

生应当向调查部门提供一份报告，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该报告应当总

结所有重大发现。报告应当指出死亡的原因和方式；归因，即伤害与外

部创伤的联系、治疗的效果、验尸变化或其他原因；对辅助调查的结果

和其他重要的取证问题进行评论。报告应当包括：尸检的日期、尸检和

地点；病理学家的参与助理的姓名；所有其他出席了尸检的人的姓名；

检测人员的医学和 / 或科学学位和专业、政治或行政隶属关系。

附录4列出了进行尸检的清单。10 

10 更详细的指南，例如，见the Model Autopsy Protocol included in the United NationsManual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endors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1991,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s Harmonisation of Medico-Legal Autopsy Rules, 
Recommendation No. R (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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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亲属

• 应当给予近亲属应有的尊严和尊重。

• 尸体经过辨认后，应当立即通知其近亲属。调查部门应当告知他们将要进行

的调查，或者已经开始的调查；他们应当还向近亲属定期报告进展情况。

• 如果需要进行尸检，应当将尸检日期提前告知其最近的血亲，以便使他们

有可能派代表出席尸检。

• 在尸检之后需要进行法医学检测而对器官进行保留，则应当征求家属的同

意，如大脑。应予考虑检测之后返回这些器官给近亲属的程序。

• 如果可以的话，应当向近亲属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支持服务。

• 调查部门应当在死者死亡之后尽可能快的向近亲属签发完整的死亡证明书。

• 在完成了对所有尸检至关重要的调查之后，应当以充分尊重死者的尊严的方

式将尸体交还给近亲属，以便葬礼或其他风俗程序可以尽快进行。

• 死者的个人财务应当尽快返回给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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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止羁押期间死亡

调查某一羁押期间死亡事件，可以揭示直接或者间接与之相关联的模式

或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保证对案件本身采取措施已经不够了。国家应

当采取额外措施，以解决根本原因，并防止此类事件。

很多不同的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被关押者的安全以及身体和精神健

康。因此，旨在防止羁押期间死亡 (包括自杀死亡) 的措施应当建立在对关押

场所的全面分析以及关押场所如何运营的基础上，包括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被

关押者和工作人员。

最后一节提供了增加羁押期间死亡可能性的因素的概览，并列出了国家

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

(一) 造成羁押期间死亡的因素

关押环境不当

关押场所的硬件设施，被关押者的睡眠安排和床上用品，他们所穿、所

食和所饮，他们获得新鲜空气、阳光、厕所、洗浴和洗衣设备，他们的工作

条件，他们是否可以锻炼、见到家人、获得自己案件的信息，在心智方面受

到激励：上述所有因素都会影响被关押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当关押环境严

重不当，就会构成生命危险，要么是即时的，要么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

许多国际和地区规范与标准提供了必要的最低关押条件的指导，以保护

被剥夺自由的人的生命和尊严。根据人权法和人道法，作为一般规则的国际

条约和习惯法规定，被羁押者必须受到人道对待。对如何创建并运营适当的

关押制度，国际规则和标准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其中诸如住宿、获得食物、

水、卫生、服装、新鲜空气、床上用品、与家人接触等。11 这一法律框架还

考虑了儿童、妇女及其他类别的被关押者的需求。12 

11 例如，见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adopted by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1955, and approv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 663 C (XXIV), 31 July 1957; and Res. 2076 (LXII), 13 May 1977);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UN General Assembly Res. 45/111 of 14 December 1990;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adopted by UN General 
Assembly Res. 43/173 of 9 December 1988; Recommendation Rec (2006) 2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the European Prison Rule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11 January 2006;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Deprived of Liberty 
in the Americas, adopted by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n March 2008, OAS Doc. 
OEA/Ser/L/V/II.131 doc. 26.

12 例如，见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Juvenile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UN General Assembly 
Res. 45/113, 14 December 1990; 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men Prisoners and Non-
custodial Measures for Women Offenders (the Bangkok Rul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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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全球众多关押机构的人道工作的基础上，ICRC自身开发了若干具体

和实际的建议，旨在保障所有处于羁押状态的人的人道待遇。13 

获得卫生保健不足

保障及时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和获得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适当的护理，对

保护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健康和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该责任在于国家。被关押

者与其他社会人一样具有基本的医疗需求。因此，他们获得的医疗照顾至少

应相当于其他人在社区里获得的照顾，并应考虑到一般监禁人群和在特定情

况下有特定需求的监禁人群的额外健康风险。

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包含了一系列的

规定，旨在在发生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时，伤病者能够接受自己的病情所

需要的医疗照顾和关注。关于如何组织关押期间的医疗服务，国际规则和标

准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14 这一法律框架要求每一关押场所至少有一名合格

的医生；同时，在押人员如果要求被转移到专门的机构，应当提供这种可能

性。医务人员应当有权定期访问关押场所，如果不改变关押条件会造成对被

关押者健康的不利影响，应当向关押部门提供建议，以改进关押场所的硬

件。也应该向有特殊需要的被关押者提供特别的医疗服务，如孕妇和哺乳期

的婴儿。

经验表明，以下所有因素对减少羁押期间死亡起到重要作用：尊重专

业医疗伦理；到达羁押场所之后的全面医疗检查；定期的医疗检查；精心组

织、资源充分和可获得的医疗服务；为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提供适当的基础

设施；全体员工对在押人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警觉性；以及在必

要时转诊到外部专业护理机构的现实可能性。

与家属没有足够的接触

在某些情况下，在押人员最基本的需求依赖于他们的家属，如食物、

床上用品和衣物。与家属的接触 (见面、通话或者其他形式的远程通讯) 还能

帮助减少被关押者的孤独感，增强他 / 她的心理和情感福祉感。当出现自杀

风险的时候，与家属的接触，以及 / 或与内外部专业机构的接触，是至关重

要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定》(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提出“在必要的监督下，允许囚犯定期与家人和有信

誉的朋友以信件或者接受拜访的形式进行接触。”15 

13 见ICRC, Water, Sanitation, Hygiene and Habitat in Prisons (2005) and Water, Sanitation, Hygiene and 
Habitat in Prisons: Supplementary Guidance (2012).

14 例如，见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Rules 22-26;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relevant to the Role of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5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Rul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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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防范不足

在很多关押场所，自杀的风险比平均水平要高。适当的关押条件和待

遇、接触到医疗人员 (特别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员工识别并为弱

势在押人员提供帮助、以及与外界的接触：这些都是任何防止羁押期间自杀

的重要组成部分。16 

关押部门应当落实使他们能够识别具有自杀风险的被关押者的具体程

序。对自杀风险的评估应当是入监程序的一部分，并应当在最初的入监体检

中进行。评估小组有监狱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务人员，包括心理健康

专家 (在可获得的情况下，为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 组成，评估小组应当决

定在哪儿羁押高自杀风险的被关押者，确定观察的频率并建立监测制度。所

有与被关押者日常接触的工作人员也应当接受培训，识别潜在的自杀风险。

处于高自杀风险的被关押者可能需要转移到医疗机构，以获得专业治

疗；或者他们的关押条件需要进行改变，以便于观察、监控并获得情感上的

支持。

关押部门应当记录自杀的情况，并识别导致死者自杀的可能原因。在自

杀率高的关押场所，关押部门应当确定关押环境应当如何改善——不仅仅是

硬件——以防止其他人自杀，并改进关押条件，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

任意剥夺生命、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

由于关押场所通常是独立的，超出外部监督的范围，任意剥夺生命、虐

待或忽视被关押者的风险很大。被关押者之间的暴力是很多关押中心生活的

事实；这对被关押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直接影响，也是对生命的一种

危害。

在惩罚起到突出作用的机构中，工作人员更容易把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

待当作是“正常的”行为。羁押期间的酷刑或虐待尤其可能发生在下列情

况中：

• 在关押的开始，即在逮捕的那一刻，被关押者被转移到关押场所，或

其被关押场所接收；

• 在审讯过程中，以获得供词或信息；

• 当关押部门采取措施维持纪律，并使用武力和镇压工具。

如前所述，人权法和人道法都禁止任意剥夺生命。它们还禁止任何情况

下任何形式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17 各国应

当在国内法中反映出这些禁止条款，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全面尊重这

些适用于关押场所的规则。任意剥夺生命和酷刑也可以被定义为特定的犯罪

行为，并根据国内刑事法律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和惩罚。

16 Preventing Suicide in Jails and Pris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17 例如，见Art. 3 common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Art. 75 (2) of Protocol I of 8 June 1977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rt. 4 (2) of Protocol II of 8 June 1977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rt.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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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防止羁押期间死亡的措施

防止任意剥夺生命，以及羁押期间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国际标准，随着采纳软法律工具和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

演进。这些标准要求国家采纳并执行以下措施：18 

• 被关押者应当被羁押在正式的关押场所。禁止秘密关押场所。

• 关于在押人员的基本信息——如逮捕的时间和地点、到达羁押场所时

的健康状况、负责羁押他们的人的姓名或讯问他们的时间和地点——

应当被记录，供司法或行政诉讼使用。

• 被关押者应该能够及时定期的接触到医生和律师，并尽可能经常的接

触到家属。

• 相关部门对涉嫌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关押场所应当进行暗访。

• 对关押场所的检查——内部检查和外部检查——应当定期进行。这包

括由负责评估火灾和其他风险的国家健康和安全机构进行的检查。监

察员、相关国家机构和人权机构应当获得保障能够接触关押部门的所

有地方，以监督关押的条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也应当能够接触关押

部门的所有地方。

• 根据1949年《日内瓦条约》，ICRC必须能够访问到在国际武装冲突中

羁押战俘、平民和其他受保护人群的场所。ICRC还有权访问那些在非

国际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下被剥夺自由的人。

• 必须禁止司法程序使用通过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获取的供词或陈述。

• 必须禁止将体罚作为刑事惩罚或教育或纪律处分的措施。

• 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被关押者之间的暴力。在这一点上，按照性

别、年龄或犯罪记录的基础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被关押者应当在不

同的地方进行关押。

• 当受到任意剥夺生命、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威胁时进行投诉的权利

应当在国内法中得到确认。这样的投诉应当由主管机关进行及时和公

正的调查。

• 与被关押者待遇相关，或与他们关押相关的每个人应当接受必要的指

导和培训，以防止任意剥夺生命、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禁止上述

虐待应当是这些人应遵循的业务规范和道德标准的一部分。

18 这一清单并不是详尽的。进一步细节，见th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the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0 concerning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cruel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 7), 03/10/1992; Report of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E/CN.4/2003/68, para. 26;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002;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Resolution on Guidelines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hibition and Prevention of 
Torture,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n Africa (The Robben Island Guideline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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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调查羁押期间死亡：八项注意

1. 所有羁押期间的死亡都应当由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进行及时的调查，不

论死者的亲属是否做出请求。

2.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

• 明晰死亡的周边情况。

调查也有助于：

• 减少创伤，并为近亲属提供有效的补偿；

• 起诉和惩罚犯罪嫌疑人；

• 防止羁押期间死亡的再发生。

3. 调查应当是全面的。这意味着，它至少必须寻求：

• 获取并保存与死亡相关的物证和书面证据；

• 识别可能的证人并记录他们的陈述；

• 识别死者身份；

• 确定所有与死亡相牵连的事实的相关程度；

• 确立死亡的原因、方式、地点和时间，以及造成死亡的任何行为模式

或做法；

• 区分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自杀或他杀。

4. 死亡现场应被视为潜在的犯罪现场，特别是当死亡是意外时。

5. 由受过训练的医疗人员执行的全面尸检是必须的——尤其是当死亡是意

外时。

6. 应当立即通知近亲属死者的死亡，并让他们跟进调查的进展和调查结果。

7. 在死者死后应当尽快向近亲属签发完整的死亡证明。

8. 在完成了调查所必须的验尸之后，尸体应当以充分尊重死者尊严的方式

返还给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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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调查羁押期间死亡：
国际法律渊源

国际人权法：普遍宣言与条约

生命权

《世界人权宣言》

•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 第二条 (一)  本盟约缔约国承允尊重并确保所有境内受其管辖之人，……一

律享受本盟约所确认之权利。

• 第六条 (一)  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

命不得无礼剥夺。

《欧洲人权公约》

• 第一条  缔约国应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部分所规定的权

利和自由。

• 第二条

(一) 任何人的生命权均应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的生命不得被随意剥夺，

但法院在依法将其定罪后执行判决的情形不在此限。 

(二) 如果使用武力剥夺生命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当视为与本条的规

定相抵触：

1. 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

2. 为执行合法逮捕或者是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

3. 为镇压暴力或者是叛乱而采取的行动。

《美洲人权公约》

• 第一条 (一)  本公约各缔约国承允尊重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并

保证在它们管辖下的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全部地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

• 第四条 (一)  每一个人都有使其生命受到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一般从胚胎

时起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 第一条  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即本宪章各缔约国均承认本宪章所包含的各

项权利、义务和自由、并承诺采取立法措施或其他措施实现这些权利、义

务和自由。

• 第四条  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整个人格均有权受到尊

重。任何一个人均不得被专断地剥夺此项权利。

《阿拉伯人权宪章》

• 第三条 (一)  本宪章各缔约国承允确保受其管辖之所有个人享有本宪章中规

定的权利和自由，……

• 第五条

(一) 人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权。

(二) 该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 第二条 (三)  本盟约缔约国承允：

1. 确保任何人所享本盟约确认之权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获有效之救

济，公务员执行职务所犯之侵权行为，亦不例外；……

《欧洲人权公约》

• 第十三条  在依照本公约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时，任何人有权

向有关国家机构请求有效的救济，即使上述侵权行为是由担任公职的人所

实施的。

《美洲人权公约》

• 第二十五条

(一) 人人都有权向主管法院或法庭要求给予单纯和迅速的援助或任何其他

有效的援助，以获得保护，而不受侵犯宪法或有关国家法律或本公约

所承认的基本权利的行为的危害，即使这种侵犯行为可能是人们在执

行其公务过程中所犯的。 

(二) 各缔约国承允：

1. 保证要求这种补救的任何人均应享有经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主管当

局所决定的权利；

2. 发展采取司法补救的可能性；并且

3. 保证主管当局应实施这些已同意的补救。

《阿拉伯人权宪章》

• 第二十三条  任何人在依照本公约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时，本

公约每一缔约国承允确保其获得有效救济，即使上述侵权行为是由担任公

职的人所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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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国际性武装冲突

对羁押中的死亡进行调查的义务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一)：战俘之死亡或重伤，系由于或疑为由于哨兵，另一

战俘或其它任何人所致者，以及原因不明之死亡，应由拘留国立即从事正

式调查。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

•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一)：被拘禁人之死亡或重伤，系由于或疑为由于哨兵，

其他被拘禁人，或任何其他人所致者，以及原因不明之死亡，拘留国应立

即从事正式调查。

禁止针对丧失战斗力者的暴行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

• 第十二条 (一)：受伤或患病之下条所列武装部队人员或其他人员，在一切

情况下，应受尊重与保护。

• 第十二条 (二)：冲突之一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此等人员应予以人道之待

遇与照顾，不得基于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政治意见或其他类似标准

而有所歧视。对其生命之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之暴行均应严格禁止；尤其

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施以酷刑或供生物学的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疗

救助及照顾，亦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之情况。

1949年《日内瓦第二公约》

• 第十二条 (一)：在海上受伤、患病或遇船难之下条所列武装部队人员或其

他人员，在一切情况下，应受尊重与保护，……

• 第十二条 (二)：冲突之各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此等人员，应予以人道之特

遇与照顾，不得基于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政治意见或其他类似标准

而有所歧视。对其生命之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之暴行，均应严格禁止；尤

其不得加以谋杀和消灭，施以酷刑或供生物学的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

疗救助及照顾，亦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之情况。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 第十三条：战俘在任何时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因不法

行为可导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

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

• 第三十二条：各缔约国特别同意禁止各该国采取任何足以使其手中之被保

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之措施。此项禁令不仅适用于谋杀、酷刑、体

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被保护人所必需之医学或科学实验，并适用于文

武人员施行之其他任何残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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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

• 第七十五条、二：下列行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也不论是平民或军

人的行为，均应禁止：

(一) 对人的生命、健康或身体上或精神上幸福的暴行，特别是：

1. 谋杀；……

战争罪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

• 共同条款第四十九条 (一) / 第五十条 (一) /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一) / 第一百四十六

条 (一)：各缔约国担任制定必要之立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

所列之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之人，处以有效之刑事制裁。

• 共同条款第四十九条 (二) / 第五十条 (二) / 第一百二十九条 (二) / 第一百四十六

条 (二)：各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人犯此种严重破坏本公约

行为之人，并应将此种人，不分国籍，送交各该国法庭。该国亦得于自愿

时，并依其立法之规定，将此种人送交另一有关之缔约国审判，但以该缔

约国能指出案情显然者为限。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

• 第五十条：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

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

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1949年《日内瓦第二公约》

• 第五十一条：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

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以及

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

苦或严重伤害，……。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 第一百三十条：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

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以

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

痛苦或严重伤害，……。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

• 第一百四十七条：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

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

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

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 第八条 (二)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战争罪”是指：

1. 严重破坏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即对有关的《日内瓦

公约》规定保护的人或财产实施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1) 故意杀害； 

(2) 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 

(3) 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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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

• 共同第三条：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之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

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

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

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

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甲) 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

刑；……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

• 第四条

一、 一切未直接参加或已停止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不论其自由是否受限

制，均有权享受对其人身、荣誉以及信念和宗教仪式的尊重。这类人

应在任何情况下受人道待遇，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下令杀无赦，是

禁止的。

二、 在不妨害上述规定的普遍性的条件下，对第一款所指的人的下列行为

是禁止的，并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均应禁止：

(一) 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上或精神上幸福的暴行，特别是谋杀以

及虐待，如酷刑、残伤肢体或任何形式的体罚；……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 第八条

(二)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战争罪”是指：

3.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四项《日内瓦公

约》共同第三条的行为，即对不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已经

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

去战斗力的人员，实施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1) 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是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

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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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软法文件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A/RES/43/173，

1988年12月9日。见：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3/a43r173.htm

• 《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经社理事会在其

1989/65号决议中建议，1989年5月24日。见：http://www2.ohchr.org/

english/law/executions.htm

• 联合国《关于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手册》，UN Doc. 

E/ST/CSDHA/.12 (1991)。见：http://www1.umn.edu/humanrts/instree/

executioninvestigation-91.html

• 《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A/RES/47/133，1992年12月

18日。见：http://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Symbol)/

A.RES.47.133.En?Opendocument

•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

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A/RES/60/147，2005年12月16日。见：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remedy.htm

• 第6号一般性意见：生命权 (第6条)，1982年4月30日，《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盟约》第6号一般性意见。见：http://www.unhchr.ch/tbs/doc.nsf/0/84

ab9690ccd81fc7c12563ed0046fae3

• 关于《盟约》第2条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盟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

务的性质，CCPR/C/74/CRP.4/Rev.6。见：http://daccess-dds-ny.un.org/

doc/UNDOC/GEN/G04/419/56/PDF/G044195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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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死亡现场管理的简化清单
(根据UNDoc.E/ST/CSDHA/.12)

• 保护现场，并记录在现场的每个人的身份。

• 从证人处获得信息，包括那些最后见到死者的人 (时间、地点以及在何种情

况下)。

• 确定尸体是否被接触或移动。

• 识别尸体身份。

• 从其医生那儿获得死者的病例、X光照片和医院记录，包括以往的任何手

术、药物滥用史、自杀企图等。获取储存的血液和尿液样本。

• 询问接触尸体的急救人员。注意所有的医疗干扰：包括任何药物管理以及

心肺复苏和除颤。

• 描述并拍摄尸体、尸体位置和周边环境总体和细部彩色照片。发现能够找

到的任何血液微量物证和文件。

• 记录、收集、标记并保存所有可能相关的证据，并寻找电力和一氧化碳的

来源、武器、毒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有害物。

• 记录尸斑的位置、颜色和程度，是否存在尸体僵化，任何分解的迹象，环

境以及深直肠的温度 (考虑在检测前进行肛拭)。

• 识别任何热源或影响尸体冷却的因素，并记录下来，以估计死亡时间。

• 粗查尸体，并保护任何可能在处理和运输尸体中遭到毁坏的痕迹证据。

• 考虑保护死者的双手，如用纸袋。

• 将尸体放在尸体袋或相当容器中，并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止尸体

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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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进行尸检清单

外部检查

• 拍摄并绘制整个尸体草图；拍摄手部和面部特写 (包括牙齿)。如有必要可

剃除胡须，拍摄剃除前、后照片。

• 详细记录尸体上所有损伤 (类型、位置 (包括到中线的距离和到足跟的距

离)、形状、大小和方式)。

• 疑似咬痕应用拭子擦拭进行DNA分析 (见下文“样本和辅助检查”)。

• 记录是否存在外生殖器和肛门损伤 (见下文“样本和辅助检查”)。

• 记录结膜、口腔黏膜以及眼眶和耳后皮肤是否存在出血 (瘀点或瘀斑)。

• 提供指纹，以确定死者身份。一般来说，根据刑法，被关押者的指纹都有

记录。

• 记录牙齿状况和修整情况。

• 记录并拍摄所有显著特征 (明显的胎记、痣、疤痕、纹身等)。

• 存在广泛性损伤 (如烧伤) 情况时，注意未损伤区域非常重要，如果是烧伤

应估算烧伤区域体表面积。对烧伤或烫伤体毛应进行记录。

• 对于火器伤，应详细记录是否存在擦伤、点画、烟灰或残留物等并测量皮

肤毁损程度。

内部检查

• 凡条件允许，对尸体进行内部检查前应进行全身影像学检查。

• 从尸体背部行皮下切开全身尸检并原位逐层行颈部解剖 (仅局部尸检是不充

分的)。

• 记录各脏器重量、形状、颜色和完整性，并注意是否有肿瘤形成、炎症、

异常出血、缺血、梗死、外科手术或损伤等情况。

• 获取各器官及存在异常表现的区域和损伤区域标本进行分析 (例如毒理学、

病理学、损伤时间估计等)。

• 在某些情况下，应考虑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 (例如亲属提出这方面要求，空

运尸体等)。

• 内部检查完成后，所有器官应放回尸体。所有切口均应缝合，以最大程度

保持尸体完整性及尊重死者尊严并将尸体交给亲属。

• 对于留取器官如脑部进行进一步检查时，需征得死者家属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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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

• 当怀疑神经系统有病理改变时，应固定后再对脑部进行检查。未经固定进

行脑部检查比较困难，并且只能获得粗略的病理结果，如显著出血。使用

福尔马林固定约3周后，能够检查出更多病理改变。上述检查意味着不能在

尸检后将脑部立即放回尸体，故需与死者家属商议并获得许可后才能正式

留取该器官。

泌尿生殖系统

• 建议进行会阴解剖，正确记录和留取相关损伤照片。

呼吸系统

• 脑部和内脏阻塞清除后 (通过胸廓入口切开)，应进行规范的颈部解剖。

胃肠道系统

• 应收集胃内容物。在适当情况下，应打开整个大、小肠，以排除毒品存在。

胸  部
• 注意胸部异常表现，检查有无气胸，记录肋骨骨折情况，并注意是否尝试

过心肺复苏，记录皮下脂肪厚度。打开胸腔后，对胸膜腔和心包内的血液

及其他体液进行描述和定量，采集异常体液以进行分析研究；采集、详细

描述并保存所有异物以进行研究分析 (如子弹)。在取出器官前探查损伤情

况。直接从心脏采集血样，并作标记。怀疑死前发生血栓可能性时，应检

查肺动脉内血栓性物质，并保存于福尔马林，以进行分析研究。注意冠心

病及其他心脏异常病变的程度和部位。记录肺及大血管异常情况。

腹  部
• 检查腹部，记录皮下脂肪量。若怀疑挥发性物质中毒，可考虑留取脂肪组

织并保存于密封玻璃容器中。注意腹部各脏器间相互关系。在取出器官前

探查损伤情况。记录腹腔内所有体液或血液，保存，直到找出异物得以解

释液体产生原因。取出、检查并记录肝、脾、胰腺、肾脏和肾上腺的量化

信息。取出胃肠道，并检查其内容物。注意所有残留食物及其消化程度。

应收集胃内容物。应打开整个大小肠。检查直肠和肛门是否存在烧伤、撕

裂伤或其他损伤。查找并保存所有外来异物。检查主动脉、下腔静脉和髂

部血管。

骨  盆
• 如果可能，可考虑进行规范的会阴部解剖。检查盆腔内器官，包括卵巢、

输卵管、子宫、阴道、睾丸、前列腺、尿道和膀胱。在取出器官前探查损

伤情况。注意是否存在生产史证据。留存在宫颈、子宫、阴道、尿道或直

肠内发现的所有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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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部
• 检查头皮内外层，注意有无血肿或出血。注意有无颅骨骨折。小心移除颅

骨，并注意有无硬膜外和硬膜下血肿。量化所有发现的血肿，注明日期进

行留存。移除硬脑膜检查颅骨内表面有无骨折。移除大脑，注意有无异常

情况。当怀疑神经系统病变时，应先固定脑部，再进行检查。未经固定进

行脑部检查比较困难，并且只能获得粗略的病理结果，如显著出血。评估

脑部血管情况。进行脑部解剖，并对所有损伤或皮质萎缩进行描述 (无论是

局灶性或弥散性病变)。

颈  部
• 脑部和内脏阻塞清除后 (通过胸廓入口切开)，应进行规范的颈部解剖。检

查皮下组织层。原位切开颈前肌肉，描述所有损伤或出血情况。打开并检

查颈内静脉和颈动脉。小心移除颈部器官，避免造成舌骨骨折。检查喉粘

膜、梨状隐窝和食道，注意有无出血点、水肿或烧伤。注意这些器官管腔

内有无任何颗粒和化学物质残留。检查甲状腺。可考虑分离并检查甲状旁

腺。检查舌头。解剖舌骨、喉软骨检查有无骨折。

脊  柱
• 检查颈椎、胸椎和腰椎，注意椎旁肌肉所有出血情况。从前方检查脊柱，

注意检查椎骨有无骨折、脱位、压缩或出血。若怀疑有脊髓损伤时，解剖

并描述脊髓损伤情况。

样本和辅助检查

• 样本必须收集在独立容器中。

• 建议使用一次性硬质塑料或玻璃管。

• 样本必须标明死者编码、样本类型、收集部位、收集日期和时间以及采样

人员的名字缩写。

• 若尸检后能立即进行分析，则样本应保存于不超过4℃的环境，否则应保存

于-20℃环境。当液体标本需冻存时，建议样本试管顶部留出一定空间 (10-

20%)。

• 通常可直接从口腔、肛门和阴道擦拭获得标本进行DNA检查。如果采样区

域干燥，取样前应用棉签蘸无菌水再行擦拭，另外需要干棉签用于收集其余

蛛丝马迹。棉签应在空气中自然干燥，并避免受到任何污染 (如使用信封)。

辅助检查需要收集特定种类的标本，并采取特定操作处理：

• 血：10毫升外周血 (通常取自股静脉) 和30毫升中心静脉血 (心脏)；使用氟

化钠/草酸钾抗凝；

• 如果可能，应采集尿液、胆汁、玻璃体液和脑脊液样本；

• 胃内容物 (全部)；

• 肝脏、肌肉、肾脏、肺和大脑组织标本 (25克)；

• 头发：应尽可能在靠近头顶部剪下一缕头发。标明近端部分 (头皮侧) (例如

用橡皮筋绑住此端)。如果无法获得头发，可采集体毛。毛发样品保存于

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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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刮出物；

• 从口腔、肛门、直肠、阴道 (从阴道下部到阴道上部) 擦拭涂片，以进行精

液和DNA分析。必须在采取温度控制前进行拭子检测。

• 对尿液、外周血、心脏血液、肝、胆、玻璃体液和脑脊液，应当进行采样

分析；

• 凡有条件则进行全套毒理学检测；

• 紫外线检查之后，用酒精棉签检测防狼喷雾剂的存在 (如果怀疑其存在)；

• 所有器官标本应固定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 凡有条件，应进行组织学检查；

• 应考虑获取并送检样本进行微生物学分析；

• 还应考虑获取损伤部位标本进行组织学检查；

• 必须保存体内发现的异物以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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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

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难者，并向他们

提供援助。

ICRC创立于1863年，它发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网络——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ICRC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

运动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开展的国际救济行动。它还致力于通过推广

国际人道法与人道原则预防苦难的发生。

ICRC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织之一，目前在80多个国

家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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