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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向武装冲突各方提供支持的国家、多国联盟、维和部队、非国家武装团体、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以及其他私营部门实体有可能对冲突各方产生积极影响，以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本

书提出了处理这种复杂性支持关系的分析框架，强调了支持关系在保护平民和其他战斗人员方面带来

的风险和机遇，并向决策者提出了广泛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指导他们设计和实施支持。本书

的内容是根据在几个国家举行的双边协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专业知识以及关于此主题的

现有文献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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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战争让社会分崩离析，让家庭四分五裂，对民众的打击之重远甚于其他危机。这些原因促使国际

社会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制定了国际人道法，并推动各方采取人道措施，避免惨剧的

发生，保护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近160年以来，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过去相比，

如今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对医疗卫生、供水、教育等基础设施和服务造成极为严重且持久的影响。

长期冲突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波及好几代人，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

同时，战争的复杂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战争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数量日益增多，其所属的联盟、代

理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关系网络错综复杂。这一发展趋势会对当今武装冲突的动态局势产生影响，给平

民带来显而易见的风险。卷入冲突之中的行为主体数量越多，国际社会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难度

就越大。如果各个武装行为主体相互结成松散的联盟，在协调方式不明确的情况下共同加入战局，则

有可能导致各方责任分散，使平民更容易受到伤害。不过，武装行为主体之间的支持关系为加强对平

民的保护带来了机会：行为主体可以借助相互制衡之道，促进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为应对支持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了一项全球倡议，鼓励利益相关的各类

行为主体彼此合作，制定一些能够更好地保护平民的措施。本书《盟友、伙伴和代理：妥善处理武装

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减少战争的人员伤亡》旨在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基础理论，指导其与各国政

府、武装部队及多国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开展建设性对话，从而找到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目的是促使决策者深入思考，使其在向武装冲突中的某一方提供支持以前，

充分考虑其中牵涉的风险，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如何抓住能够集中发挥影响力的机遇，减少战争所造

成的人员伤亡。每一次在交战地带签署一项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结成一种联盟都会形成某种纽带，而这

种纽带可能会加剧抑或减轻人类的痛苦。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各方更全面地了解支持关系所牵涉的

利害得失，并通过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对决策过程加以引导。

我希望本书可以给深受冲突苦难折磨的男女老幼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此，我诚挚邀请所有读者与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分享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集思广益，建立一个汇集相关实用知识、最佳实践和建

议的全球化体系，以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彼得·毛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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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DDR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ERW 战争遗留爆炸物

IAC 国际性武装冲突

IDP 境内流离失所人员

IHL 国际人道法

NIAC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NSAG 非国家武装团体

PMO 合作军事行动

PMSC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PSSM 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

TAAA 训练、建议、协助、陪伴

WAM 武器和弹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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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死亡人员

拘留

基本服务

General 
questions 常规问题

医疗服务

境内流离失所人员

关键问题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Missing

失踪人员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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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装冲突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苦难，而如今卷入武装冲突中的各方很多都会得到外部支持。

为应对这种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了“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倡议”。

本书所定义的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是指一方提供支持以加强另一方开展武装冲突的能力。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无论支持关系是否得到实际执行，都有可能为向非战斗人员提供保护产生积极

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长期合作的影响力和非军事利益相关方的作用，鼓励加入支持关系的

行为主体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问题，认识到自身可以对冲突的开展及其后果的管理方式产生的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坚持与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保持接触和分享经验，促进各方加深对良好

实践的理解，从而降低战争的人员伤亡。为实现这一目的，本书请求决策者考虑采取务实的方法，更

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IHL），并采取其他多种方式帮助降低风险，避免冲突造成负面的人道后果，并

加强对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通过本书，继续本机构与支持关系相关行为主体的接触，重点在于探讨如

何进一步改进实践做法，减少战争对民众的影响。

尽管战争历来复杂，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过去20年间，出现了3种相互关联的重要发展趋

势，使冲突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意到冲突存在以下特征：

• 在性质上越来越趋向于非国际性；

• 所牵涉的相关方和其他行为主体数量越来越多；

• 众多行为主体和冲突各方之间越来越凸显出支持关系。

这些复杂因素给此类局势中开展行动的行为主体带来了诸多挑战，使其难以有效保护平民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人道组织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这种支持关系非常显著，其所造成

的人道后果规模巨大，形成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减少战争的人员伤亡不仅是一项人道要务，还决定

着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未来前景，而恢复和重建是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关键因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冲突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20年观察到的关键发展趋势或许不会永

远持续下去。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支持关系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武装冲突的一个突出

特点。

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角度来看，或者更广泛地说，从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人道后果方面来看，支持

关系既存在风险，也存在机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相关行为主体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风险和机遇，设法从自身出发，并与

其他相关方一起，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各个行为主体在意图、领导力和能

力之间保持协调一致。行为主体可以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与伙伴保持一致，并对伙伴产生

积极影响。相反，若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缺乏一致性，其各自的职责和权限没有得到明确界定，

就会导致责任分散。换言之，若在支持关系中各个行为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存在缺口、缩减或不明确

性，则有可能无意间，甚至故意削弱对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影响的民众提供的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准备提供或接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应该在制定决策时仔细斟酌，考虑受

影响的民众面临哪些风险。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方寻找机会，通过支持关系加强对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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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请求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考虑以下措施：

1. 分析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和后果，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其支持关系的管理之中；

2. 从自身出发，并与其他相关方一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确保妥善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3. 若支持关系中的伙伴指控行为主体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存在其他问题行为，则应采取切实行动，

解决存在问题的行为。

决策者要考虑支持关系可能出现哪些风险和机遇，就应该考虑到该关系的基本特性，即冲突的类

型、牵涉其中的行为主体、这些行为主体将采取哪些军事行动和相关活动，以及各个行为主体提供支

持的形式。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加剧或减轻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人道后果。本书介绍了一些初步迹象，帮

助决策者预测各种风险和机遇在未来是有可能加重还是减轻相关影响。这些迹象仅作为参考示例，而

不能尽数列举决策者在特定环境下需要考虑的因素，各方还需自行展开深入思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所有行为主体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支持关系，重点强调各方需要保护非战

斗人员。这需要行为主体重点关注支持关系可能带来的具体风险和机遇。这一目的应在整个支持关系

存续期间，指导决策者权衡和执行各类措施。

加入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可以采取多种实际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行为

主体应该在支持关系的准备和实施阶段以及随后的过渡时期，充分考虑并适用这些措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过初步工作，并据其结果确定了行为主体可以在自身内

部或具体的支持关系中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此类措施可以划分为10个广泛的职能领域。理论上，这

些领域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但实际工作中，各行为主体在整个关系存续期间都应该将所有领域纳入

考虑范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行为主体从法律、政策和行动角度出发，在各个层级的决策中充分考虑每

个领域可以采取的措施。这需要决策者预测未来状况，在给定的支持关系背景之下，将可能出现的具

体风险或机遇纳入考量。这项评估将决定所有10个领域或其中任何领域是否需要采取实际措施。

决策者需要逐个探索这10个领域，确定有助于自身处理支持关系的关键因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思路供读者参考，但并不预先判断某种具体情况

下应该采用何种办法。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上述框架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它们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为决策

者提供参考。这些问题涉及支持的具体形式、活动或行为主体，范围覆盖法律、政策和程序问题等多

个方面。决策者可以在支持关系的每个阶段制定战略和行动决策时，借助这些问题，将平民和其他受

保护人员所受到的影响纳入考量。

本书仅仅是一个初步框架，旨在促进各方进一步反思，探讨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可能带来哪些

问题，并鼓励各方参与解决相关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未来能与各国当局展开合作，进一步完

善自身在这一领域的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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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20年来，武装冲突造成的人类苦难规模急剧增加，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整个人道领域应

对这一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此期间，外部行为主体向交战各方提供支持已成为战争的一个突出

特点。因此，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角度来看，或者更广泛地说，从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人道后果方面来

看，支持关系既存在风险，也存在机遇。

鼓励行为主体妥善处理支持关系，减少冲突在短期和长期造成的人员损失，从

而更好地保护非战斗人员。 

支持关系是行为主体分担战争负担的一种方式。然而，这些行为主体应继续注意战争对非战斗人

员的影响。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在这种支持关系中，似乎经常没有充分考虑遵守国际人道

法和对受影响人群的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行为主体除了与其伙伴合作外，还需要批判性地

审视自己，以更负责任地处理支持关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可以在支持关系内实施一系列实际措施，以减少武装冲突对受影响民众

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行为主体已采取此类措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开始同其中一些行为主体

进行协商，以吸取他们的经验。因此，本书反映了几年来与参与这种支持关系的一系列行为主体和专

家进行重点对话之后的初步结果。此外，本书还结合了公开资源文献综述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过去

20年与全球交战各方进行双边和保密对话积累的档案内容。

本书绝不是一份权威性的声明，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解决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现象及其潜

在的人道方面的不足而制定的初步框架。它提醒决策者在武装冲突中参与支持关系面临的一些风险和

机遇。除了确定一系列实际措施之外，本书还为决策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可以帮助指导他们制定自

己的实际措施，以负责任地处理他们的支持关系。

通过持续沟通和分享经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旨在推广良好实践，加强对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保

护，使其免受支持关系不利后果的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份出版物将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和

参与讨论这一专题，期待着继续和深化与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的互动，并尽可能协助这些行为主

体确定可以适应其具体情况的措施。 

1.1  导读

本书是为广泛读者设计的一个参考工具，特别适用于执行影响支持关系处理方式的决策的个人和

实体。鉴于支持关系的广度（见第1.2节），这些决策者可能就职于国家各级单位，涵盖国防、外交、

国家安全和发展机构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对等机构。决策者可以使用本书作为指导，来处理支持关系为

受影响民众带来的风险、选择和机遇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本书越往后，对各项考虑因素的分析越详细。同样，全文提出的指导性问题也从宽泛、总体性

问题逐步深入到更具体的问题。本书还结合了与各种情况有关的考虑因素，其相关性将取决于具体背

景。由于这些原因，不同的章节可能会吸引不同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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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部分解释了红十字国际委员员会对武装冲突中支持关系的关注。第1节对所述支持关系进

行了定义，并界定了在保护受战争影响的民众和减少战争的人道后果等更广泛工作中的国际人道法的

作用。此节最后描述了支持关系在当代和未来武装冲突中的地位。第2节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武

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在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方面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的看法：风险在于这种支

持关系会导致责任分散，而机遇则在于这种支持关系可以促进伙伴之间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

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处理支持关系的决策中应该考虑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增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

人员的保护。第3节明确了形成支持关系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即：冲突的性质（国际性或

非国际性）、所涉及的行为主体（国家、多国联盟、维和部队、非国家武装团体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

公司）、所涉及的活动（例如敌对行为、逮捕、抓捕和拘留、执法行动以及武器和弹药管理），以及

提供的支持形式（例如政治支持、军备转让和合作军事行动）。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敦促更多地考

虑支持关系的人道影响，第4节强调了在保护受影响民众方面的一些重要关切问题（例如被剥夺自由人

员、死亡人员、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和失踪人员的问题，以及医疗服务、基本服务、自然环境以及地雷

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决策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调整这部分的一般性意见。

第三部分着重介绍可用于负责任地处理支持关系的一系列实际措施。第5节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为促进决策者更好地准备、实施和逐渐结束支持关系而制定的实际措施框架。第6节描述了决策者

在处理支持关系时应考虑的10个领域，以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为了帮助决策者因地

制宜地使用此框架，第7节列出了在负责任地参与支持关系的过程中，决策者应该思考的一系列实际问

题，这些问题涉及法律、政策和程序问题以及针对特定形式的支持、活动、行为主体或人道关切的一

些具体注意事项。其目的是使决策者能够在每个阶段将平民和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其他人面临的风险

纳入其战略和行动决策。

本书中，读者可以找到有关法律条文和其他资源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并非详尽无遗，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可应要求向决策者提供进一步支持，助力他们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实际措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用于描述武装冲突中支持关系的术语见本书末尾的术语表（第154页）。尽管许

多常用的术语和概念都描述了支持关系的要素，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采用也不支持任何特定行为主

体的言论、准则或组织计划。因此，不应认为本书使用的术语与其他行为主体赋予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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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义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定义的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是指一方提供支持以加强

另一方开展武装冲突的能力。

无论是否得到实际执行，这种支持关系都有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为平民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提供保护。

“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这一概念旨在体现与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面临的风险相关的广泛

关系。

近年来观察到的动态表明，这一概念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提供的支持。支

持武装冲突方的行为主体可能受到管制此类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约束，特别是在支持另一方对一个

武装团体采取集体敌对行动时或对一个武装团体实施全面控制时。1然而，这并不是支持关系的决定性

特征：在有的支持关系中，伙伴只是通过提供支持来增加受援者开展武装冲突的能力，而自己却不参

与武装冲突。

根据这个定义，潜在的支持关系范围非常广泛和多样化。本书的目的不是捕捉当前和未来不断变

化的所有多样性支持关系，因为行为主体和关系动态超越了“代理”和“代理人”关系。有些支持关

系可能直接增加人道风险，而另一些支持关系的影响则更为间接。本书旨在提供一个视角，使提供支

持和接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双方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都可以更好地审查其选择所产生的人道影响。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9年，第75页：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
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

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5年，第21–22页：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
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支持

政治

其他

军备转让

合作
军事行动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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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提供的支持形式可以是政治支持、合作军事行动或军备转让，也可能采取其他形式，如机

构能力支持、财政支持或“东道国支持”（即允许外部军队驻留或给予其过境权）。随着战争趋势的

变化，支持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见第1.4.1节）。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分析中，关键的不是支持

形式，而是支持对受支持方参与武装冲突的能力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特征，但有些关系是相互

的，因为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也会从其伙伴处得到某种形式的支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到了以下两个现象，说明行为主体必须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支持关系及

其在武装冲突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武装冲突的人道影响。

首先，武装冲突中的许多支持关系发生在伙伴之间更广泛联系的背景下。这些联系包括与特定冲

突的开始或结束没有直接联系的长期安全合作或援助协议。然而，如果后来发生冲突，在这些关系背

景下采取的措施可以对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在军事行动结束很久之后，各方及其伙伴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仍在继续，包括对那些仍然

被拘留、流离失所或失踪人员的影响。国际人道法仍然适用于这些群体，并在冲突结束后继续保护他

们。重要的是，武装冲突后果的处理涉及非军事利益攸关方，包括从民政当局到外部“维稳机构”或

发展机构。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问题，认识到自身对冲突发展

和善后工作处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1.3  国际人道法和保护

国际人道法反映了存在于许多文化和制度中的相同原则，即必须尽量减少武装冲突造成的伤害。

通过各种条约和惯例，这些规则变得越来越细化，不断在人道原则和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

衡。国际人道法需要结合其他适用的国内和国际法律框架，包括国际刑法、人权法和关于武器和弹药

的规则。

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力求确保这一法律体系得到忠实实施、有效传播和

正确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武装冲突性质的变化给国际人道法的解释和

应用带来了新的挑战。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职责就是鼓励讨论此类挑战和可能的解决办

法，包括与可能对国际人道法在其行动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的交战方进行讨论。有些人认为，国际人

道法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某些具体规则或要素并不适用于他们的某些行为，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认

为适用。此外，一些行为主体对国际人道法的解释或其在特定情况下的适用性存在分歧，例如谁应被

视作“平民”而受到保护。这些论点可能基于作战、法律、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的考量。国际人道法

的适用性和解释缺乏清晰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支持关系中的责任分散（见第2.2.1节）。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无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作为未来案件的先例，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对平

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力度减弱。

鉴于当前面临的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支持关系方面的工作，侧重于以务实的方式确保支持

关系中的伙伴对那些未参与或不再参与武装冲突战斗的人提供更大的保护。武装冲突各方和支持各方

必须忠实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人道法义务，以减少对平民、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和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其

他人的伤害。这包括采取措施，增强各方维护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和精神的能力。

在本书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决策者从广泛的角度看待支持关系，并考虑如何减轻负面人道

后果的风险，通过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等措施加强对非战斗人员的保护。此外，还提出来一系列切

实可行的措施建议，无论这些措施是作为法律还是政策执行，都可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对受影响民众

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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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Four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1977年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 Protocols of 197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所确定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 identified in the ICRC Customary IHL Study）

有关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进一步信息，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ICRC IHL 

databases）

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导论》（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N. Melzer）

《国际人道法在行动：在战场上尊重国际人道法》（IHL in Action: Respect for the law on 
the battlefiel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4  复杂的冲突特征

尽管从战争所造成的局势和需要作出的决定来看，战争历来复杂，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过去

20年间，国际社会出现了3种相互关联的重要发展趋势，使冲突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深：

1.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扩散导致武装冲突数量增加；

2. 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卷入武装冲突；

3. 武装冲突中支持关系日益普遍。

很多行为主体（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人道行为主体）在努力确保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在这

种情况下得到保护，而这些复杂因素对他们构成了诸多挑战。

武装冲突的数量和性质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武装冲突的总数一直在不断增加，主要是由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数量

翻了一番还不止。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至少有一方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20年中，最常见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或多个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双

方的军事能力不对等。由于这种能力不对等，武装团体和传统军队都开始发展与敌人作战的新手段和

方法。

随着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数量增加，平民日益发觉自己处于当代冲突的中心。民众的支持对当局和

武装团体的合法性和持续安全日益重要。当敌对行动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时，平民和民用物体更有可

能受到危害，其影响将在冲突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

当在同一领土上同时发生无数武装冲突时，情况就更加复杂。此外，有时很难划清冲突和其他暴

力之间的界线。因此，往往会出现责任分散，行为主体面临诸多实际挑战，削弱了他们保护受影响民

众的能力。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search.nsf/content.xsp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search.nsf/content.xsp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comprehensive-introduction-pdf-cn.html
https://ihl-in-action.icrc.org/
https://ihl-in-action.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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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冲突和不稳定也是造成武装冲突不断增加的原因。每一次冲突及其后果都为下一次冲突埋下

了祸根，这意味着全面持久的和平仍然难以实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行动规模最大的10个国家已经

平均开展行动42年，足以证明这种和平还远未实现。

行为主体的倍增

过去20年中，第二个趋势是武装冲突参与方的数目成倍增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发

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可能在其领土上有两个以上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许多国家在其领土上同时

经历多个冲突。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是同一背景下武装团体的分化和倍增。另一个驱动因素是很多国

家在国外干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因此，战争已逐渐从两个敌对国家军队之间的传统对抗（见下图）转变为多个行为主体在同一战

场上作战（见下图）：

国家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私营军事和
安保公司

多国联盟

东道国

维和部队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非国家
武装团体

国家

国家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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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关系的普遍性

第三个趋势是，随着行为主体和冲突的数量增加，行为主体与其他行为主体合作实现战略目标

已成为一种常态。例如，作为支持关系范围的一部分，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有国家

“联盟”或非国家武装团体参与其中。2这些复杂的支持关系网日益普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所

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冲突的一个关键特征。3

因此，当代武装冲突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具有多个行为主体参与各种支持关系或对抗关系的特

点：

私营军事和
安保公司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支持关系

国家

国家

非国家
武装团体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多国联盟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非国家
武装团体

维和部队

东道国

轻兵器、小型武器、主要常规武器和弹药的稳定供应加剧了当代武装冲突。尽管在管制国际武器

贸易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大量武器和弹药继续输送至武装冲突各方（包括国家与非国家武装

团体），并被转移到未经授权的最终使用者手上，用于未经授权的最终用途。特别是轻兵器和小型武

器的全球贸易不仅汇集了新生产的武器，还有几十年里从一场冲突循环到下一场冲突的剩余武器。4冲

突后武器的泛滥通常会助长持续的紧张和暴力，并危及建立持久和平的工作。5

虽然支持关系可能会减少每个伙伴的单独成本和风险，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心，这种减少不是

零和博弈，可能会导致责任分散，最终由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付出代价。与支持关系相关的具体风

险和机遇将在第3节和第4节中进一步讨论。

2 这里“联盟”一词应以其最为广泛的含义加以理解，即在一场武装冲突中，至少有一方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冲突当事方组

成联盟，共同作战。

3 见 C. Droege and D. Tuck, “Fighting togethe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etting the legal framework”, 2017: https://
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7/10/12/fighting-togeth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setting-legal-framework-1-2/，所有

网址于2020年12月访问。

4 见 Small Arms Survey: 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weapons-and-markets/transfers.html；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

注武器问题：减少武器泛滥造成的人员伤亡》（Targeting the Weapons: Reducing the Human Cost of Unregulated Arms 
Availability），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5: https://shop.icrc.org/targeting-the-weapons-reducing-the-human-cost-of-
unregulated-arms-availability-pdf-cn.html。

5 《关注武器问题》(Targeting the Weapons)（见前注4）。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7/10/12/fighting-togeth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setting-legal-framework-1-2/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7/10/12/fighting-togeth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setting-legal-framework-1-2/
https://www.smallarmssurvey.org/weapons-and-markets/transfers.html
https://shop.icrc.org/targeting-the-weapons-reducing-the-human-cost-of-unregulated-arms-availability-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argeting-the-weapons-reducing-the-human-cost-of-unregulated-arms-availability-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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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支持关系要因地制宜

支持关系是武装冲突的普遍特征，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它与大规模的人道后果有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很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无意于通过本书证明其直接因果关系。

导致冲突升级和延长

支持关系可增加冲突各方可用的资源和能力，因此有可能使这些冲突升级和/或延长，随之危害安

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外部行为主体的支持会促使敌方的外部反支持也随

之增加，导致事态不断升级。武装冲突的升级和/或延长对受冲突影响的民众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

在冲突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即使这种支持被视为缩短冲突的手段或符合平民的利益，行

为主体仍应考虑潜在的人道后果。

人道后果

随着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和持久，对受影响民众造成的负面人道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在支持关系

在武装冲突中变得日益普遍的20年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睹了冲突局势造成灾难性的人道后果。

在武装冲突中建立支持关系存在一系列后果。虽然单个行为主体可能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的伙伴关

系中发挥着相对次要的作用，但问题是，他们及其伙伴的行为的累积影响是否会使受冲突影响的民众

在短期和长期内面临更大的风险。战争的人道后果反过来又会影响恢复和重建的未来前景，而恢复和

重建是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促成因素。

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使行为主体能够分担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财政、政治和行动负担。这一优势

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依然重要。

在过去20年里，上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称为圣战组织的团体与其对手之间的对抗所形成

的。这种对抗影响了大约一半在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绝大多数外国干预都针对的是

此类武装团体。由于在这些局势下仍然难以实现全面和平，这些趋势似乎很可能在今后几年中继续存

在下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意识到“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重新抬头，成为一些国家认为的主要安全威

胁。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境中，这种优先要务的转变可能对战争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对等”

国家之间发生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并可能造成毁灭性的人道后果。在这种背景下，利用

支持关系来实现更广泛的战略目标的做法可能会继续，甚至变得更加普遍。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支持关

系可能会深化，并且还会形成新的支持关系。这些关系可能牵涉更强大的海事和网络力量，甚至可能

会采用太空手段。武器技术的发展，包括武装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系统，影响着战争的形态，从而影响

着支持关系的动态。鉴于这类冲突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因此其人道后果将是需要进一步审议的问题。

支持关系仍将是武装冲突的一个持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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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关系中的风险和机遇

本节更详细地探讨了支持关系中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散的风险，以及行为主体共同努力加强对受影

响人口的保护和减少对受影响人口的负面人道后果的机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决策者考虑如何减轻

负面人道后果风险，通过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等措施加强对非战斗人员的保护。更具体地说，行为主

体需要分析支持关系将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产生的风险和后果，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其支持关系的管

理之中，为保护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并采取切实的行动处理任何令人关切的行为。

如第1.2节所述，重要的是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问题，认识到在冲突行为及其后果方面行为主体在

支持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按照这种方法，“责任”的概念不限于法律责任，而是指更广义的责任，包

括伦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责任。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提到责任并不限于说明行为主体在特定情况

下可能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虽然适用于每个行为主体的考虑因素可能不同，但提供支持和接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在负责任地管

理支持关系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应设法从自身出发，并携手其他相关方，履行保护平民和其

他非战斗人员的责任。

2.1  伙伴之间需要协调一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支持关系是否会增加负面人道后果的风险或者带来改善局势的机遇，有3

个关键因素：

1. 意图；

2. 领导力；

3. 能力。

每个行为主体都应该根据这三个因素评估自己及其伙伴的立场。行为主体之间

这些因素的一致程度是衡量支持关系相关的风险或机遇的一个指标。行为主体应该

基于这种理解来决定如何准备、实施和逐渐结束支持关系。

下面将简要介绍这3个因素，并在第6.1.3节进一步讨论。

意 图

意图在这里定义为每个伙伴的目的或目标的总和，包括政治或军事目标，以及优先遵守国际人道

法和其他国际标准，以及保护平民、非战斗人员、民用物体和受特别保护物体。

未来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促进保护受影响民众方面的意图或意愿的强度，将

是在支持关系中实现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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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关系中的两个伙伴很少会在意图上完全一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总会存在分歧。他们对国际人道法和其他保护规范的承诺也可能出现差异。

了解这些因素及其潜在驱动因素是评估和管理与支持关系相关的风险以及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的机遇

的关键。

领导力

领导力是指一个行为主体的组织结构及其确保行为主体的意图和指示（指令或指导）被理解、尊

重，并在整个指挥链中忠实执行的能力。伙伴具备领导力，则意味着其能够实施变革，并且有可能在

行动层面恰当实施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受影响民众的意愿。

由于各种职责是在支持关系中分配的，每个行为主体必须了解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其伙伴

的各级领导，以及任何抵消影响。

能 力

能力是指一个行为主体可用于实现其目标的物质资产、人力资源和技能，涉及这些资源的规模和

质量以及对所要进行的活动的适用性。一个伙伴可能有强大的领导力，但缺乏实现其目标的资源。

除了确保每一个伙伴都有能力履行商定的职责外，还必须确保伙伴的能力要相互补充。如果伙伴

的资源没有适当地相互协调和互通，意图和领导力都很强的支持关系也可能会带来风险。

2.2  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面临的风险

支持关系中的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加剧或减轻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面临的具

体风险。其中一些主要的因素为冲突的类型、涉及的行为主体和活动以及所提供的支持的类型。这些

问题将在第3节和第4节进一步探讨。

在处理支持关系时，参与支持关系的当局的决策者应考虑这些具体风险，并采取实际措施来减轻

这些风险。

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最主要的风险是责任分散。

2.2.1   责任分散

支持关系会导致有关行为主体之间出现责任分散的风险。在与他人合作行动时，每个行为主体的

责任可能会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变得不明确或最小化。这种责任分散的情况与伙伴之间在意图、领导力

和能力上的一致程度密切相关（见第2.1节）。

责任分散会削弱对受影响民众的保护，因此是与支持关系相关的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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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责任分散程度的实际指标包括：

• 对关系累积影响的责任意识

通过支持关系分担负担虽然不存在固有问题，但可能会降低伙伴对于这种关系对受影响民众

造成的后果的理解和责任意识。管理支持关系累积影响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冲突中受支持的

一方。

• 对国际人道法义务的共识

明确每个伙伴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是确保其自身部队及伙伴遵守这些义务的必要条件。对

伙伴义务的范围或意义不明确或否认相关责任可能会留下漏洞，对此处列出的其他因素产生连

锁反应。

• 职责和责任的明确性

在未明确界定职责和责任的情况下，实际协调工作面临重重挑战，经常因此破坏支持关系，增

加受保护民众受到伤害的风险。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还可能在地方民众之中

造成混乱，阻碍人们报告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

• 内部问责和伙伴之间的问责

根据行为的不同，伙伴内部问责和支持关系内的问责范围可能会很广泛，包括从外交措施到法

律措施。上述指标（责任意识、义务、职责和责任的明确性）会影响行为主体对其在武装冲突

中的行动及其后果的问责。这可能是由于事实情况模糊、责任不明确或制度和流程不适当。此

外，行为主体并不总是愿意而且能够让自己及其伙伴为错误或不当行为负责。这会阻碍行为主

体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防止这些错误再次发生，并有可能助长有罪不罚的文化。

• 人道影响的规模和严重程度

负面人道后果的性质和范围可能表明责任分散。这些负面的人道后果可能与一方或双方行为

主体的意图、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标准的能力和领导力，或其他实际挑战有关。

上述指标可能表明冲突的人道后果日益严重，虽然并非会出现于每一种支持关系中，这些指标是

相互依赖的，这意味着许多指标的薄弱会增加支持关系相关的风险。

2.2.2   责任范围

责任分散的程度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能用绝对的数字来衡量。尽管如此，区分一些常

见的场景还是很有用的：

责任
被推

责任
被 低

责任
最小化

责任
不明确

责任
协调一致

高风险 低风险

责任最为分散的情况（因此风险也最高）是，支持关系中的一方或双方行为主体推脱责任（无

论是来自法律、道德还是其他方面的责任）。在风险最低的支持关系中，伙伴之间会明确责任并协

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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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被推翻

一些行为主体之所以追求建立支持关系，是为了避免为武装冲突中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或政治责

任。如果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故意逃避法律的制约，往往会导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这种

伙伴不仅在这一关系中，而且在其他各方关系和未来冲突中，都会破坏国际人道法并削弱对受害者的

保护。

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主体会在明知其伙伴无法或不会追究其责任的情况下，利用不平等的支持关

系违反国际人道法。在其他情况下，一些行为主体知道伙伴不受同样的法律义务约束或不愿遵守其法

律义务，或两者兼有，却选择与这样的伙伴合作。在问题更严重的情况下，行为主体会支持特意为此

目的建立单独的部队。

一些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能因提供支持而违反其本身的法律义务（例如日内瓦公约共同第1条、

国家责任法或军备控制或裁军条约）。

责任最小化

任何一方或双方蓄意尽量减少自身责任，可能会导致协调、合规和问责方面出现问题。

责任最小化的一种形式是将责任从一个行为主体委托给另一个行为主体。支持关系中也存在责任

委托，即受支持方实际上担任支持方的代理或代理人。虽然行为主体可能无意破坏法律，但当被委托

责任的一方没有培训、资源或意愿履行其在国际人道法和其他国际法下的义务时，就会出现问题。由

于伙伴之间缺乏监督和问责，冲突各方可能会觉得无所顾忌，行为更加不受约束或超出支持关系中商

定的目标范围。因此，即使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并无意违反国际人道法，也可能存在被支持方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风险。

除了代理关系，行为主体在构建自己在关系中的职责时可能会寻求将自己的责任最小化。例如，行

为主体可能会有意识地选择提供支持，使其行动不超过成为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法律门槛（见第3.1节）。

在支持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责任，会妨碍伙伴保护非战斗人员和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综合能

力。伙伴通常不能或不愿意监督和评估其伙伴的行为，导致缺乏问责并且会阻碍不断总结和利用经验

教训。

责任被降低

在没有共同准备和实施支持关系以防止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同时有效开

展行动的伙伴虽然不是故意寻求尽量减少责任，但可能会在其实际承担或感知的责任方面无意中出现差

距。行为主体可能有不同的意图，或在能力和领导力方面存在差距且未予以缓解。即使每个行为主体都

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有效监督，但缺乏与伙伴保持联系的机制，这意味着双方都无法掌握全面、准确的情

况。这可能导致协调问题、缺乏监督和问责，而且无法充分了解支持关系对受影响民众的集体影响。

责任不明确

即使是在合作良好的伙伴之间，如果没有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责任，或在如何应用国际人道法方面

模棱两可，也可能发生责任分散。同样，采用平行而非联合的报告机制也可能会妨碍问责和总结经验

教训。这些结构性因素可能导致协调问题。

责任协调一致

如果伙伴明确确定各自的职责，并为确保其人员遵守国际人道法承担独立责任和共同责任，保护

不参与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支持关系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构成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这是

支持关系的最佳状态，即充分限制或完全避免责任分散。



24 盟友、伙伴和代理

2.2.3   相互关联的支持关系

如果一种关系涉及几个伙伴，或者存在一个支持关系链，则责任分散的风险会在这些关系中成倍

增加。

如果冲突的同一方从多个外部行为主体获得支持，协调这些支持关系可能会很困难。提供支持的

行为主体的意图、能力和领导力特征各不相同，这将影响他们与受支持方的关系。分歧越大，协调尽

量减少平民伤害等行动面临的障碍就越大。即使只是将支持作为一种补充措施，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

问题。

向同一冲突中的多方提供支持极有可能产生不一致的结果，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破坏和伤害。

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还可能需要考虑在一场冲突中提供的支持，将在另一场冲突中产生连锁效应的风

险，例如作战人员或武器的转移。因此，应在整个政府层级作出提供支持的决定，并考虑到可能产生

的长期后果。

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以在独立的管理下向单个冲突方并行提供多种渠道的支持。如此做可能有

以下几个原因：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支持，提供或接受支持的机构不同，或与其他提供支持的行为主

体一起提供某一部分的支持。此外，根据不同职责行事的人员之间会存在正式和实际的沟通障碍，造

成领导者可能会根据不完善或不完整的信息作出决策的风险。

2.3  支持关系在改善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保护方面的机遇

争取在支持关系内确保各方责任协调一致时，行为主体应注意抓住处理支持关系的机遇，从而增

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具有对伙伴行为产生影响的独特优势。努力处理与伙伴的关系，以防止出

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实施国际人道法并减少非战斗人员面临的危险，有助于减少冲突造成的负

面人道后果。在冲突中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和受支持方都可以而且应该为此目的采取措施。

法律提示

行为主体应在可行的范围内与伙伴共同施加影响，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丧

失战斗力的人员和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其他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努力找出并主动解决各自意图、领导力和能力之间的

差距来实现这一目标。为促进实现该目标，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确定了10大类措施，详见后续章节。

下面，本书将介绍支持关系可以如何创造机遇，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以寻求更好地保护非战斗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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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对伙伴的行为施加影响

支持关系中的伙伴通常有影响彼此的潜力。这种潜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支持的数量和质

量、每个行为主体对这种关系的依赖程度以及行为主体之间任何其他联系的强度。尽管行为主体的整

体影响力将受到其他关系的影响，但由于其职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关注武装冲突中与支持关系

有关的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行为主体的潜在影响因伙伴和支持关系而有所不同。随着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特别是随着冲突和关系的演变而变化，每个行为主体的影响也将随之变化。重要的是，即

使是看起来相对次要的支持关系也有一些潜在的影响。一个行为主体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之间也可

能存在差距，这取决于其行使这种影响的意愿和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的效力。

无论伙伴之间的平衡状况如何，双方都能通过自身对关系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提供支

持和接受支持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调整自身对关系的贡献来发挥影响力，以促进更好地保护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

如果伙伴的行为存在具体问题，例如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可能导致未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系统

性问题，就更加需要施加这种影响。然而，选择如何发挥这种影响可能是一个挑战。

如果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意识到伙伴的问题行为，则将面临一个选择：限制

或停止自身的参与，直到问题得到适当解决，或加强参与以促进更好地保护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

虽然长期减少支持可能会改变行为主体的潜在影响，但短期停止或撤回支持的措施可能是施加

影响或防止发生人道问题的重要方法。此外，如果选择不对关系进行调整，可能会被视为默许问题行

为，甚至会加剧问题行为。然而，增加支持既可以是增强潜在影响，也可以是直接提高保护受影响民

众和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总体能力。

矛盾的是，行为主体为积极影响伙伴遵守其法律义务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可能增加行为主体自

己的法律责任。然而，并非所有的实际措施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此外，行为主体还应考虑承担更广

泛的责任，即在国际法范围内行使其影响力。

法律提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

•   武装冲突各方都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

•   所有国家必须确保在所有情况下遵守国际人道法；

•    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武装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

      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6

•   所有国家必须避免鼓励、援助或协助冲突方违反国际人道法；

•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调查并酌情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7

6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Commentary on 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2016,第164–173段: https://ihl-
databases.icrc.org/ihl/full/GCI-commentary; 2019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IHL Challenges Report），第75–76页（见前注

1）：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
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7 见J-M. Henckaerts and L. Doswald-Beck (eds) 编：《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ume I: Rules)（下文简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Customary IHL Study)，中文译本由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组织编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2009年重

印，第156条规则及解释，第536-569页：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index/hom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full/GCI-commentary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full/GCI-commentary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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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可以采取广泛的措施，在支持关系中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各机构和各层级将根据问题

的不同，决定采取哪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有效地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将由决策者

来决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随时准备在与行为主体长期保密的双边沟通范围内，协助行为主体应用本

书来处理自身情况。

2.3.2   发展各方责任协调一致的支持关系

处理支持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如何选择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答案可能并不明显。第6节及第

7节所详述的实际措施及问题，引出了一些主要考虑事项，有助于指引决策者在各自情况下采取最切合

实际的措施。

除了承担可能需要承担的任何法律义务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要求参与支持

关系的行为主体采取以下措施：

1） 分析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和后果，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其支

持关系的处理之中；

2） 从自身出发，并与其他相关方一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确保妥善保护平

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3） 若支持关系中的伙伴指控行为主体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存在其他问题行为，

则应采取切实行动，解决存在问题的行为。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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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支持关系

本节解释支持关系中可为受影响民众带来特定风险和机遇的一些关键因素，即：

1. 冲突的类型；

2. 相关行为主体；

3. 军事行动和相关活动；

4. 支持形式。

上述每个因素都与理解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有关，因此也涉及如何处理支持关系，以增强对受

影响民众的保护并减少对他们的伤害（见第5.1节）。以下是与上述每个因素相关的一些考虑因素。然

而，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应自行对各种风险和机遇进行全面评估，而不应局限于下文详述的问题。

3.1  冲突的类型

国际法只承认两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国际性武装冲突（IAC）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NIAC）。除

其他标准外，根据参与冲突的行为主体的性质，可将暴力局势分为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如第1.4节所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意到，由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数量的增加，导致冲突总数显

著增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注意到，冲突方数量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同一冲突的当事方，还是在同

一领土上发生的平行冲突当事方都是如此。

根据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第3.2条）、他们提供的支持类型（第3.4条）及其对冲突受支持

方的控制程度，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能会成为国际性武装冲突和/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方。8虽然

向冲突方提供的支持并不总是能达到这一限度，9但这种支持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冲突造成的人类痛苦。

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冲突前、冲突后或在冲突的同时可能发生不会上升到国际性或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级别的其他暴力局势。这些其他暴力局势通常涉及执法人员而非军队，但在复杂的环境

中，可能难以进行这种区分。

延伸阅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涉及外国干预的武装冲突”的概念以及如何判定适用于此类冲

突的国际人道法所持的法律立场》（“The ICRC’s legal position on the notion of armed 
conflict involving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on determining the IHL applicable to this type of 
conflict”）（T. Ferraro）

3.1.1   国际性武装冲突

当一个或多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动用武装力量，不管这种对抗的原因或激烈程度如何，都属于国

际性武装冲突。这不需要正式宣战或承认相应形势。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存在以及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

于这种局势，都取决于一线的实际情况。

8 2015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21-22页（见前注1）。

9 然而，其他支持形式可能在国际责任法方面产生影响。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icrcs-legal-position-notion-armed-conflict-involving-foreign-intervention-and-determining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icrcs-legal-position-notion-armed-conflict-involving-foreign-intervention-and-determining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icrcs-legal-position-notion-armed-conflict-involving-foreign-intervention-and-determining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icrcs-legal-position-notion-armed-conflict-involving-foreign-intervention-and-deter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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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 Protocol I of 1977）

习惯国际人道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1.2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政府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或仅此类团体之间的武装

冲突。

要将此类情况划分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战斗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

相当于敌对行动。第二，参与冲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必须具有足够的组织性，才能被视为冲突的“一

方”。例如，这意味着其部队必须具备一定的指挥结构，有能力维持军事行动并遵守国际人道法。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

习惯国际人道法

延伸阅读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Increasing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M. Mack）

3.1.3   平行的武装冲突

许多国家在其领土上同时经历两个或两个以上冲突。这一点，加上冲突各方数量的增加，是导致

责任分散和人道后果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见第1.4节）。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支持关系可能特别受到实际协调方面的挑战的影响。其他行为主体在领土上

的存在也可能妨碍监督、评价和督导的传统办法，为此需要找到其他解决办法（见第6.2.4节）。

行为主体在考虑与其活动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见第2节）时，应考虑其活动的影响与其他行为主体

活动的影响相结合是否会比其单独活动的影响对受影响人口造成更大的伤害。

尽管一线局势实际很复杂，但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仍无可争议。行为主体应在可行范围内与其伙

伴共同施加影响，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特定风险

• 难以区分战士和平民

• 执法军事化

特定机遇

• 利用工业和技术能力，以减少冲突的负面影响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32 盟友、伙伴和代理

3.2  相关行为主体

决策者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谁参与了支持关系。行为主体的类型和数量将对这种关系带来的

风险和机遇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行为主体越多，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散的风险就越高。

支持关系可以是由一个行为主体向另一个行为主体提供支持的双边关系，也可以由很多行为主体

和关系组成，后一种情况要复杂得多。支持关系可以涉及国家、多国联盟或同盟、私营军事和安保公

司、非国家武装团体或维和部队（见第1.2节）。下文详细介绍了针对每种类型的行为主体的一些注意

事项。然而，各个行为主体和关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必须评估每个行为主体的

意图、领导力和能力（见第6.1.3节）。

3.2.1   国家

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向另一个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支持，也可以加入

多国联盟，为维和行动派遣部队，或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向另一个行为主体提供支持。根据提供

的支持类型，这些国家可能成为冲突的当事方，特别是在协助另一方对某一武装团体进行集体敌对行

动或对某一武装团体实施全面控制的情况下。10

一个国家也可作为武装冲突的一方接受支持。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国家（东道国或领土国）在其

领土上参与针对一个或多个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获得一个国家的单独支持或多个

其他国家的联合支持。

如果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军事行动（见第3.4.3节），可能难以辨识哪个国家是否已成为冲突的当事

方。在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时，支持国不太可能成为冲突的当事方，但仍需要承担法律义务。

各国在国际法下有特定的地位和法律义务。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包括有义务不鼓励、援助或协

助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依据尽职义务采取积极措施对冲突各方施加影响并促使他们采取尊重国际人

道法的态度。11 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各国在选择施加影响的措施时

有非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见第2.3节）。

法律提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国家必须：

•   遵守国际人道法；

•   不提供任何鼓励、帮助或协助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支持；

•   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武装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制止这种

     违法行为。12

此外，根据国际法的其他规定，支持国可能还需要承担其他义务。例如，如果武器有明显或重大

风险被用于严重违反或助长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形，那么《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必须避免批准

武器转让（见第3.4.2节）。

10 2015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21-22页（见前注1）。

11 2019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75-76页（见前注1）；《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 第164–173段, (见前注6)。
12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1条；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Article 1 common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dditional 

Protocol I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9和规则144（见前注7）。见

《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 , 第 164–173段, (见前注6);  2019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75-76页（见前注1）。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72239588AFA66200C1257F7D00367DBD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72239588AFA66200C1257F7D00367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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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接受外部支持的领土国（东道国）将需要处理支持关系。

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界定外国武装部队在其领土上行动的权力范围（见第6.1.3节），确保遵守国内法

律，以及对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问责（见第6.2.4节）。

一个国家如何选择与对手进行竞争，以及如何给对手贴标签，会影响其使用武力的决策和做法，

例如在攻击或对待被剥夺自由者时适用区分原则（见第3.3.3节和第4.1节）。

无意或故意使用不准确的术语来给对手归类可能会增加平民遭受武力威胁的风险。事实证明，这

是过去20年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普遍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且国

家控制着国内法律框架。

将整个社区污蔑为对手的势力范围，可能会使纵容使用武力的态度合法化，也可能对如何对待平民

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可能会加剧排斥、不公正和剥夺权利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是导致冲突的首要原因。

虽然外部支持所增加的军事能力可能是冲突中的一种优势，但过度依赖这种战斗优势可能造成更

多甚至过度的平民伤害。如果当事方之间已经存在手段不对等的情况，再向领土国提供针对非国家武

装团体的外部支持，则尤其如此。另一种情况是，支持国可能会提供不适合具体地形或局势的武器，

例如不适合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的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

通过利用跨政府、军事、安全和民事机构的能力，支持关系可以创造一个机遇，采取更综合的方

式在敌对行动期间及之后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此外，还可能有机会利用各国的工业和技术能力来减少冲突的负面影响。

特定风险

• 战士和平民之间的区别不充分/不精确

• 执法军事化

• 选择的手段和方法不适应军事需要

特定机遇

• 利用跨政府的能力，在整个关系中融入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 利用工业和技术能力来减少冲突的负面影响

3.2.2   多国联盟

当局势涉及多个国家的联盟时，对单一国家作为支持行为主体的关切就会成倍增加。

通常情况下，联盟中的各国都保持对自己武装部队的指挥和控制，因此相互之间需要进行协调。

各国将对其武装部队的行为负责，并有义务确保其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

当一个国际组织负责指挥和控制国家武装部队的行动时，该国际组织就已成为国家或非国家冲突

的当事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也将具有与国家类似的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一方面，多国联盟中的国家可被视为集体向另一国家（通常是领土国）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

下，联盟成员需要共同努力，确保以一种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非战斗人员的方式处理支持关

系。尽管各个联盟成员国的贡献可能不同，但每个成员国都应根据国际法承担各自的义务，并有能力

对支持关系施加影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负面人道后果（见第2.3节）。

另一方面，联盟内部，即联盟成员之间，也可能存在支持关系。当一个或多个联盟成员国成为冲

突的一方，并因此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这一观点，各国还需要对为其他联

盟伙伴提供的支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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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提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各国和国际组织必须：

•   遵守国际人道法；

•   不提供任何鼓励、帮助或协助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支持；

•   尽其所能合理地防止武装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制止此类违反行为。

除了国家间双边支持关系中的因素（见第3.2.1节），在联盟情况中还会出现一些风险和机遇。

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建立联盟的职责（如果有），以及联盟如何区分对待对手和平民。

各项职责通常是在众多利益不同、对局势了解程度不同的联盟伙伴之间通过谈判达成。风险在于，在

联盟的谈判中，行为主体会忽视受影响民众的利益。他们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达成协议上，而不是

优化关系管理以减少伤害。此外，谈判过程可能导致联盟在有关保护受影响民众的标准和方式方面采

取“最低共同标准”。

虽然有各自不同承诺的国家联合起来可以使各国在这种关系中分担负担，但各国可能有不同的利

益和做法，从而导致责任分散。在行动层面，他们将面临协调方面的挑战，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改善

互通性（见第2.2.3节）。因此，需要谨慎地管理联盟，以确保在整个关系中各方责任协调一致。

如果联盟资源不足，或某些捐助国不充分履行承诺，联盟自身可能会无法投入所需资源，在培

训、监督和评估等方面采取良好实践，增强人道保护。同样，联盟内部能力的显著变化也可能会为组

织和协调工作带来挑战。

重要的是，联盟在筹备阶段应考虑地方的情况，包括文化、价值观、人口和政治。与双边支持

关系一样，在敌对行动期间和之后，联合起来对付某一冲突当事方可能会扩大地方的污名化言论和做

法，对平民、伤员和被拘留者造成重大影响。联盟成员国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情况，例如加强约束

此等行为的准则并且确保公平获得各项人道援助。

多国联盟不仅有机会优化军事活动的集体能力，还有机会优化各项措施，通过汇集集体专业知识

和资源来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特定风险

• 职责和责任不明

• 授权的职责不符合受影响人民的需要

• 报告程序缺乏一致性，会妨碍监督、问责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

• 问责存在漏洞

• 伙伴之间的能力缺乏一致性，导致责任分散，实际协调面临重重挑战

特定机遇

• 倡导最高标准，例如采取传播规范、机构能力建设和国际人道法培训等措施

• 增加专业知识和资源的可得性，以减少对受影响人民的影响

•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集体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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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多国行动与法律》（“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and the Law”）（《红十字国际评论

（IRRC）》）

另请参见：

– 第3.2.3节维和部队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3.2.3   维和部队 13

维和行动的规模在过去20年中有所增加，但近年来部署的人数略有减少。14这些行动大部分由军

事人员执行，但也包括一些警察和其他文职人员。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占所有维和行动部署人员的近

三分之二。15

无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赋予维和部队什么职责以及他们以什么名称来描述潜在对手，一线的事实

情况决定了维和部队是否会成为冲突方。如第3.2.2节所述，如果武装部队在具有国际法人资格的多边

或国际组织的指挥和控制下行动，则该组织本身一般被视为冲突的当事方，而不是部队派遣国。

无论维和部队是否成为冲突的当事方，通常都会与领土国保持一种支持关系。与多国联盟一样，

人们也可以将国际组织与部队派遣国之间或这些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关系称为支持关系。因此，针对维

和部队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与多国联盟类似（见第3.2.2节）。

法律提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各国和国际组织必须：

•   遵守国际人道法；

•   不提供任何鼓励、帮助或协助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支持；

•   尽其所能合理地防止武装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

，并制止此类违反行为。

由于设立维和行动的决定与为该行动提供资源的进程是分开的，因此有可能使该行动的目标与国

际组织可以支配的能力（人员、物质资产和专业知识）脱节。

鉴于国际组织需要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而联盟则是由各个国家明确选择加入的，所以国际组织

面临一项职责代表的是谈判所达成的“最低共同标准”的风险比联盟更大。因此，谈判达成的授权职

责可能并不适合待命维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某支维和部队被部署到一场实际冲突

中，它可能没有适当的授权来保护平民免受攻击。或者，还可能意味着维和部队向一个国家提供的支

持会使得维和部队自身日益陷入敌对状态，或者其所提供的支持不适合被支持的国家。

13“维和部队”一词泛指为强制实现和平或维持和平的目的而由联合国部署参与多边行动或经联合国安理会以其他方式授权的军

事人员和文职人员。

14 有关各种估计数据，见：SIPRI, “Global developments in armed conflicts, peace processes and peace operations”, SIPRI 
Yearbook 20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20: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20/02;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The Economic Value of Peace 2018: Measu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Impact of Violence and Conflict, IEP, Sydney, October 2018, 
p. 10: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Economic-Value-of-Peace-2018.pdf. 

15“Global developments in armed conflicts” (见前注14).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reviews/891892-qihongshiziguojipinglun-multinational-operations-and-law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20/02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Economic-Value-of-Peace-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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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策权分散到多个行为主体和机构可能会对实际协调工作和各方责任的协调一致构成挑战。在

有其他行为主体参与的情况下，维和部队开展行动时还可能导致各项授权的职责和界限产生混乱。这

些问题可能会转化为平民、被拘留者和其他人面临的具体风险。

从理论上讲，国际组织和部队派遣国都对维和部队负有法律、伦理和道德责任。16然而在现实中，

国际组织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责任分散可能会削弱这些部队工作的权责，从而给受其活动影响的人民

带来危险。组织总部和各个国家之间可能难以确定如何对这些部队行为进行问责，导致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和其他不当行为可能逃脱惩罚（见第2.2节和第6.2.4节）。

话虽如此，保护平民日益成为维和部队的明确目标。这给了他们更多的空间来考虑和实施减少平

民伤害的措施。各部队也有机会就明确的职责达成广泛一致，结合向冲突方提供的支持，考虑以切合

实际和具体情况的方式保护处于冲突之下的平民。这一职责可以通过对切实确保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

员进行的投入得到保障。理想情况下，国际组织和部队派遣国都有一种自主意识，明确报告和问责责

任，并采取切实的行动，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减少冲突潜在的负面人道后果。

特定风险

• 责任不明确

• 授权的职责不符合受影响人民的需要

• 领导不统一

• 报告程序缺乏一致性，会妨碍监督、问责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

• 问责存在漏洞

• 部队派遣国之间缺乏能力协调，导致责任分散，实际协调面临重重挑战

特定机遇

• 将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作为战略优先事项

• 国际人道法培训、框架、系统和流程相互作用

• 传播规范，包括分享良好实践

•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集体改进

• 整个社会和各个部队派遣国切实承担相应责任

• 按照全面计划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延伸阅读

《关于在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基加利原则》（Kigali Principles on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16 有关在联合国帮助下行动的维和部队，见UN Secretary-General (UNSG), UN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Policy on Support 
for Non-United Nations Security Forces (“HRDDP”), 5 March 2013, A/67/775-S/2013/110: https://www.refworld.org/
docid/537dd44a4.html.

http://civilianprotection.rw/wp-content/uploads/2015/09/REPORT_PoC_conference_Long-version.pdf
http://civilianprotection.rw/wp-content/uploads/2015/09/REPORT_PoC_conference_Long-version.pdf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37dd44a4.html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37dd44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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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非国家武装团体

非国家武装团体是有组织的武装团体，有资格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当事方，因此受到国际人

道法的制约。17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估计，有6600万人生活在非国家武装团体的类似于国家的管理之

下。在当今的冲突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涉及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支持关系与国家间的支持关系并无不同，都是一些强大势力者利用各种能

力（即物质资产、人力资源和技能）支持他们的盟友。18研究表明，与没有支持关系的非国家武装团体

相比，有支持关系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存活得更久，更容易从领导力的丧失中恢复过来，并且能获得更

好的能力。19

与国家一样，非国家武装团体可能会同时担任支持和被支持的角色。涉及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支持

关系主要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支持关系、国家对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支持、非国家武装团体对国

家的支持，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支持关系。

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支持关系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非国家武装团体是一支单一的战斗力量，但如今许多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上是

各种不同团体组成的动态联盟20，包括从综合联盟到为特定目标集结资源的机会主义计划团体。大量非

国家武装团体根据自己的战略评估作出地方决策，他们可以继续响应中央领导，追求实现共同的地缘

政治议程。这一趋势已成为冷战后冲突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较大的团体网络由跨越多个地区和大陆

的十几个至几十个成员实体组成。尽管存在共同的特征或相同名称的相近变体，这些团体的组织方式

却可能截然不同。在此类运动中，有一个集中的权力核心，此核心组织对一些较小且分散的团体拥有

不同程度的权力。他们可能以一种具有共同身份和意识形态的松散联盟运动来行动，但在暴力模式和

对外部实体的取向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支持

除了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支持关系，还有许多国家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支持的案例。根据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2020年查勘工作的结果，大约37%（230个）的武装团体得到一个国家或其他非国家

武装团体的支持。21非国家武装团体对国家的支持不算普遍，但确实存在。

非国家武装团体所接受或提供的支持有时是在既定的国内和其他法律框架之外进行的，这可能会

引起与国家所接受或提供的支持完全不同的考虑因素。例如，为了推脱或转移责任，很多国家可能会

寻求与非国家武装团体合作（见第2.2节）。相反，国家还可能对非国家武装团体施加全面控制（这将

使国家需要对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行动负责）。由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文化和人员可能不同

于国家武装部队，因此为促进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而采取的实际措施

也可能不同。

17 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在广泛的武装团体之内，这些武装团体具有不同的目标、组织结构、准则、资金来源、军事能力和领土

控制程度，虽然不被承认为国家，但却有能力引发导致人道问题的暴力活动。

18 K. Oot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86.
19 T. Bacon,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My Friend?”, Security Studies, Vol. 27, January 2018, pp. 345–379.
2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8年，第

24页：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21 这一统计数据源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年度武装团体查勘工作，该类别团体被定义为引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注的人道后果

的团体。在这个宽泛的定义中，非国家武装团体指的是被视为武装冲突当事方的团体。

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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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提示

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内的武装冲突各方均必须根据其义务遵守国际人道法。22

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领导力、意图和能力

一个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行为。它会影响到其军事能力、领导者实施的控

制类型，以及战斗人员如何学习做出体面的行为。

这种结构是由多种内在因素决定的，包括意识形态和准则；领导偏好；招募战略；供资来源；团

体历史，包括内部竞争；以及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组织结构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敌对势力的

实力和效力、团体的作战地形，并且最重要的是外部政治或军事支持。例如，驻扎在邻国的武装团体

的组织结构可能与在其所反对的国家领土上活动的武装团体完全不同（见第3.4.4节）。

能够获得资源会严重影响武装团体的招募战略，从而影响战斗人员与社区之间的关系。23在个体和

团体层面，外部资源的可获得性减少了对社区支持的依赖，从而影响他们对地方民众的暴力或限制倾

向。24维持武装团体的收入来源也会影响领导人施加的控制类型。

这种团体的结构决定了如何行使领导力。对于分散的团队来说，共同的战斗经验是凝聚团队成员

的主要粘合剂。他们并不总是有书面的行为准则，有时会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取而代之。中央集权

的军事结构通过基于群体叙事和集体仪式（如民族主义理想或意识形态被转化为实践）的身份塑造来

培养忠诚度。他们依赖于明确确立的规则和价值观，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很可能通过灌输和培训传授给

团体普通成员。

某些特定风险可能与冲突方和支持关系中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相关。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经常存在不对等的情况，这可能促使该组织诉诸对平民有更大影响的手段和方法。

无论是出于战术原因还是基于将平民视为其对手的借口，这类武装团体在进行敌对行动时存在不履行

其保护平民的职责的风险（见第3.3.2节）。这可能表现为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攻击或不分皂白的攻

击，以及利用平民的存在保护自己免受攻击。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是，无论是由于缺乏意图、能力还是

领导力，非国家武装团体都可能会以不当方式拘留和对待被拘留者（见第3.3.3节和第4.1节）。

此外，非国家武装团体可能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国际人道法，有些非国家武装团体可能对盛行

的国际秩序持广泛摒弃态度，因此也拒绝承认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众多非国家武装团体争夺资源、

地方和全球选区或外部支持者的复杂情况也可能助长“竞逐到底”趋势，即非国家武装团体试图通过

在大规模攻击方面超过彼此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当非国家武装团体成立或迅速壮大时，它可能没有充足的机会来实施健全的框架、制度和流程，

以促进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例如，它可能在不进行逐项审查的情况下组建自己的部队。它在

部署这些部队时可能没有提供完善的国际人道法培训，例如如何选择和使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减少平

民风险，或如何管理拘留场所。这些关切还将扩大到非国家武装团体如何管理死亡人员和流离失所人

员的问题。

2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9（见前注7）。

23 J. Weinstein,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as cited in 
Roots of Restraint, p. 22（见前注20）。

24 A. Wennmann, “Grasping the financing and mobilization cost of armed group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nflict dynamic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0, No. 2, 2009, pp. 265–280, as cited in Roots of Restraint, p. 22（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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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供的指导不影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支持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审慎性或合法性。对于非国家武

装团体，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资源、人员招募和控制这3个关键关切因素，积极影响他们对平民和其

他非战斗人员的行为。

特定风险

• 行为主体领导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责任分散

• 能力不一致，导致存在协调问题，而且责任分散

• 没有足够的意愿、资源或专门知识来在敌对行动中践行国际人道法（例如遵循预防措施原则、

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和开展其他活动（例如拘留、管理流离失所人员、管理死亡人员和查明

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

• 武装团体开始对社区进行掠夺

特定机遇

• 利用非国家武装团体在资源、人员招募和控制方面的需求，对非国家武装团体产生积极影响

• 制定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文化和其他规范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

延伸阅读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Increasing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M. Mack）

3.2.5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已成为受冲突影响局势的重要参与者。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可以通过至少3种方式参与到支持关系中。首先，他们可以订约为受支持方提

供专业服务，例如军事训练和教育或维护和操作先进的武器系统。其次，在实践中，私营军事和安保

公司可以代表冲突方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任务包括直接参与敌对

行动。在其他情况下，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其他原因，在军事目标附近工作可能使他们面临与冲突方

交火的更大风险。第三，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实际上可能作为提供或接受支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而成

为冲突方（见第3.2.4节）。

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将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适用的法律体系纳入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活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行动实施控制和监督。直接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

公司的国家（雇用国）、其行动所在国（领土国）和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注册所在国（注册国）可能

均须就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承担责任，特别是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

在没有适当的审查程序、严格的合同以及有效的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可能会导致责任分散，进而可能导致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或其合作方违反国际人道法。

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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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勒文件》回顾了各国在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关系中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并提出了

一系列帮助各国履行这些义务的良好实践。25

特定风险

• 支持关系中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与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散

• 各种监管方法之间存在混乱

• 缺乏强有力的审查

• 服务规则没有充分界定武力的使用

• 无法监督其行为和评估结果

• 缺乏监督和问责

特定机遇

• 可以将国际人道法整合到专业定制的服务提供方法中

• 可以增加一条或多条终止条款，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和/或冲突支持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

况下终止服务

延伸阅读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行动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

和良好惯例》（Montreux Document on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States related to operations of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

《商业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下商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简介》（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3.4.4节其他支持形式

25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行动的相关国际

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Montreux Document on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States related 
to operations of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日内

瓦，2008年：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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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军事行动及相关活动

在武装冲突期间和冲突结束后，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有受到伤害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由武装冲

突各方的活动直接和间接产生的，包括各方行动的累积后果。例如，在人口稠密地区，关键民用基础

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对平民产生重大衍生后果，例如疾病和流离失所。随着冲突的持续和时间的推

移，多次攻击和/或其他因素使基本服务质量下降，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风险，并促使民众进一步流离

失所。此外，在敌对行动已经停止很久之后，行为主体未能预见和处理冲突的后果也可能对平民和其

他非战斗人员构成重大风险。例如，由于与冲突有关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的人在冲突结束后仍然有权

获得人道待遇，而且仍需加以管理。

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旨在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除了确保这些规则得到遵守之外，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还应考虑其活动对受影响民众构成的风险，以及任何可以减少伤害的机遇。

以下是针对在整个筹备、执行和过渡阶段，行为主体应纳入其决策的活动的一些具体注意事项。

3.3.1   武器和弹药管理

在武装冲突之前或期间，各方将获得和储存进行军事行动的物资。使用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手

段会有伤害平民和民用物体等的风险。在每次使用这些手段时，尤其是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使

用这些手段时，都存在这种风险。在每个阶段都应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这种伤害。

正确的武器和弹药管理是防止武器转移和非法使用的一个重要措施。弹药库存管理薄弱，会增加

弹药遭到未经授权使用、盗窃、丢失或者意外或蓄意引爆的风险，它可能会妨碍冲突结束时的解除武

装工作，增加武器继续在社区中使用或被用于该地区其他冲突的风险。

是否对武器和弹药的储存实行严格控制是一项重要指标，用于衡量这些物品可能被用于实施或促

进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以其他方式违反国际法的风险（见第3.4.2节）。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认可的国际标准和准则，以支持采取最佳实践，

在储存设施内对弹药、爆炸物和武器进行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PSSM），以及对武器和相关物资的运

输、转移或处置进行管理。应鼓励行为主体应用这些标准和准则，以减少处理不当的风险，否则可能

会对受影响民众造成伤害。

正在考虑向另一行为主体提供武器的行为主体，应考虑这些武器由于库存管理不善而可能遭到滥

用的风险。相反，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准则（见第6.2.1节）和开展培训（见第

6.2.2节）来帮助伙伴加强武器和弹药的管理流程。

特定风险

• 将武器或弹药转移给未经授权的最终使用者和用于未经授权的最终用途，包括转售、盗窃或丢失

• 不安全的存储

• 在冲突结束后继续供应武器和弹药，助长武装暴力和冲突，破坏长期和平与安全

特定机遇

• 支持建立加强武器和弹药管理的框架、制度和流程

• 为伙伴人员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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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2001年《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Protocol 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枪支议定书）

延伸阅读

《国际弹药技术指南》（International Ammunition Technical Guidelines）（联合国）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International Mine Action Standards）

《模块化小型武器控制实施纲要》（Modular Small Arm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Compendium, 
MOSAIC）（联合国）

《国际小型武器管制标准》（International Small Arms Control Standards）（联合国）

另请参见：

– 第3.4.2节军备转让

– 第4.8节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第6.3.1.C节负责任地解除资源

3.3.2   敌对行为

敌对行动是最容易与武装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活动。无论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本身是否参与敌对行

动（见第1.2节），支持关系中的双方都应该为发生敌对行动和由此产生人道后果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在准备、实施和逐步结束支持关系时，行为主体需要考虑这样一种风险，即所提供的支持将鼓

励、援助或协助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或以其他方式对受冲突影响的民众造成人道后果。这一

关切对于指导敌对行动的规则尤其重要。应该在整个支持关系中采取措施来减少这些风险。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分皂白或过度攻击、使用滥杀滥伤武器以及使用平民作

为人体盾牌等。它要求各方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和尽可能减少附带的平民伤害。

法律提示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分皂白或过度攻击、使用滥杀滥伤武器以及使用平

民作为人体盾牌等。它要求各方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和尽可能减少附带的平民

伤害。

支持关系中的伙伴必须在规划和实施军事行动时，将尽量减少平民伤害作为战略优先事项。这可

以通过伙伴之间的协议来实现，并在相关准则或政策中加以阐述（见第6.1.3节）。

一些旨在促进伙伴之间的机构能力建设或培训的措施，可以改进相应制度和流程，以尽量减少平

民伤害。这类措施包括附带损害评估方法、目标选择程序和包含附带损害评估的战斗损害评估。行为

主体还可以分享良好实践，鼓励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法的规则（见第6.1.2节）。

https://unsaferguard.org
https://www.mineactionstandards.org/en/
https://www.un.org/disarmament/zh/convarms/mosaic/
https://www.un.org/disarmament/zh/convarms/mo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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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可以在计划行动时提供技术援助，例如共享有关人文地形的信息；地理位置和结构；关键民

用基础设施的位置、相互依赖性和功能；以及民众生活模式。他们应加强收集和分享关于平民伤害的

数据，包括损坏或摧毁民用物体所产生的衍生后果。根据这些信息及其专业知识，行为主体可就目标

的选择以及如何核实这些目标不是平民、民用物体或受特别保护物体提供建议；他们还可就减少附带

的平民伤害的手段或方法或预防和缓解措施提供意见。

应采取措施监督和评估敌对行动期间伙伴的行为（以及行为主体自己部队的行为）（见第6.2.4节

和第6.2.5节）。同样重要的是建立调查伤害平民的机制，确保进行问责并汲取教训，以便为未来的行

动或关系提供参考（见第6.3.2节）。

伙伴还可以提供援助，减轻敌对行动的后果，例如提供资源或专业知识，支持医疗设施等基本服

务，疏散伤病员或提供人道援助。

如果武装冲突发生在人口稠密的环境中，即军事目标、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混杂在一起，使平

民面临极大的伤害风险，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和受支持方在确保遵守敌对行为规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

关键。平民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固有脆弱性使得各国和冲突各方必须重新评估和调整其武器和战术的选

择，以减少平民伤害，包括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并为此目的

充分准备、训练和装备其武装部队。为此，各国还必须对其伙伴和其他当事方施加影响。武装冲突各

方应尽可能采用在人口稠密地区以外进行战斗的战略和战术，从总体上努力减少城市战。

特定风险

• 造成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伤亡

• 损坏或摧毁民用物体和特别保护物体（例如文化财产和医疗设施）

• 民用物体的损坏或摧毁产生间接（衍生）后果，造成平民损害

• 平民流离失所

特定机遇

• 在由伙伴开展的或与伙伴一起开展的所有行动中，将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作为战略优先事项

• 通过机构能力建设和培训改进目标选择程序，防止或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

• 改进手段和方法的选择与使用，通过培训确保所选手段和方法适合相应环境

• 向伙伴提供有助于避免或尽量减少平民伤害的设备或信息，例如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

• 确保平民和外部观察员有适当的投诉渠道

•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改进实践

另请参见：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 第4节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重要法规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

习惯国际人道法

有关条约的完整列表，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条约数据库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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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9年），第15-25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导论》（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第

77-127页（N. Melzer）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人口稠密地区的致命选择》（Explosive Weapons with 
Wide Area Effects: A Deadly Choice in Populated Area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将出版）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Urban services 
during protracted armed conflict: A call for a better approach to assisting affected people）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城市中的流离失所：经历和应对城市地区难民营外的国内流离失所》（Displaced in Cities: 
Experiencing and Responding to Urban Internal Displacement Outside Camps）（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我见证了我的城市灭亡”：来自伊拉克、叙利亚与也门的城市冲突前线的声音》（I saw 
my city di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urban conflict in Iraq, Syria and Yemen）（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

《当战争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地区保护平民》（When War Moves to Cities: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Urban Area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InterAction组织）

3.3.3   抓捕、逮捕和拘留

在武装冲突中，剥夺自由的情况随处可见。武装冲突的任何一方以及为他们提供支持的行为主

体，都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适用于被剥夺自由人员的主要原则是人道待遇。

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应采取措施，尽可能确保任何剥夺自由的行为都符合

国际法和人道考量。

被拘留人员处于脆弱状态，因为他们完全依赖行使拘留权利的当局（见第4.1节）。在武装冲突的

背景下，被剥夺自由人员受到伤害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有四个常见的潜在问题：行使拘留权利的当局缺

乏能力确保被拘留人员受到人道待遇以及拘留条件符合人道，被拘留人员被关押在临时或流动拘留设施

中，被转移到不尊重被拘留人员基本权利的另一当局，或者被拘留人员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场所。

无论行为主体是否直接参与拘留行动，他们都可以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以确保支持关系中的任

何一方或双方进行抓捕、逮捕和拘留的行动在短期和长期内均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这些措施可包

括在准备阶段就进行拘留行动的职责和标准达成一致（见第6.1.3节）；与伙伴就适用法律和良好实践

进行沟通（见第6.1.2节）；加强伙伴机构的能力，例如建立系统性地登记被剥夺自由人员并通知其家

属的机制，以及审查拘留的合法性（见第6.2.1节）；就拘留的实际问题和法律影响对合作伙伴人员进

行培训，包括如何管理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见第6.2.2节）；并提供资源或专业知识，以改善被拘留者

的待遇和条件，包括提供食物和水、住所、医疗以及家属联系（见第6.2.3节）。

特定风险

• 法外处决

• 强迫失踪

• 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性暴力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comprehensive-introduction-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explosive-weapons-populated-areas
https://www.icrc.org/zh/explosive-weapons-populated-areas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d-in-cities-experiencing-and-responding-to-urban-internal-displacement-outside-camps-pdf-en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d-in-cities-experiencing-and-responding-to-urban-internal-displacement-outside-camps-pdf-en
https://shop.icrc.org/i-saw-my-city-die-voices-from-the-front-lines-of-urban-conflict-in-iraq-syria-and-yemen-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saw-my-city-die-voices-from-the-front-lines-of-urban-conflict-in-iraq-syria-and-yemen-pdf-cn.html
https://www.inter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When-War-Moves-to-Cities-Report_May-2017.pdf
https://www.inter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When-War-Moves-to-Cities-Report_May-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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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留条件不符合人道（如过度拥挤、营养不良、流行病和缺乏家庭联系）

• 实施没有法律基础和/或程序保障的拘留

• 在不尊重“不推回”原则的情况下移交被拘留人员

• 在抓捕、逮捕和转移过程中，未能确保人身和心理安全

• 剥夺公平审判的权利

• 条件不适合特殊需求（例如，儿童、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

特定机遇

• 就适用法律和良好实践的实施与伙伴进行合作

• 加强伙伴机构的能力

• 培训伙伴人员实施相关法律和良好实践

• 提供物质资产或人力资源，以改善拘留条件（如食物、水、住所、医疗、家庭联系）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6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18-128与规则93

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984）

延伸阅读

《哥本哈根进程：原则与指南》（The Copenhagen Proces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联合国）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联合国）

《努力建设人性化监狱：监狱规划和设计层面恪守原则的参与性方法》（Towards Humane 
Prisons: A principled and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prison planning and design）（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监狱中的水、卫生设施、卫生与居住环境》（Water, Sanitation, Hygiene and Habitat in 
Prison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就拘留工作与被拘留者移送行动展开合作》（“Partnering in detention and detainee 
transfer operations”）（T. Rodenhäuser）

《共同第3条的保护范围：不止于表面所见》（“The protective scope of Common Article 3: 
More than meets the eye”）（J. Pejic）

《移送被拘留者：法律框架、不推回原则及当前的挑战》（“Transfers of detainees: legal 
framework, non-refoulement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C. Droege）

《在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情况下的拘留/行政拘留的程序规则和保障条款》（“Procedural 
principles and safeguards for internment/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situations of violence”）（J. Pejic）

https://um.dk/errors/404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body-principles-protection-all-persons-under-any-form-detention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body-principles-protection-all-persons-under-any-form-detentio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443/40/PDF/N1544340.pdf?OpenElement
https://shop.icrc.org/towards-humane-pris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towards-humane-pris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water-sanitation-hygiene-and-habitat-in-prison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water-sanitation-hygiene-and-habitat-in-prisons-pdf-cn.html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protective-scope-common-article-3-more-meets-eye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protective-scope-common-article-3-more-meets-eye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transfers-detainees-legal-framework-non-refoulement-and-contemporary-challenges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transfers-detainees-legal-framework-non-refoulement-and-contemporary-challenges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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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 第3.4.4节其他支持形式

– 第4.1节被剥夺自由人员

3.3.4   执法行动

执法行动可以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进行。在复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由哪种法律管辖武

装部队或其他人员的活动产生混淆，有时一些将团体或整个社区污名化的言论还会加剧这种情况。

行为主体可能在逮捕和拘留活动、管理流离失所人员的措施、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所谓的反恐或反

叛乱行动方面遇到此类问题。

执行执法行动的人员通常需要与武装部队不同的训练和装备。这是因为适用于执法行动的规则

以国际人权法及其衍生的国际标准为准则，而适用于武装冲突中敌对行为的规则则以国际人道法为准

则。支持行为主体和受支持方都应准备在其行动和支持关系中区分这一点，并相应地调整其思维方

式。例如，为敌对行为提供的武器用于执法行动可能就不合适或不合法。同样，在逮捕、抓捕和拘留

活动方面向行为主体提供的培训可能需要根据冲突或执法等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延伸阅读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n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联合国）

《军事安全行动中的决策工作》（Military Decision-Making in Security Operations）（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

《执法行动中武器和装备的使用》（The use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in law enforcemen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执法行动中的武力使用》——法律专题概述（The use of force in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服务与保护：适用于警察和安全部队的人权与人道法》（To Serv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for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9年），第57-63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5年），第32-35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专家会议-武装冲突中的武力使用：敌对行为范式与执法范式间的相互影响》（Expert 
Meeting – The Use of Force in Armed Conflict: Interplay between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Paradigm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z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45.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z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45.PDF
https://shop.icrc.org/decision-making-in-military-security-operations-pdf-e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weapons-and-equipment-law-enforcement-operation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force-law-enforcement-operation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force-law-enforcement-operations
https://shop.icrc.org/to-serve-and-to-protect-human-rights-and-humanitarian-law-for-police-and-security-forc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o-serve-and-to-protect-human-rights-and-humanitarian-law-for-police-and-security-forc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https://shop.icrc.org/expert-meeting-the-use-of-force-in-armed-conflict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expert-meeting-the-use-of-force-in-armed-conflict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expert-meeting-the-use-of-force-in-armed-conflict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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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持形式

如第1.2节所述，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是指一个行为主体向另一个行为主体提供支持，使后者能

够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况。这种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支持形式，具体支持形式会对被支持方参与武装

冲突的能力有一定的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到了很多支持形式，其中三种特别常见。

支持

政策

其他

军备
转让

合作
军事
行动

合法化

对其他支持形式的
战略 准

动员支持

部队组建

战事支持

合作拘留行动

情报支持

后勤支持

培训、建议、协助、
陪伴（TAAA）

机构能力支持

财政支持

私营军事和
安保公司

东道国支持

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支持通常被视为相互独立、各不相同，但多方面的支持关系通常将两种或多

种支持组合在一起。每种支持类型都与特定风险相关，下面重点介绍其中的一些风险。建议决策者考

虑支持的综合影响以及如何管理整体关系，同时铭记一个行为主体可能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

决策者应该从整体上思考支持关系，而不仅是支持的组成形式。

此外，受支持方可能得到多个行为主体的支持，而提供支持的这些行为主体各自的目标可能不一

致（见第2节）。此外，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通常会向各种当事方提供支持，其中一些当事方可能会参

与同一冲突。如第1.4节所述，多种相互竞争或相互交织的支持关系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和延长，从而

增加受影响民众面临的风险。

决策者应尽可能注意多种支持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集体影响。

这些环境因素可能影响到所提供支持的形式和规模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程度。

我们认识到，在接受支持的一方成为武装冲突当事方之前，支持方可能就已经作出提供支持的决

定并开始提供支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长期的安全援助和安全合作。因此，在作出此类决定时应考虑

到接受方在可预见的将来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所提供的支持形式（或支持形式的组合）将可能（但不一定）影响在支持关系背景下实施的实际

措施。因此，无论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行为主体都应考虑所有10个实际措施领域（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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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政治支持

合法化

对其他支持形式的
战略 准

动员支持 政策

“政治支持”一词是指在政治上表示对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支持，并因此影响当事方在武装冲突中

的能力。可以在双边或多边层面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表示这种支持。

对另一行为主体的支持可以采取以下形式：

• 合法化——向另一个行为主体提供承认或合法性，例如协助其参加国际论坛或谈判，或主张将

支持方从制裁名单中删除。

• 动员政治支持——动员支持与受支持行为主体共同的事业，并且倡导需要提供其他3种支持类

型，包括在国内层面（在选民当中）或国际层面（在其他行为主体当中）进行呼吁。例如，为

联合军事行动的目的动员、加入或支持国家联盟，组织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具体圆桌会议或活

动，为受支持方的利益对其他行为主体施加影响或与其进行谈判；在国际论坛和谈判进程中代

表受支持方的利益。

• 对其他支持形式的战略批准——决定在国内、区域或国际层面提供、更改或停止支持。这是政

治支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排斥政治领域的其他支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层面作

出的政治支持决定是其他形式支持的关键杠杆。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当局可以决定如何通过支

持关系对受支持的行为主体施加影响以引发其行为改变。

在涉及到政治支持时，一个关键问题是，提供支持的战略决定可能不会充分考虑到这种支持可能

给特定局势下的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带来什么风险。特别是，基于短期目标的决策往往会低估受影

响民众面临的长期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措施是确保建立必要的法律、政策和行动机制，以便进

行风险评估和调整支持，以减轻任何已发现的风险。但是，为了使这些机制发挥作用，必须将评估纳

入战略决策。换言之，应采取措施，确保除非受支持方减轻对受影响民众面临增加的任何风险，否则

不会提供支持或不会在这些风险减轻之前提供支持。

提供政治支持的行为主体还应考虑到，他们的行动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向对手提供反击支持，或

者外部利益的介入将使和平谈判变得更加困难或失去可能。

行为主体在向冲突当事方提供政治支持时，可以创造机会，特别是通过传播规范对冲突当事方产

生积极影响（见第6.1.2节）。此外，战略层面的决策者也可发挥重要作用，确保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

受影响民众的保护和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特定风险

• 短期目标无法考虑决策的长期风险和影响

• 这种支持会使武装冲突升级，特别是促使其他行为主体向对手提供反击支持

• 这种支持关系使和平谈判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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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机遇

• 通过传播规范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

• 确保实施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保护受影响民众并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3.4.2   军备转让

军备
转让

以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手段的形式提供支持会对平民、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战斗人员造成各种

直接风险，并可能产生间接和长期的负面人道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武器和弹药管理不善（见第3.3.1

节），在进行敌对行动和执法情况下不当使用或滥用武器（分别见第3.3.2节和第3.3.4节），以及存在

未爆炸和被遗弃的爆炸性弹药（见第4.8节）会带来造成伤害的风险。

在转让军备时，应采取措施减少这些风险。除其他措施外，可通过促进实行安全和有保障的武器

和弹药管理（见第3.3.1节）、严格控制武器的所有权和拥有、负责任地（即适当和合法）使用武器

（见第3.3.2节和第3.3.4节）、防止转变使用者或用途以及解决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地雷所造成风险的措

施（见第4.8节）来实现这一目标。26

武器转让需要特别谨慎并进行审慎调查，因为滥用武器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为了减少人

类痛苦和减少扩散，禁止转让某些武器。27向冲突当事方提供作战手段的支持国，有特殊责任在其职权

范围内尽可能确保接受国遵守国际人道法。为了履行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武器转让国必须评

估接受国是否可能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方式使用武器。如果根据事实或对过去模式的了解，预期会发

生这种情况，则必须避免转让武器。28

对转让的武器、弹药或军事装备被用于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国际人权法的风险进行彻底评估，应包

括调查接受方过去和现在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记录、接受方通过正式承诺表达的意图，以及接

收方管制转让的武器或设备的能力，即确保这些武器或设备以符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方式进行使

用，而不会被转用于或转移到可能被用于违反这些法律的其他目的地。29

26 注意，有时在“训练、建议、协助、陪伴”任务中会转让武器；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3.4.3节。

27 有关国际人道法如何管制武器的使用和转让的讨论，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
weapons。

28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 第158–163段(见前注6); K. Dörmann and J. Serralvo, “Common Article 1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iol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IRRC), 
No. 895/896, September 2015, pp. 707–736: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irrc-895_6-dormann-
serralvo.pdf。规制武器转让的条约，包括《武器贸易条约》，规定了更详细的要求。

29 有关指标的进一步资料，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转让决定：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标准》 (Arms Transfer 
Decision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riteria)，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

瓦，2016年：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weapons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weapons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72239588AFA66200C1257F7D00367DB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irrc-895_6-dormann-serralvo.pdf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irrc-895_6-dormann-serralvo.pdf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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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贸易条约》和某些区域文书对评估与武器转让有关的风险提供了更详细的规则。其中一些

文书规定了缓解这些风险的措施。应谨慎评估任何此类缓解措施，以确定在实际情况下可以实现的目

标。这些措施必须及时、有力和可靠，进出口商必须有能力有效和诚实地予以执行。30

法律提示

《武器贸易条约》第7条要求缔约国在存在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严重违反国际人权

法、基于性别的严重暴力行为或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严重暴力行为的“重大风险”的情况下，

拒绝武器转让，并考虑可采取的缓解措施。31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解释中，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意味着，在存在武器可能被

用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重大或明显风险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必须拒绝武器转让。

特定风险

• 不当使用和滥用武器，包括违反国际人道法，对平民造成伤亡等伤害，损害或破坏民用物体

• 由于转售、盗窃或丢失等原因，武器转移至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或用于未经授权的最终用途

• 增加武器供应，助长武装暴力和冲突，破坏长期和平与安全

特定机遇

• 建设有效实施军备转让风险缓解措施的能力（例如，通过强有力的武器和弹药管理、标记、记

录和追踪，来加强预防军备转移）

• 加强对武器和弹药供应的管制

• 提供适当和合法使用武器的培训和支持措施，以有效防止、调查和制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并酌情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鼓励各国正式承诺并协助忠实执行负责任的军备转让、安全可靠的武器和弹药管理、军备控制

和解除武装方面的最高国际标准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1条

2013年《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

3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人道角度理解武器贸易条约》(Understanding the Arms Trade Treaty from a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6年，第37-38页。

31 《从人道角度理解武器贸易条约》，第35-36页（见前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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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武器转让决定：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标准》（Arms Transfer Decision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riteria）（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从人道角度理解武器贸易条约》（Understanding the Arms Trade Treaty from a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3年〈武器贸易条约〉》——法律专题概述（2013 Arms Trade Treaty – Factshee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武器贸易条约〉背景下的国际人道法和性别暴力》（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rms Trade Treaty）（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3.3.1节武器和弹药管理

– 第4.8节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3.4.3  合作军事行动

合作
军事
行动

部队组建

战事支持

合作拘留行动

情报支持

后勤支持

培训、建议、协助、
陪伴（TAAA）

在本书中，术语“合作军事行动”指的是伙伴之间为在冲突中实现特定军事目标而作出的正式安

排。合作军事行动通常是向武装冲突当事方提供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支持类型。由于合作军事行动所

涉及的活动可能差别很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定了以下6个类别（其中每个类别都有子类别）：

• 培训、建议、协助、陪伴

• 部队组建

• 战事支持

• 合作拘留行动

• 情报支持

• 后勤支持。

其中一些活动可能导致支持行为主体加入其伙伴当中，成为武装冲突当事方（见第3.1节）。根据

类别的不同，合作军事行动由各种会产生特定风险和机会的活动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nderstanding-the-arms-trade-treaty-from-a-humanitarian-perspectiv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nderstanding-the-arms-trade-treaty-from-a-humanitarian-perspective-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2013-arms-trade-treaty-factsheet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CSP5%20-%20working%20paper%20-%20GBV%20and%20IHL/CSP5%20-%20working%20paper%20-%20GBV%20and%20IHL.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CSP5%20-%20working%20paper%20-%20GBV%20and%20IHL/CSP5%20-%20working%20paper%20-%20GBV%20and%20IH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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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建议、协助、陪伴

此类军事安排旨在通过培训增强受支持方的军事能力，这似乎是合作军事行动支持类型中最普遍

的形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为支持方带来的是可容忍的风险水平，使他们能够实现战略目标并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力，而无需更直接的参与。

虽然这一子类别采用了各种方法、设定和指标，但大多数方案可分为以下几类：

• 培训——通过培训计划向伙伴提供特定的技能或知识

• 培训和装备——针对特定时期制定培训方案，向伙伴提供特定的技能和设备

• 指导和协助（总部）——在指挥部或总部位置安排人员，以便在行动期间向伙伴提供建议

• 陪伴（一线）——提供顾问人员，在行动期间直接在一线为伙伴提供建议；此类顾问通常无权

参与战斗，但可要求调遣其他支持形式，如医疗后送、近距离空中支持或后勤支持。

培训、建议、协助、陪伴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很可能会相互影响。具体影响的程度可能取决于

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下所述。虽然支持关系可能是用来作为限制行为主体直接参与的一种方式，但为

了改善结果可能需要增加参与力度。

培训关系提供了在培训关系范围内传达积极经验教训的独特机会；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和建议

确实是在支持关系中增强保护的方法。

陪

导
协助

培训

影
响

影
响

有机会通过培训、建议、协助、陪伴任务和派驻人员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训练、建议、协助、陪伴任务提供了积极影响伙伴行为和成果的重要机会，但仍存在应该予

以缓解的风险。例如，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其培训、指导和协助的部队遵守国

际人道法并采取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害方面面临重大限制。

重要的是，必须将适当的保障措施纳入培训、建议、协助、陪伴任务，以确保培训在这种情况下

充分有效。例如，可以通过仔细选择伙伴（见第6.1.3节和第6.2.1.C节）、监督、评估和督导（见第

6.2.4节和6.2.5节）以及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见第6.3.2节）来实现这一点。至少，培训、建议、协

助、陪伴项目应纳入量身定制的国际人道法培训（见第6.2.2节）。

如果不能妥善管理培训、建议、协助、陪伴项目，将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显著增加平民面临的风

险。如果被支持方的意图与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不一致，或者发生了转变，那么受训人员可能会改变

效忠对象，或变得对当地社区具有掠夺性，从而增加伤害的风险和延长不稳定局势的持续时间。如果

不实施适当措施以确保对受训人员行为的监督并产生反馈，受支持方或其内部的个体可能会以超出或

违反支持协定的方式使用其改进的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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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增加平民伤害

• 未通过对受训部队的监督和评估来检验培训的有效性

• 培训未纳入和适用国际人道法的规则

• 受训部队未在支持协定规定的范围内行动

特定机遇

• 针对冲突的预期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指导

• 传播规范

• 提高国际人道法遵从性

• 促进减轻平民伤害

部队组建

部队组建是指行为主体（通常是外部国家）招募、训练和装备地方武装部队的做法。这类合作军

事行动的关键特征是，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的努力对受支持方部队的组建至关重要；否则受支持方部

队将无法组建成功。

被支持方通常依赖支持方提供训练、设备和情报。正因如此，部队组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提供

支持的行为主体对部队的影响。如此，部队组建就更接近于所谓的“附庸关系”或“代理关系”。

由于受支持方依赖其支持方，因此后者在确保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力，并负有重要责任。行为主体可以采取措施对当事方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安排高效的国际人道法培

训（见第6.2.2节），提供适当的特定任务设备，以及建立监督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机制（见第6.2.4节和

第6.3.2节）。

然而，如果支持方并未行使控制权，而是选择放手或保持比较疏远的关系，一旦伙伴开始行动，

这种关系对受影响民众来说可能特别危险。新建立的部队在框架、制度或文化上可能不如其他部队健

全，因此在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不那么有效。除其他外，新部队在实施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吸取教

训以改进其做法方面也经验有限。

由于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环境的变化或单纯缺乏指挥纪律，而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又疏于监督

和督导，没有经验的全新部队可能会经历意图和领导力等关键因素的变化。

特定风险

• 缺乏监督和问责

• 新生的机构（框架、制度或文化）不够健全

• 国际人道法实施经验不足

• 易受意图和领导的变化影响

特定机遇

• 灌输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文化

• 参与受支持部队的人员招募和审查

• 针对冲突的预期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指导

• 建立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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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支持

战事支持是指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参与敌对行动以支持冲突当事方的合作军事行动。

战事支持的程度可能不同，包括从派驻训练伙伴关系到火力支持。典型的战事支持示例包括：

• 派驻支持——在行动前、期间和之后直接在一线部署人员与合作武装部队。派驻人员被授权与

受支持的部队一起参与战斗，并协助使用支持部队的能力，例如火力支持或后勤支持，以加强

受支持部队的能力。32

• 协调、联合和合作行动——由伙伴双方单位或人员组成的混合部队或小组进行行动；他们集体

参加战斗。

• 袭击或突袭行动——为支持某一冲突方而开展袭击或突袭。它通常涉及捕获高价值目标的能

力。

• 火力支持——包括两种类型：

– 有预谋的目标攻击——预先对目标进行分析、审查和优先排序

– 动态的目标攻击，即未事先确定目标而实施计划外的意外攻击；通常是指飞机在特定区域

内绕轨道飞行，等待指示以向可能出现的目标（如随机目标、交战部队或时间敏感型目

标）发起攻击。

战事支持会增加受支持冲突方的军事能力。因此，它必然涉及直接或间接伤害平民的风险。

正如在一些培训、建议、协助、陪伴关系中，战事支持计划和执行不当（例如，交战规则和战

术、技术和程序等作战制度和流程不协调），可能会使平民处于危险之中。涉及战事支持的支持关系

中的行为主体应采取措施，解决合作行动可能带来的额外挑战，如行动互通力、监督和问责。在战事

支持下，让多个行为主体参与特定的战事行动过程（如近距离空中支持）可能导致责任分散。可能需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减轻增加的平民风险，如针对具体行动量身定制相关培训或“红牌持有

者”目标选择程序。

另一方面，战事伙伴关系可以通过使伙伴的活动更加透明来促进良好行为。这种关系可以增强伙

伴的近距离合作，从而可以改进评估、传播规范、监测和评估以及监督。此外，为了帮助伙伴解决互

通性难题，通常会对战事支持进行提前规划和演习。此准备工作为关系双方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调整

其目标，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责任，测试其能力的互通性，并采取实际措施降低任何风险。

特定风险

• 受支持方能力增强，可能对平民造成更大伤害

• 支持行为主体直接参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特定机遇

• 加强监督、评估、督导和问责

• 加强传播规范

• 提供援助以满足人道需求

32 有关战事支持和其他支持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讨论，见 “Fighting togethe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见前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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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拘留行动

合作拘留行动包括有助于冲突一方进行与抓捕和拘留相关活动的活动，包括能力建设。

合作拘留行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

• 抓捕和转移——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小组进行一线行动，将被拘留人员逮捕并转移到拘留场所；

一个伙伴对另一伙伴进行的拘留行动提供后勤支持；一个伙伴利用另一伙伴的情报进行拘留行

动；或者一方逮捕一个人并将其转移到另一方的拘留场所或司法系统

• 情报收集——与被拘留人员面谈（即策略性盘问、审讯或汇报），并提供和接收与被拘留人员

有关的情报

• 能力建设——向伙伴提供开展拘留行动和/或维持拘留设施的特定技能、知识、物质资产或技

术（例如建设拘留设施或培训和配备拘留设施人员）。

合作拘留行动的风险与所有拘留行动的风险密切相关（见第3.3.3节）。无论是从法律还是实践上

来说，抓捕、逮捕和拘留活动都是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这些行为主体一直难

以确保各自职责协调一致，例如在信息分享和转让方面。在合作行动中，并不能时刻了解由哪个伙伴

对被拘留人员行使控制权，伙伴之间转移被拘留人员应遵循何种程序，以及行为主体的武装部队在人

道对待被合作伙伴部队抓捕人员方面负有什么责任。这种实际和法律挑战可能导致责任分散，并造成

不人道的待遇和拘留条件。

行为主体应在计划和执行合作拘留行动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预见和减少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其

他国际标准的风险。如战事伙伴关系一样，合作拘留行动通常要求伙伴之间保持近距离，从而产生两个

降低风险的因素。首先，行为主体能够更好地了解其伙伴的决策过程和行动，从而能够更好地评估任何

伤害风险或实践改进机会。第二，在准备阶段，伙伴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在合作拘留行动中发生虐待、

酷刑或其他伤害的风险。可通过法律框架、正式技术协定或标准作业程序等方式实施预防措施。

除其他实际措施外，行为主体应考虑具体培训其伙伴的拘留人员采用相关法律和标准、对拘留场

所进行人道管理并且仅使用非胁迫性审讯技术（见第6.2.2节）。旨在加强司法系统的能力建设工作可

以更好地保障被拘留人员的权利，并确保他们一旦被拘留的理由不再适用，就会被释放（见第6.2.1

节）。也可能有必要向一方提供援助，以确保为被拘留人员提供人道条件（见第6.2.3节）。

特定风险

• 法外处决

• 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在筛选、抓捕和转移行动期间以及在拘留场所时）

• 拘留条件不符合人道（如过度拥挤、营养不良、流行病和缺乏家庭联系）

• 实施没有法律基础和/或程序保障的拘留

• 在不尊重“不推回”原则的情况下移交被拘留人员

• 剥夺公平审判的权利

特定机遇

• 就适用法律和良好实践的实施与伙伴进行合作

• 加强伙伴机构的能力

• 对伙伴人员进行培训，实施相关法律和良好实践

• 监督和评估伙伴拘留实践

•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改进实践

• 提供物质资产或人力资源以改善拘留条件（如食物、水、住所、医疗和家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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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 第3.3.3节抓捕、逮捕和拘留

– 第4.1节被剥夺自由人员

情报支持

支持关系中的伙伴通常会共享情报， 即对冲突具有军事意义的信息。

情报支持通常分为两类： 

• 情报共享——共享已有的信息

• 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共享专为支持的行动收集的信息，通常通过技术手段，但也可

以通过其他来源。

当意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行为主体之间共享信息时，信息可能不太可靠，这会因无意中扩大冲

突范围而导致冲突升级。行为主体还应考虑接收方将如何使用情报，特别是共享的信息可能导致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风险，例如敌对行为（见第3.3.2节）或拘留活动（见上文和第3.3.3节）。

如果情报中包含虚假或不准确的信息并由此引发战事行动或拘留行动，可能导致平民和被剥夺

自由人员受到伤害。虽然可能有保障措施来核实信息的准确性，但如果分享情报的只是临时伙伴（而

不像长期伙伴，他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相关过程），或情报核实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很短，则此

类过程可能会效率低下。行为主体在物理距离、文化和语言接近度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更难以核实信

息，因此更难以“解读环境”。

特定风险

• 情报伙伴关系中的虚假或错误信息会导致不正确的目标选择，或以不正确的理由拘留人员

特定机遇

• 情报共享加上适当的保障和监督，可以帮助减少平民伤害

后勤支持

后勤支持是指为物资、设施和人员的维护和运输提供安排。

后勤支持有4种常见类型：

• 战区间运输——将人员或设备从他们的家乡运送到行动战区，而不部署到前线（战区内）

• 战区内运输——在行动战区内运输人员或设备（通常是在行动期间），以提高受益人的部署范

围、机动性和速度

• 空中加油——用另一架飞机为正在飞行中的飞机加油

• 专业技术支持——为武器、飞机或其他维持战争的设备提供关键任务的专业技术支持或维护。

虽然后勤支持似乎没有其他支持形式那么复杂，但后勤支持可在增加冲突方的军事能力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行为主体有机会也有责任对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由于后勤支持提高了伙伴参与冲突的能力，行为主体应考虑支持所促成的行动的后果。行动主体

至少应评估受支持方是否存在利用增加的能力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减轻该风险。后勤

支持可被认为是导致危险行为的因果链之一，例如在空袭前不分缘由地为伙伴的飞机加油，或为在人

口稠密地区使用火炮装备提供专业技术援助，但其中当然也应该存在对伙伴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

提供后勤支持的行为主体也应考虑发挥其影响力，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受影响人群，即使

他们的支持与任何已确定的风险无关也是如此。除了行为主体可因其一般的支持关系而产生积极影响

外，行为主体还应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后勤支持鼓励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义务和更广泛地管理冲突

的人道影响。例如，可以提供帮助，向平民运送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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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协助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害

特定机遇

• 为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提供后勤支持，并以其他方式协助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例如运输基

本物资

3.4.4  其他支持形式

机构能力支持

财政支持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东道国支持

其他

如上所述的各种其他支持形式（无论是单独提供还是与其他支持一起提供），都可能对接受方参

与武装冲突的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必须评估这些支持对保护受影响人群所带来的风险和机会。

这些其他支持形式中最重要的包括：

• 机构能力支持

• 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

• 财政支持

• 东道国支持。

下面详细介绍针对每种支持形式的具体注意事项。

机构能力支持

机构能力支持是指对机构的外部支持，通常是长期支持。这类支持方案通常涉及与军事院校、拘

留和司法部门改革有关的支持关系。

提供机构能力支持可以提高接受方的军事能力。因此，行为主体应将具体措施纳入这些方案，以

促进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包括通过遵守国际人道法。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受支持方可能会扩大其在冲突中的作用，而不充分考虑对平民和非战斗人员

的影响。因此，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次数可能会增加。

机构能力支持可以提供一个重大机会。通过有针对性的、有意义的参与，行为主体可以帮助受支

持方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制度、流程和人员管理（见第6.2.1节），从而显著减少冲突对受影响民众的

负面影响。

此外，通过共同努力加强民事司法、法治、拘留机构、法医部门和其他民政当局的能力，也应有

助于减少非战斗人员在冲突期间和之后的痛苦。这些机构可能需要专业的培训、设备或咨询，以便在

冲突局势中管理其行动。机构管理得当也可能有助于减少长期的不满、不公正情绪以及长期的冲突和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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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只增加战斗能力，很少或并未将国际人道法和其他保护规范结合到具体环境中

• 导致冲突升级，加剧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对司法、法治和法医行为主体的支持也可能会因情境化不足和针对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调整不当

而受到影响

• 被拘留人员、平民和死亡人员的权利因此受到侵犯

特定机遇

• 将国际人道法融入冲突方的制度、流程和部队环境中

• 在敌对行动期间减少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更好地保护平民

• 提高民政当局确保平民、死亡人员和被拘留人员的权利和尊严的能力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主体会通过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来代替自己向冲突方提供专业服务，从

而支持冲突当事方。此类支持的例子包括培训、维护和操作先进的武器系统。

如第3.2.5节所述，在没有适当的审查程序、严格的合同以及有效的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雇用私营军

事和安保公司，可能会导致责任分散，进而可能导致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或其合作方违反国际人道法。

特定风险

• 在支持关系中，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与行为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散

• 各种监管方法之间存在混乱

• 缺乏强有力的审查

• 服务规则没有充分界定武力的使用

• 无法监督其行为和评估结果

• 缺乏监督和问责

特定机遇

• 有可能将国际人道法整合到专业定制的服务提供方法中

• 可以增加终止条款，规定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和/或支持方违反国际人道法，则终止支持

延伸阅读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行动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

良好惯例》（Montreux Document on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States related to operations of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

《商业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下商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简介》（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globilization-of-market-economies-offers-new-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nterprises-and-they-also-give-rise-to-risk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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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 第3.2.5节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财政支持

财政支持是指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包括通过贷款协议和投资，使受支持方能够参与武装冲突。

尽管与合作军事行动等支持形式相比，财政支持看似参与度更低，但提供此类支持的行为主体不

可因此对受益于其供资的受支持方的行为不负责任。

外部财政支持可能会减少一方对当地社区支持的依赖，从而降低对社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因

此，与其他情况相比，这种受支持方可能更不关心平民所受到的伤害。此外，如果与仅依靠地方支持

和资源相比，财政支持使受支持方能够生存更长的时间，则可能会延长冲突。

财政支持也带来了对被支持方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例如，可以将是否继续遵守国际人道法作为

提供资金的一个条件（见第6.1.3.B节）。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议还可以具体指定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实

行减少平民伤害的措施，如国际人道法培训（见第6.2.2节）、提供基本物资（见第6.2.3节）或清除地

雷或战争遗留爆炸物（见第4.8节和第6.2.3节）。

特定风险

• 减少对平民承担的责任

特定机遇

• 通过资金支持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以及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措施（例如培训、提供基

本物资和清除地雷或战争遗留爆炸物）

• 向受影响人员提供财政援助（例如解决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

东道国支持

东道国支持是指行为主体将其领土或设施交由冲突一方支配。这种支持的常见形式是指一国允许

外国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利用其主权领土，例如经由其领空或领水过境，或利用其领土作为军事基地

的权利。或者，行为主体可以提供行政服务（例如，使冲突方领导人能够获得交通、签证和财务方面

的便利）。

为武装冲突当事方提供东道国支持的行为主体应考虑该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特别是在东道

国领土上。因此，行为主体必须评估被支持方的意图、能力和领导力，并在协议中正式确定提供支持

的条件（见第6.1.3节）。

以东道国形式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能会对被支持方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提供东道国设施的

协议可以做出具体的规定，将遵守国际人道法作为提供此类支持的条件。被支持方进入东道国境内也

可能带来实施促进遵守法规和加强民众保护的机会，例如开展国际人道法培训（见第6.2.2节）。

特定风险

• 使产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特定机遇

• 传播规范

• 国际人道法培训

• 将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和对平民的保护作为允许东道国支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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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 
  保护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准备

实
施

过
渡

本章探讨了与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和物体有关的一些重要关切领域，行为主体应在管理其支

持关系时予以考虑。本节确定了行为主体应设法缓解的一些具体风险，以及一些促进保护平民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的机会。这就要求行为主体更多地考虑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活动直接和间接造成的损害（见

第3.3节）。本节讨论的主题和考虑因素并非详尽无遗；行为主体应自行进行全面评估。

行为主体处理支持关系的重点是保护非战斗人员。

国际人道法规定了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的规则。一般规则适用于保护平民和

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如伤病员和被剥夺自由的人员。国际人道法还确定了需要特别保护的群体，如妇

女和儿童、医务人员、难民、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和因武装冲突而失踪的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其他国

际法和国内法体系也可适用于保护这些人。

国际人道法中“平民”的概念是指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所有非战斗人员。

“平民人口”是指平民群体。战斗人员在一般平民中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该群体或整个群体的性质。

“丧失战斗力的人员”是指那些处于敌方控制之下，由于失去知觉、遭遇海难、受伤或疾病而毫

无防御能力，或明确表示有投降意图的人，前提是他们不采取任何敌对行为，也不试图逃跑。

国际人道法寻求限制冲突各方可能直接或间接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它规定了在敌对行动期间、在

冲突一方的控制范围内以及在其他方面受到军事行动影响时保护上述个人的规则。

重要的是，政府或其他当局的各种机构的广泛活动可能影响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例如，医

院遭到破坏后缺少水电导致平民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平民因害怕被捕或受到一方的攻击而必须离开当

地；或医务人员因受到威胁而辞职。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需要了解冲突各方可能的活动及其对平民

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造成的后果（见第3.3节）。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性暴力经常被视为一种武装冲

突的“附带影响”而不是一种可预防的战争罪行，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性暴

力都应被视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加以禁止。

除了有义务确保不采取可能伤害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行动，冲突各方也可以履行积极义务，

例如提供食物、水、卫生和医疗环境。非冲突当事方的其他行为主体也可能对受影响的人民负有义

务，例如在人道援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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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人道法，民用物体是指所有非军事目标的物体。一般禁止在敌对行动期间以民用物体为

攻击目标，而且有更具体的规则限制冲突各方使用民用物体。

尽管民用物体一般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而有些物体则受特殊保护，例如医疗设施和医疗运输

工具（见第4.5节）、平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和文化财产。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如水坝

或核电站）或其附近的工程或设施进行攻击，如果会在平民居民中造成严重损失，则应予以禁止；对

基本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如果可预见的影响与预期的军事利益不成比例，则应予以禁止。此外，国

际人道法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并限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不仅是因为环境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也因

为环境具有其内在价值（见第4.7节）。

行为主体还应考虑受支持各方及其支持者的活动对受影响民众的累积影响。

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9年），第37-46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与国家武装部队合作防止性暴力》（Engaging with State Armed Forces to Prevent Sexual 
Violenc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对武装冲突期间强奸及其他形式性暴力的预防与刑事制裁》——法律专题概述（Prevention 
and Criminal Repression of Rape and other Forms of Sexual Violence during Armed Conflicts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4.1  被剥夺自由人员

无论被拘留的理由如何，被剥夺自由人员显然处于脆弱的境地。他们的处境有多脆弱取决于若干

因素，包括他们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等）、他们被拘留的一般情况、被拘留的原因、在各种司法

或行政程序中所处的阶段以及被哪一方关押。

此外，无论其他因素如何，设施、程序和流程存在系统性缺陷，通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有被

拘留者。例如，在武装冲突的混乱中，拘留制度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或可能不得不临时安排。司法和

拘留系统通常无法应付大量人员。在疏于管理或过度拥挤的设施中，人道对待被拘留者的难度更大。

国际人道法保护因武装冲突而被剥夺自由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受到人道待遇，获得特

殊保护，以免遭到谋杀、酷刑以及残忍、羞辱性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必须允许被剥夺自由人员与其家

人通信，并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水、衣物、住所和医疗照顾。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提前做好计划，应对冲突各方在抓捕、逮捕和拘留行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

情况（见第3.3.3节）。拘留活动在合作军事行动中尤其存在特定风险，包括伙伴之间的责任分散（见第

3.4.3节）。这些挑战会影响被拘留者的待遇和条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法外处决、失踪、

虐待（特别是在审讯期间）、拘留的物质条件不足、缺乏程序保障和/或公平审判保障、严厉的纪律制

裁、未满足的特殊需要等风险，以及在不尊重不推回原则的情况下在伙伴部队之间转移被拘留者。

无论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是否直接参与与拘留相关的活动，他们都有机会对其伙伴如何对待被

拘留者产生积极影响。除其他措施外，他们可以就适用法律、国际公认标准和良好实践与伙伴进行合

作（见第6.1.2节）；加强伙伴机构或培训伙伴人员执行相关法律、国际公认标准和良好惯例的能力

（见第6.2.1节和第6.2.2节）；并为改善拘留条件提供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见第6.2.3节）。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engaging-with-state-armed-forces-to-prevent-sexual-violence-a-toolkit-for-icrc-staff-on-how-to-engage-state-armed-forces-in-dialogue-on-preventing-sexual-violence-in-armed-conflict-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engaging-with-state-armed-forces-to-prevent-sexual-violence-a-toolkit-for-icrc-staff-on-how-to-engage-state-armed-forces-in-dialogue-on-preventing-sexual-violence-in-armed-conflict-pdf-e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evention-and-criminal-repression-rape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evention-and-criminal-repression-rape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evention-and-criminal-repression-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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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法外处决

• 强迫失踪

• 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性暴力

• 拘留条件不符合人道（如过度拥挤、营养不良、流行病、缺乏家庭联系）

• 实施没有法律基础和/或程序保障的拘留

• 剥夺公平审判的权利

• 拘留条件不适合特殊需求（例如：儿童、精神病患者、残疾人士）

特定机遇

• 就适用法律和良好实践的实施与伙伴进行合作

• 加强伙伴机构的能力

• 培训伙伴人员实施相关法律和良好实践

• 提供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以改善拘留条件（如食物、水、住所、医疗、家庭联系）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6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18-128与规则93

延伸阅读

《哥本哈根进程：原则与指南》（The Copenhagen Proces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联合国）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联合国）

《就拘留工作与被拘留者移送行动展开合作》（“Partnering in detention and detainee 
transfer operations”）（T. Rodenhäuser）

《共同第3条的保护范围：不止于表面所见》（“The protective scope of Common Article 3: 
More than meets the eye”）（J. Pejic）

《在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情况下的拘留/行政拘留的程序规则和保障条款》（“Procedural 
principles and safeguards for internment/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situations of violence”）（J. Pejic）

《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Protecting people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拘留期间的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in Detention）（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https://um.dk/errors/404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443/40/PDF/N1544340.pdf?OpenElement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body-principles-protection-all-persons-under-any-form-detention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body-principles-protection-all-persons-under-any-form-detention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protective-scope-common-article-3-more-meets-eye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protective-scope-common-article-3-more-meets-eye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cedural-principles-and-safeguards-intern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armed-conflict-and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reports-and-documents-protecting-people-deprived-their-liberty
https://shop.icrc.org/sexual-violence-in-detention-pdf-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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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 第3.3.3节抓捕、逮捕和拘留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4.2  死亡人员

在冲突中，死亡人员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冲突各方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搜寻、收集

和撤离死亡人员，并确保遗体不被掠夺。应尽一切努力确保死亡人员不被用来在敌对势力或平民中间

制造恐惧，或作为冲突各方谈判的筹码。

为了识别死亡人员身份，双方必须在处理遗体之前记录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并标明坟墓的位置。

此外，当事方必须确保妥善管理遗体，包括以尊重的方式予以处理。他们还必须确保墓地得到登记和

维护，以防止丢失死亡人员信息，并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标准保存必要的信息，以便将来识别未识别

的遗体（见第4.4节）。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能够帮助伙伴根据其职责改进其在搜寻、收集、撤离和管理死亡人员

方面的做法。例如，他们可以分享专业知识或资源，以便执行相关机制、加强识别战斗人员的能力或

建立墓地登记处（见第6.2.1节）。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义务以及在保护民众和尊严方面的最佳实践

（见第6.2.2节），与伙伴进行合作并培训他们在活动当地如何管理死亡人员，并传达体面地搜寻和管

理死者遗体的相关法律、习俗和其他标准的信息（见第6.1.2节）。

特定风险

• 失踪人员

• 由于危险物或故意行为造成收集障碍（例如，在遗体或墓地设置饵雷）

• 遗体被剥劫（例如在搜寻工作中破坏遗体，或肢解死亡人员）

• 未标记墓地

• 不尊重文化和宗教需求（例如葬礼）

• 遗体无法返还家属

• 身份鉴定错误

• 将错误遗体归还给家属

• 阻碍和解

特定机遇

• 协助妥善管理死者，识别遗体，登记墓地

• 进行复原、分析和鉴定技术培训（如尸体解剖、法医考古学和法医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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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5-18条和第20条

1949年《日内瓦第二公约》，第16条和第18-21条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66条、77条和第120-122条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6条、113条、129-131条和第138-140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7条、32-34条、61条和第78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和第8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12-116

延伸阅读

《死者人道待遇：对死者予以尊重和保护》——法律专题概述（Humanity after Life: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Dead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羁押期间死亡调查指南》（Guidelines for Investigating Deaths in Custody）（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

《根据伊斯兰法进行遗体管理》（Management of the Dead under Islamic Law）（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伊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角度下的遗体管理：对人道法医学的考量》（“Management of 
the dead from Isla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erspectives: Considerations 
for humanitarian forensics”）（A. Al-Dawoody）

《灾后死者尸体的管理：第一反应者一线工作手册》（Management of Dead Bodies after 
Disasters: A Field Manual for First Responder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遗骸的法医辨认》（Forensic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Remain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非专业人员管理遗体和死者信息的最佳实践》（Operational Best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main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Dead by Non-Specialists）（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

《在调查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时使用法医遗传学的准则》（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Forensic Genetics in Investigations into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iolation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法医学设施——建筑规划和施工援助指南》（Medicolegal Facilities – Guidelines for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and Construction Assistanc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 第3.4.4节其他支持形式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humanity-after-life-respect-and-protection-dead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humanity-after-life-respect-and-protection-dead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for-investigating-deaths-in-custody-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management-of-the-dead-under-islamic-law-pdf-en.html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management-dead-islamic-law-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erspectives-considerations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management-dead-islamic-law-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erspectives-considerations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articles/management-dead-islamic-law-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erspectives-considerations
https://shop.icrc.org/management-of-dead-bodies-after-disasters-a-field-manual-for-first-responder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management-of-dead-bodies-after-disasters-a-field-manual-for-first-responder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forensic-identification-of-human-remain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operational-best-practices-regarding-the-management-of-human-remains-and-information-on-the-dead-by-non-specialist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operational-best-practices-regarding-the-management-of-human-remains-and-information-on-the-dead-by-non-specialist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for-the-use-of-forensic-genetics-in-investigations-into-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violati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for-the-use-of-forensic-genetics-in-investigations-into-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violati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for-the-use-of-forensic-genetics-in-investigations-into-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violati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medicolegal-facilities-guidelines-for-architectural-programming-and-construction-assistanc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medicolegal-facilities-guidelines-for-architectural-programming-and-construction-assistance-pdf-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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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境内流离失所人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流离失所的风险。近年来，在武装冲突前线城市

里，成千上万的人在短短数周或数月内就会流离失所。居民区和关键民用基础设施遭到广泛破坏，可

能使住房无法居住，民众因此流离失所。尽管很多人可能会尝试多次逃离，但大多数人会留在本国，

而且许多流离失所的情况会长期存在。33

流离失所人员可能会在难民营中寻求庇护，或更经常地在难民营外的农村和资源特别匮乏的城市地

区寻求庇护。在这些地区，他们的到来可能会给本已脆弱和/或紧张的服务以及恶化的基础设施增加压

力。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并成为流离失所人员与所在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境内流离失所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尤其容易受到威胁，包括持续的敌对行动、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

物（见第4.8节）、性暴力和性剥削以及强迫招募。他们可能长期得不到医护和教育等基本服务。

国际人道法禁止以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理由迫使平民流离失所，除非涉及平民的安全或由于迫切的

军事原因而有此需要。国际人道法的许多其他规则，特别是关于敌对行为的规则（见第3.3.2节），对

保护平民至关重要，而违反这些规则通常会导致平民流离失所。如果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流离

失所的情况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流离失所人员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环境也会变得有利于这些

人员安全和体面地自愿返回。

法律提示

一旦流离失所的理由不复存在，流离失所人员就有权自愿安全返回家园或常住居所。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主管当局有责任采取措施，为流离失所人员的返回和重新融入社

会提供便利。

支持关系中的伙伴可以帮助防止出现流离失所的情况，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并为其提

供条件和手段，以找到持久解决其处境的办法。行为主体可以在整个支持关系中尽可能促进更好地遵

守国际人道法，从而减少流离失所的情况以及流离失所人员面临的风险。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还可以

通过公平恢复基本服务并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帮助受支持各方为流离失所人员安全返回家园

消除障碍（见第4.8节和第6.3.1节）。

必须在安全和体面的情况下重返家园。因此，主管当局也必须采取非歧视性措施，尽力支持境内流

离失所人员在等待重返家园时使其处境正常化，或作为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特定风险

• 强迫流离失所

• 创伤和其他伤害

• 与家人分离

• 人员失踪

• 土地和动产损失

33 N. Crawford et al., Protracted Displacement: Uncertain Paths to Self-Reliance in Exile,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London, 
September 2015.



66 盟友、伙伴和代理

• 官方文件丢失，妨碍获得基本服务

•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攻击

• 虐待、剥削（包括性暴力）

• 限制行动自由

• 教育机会有限或无此机会

• 无法工作和丧失生产能力

• 二次和多次背井离乡

• 强迫或过早遣返

• 部族间局势紧张或不稳定

特定机遇

• 协助伙伴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

• 以包容的方式帮助恢复基本服务，清除地雷及战争遗留爆炸物，并确保公平获得服务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和第147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5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7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29–133

《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2009年

延伸阅读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联合国）

《武装冲突中的流离失所：国际人道法如何在战争中提供保护及其重要意义》（Displace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Ho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rotects in war, and why it 
matter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9年），第38–41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应对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的国内流离失所问题》（Add ress i ng  i n t e rna l 
displace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violenc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城市中的流离失所：经历和应对城市地区难民营外的国内流离失所》（Displaced in Cities: 
Experiencing and Responding to Urban Internal Displacement Outside Camps）（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Urban 
services during protracted armed conflict: A call for a better approach to assisting affected 
peopl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IDPersons/GPChinese.pdf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ment-in-times-of-armed-conflict-how-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rotects-in-war-and-why-it-matter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ment-in-times-of-armed-conflict-how-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rotects-in-war-and-why-it-matter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ment-in-times-of-armed-conflict-how-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rotects-in-war-and-why-it-matter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addressing-internal-displacement-in-times-of-armed-conflict-and-other-violenc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addressing-internal-displacement-in-times-of-armed-conflict-and-other-violenc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d-in-cities-experiencing-and-responding-to-urban-internal-displacement-outside-camp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d-in-cities-experiencing-and-responding-to-urban-internal-displacement-outside-camp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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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 第3.4.4节其他支持形式

– 第6.2.3节协助遵守国际人道法

– 第6.3.1节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4.4  失踪人员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失踪人员问题仍然是各种武装冲突的共同特点。在过去的冲突期间存在

长期的失踪人员案件，目前的冲突中报告的失踪人数也令人震惊。

当有人失踪时，会对其家庭、其他个人和社会产生有害且持久的影响。除了不知亲属的生死

和下落外，许多家庭每天都要经历诸多其他困难，包括社会孤立或污名化以及法律、行政和经济问

题。此外，一个家庭数代人都经历着痛苦和不确定性，这会危及重建受冲突影响社区和社会的社会

结构的前景。

可以在事实发生之前（从预防的角度）和事实发生之后（从解决案件的角度）管理失踪人员问

题。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如何管理此问题，将决定问题的规模及其对失踪人员本身、其家庭和受影响

社区的影响。

法律提示

武装冲突的国家和当事方有义务防止人们因武装冲突而失踪。他们还有义务查明失踪人

员的生死和下落，这意味着尊重家属了解失踪亲属下落和生死的权利，并确保死亡人员得到

体面的待遇。

这些义务并非是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开始。武装冲突各方在冲突期间应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预防

和早期行动措施，以防止人员失踪、搜索和找到被报失踪之人、恢复其与家人的联系，并在必要情况

下使其与家人团聚（无论生死）。

参与冲突的国家和当事方应支持为失踪人员及其家属开展专业和非歧视性行动，包括预防、预先

行动以及出于尊重失踪人员家属的知情权，查明失踪人员的生死和下落。

虽然失踪人员的问题错综复杂而且涉及面广，但仍可以利用现存的丰富信息、专业知识和技巧进

行解决。应该在支持关系中的伙伴之间共享这些资源（见第6.2.3节）。这种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有

机会帮助伙伴建立框架、制度和流程以防止人员失踪（见第6.2.1节）；例如登记被剥夺自由人员的信

息，通知家属其状况，以及在疏散时查明伤病员信息。支持行为主体也可以提供物质资源，例如促进

失踪和/或失散家属之间取得联系或恢复家庭联系。在行为主体直接参与这些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应协

调各自的处理方式。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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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强迫失踪

• 人员失踪，包括因以下疏忽或不当做法而失踪：登记不善或不准确（例如在卫生或拘留设

施）、墓地登记匮乏、死亡人员管理不当等。

• 与家人分离

• 家庭成员之间失去联系

• 家庭成员无法获得任何关于失踪亲属下落和命运的信息，因此留下心理创伤

• 产生社会、法律、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 对受影响社会造成长期后果，而且可能对和解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特定机遇

• 支持伙伴防止人员失踪或寻找失踪人员

• 协助伙伴促进取得联系或恢复家庭关系

• 进行机构能力建设，建立或改进框架、制度和流程，以防止人员失踪，并查明失踪人员的生死

和下落

• 为理解和解决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提供支持

另请参见：

– 第3.4.3节合作军事行动

– 第3.4.4节其他支持形式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5-17条

1949年《日内瓦第二公约》，第18-20条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0-124条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6条、129-131条和第136-141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5条、18条、32-34条和第67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8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98、112、116-117与规则123

延伸阅读

《失踪人员》（The Missing）（《红十字国际评论》）

《失踪人员及其家庭》——法律专题概述（Missi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 Factshee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有关失踪人员问题的指导原则/示范法》（Guiding Principles/Model Law on the Missing）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失踪人员及其家属》（The missing and their famili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reviews/905-qihongshiziguojipinglun-missing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missing-persons-and-their-familie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ing-principles-model-law-missing-model-law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crc_themissing_012003_en_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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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在武装冲突中获得医护

在当前的武装冲突中，无视国际人道法对医护提供者及其受益人的保护，就可能导致大量受伤和

生病的平民、作战人员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死亡。对医疗设施的破坏或损毁可能对社区的公共健康与

卫生产生长期影响，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军事行动会显著破坏获得和提供医护的机会，特别是当这种行动需要设立检查站、在医护中心内

进行搜索或攻击医护设施附近的军事地点时。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以创造机会，解决此类军事行动

所隐含的风险，即促进提供医疗服务。将医疗设施或医务运输服务滥用于军事行动，可能使其失去国

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保护，从而使这些设施及其收治的伤病员和医务人员面临遭受攻击的危险。与伙伴

合作改进各项准则和程序，并提供额外培训，可促进更好地尊重并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

在冲突结束不久后，由于持续存在爆炸装置和危险废物等安全风险，可能会阻碍受影响民众获得

医疗服务。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以通过提供识别和消除这些风险所需的专业人员或设备，为伙伴

提供协助。

特定风险

• 受保护人员（伤病员、医务人员和平民）发生伤亡

• 医护设施（如救护车和医院）遭到破坏

• 阻碍照顾伤病员

• 阻止或阻拦伤病员寻求治疗

• 医护人员受到威胁，甚至被起诉，不再愿意继续在自己的责任领域工作

• 流行病

• 平民流离失所

特定机遇

• 鼓励冲突各方避免攻击平民、医务人员或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医护设施和车辆

• 鼓励冲突各方解除阻止运送必要医疗物品的措施

• 提供关于保护医务人员、设施、交通工具和获得医护的培训

• 提供医疗用品或人员，并协助维修或建造医疗设施或民用基础设施

• 协助消除妨碍出入医疗设施的风险

• 调查伙伴实施的针对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并确保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攻击进行问责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

1949年《日内瓦第二公约》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0条和第55–56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2条、13条、15条和第21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9条和第11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25、28-30与规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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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保护医疗服务的国内规范性框架》（Domestic Normative Framework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Car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推动军事行动实践，确保安全获得和提供医疗服务》（Promoting Military Operational 
Practice That Ensures Safe Access to and Delivery of Health Car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保障医疗服务的提供：关于武装团体的作战实践和有关国际人道法》（Safeguarding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Operational Practice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cerning Armed Group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指南》（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ealth 
care personnel working in armed conflicts and other emergenci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确保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医疗机构的防备和安全》（Ensuring the Preparedness 
and Security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Emergencies）（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

《危险情况下的救护车和院前服务》（Ambulance and Pre-Hospital Services in Risk 
Situation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保护医疗服务：武装部队指南》（Protecting Health Care: Guidance for the Armed 
Forc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4.6  基本服务

武装冲突在城市地区日益加剧，导致基本的民用服务质量下降或无法获得这些服务，数百万民众

就会面临受到伤害的风险。34若干问题的发展趋势导致城市地区基本服务减少而且人道需求空前增加；

这些问题包括城市化、同时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普遍、许多冲突长期持续以及城市战争造成大规模破

坏。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危机同时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将使应对工作进一步复杂化，并

且通常会使所有相关方面无法应付。

城市地区的居民通常更依赖集中提供基本服务，这导致他们更加脆弱。城市服务系统（供水、污

水管理和发电）规模庞大且相互关联，运营和维护需要进行复杂的后勤工作，并依赖于脆弱的多层次

治理结构。

在当今的许多冲突中，遵守国际人道法是不够的。在城市地区，关键的民用水、卫生和电力基础

设施经常直接成为攻击目标或受到广泛破坏的影响（例如，由于攻击者使用了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

爆炸性武器）。这类袭击的衍生后果会显著减少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只要民用物体暴露在武装冲突的破坏之下，大片社区将难以获得基本服务。当一项服务的其他组成

部分受到影响时，例如消耗品遭到破坏或损毁，或维持一项服务所需的人员死亡、受伤或无法执行任务

时，同样会危害到广大民众。这首先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也威胁到民计民生，并可能造成民众流离

失所。基本服务的减少还会影响相关服务（如通信、粮食和农业、关键制造业以及银行和金融服务）。

除了采取措施减轻上述风险外，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还可以找到机会改善获得基本服务的机

会。他们可以帮助修理或（重建）民用基础设施，并可以采取措施确保服务提供人员（如操作员和技

3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医疗、供水、环境卫生、电力、固体废物管理和教育都属于基本服务。

https://shop.icrc.org/domestic-normative-frameworks-for-the-protection-of-health-car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domestic-normative-frameworks-for-the-protection-of-health-car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promoting-military-operational-practice-that-ensures-safe-access-to-and-delivery-of-health-car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promoting-military-operational-practice-that-ensures-safe-access-to-and-delivery-of-health-car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safeguarding-the-provision-of-health-care-operational-practice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concerning-armed-group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safeguarding-the-provision-of-health-care-operational-practice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concerning-armed-group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safeguarding-the-provision-of-health-care-operational-practice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concerning-armed-group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health-care-in-danger-the-responsibilities-of-health-care-personnel-working-in-armed-conflicts-and-other-emergenc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health-care-in-danger-the-responsibilities-of-health-care-personnel-working-in-armed-conflicts-and-other-emergenc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ensuring-the-preparedness-and-security-of-health-care-facilities-in-armed-conflict-and-other-emergencie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ensuring-the-preparedness-and-security-of-health-care-facilities-in-armed-conflict-and-other-emergencie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ambulance-and-pre-hospital-services-in-risk-situati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ambulance-and-pre-hospital-services-in-risk-situation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protecting-healthcare-guidance-for-the-armed-forces-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protecting-healthcare-guidance-for-the-armed-forces-pdf-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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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员）的安全出入，以便他们可以按照基本标准操作和维护提供服务所需的服务和消耗品（如用于水

处理的化学品）。

特定风险

• 受保护人员（例如，服务提供人员、操作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平民）发生伤亡

• 破坏或损毁重要的服务基础设施

• 破坏或损毁其他服务机构资产（如办公室、仓库、堆场、车辆和机器）

• 公共卫生（疾病暴发）

• 平民流离失所

• 经济损失，失去生计

• 损害相关服务（即关键民用基础设施部门）

特定机遇

• 鼓励各方避免攻击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

• 分享技术专长和良好实践，尽量减少军事行动对基本服务的影响

• 协助修复或重建民用基础设施

• 采取措施确保服务机构人员（如操作员和技术人员）的安全出入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8–19条、53条和第55–56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5条、52条和第54–57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9条和第14–15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7、9–10、14–19、21、42、51和规则53–54

延伸阅读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Urban 
services during protracted armed conflict: A call for a better approach to assisting affected 
peopl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枯竭：中东地区的战争如何将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推向崩溃的边缘》（Bled Dry: How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bringing the region’s water supplies to breaking poin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当战争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地区保护平民》（When War Moves to Cities: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Urban Area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InterAction组织）

《“我见证了我的城市灭亡”：来自伊拉克、叙利亚与也门的城市冲突前线的声音》（I saw 
my city di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urban conflict in Iraq, Syria and Yemen）（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

《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人道、法律、技术和军事视角》（Explosive weapons in 
populated areas: Humanitarian, legal, techn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人口稠密地区的致命选择》（Explosive Weapons with 
Wide Area Effects: A Deadly Choice in Populated Area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将出版）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bled-dry-how-war-middle-east-bringing-region-brink-water-catastroph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bled-dry-how-war-middle-east-bringing-region-brink-water-catastrophe
https://www.inter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When-War-Moves-to-Cities-Report_May-2017.pdf
https://www.inter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When-War-Moves-to-Cities-Report_May-2017.pdf
https://shop.icrc.org/i-saw-my-city-die-voices-from-the-front-lines-of-urban-conflict-in-iraq-syria-and-yemen-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saw-my-city-die-voices-from-the-front-lines-of-urban-conflict-in-iraq-syria-and-yemen-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expert-meeting-explosive-weapons-in-populated-area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expert-meeting-explosive-weapons-in-populated-area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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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学校等教育设施

在武装冲突期间，教育服务会迅速发生严重中断。学生、教育人员和教育基础设施在攻击中直接

成为目标或受到意外伤害，军方利用教育设施，从而阻碍学习并使学校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这些情

况下教育服务就会中断。由于附近的敌对行动和冲突加剧资源限制，当局经常关闭学校；对伤害的恐

惧也让学生和教职工望而却步。如果交战国低估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或认为在冲突中

教育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则保护教育的连续性尤为困难。

教育的中断会立即影响到社区，因为学校通常涉及其他基本服务的提供。这种影响还可能会持续

数代人。例如，在战争时期，即使只有几个月不能上学的孩子通常再也不会返回学校。包括教育在内

的基本服务质量下降会对儿童和社区产生累积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冲突的情况下。

除了采取措施减轻上述风险外，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还可能有机会防止教育中断或促进消除冲

突导致的获得基本服务的障碍。根据特定情况下的教育障碍，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会发现，他

们可以通过培训方案（见第6.2.2节）提高对保护学校作为民用物体的必要性的认识，提倡减少将学校

用于军事用途（见第6.1.2节），帮助修复或（重建）教育设施（见第6.3.1.D节），并采取措施确保教

育人员安全出入这些教育设施或与人道组织进行协调（见第6.2.3节）。通过将这些措施纳入他们的支

持关系，行为主体可以发挥作用，促进各方改变观念，不再认为教育只是“锦上添花”。

特定风险

• 平民（如学生、教职人员）伤亡

• 关闭教育设施

• 对社区教育水平产生长期影响，对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

• 武装团体人员招募

• 教育设施遭到破坏或损毁，教材丢失，未来重建成本上升

• 由于无法获得学校通常提供的关键服务、信息和支持，人道需求增加

• 教育服务长期中断对发展水平和公共卫生产生累积影响

特定机遇

• 鼓励各方避免攻击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以及学生和教育人员

• 提倡减少将学校用于军事用途

• 为教育人员继续教育活动提供支持，并为教育设施的维修提供便利

• 协助当局、学校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评估和管控学校周围的安全风险

• 协助消除妨碍上学的风险（如战争遗留爆炸物）

• 调查伙伴实施的针对教育的暴力事件，并确保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攻击进行问责

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4条、50条第1款和第94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第3款第1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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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2019年），第44-46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保护学校和高校在武装冲突期间免于用作军事用途的指南》（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ilitary Use During Armed Conflict）

 4.7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被默认是民用性质的；自然环境的所有部分都是民用物体，已成为军事目标的部分除

外。在当代武装冲突中，自然环境有时会因某些战争手段或方法的使用而受到直接攻击或附带损害。

它还可能受到建成环境破坏的影响，例如供水、卫生或电力服务因敌对行动而中断。攻击可能导致

水、土壤和土地污染，使饮用水和农业用地变得稀缺；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所造成的污染可能会持

续几十年；在热点地区发生战斗时，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这种环境破坏对平民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平民依靠自然环境获得食物和水。农民、牧民和渔

业社区依靠自然环境维持生计。当环境受到破坏，粮食和经济不安全加剧时，受冲突影响人民的身心

健康就会恶化。为应对这种影响，个体和社区会试图改变生计或增加多样化生计、改变生活方式或迁

移到新的地方。然而，这种适应能力会随着冲突和环境恶化的持续而下降。

虽然冲突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损害，但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有机会防止严重的环境退

化。例如，他们可以宣传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并将其纳入培训方案和制裁制度（见第6.2.1节和

第6.2.2节）；鼓励冲突各方在军事行动之前或期间定期采取和执行措施，以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了解

（见第6.1.2节）；帮助伙伴防止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例如提供技术专长或分享环境影响评估以

及显示作战地区特别重要或脆弱环境资源的地图（见第6.2.3节）；就采取措施履行保护自然环境的国

际人道法义务，交流相关实例和最佳实践。

特定风险

• 水和土壤污染，影响饮用水、粮食供应和长期粮食和经济安全

• 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 平民流离失所

• 气候风险造成平民伤害加剧

特定机遇

•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将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则纳入冲突各方的培训方案和制裁系统

• 鼓励采取措施，在军事行动之前或期间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了解

• 提供技术专长，在作战地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绘制特别脆弱的环境资源地图

• 确定和指定包含特别重要或脆弱环境资源的地区，并分享这些信息

• 针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交流范例和最佳实践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the-challenges-of-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recommitting-to-protection-in-armed-conflict-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geneva-conventions-pdf-ar-1.html
http://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idelines_en.pdf
http://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ideline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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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3条和第147条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5条第3款和第51–56条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4-16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43-45

有关条约的完整列表，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条约数据库

延伸阅读

《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则》（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4.8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即被遗弃和未爆炸的爆炸性弹药）若不安全地清除，就会对平民构成持

续的伤害威胁。除了造成死亡和受伤的直接风险外，它们还可能妨碍人们使用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

农业土地，妨碍流离失所人员安全重返家园（见第4.3节），阻碍重建和恢复工作，对人类和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为减少这些后果，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管理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

响，特别是在爆炸物由行为主体本身提供的情况下。此类措施包括在实际敌对行动结束后尽快支持排

雷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制定措施在清除工作完成之前减少对平民构成的风险，并按照国际标准向

受害者提供援助。

法律提示

国际人道法制定了预防和管理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所造成问题的全面框架。这包括关

于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执行保护平民的措施（如标记和围栏）以及为受害者提供医

疗、康复和社会经济援助的规定，还包括销毁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库存方面的要求，这

些武器从人道角度来说在冲突后局势中一直是一个特别问题。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的使

用、生产、储存和转让也受到具体条约的禁止。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1997年），《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2003年）

（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和《集束弹药公约》（2008年）也要求缔约

国向受这些武器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与合作。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rules-and-recommendations-relating-to-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und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with-commentary.html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rules-and-recommendations-relating-to-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und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with-comment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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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

• 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平民伤亡的风险持续存在

• 阻碍平民安全使用建筑物、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包括阻碍服务机构进行运营、维护、评估或

维修

• 无法将土地用于生产用途（例如农业）

• 阻碍人员和必需品的流动，妨碍商业贸易

• 人们流离失所，无法安全返回家园

特定机遇

• 向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与合作

重要法规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Anti-Personnel Mine Ban Convention)（1997年）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Protocol on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2003年）（1980年
《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The Protocol on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Mines, Booby-Traps and Other Devices) ,1996年5月3日修正的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集束弹药公约》（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2008年）

延伸阅读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International Mine Action Standards）

《城市环境中的武器污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应对》（Weapon Contamination in Urban 
Settings: An ICRC Respons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通过改变行为，增强对武器污染的复原力》（ Increasing Resi l ience to Weapon 
Contamination through Behaviour Chang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3.3.1节武器和弹药管理

– 第3.3.2节敌对行为

– 第3.4.2节军备转让

https://www.mineactionstandards.org/en/
https://shop.icrc.org/weapon-contamination-in-urban-settings-an-icrc-respons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weapon-contamination-in-urban-settings-an-icrc-respons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ilience-to-weapon-contamination-through-behaviour-change-pdf-e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ilience-to-weapon-contamination-through-behaviour-change-pdf-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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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框架概述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以采取多种实际措施，最大限度地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其他非战斗人

员，以减少负面的人道后果。

根据初步分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框架，将这些实际措施分为10个功能组。本节将概

述此框架，以及决策者如何在支持关系中应用此框架。

通过确保在这10个领域适当采取有效的实际措施，决策者可以减轻支持关系给受影响民众带来的

风险。各个决策者应根据相关支持关系量身定制要采取的各种措施（关于关键风险和机会，请参阅第3

节和第4节）。

行为主体应从法律、政策和行动角度以及各级决策的角度充分考虑每个领域可以采取的措施。尽

管这些措施分为准备、实施和过渡这3个阶段，但并不需要严格遵守此顺序。许多问题需要在支持关系

的整个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

5.1  支持关系的管理

行为主体应积极管理其支持关系，以促进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免受伤害。

这一框架建议，应当有意识地管理支持关系，以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目标。行为主

体应在构成准备、实施和过渡3个阶段的10个领域进行投入，采取实际措施。决策者应确定需要采取

哪些实际措施，以减少伤害风险，并通过支持关系对其伙伴产生积极影响。鉴于支持关系范围极其广

泛，并非所有的措施或措施领域对于每个关系都适用。然而，对于大多数支持关系（如果不是所有支

持关系），有一些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规范参与、评估和构建关系以及总结经验教训。决策者应

考虑每个领域，以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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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确保在这10个领域中分别采取有效的实际措施，决策者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支持关系

对受影响民众构成的风险。行为主体需要将这些广泛领域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以确定在所审议的支

持关系中应采取哪些实际措施。

为便于进行规划，我们将这10个领域分为3个主要阶段：

1. 准备建立支持关系

2. 实施支持关系

3. 逐渐结束支持关系。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严格的顺序。从一开始制定支持关系的详细计划时就需要考虑这10个领

域，然后定期进行审查和调整，以使这种关系符合具体目的。许多问题需要在支持关系的整个过程中

采取相应措施。例如，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和传播规范应贯穿整个关系。虽然过渡策略会在关系后期

实施，但决策者需要采取措施，为有组织地结束关系做好准备，以降低伤害风险。

行为主体应在准备、实施和过渡阶段考虑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下面列出了10个实际措施领域，并在第6节中进一步予以说明。

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自觉管理其支持关系，以加强对平民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在考虑以下10个领域的实际措施时，决策者应以此目

标作为指导。

在这里，“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用于概括旨在减少冲突各方

及其支持者在短期和长期内直接和间接所造成的伤害的一系列措施。这一

广泛类别包括各种措施，用于增强对平民、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和受国际人

道法保护的其他人员，以及民用物体和其他受特殊保护物体的保护。许多

措施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或根据国际人道法推导而来的。

传播规范

从内部
做好

参与准备

评估和框架

监督与
评估

助

国际人道法
培训

机构能力
建设

内部督导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总结
经验教训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准备

实
施

过
渡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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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应考虑的一些特别的人道关切将在第4节中进行详细说明。其中包括专门针对被剥夺自由

人员、死亡人员、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失踪人员和医务人员的风险和机会。决策者还应考虑与受保护

物体有关的问题，如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医疗设施和运输工具、自然环境以及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构成的风险。在管理支持关系时，应考虑到与潜在人道关切有关的风险和机会。

准    备

传播规范

从内部
做好

参与准备

关系评估与构建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准备

1. 从内部做好参与准备——在建立支持关系之前改善行为主体自身的内部职能。

• 框架

• 制度和流程

• 人事

• 文化和意图

2. 传播规范——与实际或潜在伙伴进行合作，澄清并鼓励符合武装冲突相关规范（法律或其他规

范）的行为。

• 战略论证

• 对规范制定和实践指导的贡献

• 参与和影响

• 社会化

• 宣传

• 动员

3. 关系的评估和构建——确保潜在伙伴的意图、能力和领导力之间协调一致。

• 支持评估

• 协议

• 具体行动准备

• 过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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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4. 机构能力建设——使受支持方当局准备好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和协助人民，并帮助他们管理相

关后果。

• 框架

• 制度和流程

• 人事

• 文化和意图

5. 国际人道法培训——帮助伙伴部队理解并实施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规则。

• 培训

• 指导

• 监督与评估培训和指导

6. 协助遵守国际人道法——帮助伙伴履行其国际人道法义务，或以其他方式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

战斗人员的保护。

• 能力提升

• 资源

• 职能顶替

7. 监督与评估——监督伙伴的行动，必要时，要求伙伴对任何有问题的行为负责。

• 监督与评估

• 记录

• 调查

• 督导

• 问责

8. 内部督导——确保行为主体的武装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在法律范围内运作，并对其政府和选民

负责。

• 内部督导

• 调查

监督与评估

助

国际人道法
培训

机构能力
建设

内部督导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实
施



82 盟友、伙伴和代理

过    渡

9.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合理规划结束支持的过程，如逐步减少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保护工作的中断。

• 保持系统可持续性

• 持续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 负责任地解除资源

• 处理善后工作

10.  总结经验教训——确定并吸收从支持关系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从此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和

见解。

• 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确保受影响的人得到更好的保护

• 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 将经验教训纳入准则和未来实践

5.2  因地制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行为主体从法律、政策和行动角度出发，在各个层级的决策中充分考虑每

个领域可以采取的措施。支持行为主体在依据相关信息确定具体做法时，一般应考虑这10个领域，但

也应考虑具体的保护问题（第4节）和涉及的冲突类型、行为主体、行动和支持（第3节）。

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不仅仅意味着减轻因提供支持而直接产生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鼓励各行为主体更广泛地看待促进积极行为的方式，包括采取不直接与其所提供的支持相关的措施。

例如，他们可以就相关规范与伙伴进行合作，并提供援助以减轻冲突的负面人道后果，而不管所提供

的支持种类。

支持行为主体也可能需要在提供支持之前和/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采取实际措施。重要的是，

每个行为主体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下的义务并不随支持关系一起开始和结束。例如，支持行为主体的法律

义务可能在支持关系结束后继续存在，并且支持行为主体和被支持行为主体的义务都可能在冲突结束后

继续存在。例如，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和查明失踪人员的生死和下落，就是这两类行为主体在关系或冲

突结束后可能都继续负有相关义务的两个领域。在整个关系中的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总结
经验教训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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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提出的要点仅仅表明了决策者在处理支持关系时需要考虑的许多问题。决策者有责任确定

在特定情况下哪些实际措施最为有效，并在这些措施未产生预期效果或情况发生变化时继续调整他们

的方法。35本书旨在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在各种情况下广泛使用。在实践中，每个行为主体都必须自

行作出评估，并按照法律义务采取行动。

如果审慎思考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应该能够改进结果，但不应将这些问题视为一份完整的清单。

行为主体有责任分析支持关系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构成的风险以及增强对此类人员的保护的机

会，并将这两个方面纳入决策过程。

5.3  总体性问题

为了处理支持关系，实现各方责任的协调一致，决策者应该以下面5个总体性问题作为指导：

1） 支持关系中涉及哪些类型的冲突、行为主体、活动和支持？

2） 伙伴各自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之间存在什么差距？

3） 上述问题的答案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有什么影响？

4） 贵方和贵方的潜在伙伴可以从上述10个实际措施领域中采取哪些措施，以提

高保护水平，减少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5） 如果上述第2个问题中发现的差距仍然很大，贵方是否应该重新考虑这种支持

关系？

这些总体性问题需要结合关于10个实际措施领域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见第6节）和旨在指导各级决

策者的更详细的问题（见第7节），作为补充。

35 2019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75-76页（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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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策者需考虑的因素

紧接着第5节的概述，本节将详细介绍处理支持关系的10个实际措施领域。针对每个领域，我们都

向战略层决策者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本节还确定了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以及在每个领域可以考虑的实

际措施示例。第7节通过向各级决策者提出详细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这些一般考虑因素。

6.1  准备

6.1.1   从内部做好参与准备

内部准备是指行为主体在建立支持关系之前可以采取的措施，以使内部职能部门做好准备。

引  言

行为主体在同意建立支持关系之前，应评估自己处理支持关系的内部准备情况。内部准备工作很

重要，因为决策者可能会被迫迅速同意建立支持关系，但执行支持关系行动所需进行的改变可能很重

大，需要时间来实施。

内部准备包括以下4个关键要素：

• 框架——确定国际和国内法律和政策，为如何运作支持关系建立规则和边界

• 制度和流程——在框架内建立、维护、监督和结束支持关系的程序

• 人事——决定参与支持关系的人员职位，并为这些职位进行人员选择和培训

• 文化和意图——塑造支持关系运作模式的内部影响（如领导、制度文化和同伴压力）和外部影

响（如公众舆论、媒体、社会文化和宗教）。

鉴于可能涉及的行为主体和支持形式多种多样（见第3节），可能需要在若干机构、部门或职能内

部和跨部门进行筹备工作。尽管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运作，但每个实体都有自己的制度、流程、人员

和文化。例如，武器出口管制机构有明确的许可程序，军事部门有具体准则和交战规则。

传播规范

从内部
做好

参与准备

关系评估与构建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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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考虑行为主体参与支持关系的总体准备情况及其方法的一致性。内部准备应包括对特定

行为主体可能参与的支持关系的范围进行切实评估。为进行内部准备而采取的措施，应使行为主体能

够以加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的方式来管理未来的支持关系。

关键问题

• 在支持关系中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和标准？这些条件和标准在贵方的所有支持关系中是否一致？

• 是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资源，流程是否需要“伙伴证明”，以及人员是否需要特定的培

训？

• 参与支持关系的内部实体是否在愿景方面达成一致，他们是否为管理所设想的支持关系做好了

准备？贵方如何确保充分协调这些实体？

• 在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方面，贵方是否有制度可用于评估伙伴意图、能力和领导力？

• 贵方是否建立了监督伙伴行动的制度、程序和能力？

在各个决策过程中，可以重新讨论这些考虑因素（见第6.1.3节）。在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之后，

行为主体应该能够更快地适应他们所建立的任何具体的支持关系。

A. 框架

大多数提供支持的国家行为主体已经有一套国内法律和政策，可作为根据国际人道法处理

支持关系的初步框架。然而，国际人道法的义务适用于所有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包括接受支

持的国家和不太可能有类似规范和政策的非国家武装团体。

需要一个全面和一致的法律政策框架，以确保参与支持关系的部门、机构和职能之间保持

一致性。该框架的某些部分可以事先拟订，例如有关的军事政策和准则，这些政策和准则应符

合国际人道法并且旨在保护平民。另一示例是有效实施和执行武器进出口管制所需的全面法律

和管制框架。

合作军事行动将达成并执行关于在各个层级负责使用军事力量的协议，以及在总部或现场

负责使用、部署和指挥控制各种顾问的协议。部队协定草案或行为主体之间强调保护非战斗人

员的其他协定草案可以构成该框架的一部分，并作为内部准备的一部分提前准备。例如，伙伴

可以就合作拘留行动期间应遵守的责任和标准达成协议，以降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避免

责任分散（见第3.4.3节）。这些协议还可以预测被指控违法的部队的身份地位，并且澄清优

先和次级管辖权以便对任何指控作出裁决的程序。

在考虑法律或政策框架时，各行为主体还应确定在建立任何伙伴关系时应达到的最低标

准和门槛，这也很重要。对于任何潜在的受支持方，这些标准可以在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之间

应用，也可以在考虑接受伙伴支持的行为主体之间应用。这些标准可与内部评估和/或人权记

录、腐败、军事能力和武器供应等标准的外部基准相联系。

为了通过支持关系更好地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有关行为主体必须采取措施将这些

框架纳入从属制度和流程。

B. 制度和流程

对于决策者而言，评估支持关系的内部准备情况需要审查广泛的制度和流程。重要的是，

所有相关制度和流程都应结合旨在缓和冲突行为的措施。

如果不同部委、部门或机构的制度和流程是相互联系的，就需要从整体上把控这些制度和

流程，以减少内部差距。这可以改善内部准备状态，特别是考虑到政府行政和支持关系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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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种把控应包括某一行政当局的所有部门、机构和职能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包括国家、非

国家行为主体和多边组织等处于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

制定和执行保护平民的政策有助于提升平民地位，并在准备工作中采取减少平民伤害的措

施。这类政策可以为民事和军事实体提供全面的指导，并确保以充分协调的方式将保护平民的

责任纳入各项制度和流程。内部督导和问责过程有助于确保这些政策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见第

6.2.5节）。

一个可能对行为主体按照国际人道法行事的能力构成挑战的问题是其能力与伙伴之间的差

距，这需要采取具体的保障措施。例如，当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持时（支持

方高度期望的一种能力），必须小心防止滥用。与向自己的部队提供这种支持时所采取的流程

相比，这种情况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步骤或验证。

在承诺或接受资源并最后确定支持关系的规划之前，行为主体应充分考虑已确定的经验、

汲取的教训和最佳做法。这将使他们了解以前的工作是否有效，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

风险（见第6.3.2节）。这些经验可能来自提供或得到支持的其他行为主体、部委、部门和机

构，例如同一行为主体进行的其他发展活动。这将有助于对潜在支持、处理支持所需的方法以

及未来伙伴可能需要做出的承诺提供现实的检查。

通常在联盟内工作的行为主体应该考虑他们可以采取的一般措施，以便于彼此协调。他们

还可以确保明确定义所有联合或组合流程的职责和责任，甚至在考虑将这些职责和责任用于特

定作战情况之前也是如此。

政府和当局的制度和流程

各国政府和当局，包括在许多情况下的高级领导，对于与支持其各部委、部门、机构和职

能之间关系的相关制度和流程并不总是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缺乏共识会影响他们对支持关系和

机构内部期望的理解，支持关系带来的额外复杂性将加剧这种情况。就支持国而言，需要在资

本层面和东道国内部采取全面办法，在一线的部门和机构之间管理地方支持。

如果他们不考虑支持关系对内部结构和资源的更广泛影响，行为主体最终可能加剧而不是

减轻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人道风险。如果只向伙伴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情况尤其如此。例如，

外部提供的防卫支持可能导致被拘留人数增加，以至于司法部门无法适当应对。应在所有相关

政府部门或机构之间协调制度和流程，以便尽早准备、减轻、监测和弥补这些差距。

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应认识到支持关系对其各部委、部门和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应以

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来管理支持关系，以防止出现差距。

因此，如果在一个权力范围内有多个部门和机构参与提供或接受支持，则相应制度和流程

应由领导部门或机构监督，并包括充分的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还应明确界定负责管理与伙伴

关系的有权机关。支持和被支持的行为主体都可以坚持要求关系中的另一方采取这些措施。

这种方法有助于确保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提供和接受支持，并防止丢失关于不当行为或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风险或指控的宝贵信息，否则会降低问责的可能性。

另请参见：

– 第6.2.5节内部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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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事

投入资源发展支持关系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改善行为主体与伙伴的协作。对于参与合作军

事行动的行为主体来说，这也适用于那些利用其他支持类型与伙伴合作的行为主体，例如外交

官和外交部、情报机构、发展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财政部官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擅长与伙伴部队合作的个人、单位和机构可以制定高水平的专业化和标

准，包括传播国际人道法和倡导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价值观和做法。这可能需要非军

事领域的专家（他们通常不被视为可部署部队的一部分）来支持机构能力建设。

为未来的支持部队、工作人员和外交官进行的培训和演习应讨论如何共同合作，并鼓励伙

伴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且更好地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军事演习通常聚焦于行为主体自

己的部队，而支持关系的现实是，指挥层面将大力参与与伙伴的关系建设，并提供支持、影响

和监督。

一些看似简单的举措可最终有助于行为主体作出更充分的准备。这方面的示例包括进行关

于潜在伙伴语言的培训，以及在行为主体、部委、部门和机构之间进行人员交流。

D. 文化和意图

支持关系中的每个实体（包括行为主体中的实体），可能有自己的方法来支持由组织文化

和组织使命驱动的关系。例如，外交官、发展机构人员和部队可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处理和管

理支持关系。这需要他们之间进行稳健持续的协调，确保一致性，以免这些差异在国际人道法

的实施和保护平民方面造成差距。

高级军事和民事领导人，特别是领导或协调参与支持关系的机构或部门的个人，在行为主

体准备建立支持关系时，可以在优先考虑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做到这

一点，可以将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纳入决策等准备活动，在选择和培训工作人员时确保强调

这些主题，并采取适当的制度和流程设计。

6.1.2   传播规范

传播规范是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澄清和鼓励遵守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行为规范。相关规范可参阅国

际法（条约和惯例）、国内法、“软”法或其他指导方针，或根据实践进行推导。

引  言

在准备和实施特定的支持关系时，应调整传播规范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合作有效性，应充分了解推动其伙伴决策的主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这

些众多因素将影响各方对国际人道法的重视程度和遵守程度，例如他们如何进行敌对行动，如何对待

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众多的政府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可以影响行为主体在武装冲突中是否同意和遵守行为规范。这可

以包括国家或政府元首、部委、大使、作战指挥官、媒体以及宗教和社区领袖等不同的行为主体。

伙伴间存在着对国际人道法理解不一致或不履行其义务的风险。因此，在进入支持关系时，行为

主体应采取措施，查明可能存在这些差异的地方，并确保在支持关系范围内的所有行为都将根据伙伴

之间更严格的保护标准进行。

甚至在考虑具体情况和行为主体之前，就可以做很多工作来促进更好地理解和践行国际人道法。

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将有助于未来的伙伴为支

持关系做好准备（见第6.1.1节）。一旦考虑到具体的关系或约定，就可以采取更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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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的意图是实施和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关键因素（见第6.1.3节）。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应尽

可能设法评估潜在伙伴在特定情况下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意愿强度，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增强该意愿。

例如，行为主体可以将遵守国际人道法作为提供支持的一个条件。此外，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与

其伙伴合作，解决潜在的人道关切，并考虑采取更普遍的预防措施。

关键问题

•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论坛中，贵方的领导是否致力于支持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广泛多边立场？

• 贵方的领导是否鼓励其他行为主体加入旨在减少武装冲突人道后果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其他标

准？

• 贵方是否制定了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的方案，是否向伙伴或潜在伙伴提供这些

方案？

• 是否建立了旨在影响潜在伙伴对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看法和观点的双边和多边机制？

A. 战略沟通

行为主体在国际论坛上所作的发言有助于强化某些标准或表达对采取某种行为的承诺。他

们也可以使用公开声明来谴责或劝阻不良行为。此类声明可向伙伴发出信号，表明他们与此类

行为主体合作时预期的行为标准。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一方的声明对对方的影响

就越大。

例如，行为主体可以（公开在相关论坛上或向其潜在伙伴）说明其武装部队如何执行适用

于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国际人道法，特别是禁止不分皂白和过度的攻击以及在攻击

中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的义务。他们可以以身作则，公开作出超越其法定义务的承诺。示例包

括《安全学校宣言》和《遵守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规定，并在排雷行动中给予合作的承诺

书》。36

B. 为制定规范和实际指导方针做出贡献

通过对国际或多边机构的工作做出贡献，行为主体可以帮助澄清国际法并制定实施国际

法的指导方针。可能已经存在有关的机构和流程，例如武器条约缔约国会议或蒙特勒文件论

坛。37行为主体也可以寻求为某一特定目的设立小组或机构，例如工作委员会或卓越中心。

举例说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各行为主体分享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敌对行动中保护平民

的良好实践、经验和教训，包括选择和使用作战手段和方法（见第3.3.2节和第4.6节）。

C. 参与和影响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有能力鼓励和影响其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除其他事项外，支持行

为主体应考虑提醒冲突各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如需产生效果，任何影响努

力都必须根据当事方的特点和冲突的性质进行调整。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关主张应基于

对冲突方的动机和利益的充分了解，并以与该方的良好接触和既往合作记录作为支持。

36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The Safe Schools Declaration and the 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ilitary 
Use during Armed Conflict”, ICRC, Geneva, 2018: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safe-schools-declaration-and-guidelines-
protecting-schools-and-universities-military-use.有关“日内瓦呼声”组织行动承诺的更多信息，见www.genevacall.org。

37 蒙特勒文件论坛是《蒙特勒文件》参与者的论坛，内容涉及与武装冲突期间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业务有关的国家相关国际法

律义务和良好实践。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见www.mdforum.ch。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safe-schools-declaration-and-guidelines-protecting-schools-and-universities-military-us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safe-schools-declaration-and-guidelines-protecting-schools-and-universities-military-use
https://www.genevacall.org
https://www.montreuxdocument.org


第三部分  实际措施框架 89

以下一些利益因素可能有助于组织与武装冲突各方的对话和接触：

1. 核心价值观；

2. 军事效能和纪律；

3. 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

4. 信誉；

5. 刑事诉讼；

6. 经济和基础设施。

D. 社会化

社会化是人们采用特定社区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38个人可能会因被社会化而实施暴力，

或者相反表现出克制（即有意采取行动限制暴力的使用）。

至少，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正式社会化机制应向所有团体成员灌输国际人道法，将这些

规则纳入实际培训，并包括对不遵守行为的惩罚警告。然而，非正式规范可以和正式规范一样

行之有效。伙伴可以创造性地与一体化的国家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合作，使其各级战斗

人员社会化并采取克制的行动（另见第6.2.1节）。

延伸阅读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E. 传播

很少或没有接受过国际人道法培训的武装人员，可能会严重阻碍加强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

斗人员以及管制冲突各方行为的工作。除非对有责任遵守和适用某一法律的人进行了指导和训

练，使其遵守该法律规定的义务，否则此法律就不太可能得到遵守。

武装冲突各方有责任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准则、培训和交战规则。39这项义务是由所有当

事方都必须遵守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衍生而来。在习惯法中，培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

被认为对国家和武装团体都具有约束力。40

提供支持和接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均可协助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以及针对其行动和行为可能影

响武装冲突受害者的人进行培训。此类行为主体包括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安全部队和其他武

装人员，以及关键部门和机构的决策者和成员，更不用说地方和国际层级的意见领袖。

另请参见：

– 第6.2.2节国际人道法培训

38 见 J. Checkel, “Socialization and violenc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pp. 592–605.

39 在协定国际法中，各国向其武装部队提供国际人道法教育的义务分别载于《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7条、《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48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7条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4条，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3条。这项条约义务既适

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时期。《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9条在具体提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规定本议定书

“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传播”。

4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42及解释（见前注7）。

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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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动员

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应考虑吸引和动员包括国家、武装团体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其他行

为主体，鼓励各方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这在军事联盟中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些联盟中，多

个行为主体会协同行动，解决对一个伙伴行为的关切。

延伸阅读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Increasing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M. Mack）

6.1.3   关系的评估和构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评估和构建支持关系是指仔细分析潜在伙伴并规划支持的过程，其方式

是使合作伙伴更紧密地协调一致，以减少对受影响民众造成伤害的风险。

引  言

评估和构建对于处理协调一致的支持关系至关重要。通过进行彻底的支持评估，各行为主体可以

确定与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标准以及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有关的风险和机会。在实施之前，

可以确定并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并重新考虑关系本身。根据这种评估，各行为主体可以就支持关系的

指标达成一致，包括用于应对评估中确定的风险和机会的各种措施。最后，制定有组织地结束关系的

详细计划，阐明关系的预期结果，以及在过渡期间和以后将采取的措施，以尽量减少伤害。

为了评估在保护受影响人员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机会，应首先分析每个伙伴的以下3个因素：

1. 意图；

2. 领导力；

3. 能力。

当然，这些因素应在进入或实施支持关系之前进行评估。41还应根据后续行为以及不断演变的内部

和外部环境，定期重新评估这些措施。

协调这些因素对于确保支持关系有助于加强而不是破坏遵守国际人道法以及保护受冲突影响人员

至关重要。

意    图
意图是指潜在伙伴的目的或目标，特别是其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促进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

意图或意愿。关于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的意图可利用各种来源进行评估，包括正式承诺和遵守国际

人道法及其他相关国际法律和其他框架的情况、接受方过去和现在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记录、

公开讨论和双边保证。42

缺乏意图可反映在与国际人道法的原则、规则和精神不一致的政治宣言、过往行为或目标中。缺

乏这种意图的支持关系对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构成了相当大的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之前必须认真考虑。

41 《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缔约国有义务在批准出口之前评估常规武器或物品可能被用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或国际人权法的用途的可能性。此外，还鼓励他们在了解到新信息时，重新评估其授权。见《武器贸易条约》第7条第1款和

第7条第7款。

42 例如，见《武器转让决定》第20页（见前注29）和《蒙特勒文件》（见前注25）。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increasing-respect-fo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non-international-armed-conflict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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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领导力是指伙伴的组织结构及能力能够确保领导者的意图、目标、方向（指示或指导）和价值观

（无论是否与国际人道法相关）被理解、尊重并在整个组织层级中忠实执行。例如，对外交保证的重

视程度就可能对此有所影响。

虽然领导力方面并不总容易评估，但在作出参与决策之前，应在准备阶段作出这样的努力。评估

伙伴的领导力需要了解其组织结构，包括其武装部队的指挥系统，以及其决策执行效力。了解行为主

体的组织结构也有助于确定团体中的关键决策者以及解决作战和人道问题的主要联系人。43在分散式

非国家武装团体或社区派驻式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情况下，或者权力架构对外部行为主体不透明的情况

下，44评估其领导力可能更具挑战性。

这种评估还可以显示领导者可以支配的影响力杠杆。例如，中央集权的武装团体依赖于明确确立

的规则和价值观，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很可能通过灌输和培训传授给团体普通成员。分散和扎根于社区

的武装团体并不总是有书面的行为准则，有时会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取而代之。45

能    力
能力是指使行为主体实现其目标的物质资产、人力资源和技能。

在评估能力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伙伴与他人的互通能力。即使行为主体的意图和领导

力在支持关系中都很强烈并且保持良好的一致性，但如果伙伴的资源不能适当地相互协调和互通，这

种关系可能会被削弱。

一个伙伴可能有强大的领导力，但缺乏实现其目标的资源。各行为主体需根据能力互评的结果，

商定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如果受支持的行为主体发现其有效获得支持的能力存在任何差距，则应使潜在提供支持的行为主

体意识到这些差距。这样，便可以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纠正这些差距，以保护伙伴和平民。

可视化意图——领导力——能力

考虑在武装冲突中建立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应仔细评估其潜在伙伴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他们的

目标应该是在准备阶段确定优势、劣势和主要的协调差距。在评估中观察到的差距可能导致责任分散。

在参与支持关系之前，每个伙伴都应根据上述3个因素评估自己，然后评估其潜在伙伴。

在进行了这两项评估之后，每个伙伴应进行差距分析，以确定伙伴是否能和谐共处。

在所有情况下，一致性的差距都应促使行为主体考虑如何降低对受影响社区造成的风险。在进行

差距分析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 各方是否在每个标准方面都足够强大，以便在支持关系中实现良好行动？

• 通过共同努力，伙伴是否有能力弥补其中一方的各种弱点？

• 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弥补已发现的所有差距？

• 如何评估旨在缩小差距的措施的有效性？

• 任何剩余差距对受影响人群有何影响？

43 《约束之根源》，第23页（见前注20）。

44 《约束之根源》，第23页和第55页（见前注20）。

45 《约束之根源》，第23页（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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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各个伙伴应在这3个方面都很强大。

或者，一方的优点可以弥补另一方的缺点。

如果伙伴之间存在差距，应确定切实措施来弥补这些差距。

然而，对于伙伴无法控制的另一个行为主体，伙伴能提供的补偿是有限的。应避免与没有至少最

低程度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的行为主体合作，因为这种支持关系可能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构成

较高而且无法缓解的风险。

意图

伙伴 A 伙伴 B

能力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领导力

风险

相互协调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伙伴 A 伙伴 B

风险

实措施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伙伴 A 伙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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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差距很大，行为主体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种关系。

关键问题

• 贵方是否准确评估了其自身与其伙伴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

• 是否可以通过计划中的支持来解决意图、领导力和能力方面的任何差距？

• 决定支持关系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 当（a）贵方的目标已实现或（b）未实现时，贵方将如何逐渐结束支持关系？

A. 支持评估

作为差距分析的延伸，必须在可行的范围内对拟议伙伴的需求和能力进行准确评估。此类

评估可以为制定贯穿支持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面计划提供出发点。应根据现实实施情况和不断变

化的条件定期审查正式的支持评估。

应建立进行严格评估和根据评估结果相应地构建关系的程序。在开始时就进行有效的支

持评估，即使没有发现重大风险，也将有助于行为主体为关系确定合理的最终状态，调整相应

的支持并确定适当措施，以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受影响民众。此外，还需要进行评估，

以确定需要减轻的任何风险。如果存在可识别的风险，评估框架可提供一种机制，用于将这些

风险纳入决策过程中并确定可能的缓解措施。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以对被支持方进行支持评

估，而被支持方可以评估与接受支持相关的风险。

风险
的伙伴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伙伴 A 伙伴 B

风险伙伴关系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意图

能力

领导力

伙伴 A 伙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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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风险是，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以提供或提高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能力。如果明

确知道某支持关系是导致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决定性因素，则可合理地认为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

对此违反行为负责。如果根据事实或对过去模式的了解，预期所提供的支持将被用于违反国际

人道法，则不得提供这种支持。46更广泛地说，如果提供的支持与伙伴的能力和情况不适当匹

配，就易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造成损害。

评估风险并确定缓解措施

为了确定伙伴特有的各种风险，评估应包括伙伴的政治和法律立场、语言、文化、教育制

度和水平、经济和/或财政能力以及军事和技术能力。伙伴过去的行为是衡量其未来违反国际

人道法的风险的重要指标。然而，特别是对于新成立的部队或单位，没有经证实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其今后必定遵守国际人道法。相反，每一行为主体应设法确保对方将遵守

国际人道法和适用的其他相关法律标准。只要行为模式足够明显，行为主体就应该寻求了解驱

动对方行为主体的因素。更透彻地了解行为驱动因素将有助于随后制定可能的缓解措施及其预

期效果。

还应采取措施评估其他风险，例如关系本身的意外后果。伙伴之间的协议应解决这些风

险，例如通过明确每个伙伴的职责和责任以及关系的最终状态，这可能包括受支持方在冲突后

的未来状况，例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进行支持评估的行为主体可能最终得出结论，即无法充分缓解与支持关系相关的风险。在

这种情况下，除非满足直接解决风险来源的具体附加条件，否则不应建立支持关系。

评估各自的框架

除了其他方面，两个行为主体的法律框架也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行为主体应确定

一些关键问题，了解伙伴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释和履行法律义务。关键问题是指涉及如何对待

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的问题，包括在拘留、被拘留者的转移、死刑、战争手段和方法的选

择、平民和战斗人员及战俘的定义，以及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制裁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分

歧将对双方产生重大的实际和法律影响。

上述问题属于受伙伴法律义务影响的问题，而伙伴的法律义务之间也可能有所不同。特

别是，一个伙伴可能是不同法律文件的缔约国，例如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或《集束弹药公

约》。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可能受其所在领土上所适用的国际条约的约束，而且他们还可能承诺

遵守某些国际标准。47鉴于潜在的支持关系，一个行为主体可鼓励另一行为主体加入相关条约

或承诺（见第6.1.2节）。事实上，《集束弹药公约》要求缔约国鼓励其伙伴加入《公约》，

并尽最大努力阻止非缔约国使用集束弹药。48

决策者还可能需要了解其伙伴如何在国内或内部制度中解释和履行法律义务。例如，语言

差异可能导致伙伴对“平民”等关键术语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这种差异在实践中可能具有重

要影响，特别是在合作军事行动期间。

46 《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 第 158–163段(见前注6).
47 见“日内瓦呼声”组织的行动承诺（见前注36）。

48 见《集束弹药公约》(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第21条。虽然该《公约》允许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继续合作和开展军事

行动，即使在非缔约国可能继续使用、储存和转让集束弹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这种合作不能构成对该《公约》第1条所指

的禁止缔约国从事的任何活动进行协助、鼓励和诱使的行动。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72239588AFA66200C1257F7D00367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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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提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国家必须：

•  遵守国际人道法；

•  不提供任何鼓励或协助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支持；

•  尽其所能合理地防止武装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制止此类违反行为。49

法律提示

根据《武器贸易条约》（2013年）规定的各国义务，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国家必须评估

接受方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人道法，如果有明显或实质性的危险，这些武器可能被用

于实施或协助实施严重违反该法律的行为，则不得批准武器转让。

延伸阅读

《从人道角度理解武器贸易条约》（Understanding the Arms Trade Treaty from a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武器转让决定：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标准》（Arms Transfer Decision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riteria）（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B. 协议

支持关系协议有助于设定具体要求，并有助于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标准。通过

这些协议，伙伴可以有机会就支持关系的范围和目标以及附带的任何条件达成共识。这些细节

可载于部队地位协定、谅解备忘录和技术协议等文件中。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协议都应明确

界定和分配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处理与保护平民和国际人道法原则有关的问题。行为主体的

附属机构之间的内部职责划分应该对于行为主体自身及其伙伴都很明确（见第6.1.1节）。

对每个伙伴的职责以及其责任和权力的限制有任何含糊之处，都会增加混淆的风险，并

降低行为主体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标准的综合能力。在冲突环境中，如果对于什么

事情由什么人负责不够明确，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例如，在作战性质的合作军事行动中，

各项协调和期望应该无懈可击。同样，在信息共享伙伴关系中，对信息的使用以及对信息的准

确性或有效性的任何潜在疑问或不确定性的共同理解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含糊不清可能

导致行为主体或人员误解其对某项行动或其后果的责任，从而可能对限制性规范造成减损。此

外，定义不明确的关系可能导致丢失关于被指称的不当行为或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宝贵资

料，并可能限制行为主体处理这种关切的能力。因此，明确报告和调查指控以及问责的权限特

别重要，在共同参与的、直接影响国际人道法的遵守的程序中，明确各自的作用与责任也十分

关键。

49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1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9和144（见前注

7）；Commentary on 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paras. 164–173（见前注6）；2019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75–76
页（见前注1）。

https://shop.icrc.org/understanding-the-arms-trade-treaty-from-a-humanitarian-perspectiv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understanding-the-arms-trade-treaty-from-a-humanitarian-perspectiv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criteria-a-practical-guide-pdf-cn.html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72239588AFA66200C1257F7D00367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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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伙伴不承担相同的法律义务，那他们寻求就任何法律和非法律行为标准达成协议就显

得更重要了。行为主体可能需要考虑他们各自的能力如何能够，或相反，如何限制他们在特定

情况下履行这些标准的能力。然后，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相应地调整其能力或职责和责任。

技术协议或谅解可界定支持关系的范围和方式，并建立使相关权限和报告职责正规化的程

序。应建立与遵守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有关的所有事项的明确程序。例如，其中

包括平民伤害跟踪机制、标记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以及遗体的管理。

为使协议生效，还必须建立明确的沟通渠道，以便所有伙伴的代表了解、理解并遵循所有

相关程序。各伙伴应就所有人道关切事项和为确保在实践中尊重国际人道法而采取的措施保持

定期对话。

虽然上述考虑因素适用于双边支持关系，但也与联盟伙伴关系或行为主体从多个伙伴获得

支持的安排有关（见第2.2.3节）。在特别复杂的情况下，数个“领导作用”职能之间应保持

一致，这些职能可能包括领土国、多国联盟（或非国家武装团体中的对等国家）的领导国和/

或联合国。

以遵守国际人道法或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对平民的保护为支持条件，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

缓解措施，使支持行为主体有机会改善其他伙伴的行为和减轻痛苦，同时仍保持支持关系。例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在转让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时，应根据旨在避免在

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些武器的若干良好惯例，限制此类武器的使用。同样，对拘留行动的支持

也可以以接受方允许支持行为主体出入拘留场所并接触被拘留者为条件。这种条件可能是必要

的，以使支持行为主体确信其提供的支持按预期使用，并符合国际人道法。

应将尽量减少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伤害作为支持关系的主要条件。

C. 具体行动准备

行为主体将审查为在内部进行准备而采取的措施，并使其适应所确定的伙伴和情况。

一旦确定部署的具体地区，就应进行部署前培训，包括文化意识和语言培训。支持传播规

范，例如有利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当地文化和影响，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可以用适当的

语言编写培训材料，并可以与在该领域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来自其他部委、机构和部门的

工作人员接触，以提高具体的准备程度。

D. 过渡策略

应明确界定支持关系的最终状态，以及终止或重组支持的任何条件。在准备阶段，双方都

应制定一项组织有序地结束关系的过渡计划。该计划应列出支持关系被视为完全结束的条件，

以及以有序和安全的方式结束支持关系所需采取的措施。该计划应预见到两种情况：一种是达

到了行为主体的目标，另一种是未达到目标而撤回或修改支持的情况。

政治或军事方面的考量通常促使支持行为主体突然撤回其支持。如果没有适当的规划，这

种突然的变化会使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面临新的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也可

能妨碍他们获得对过去侵权行为的补救。突然撤离也可能对受支持方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

种影响可能需要事先对退出的原因进行权衡（见第2.3.1节）。过渡战略应考虑到平民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面临的风险、当地行为主体的既得利益以及复员方案的问题（见第6.3.1节）。

另请参见：

– 第6.3.1节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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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施

6.2.1   机构能力建设

机构能力建设是指，为使构成受支持方的各个机构做好准备，开展与武装冲突的行为和后果有关

的活动而采取的一组措施。

以下讨论了机构能力建设的4个组成部分：

A. 框架；

B. 制度和流程；

C. 人事；

D. 文化和意图。

当以武器转让（第3.4.2节）和合作军事行动（第3.4.3节）的形式提供支持时，此类措施尤其恰当。

引  言

支持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受支持方以有利于在武装冲突期间和冲突后保护和援助人民的方式

管理和利用其所获得的支持的机构能力。

参与支持关系的行为主体应考虑受支持方的组成机构是否已做好适当准备来接受拟议的支持（见第

6.1.3节）。所涉机构首先是那些与武装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有关的机构。然而，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

的机构范围很广，包括参与拘留、警务、刑事司法、医护、教育、社会福利和民事登记的机构。

采取措施加强这些机构的能力，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支持的积极影响，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滥用

支持的风险，特别是触犯或助长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

支持行为主体与受支持行为主体之间的一些机构能力建设方案是在和平时期在国际关系的正常进

程中执行的，例如安全和国防部门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的长期性质和既定目标可能使它们无法进行短

期调整。如果伙伴参与冲突，而这在能力建设关系开始时是没有预料到的，则决策者应保持灵活并准

备调整这些方案。

监督与评估

助

国际人道法
培训

机构能力
建设

内部督导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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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 伙伴的机构是否应用框架并使用制度和流程，来支持并确保拟议的与冲突相关的支持活动符合

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标准？

• 伙伴的武装部队是否经过有效的挑选和审查？

• 伙伴是否有能力处理敌对行动的后果？

• 当拟议的支持接近尾声时，伙伴的机构是否有能力自行继续开展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行动？

A. 框架

规定行为主体应如何行动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可用于执行该框架的现有制度，将影响

其行为。行为主体的职责和权力越明确，他们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可能性就越大。

作为起点，行为主体倡导的政策和规则必须与其根据国际人道法定的义务相一致。除其

他外，必须明确阐明一方的交战规则、抓捕和拘留期间的人道待遇规则，以及在发生不当行

为或违反法律时追究该方成员责任的程序。框架必须辅以有效的组织结构，以确保遵守政策

和法律。

行为主体可能有机会加强规范其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框架，特别是在其与平民接

触、交战规则以及逮捕和拘留行动方面。当支持行为主体在东道国领土上行动时，这一点尤为

重要。

此外，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行为主体应考虑最大限度地确保被支持方拥有强有力的、有效

的指挥和控制链，使指挥官能够遵守国际人道法。他们还应考虑在相关和适当的情况下，将一

个得到支持的武装团体纳入管理领土国武装和安全部队的既定框架，并加强该国整合、控制和

监督该团体的能力。

B. 制度和流程

组成受支持方的所有武装部队或团体、部委、部门和机构的制度和流程，应与实现更加尊

重国际人道法和加强保护平民的目标保持一致。民事实体，即使不被视为支持关系的一部分或

参与武装冲突，也可以在促进和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平民保护政策、

承诺书和声明等相关法律和政策，各实体之间可以协调一致地实施有效的制度和流程。提供支

持的行为主体可以支持制定尚不存在的框架、制度和流程。

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应在发生不当行为时提供工作人员培训、明确的行为标准和有效的制

裁。武装行为主体的基本结构必须能够支持明确的指挥和控制、计划和开展行动的能力、对行

为责任的监督和明确以及制裁制度。然而，这些需要超出了行动范围，通常包括人力资源政策

和结构、后勤、培训和通讯。武装团体也具备这些职能，尽管是通过各种团体结构（集中、分

散或社区派驻的武装团体）。显然，从一体化的国家武装部队到武装团体的各种结构，都需要

建立报告和调查潜在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机制（见第6.2.5节）。

行为主体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将适用的规则和制裁纳入其相关制度，并确保了解和

正确应用这些规则和制裁。除其他措施外，应努力确保国家法官或主管司法当局接受国际人道

法方面的培训。尽管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各国在负责处理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国家法院所

使用的保障和程序方面也应保持一致。

这种考虑对新兴的部队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机构和组织文化的发展可能不足以

支持招募过程。缺乏关于组织和管理当地伙伴部队的明确指导方针，以及缺乏确保实施此类指

导方针所需的领导，可能会加剧其他已确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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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提高制裁有效性的因素》——法律专题概述（Elements to Render Sanctions More 
Effective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6.2.2节国际人道法培训

C. 人事

每个行为主体对挑选和审查自己的人员（包括武器携带者）负有主要责任。在尚不存在这

些进程的情况下，支持行为主体可能能够协助建立并系统地执行强有力的标准化进程，以挑选

和审查他们所支持方的武装部队成员。

此类程序的一个优先事项应是确保所有新兵年满18岁或以上。50这些程序还应排除被判定

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只有在进行了适当调查的情况下，才可允许那些涉嫌或

被指控过去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入伍。与武装部队合作，如果其成员受到关于

严重刑事行为（国内或国际）的可信指控，提供支持就会增加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包括与

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

为冲突方的武装部队仔细挑选和审查新兵，对于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至关重要。同样的逻

辑也适用于伙伴的武装部队和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特别是在合作军事行动中，伙伴为其武装

部队征兵的过程将影响到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的能力，并可能影响到行为主体自

身人员的安全。一个行为主体可能被认为对另一个行为主体部队的后期行为负有法律、伦理或

道德上的责任，即使支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或尽管在审查阶段获取必要信息面临挑战。

为了正确评估上述因素，审查过程应该以个人而不是群体为重点。审查也可扩大到部队的

现有成员，特别是那些被任命为指挥官的成员，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可能对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和对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招募和审查期间，应特别注意身份问题及其对冲突行为的影响。在部落、宗教或政治派

别基础上形成的单位或团体倾向于保留这种基本身份或统一特征；这可能与他们的官方职责不

一致，并对他们开展军事行动的方式产生不利影响。相反，代表社会更广泛领域的武装部队可

以促进对全国各地文化规范的更好理解，并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对这些部队的接受程度。

人员招募应尽可能出于自愿，不受任何胁迫。

50 关于在招募年龄方面国家义务的概述，见本节法律提示。如对某一个人的年龄有疑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始终应将此人

视作儿童（未成年推定），年龄评估技术应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最后采取的措施。

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elements-render-sanctions-more-effective-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elements-render-sanctions-more-effective-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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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都是《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2年）

（OPAC）的缔约国。这些国家必须确保不强制招募未满18岁的人加入其武装部队（第2
条），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8岁的武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第1条）。

根据任择议定书，在任何情况下，与武装部队不同的武装团体不得招募或使用未满18岁
的人参与敌对行动（第4条）。

对于非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7条）和《第二附加议

定书》（第4条）规定招募儿童及其参与敌对行动的最低年龄为15岁，《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第38条）也是如此。51《第一附加议定书》和《儿童权利公约》也鼓励缔约国

在招募15至18岁的人时，优先考虑年龄最大的人。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1990年）缔约国禁止招募（强制或自愿）18岁以下儿童

（第22条）。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征募或招募未满十五岁的儿童加入武装部

队或武装团体，或利用他们在国际性（第8条第2款第2项第26目）和非国际性（第8条第2款
第5项第7目）武装冲突中积极参与敌对行动都是战争罪。

延伸阅读

《关于维和与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The Vancouver Principles on 
Peacekeeping and the Prevention of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原则和指南》（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

《保护儿童免遭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非法招募或利用的巴黎承诺》（The Paris Commitments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unlawful recruitment or use by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

《卷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儿童》（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国内实施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综合保护制度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第395-396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法律保护》——法律专题概述（Leg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6.3.1节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51 这些条约的缔约国清单载于：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principles-vancouver-principes.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principles-vancouver-principes.aspx?lang=eng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principles_en%5B1%5D.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principles_en%5B1%5D.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commitments_en.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commitments_en.pdf
https://shop.icrc.org/children-associated-with-armed-forces-or-armed-group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children-associated-with-armed-forces-or-armed-group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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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化和意图

支持关系中任何行为主体的机构文化都可以被积极塑造，以加强所采用的规范框架以及所

采用的制度和流程。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能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执行，以便观察其

效果。

在民事权力对武装部队存在领导关系或可对其施加影响时，民事领导也将塑造和加强体制

文化。塑造制度文化的措施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例如，领导人可能暗中

鼓励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其他法律的行为，方法是诬蔑敌人或为武器转让设定销售目标。

军事指挥官对其指挥下的武装部队的行为负责。指挥官的指导、领导和指挥的适当组合将

为所有活动定下基调。重要的是指挥官的指导要成为常规并发挥作用。指挥官的指导和指示不

仅应涉及应该发生之事，而且关键的是不应该发生之事。例如，一项关于保护平民的明确声明

被认为直接影响了战斗部队的行动。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以共同合作发展军事学院或参谋学院，这些学院拥有强有力的平

民保护课程。他们还可以使一个行为主体的武装部队很容易进入另一个行为主体的专业军事教

育机构。长期接触适用国际人道法、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组织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积极例子可对后

续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它也可以形成长期人际关系的基础，从而加强整体关系。

6.2.2   国际人道法培训

国际人道法培训是指专门为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和减少对平民、其他非战斗人员以及民用物体和

受特殊保护物体的伤害而设计的培训活动。

国际人道法培训作为改善保护的实际措施，应与作为向冲突方提供的支持类型的培训、建议、协

助、陪伴等合作军事行动区分开来（见第3.4.3节）。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和指导本身并不一定是一

种支持关系。相反，关于国际人道法或其他保护问题的培训和指导可以并通常被纳入更广泛的培训、

建议、协助、陪伴计划。

一般而言，可采取3种相关措施：

A. 培训；

B. 指导；

C. 监督与评估培训和指导。

引  言

适当的培训和指导是确保更广泛地尊重国际人道法和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关键。52他们可以确保

系统地了解、内化和应用适用的规则。正如他们将资源用于培训自己的人员一样，支持武装冲突各方

的行为体（无论其支持形式如何）应考虑支持或向他们提供关于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其他有

关法律和标准的培训和指导。

52 《约束之根源》，第28-29页（见前注20），包括其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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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各方有责任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准则、培训和交战规则。53所有当事方都有义

务遵守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根据习惯法，训练国际人道法成员的义务被认为对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当事国和武装团体都具有约束力。54

尽管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很重要，但其本身可能不足以减轻支持关系中确定的风险（见第6.1.3

节）。此外，培训的有效性取决于许多因素，详见下文。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认真考虑任何培训

和指导方案，并准备根据随后的监测和评价对其进行调整。

关键问题

• 贵方是否在支持关系中加入了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培训？

• 贵方的人员是否具备适当的技能，包括了解受训人员的语言和文化，以提供培训？

• 贵方的培训计划在内容、方法和材料、时间和频率以及受众方面是否与伙伴相适应？

• 贵方如何评估国际人道法培训的成效，并将该评估纳入后续的培训周期？

• 国际人道法培训是否贯穿于贵方更广泛的培训方案中，例如在联合演习中？

• 贵方是否会采用辅导方式来对培训或指导进行补充？

A. 国际人道法培训方案

内容、形式、受众和培训人员的选择是确保培训方案有效的关键。理想情况下，应根据

支持评估期间确定的接受方伙伴的需求定制培训计划（见第6.1.3节）。同样，应根据行动意

见观察结果审查和调整培训方案，包括培训是否对往期学员的表现产生了影响（见第6.2.2

节）、人道方面的具体问题是否发生了变化或作战环境的其他变化。

在更广泛的培训方案中，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教育的地位应有助于强调其重要性。适用于

武装冲突局势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法律原则不应仅作为独立的单元或课程来教

授。所有其他军事训练必须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要求。事实上，利用其他训练方案或演习往往可

以加强或澄清国际人道法的规则。

将国际人道法原则应用于某些武器的训练，在武器转让或合作军事行动方面更为重要。作

为示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当以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形式提供支持时，支

持行为主体还应开展培训，以确保得到支持的各方武装部队知悉并理解这些武器在人口稠密地

区的影响，并采取良好实践，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

53 在协定国际法中，各国向其武装部队提供国际人道法教育的义务分别载于《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7条、《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48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7条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4条，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3条。这项条约义务既适

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时期。《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9条在具体提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规定本议定书

“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传播”。

5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42（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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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在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是此类培训的基线。应根据需要就具体活动的规则提供全面的

国际人道法培训，例如人道和体面地对待被剥夺自由人员，或攻击时的预防措施、区分和比例

原则。关于以尊重的方式与平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接触的准则和原则培训，可以进一步减轻人道

后果。就此类准则和原则提供培训和咨询意见可有助于进一步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受武装

冲突影响的人。

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刑法等其他法律框架可能适用于这些情况，因此可能需要

列入培训内容。由于军事和安全部队可能必须处理武装冲突标准以下的局势，应就关于使用武

力的不同法律和规范框架（武装冲突和执法模式）提供适当的培训。对这种培训的需要将取决

于所培训部队的职能，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行为主体应考虑将性别观点纳入其培训的所有方面。无视性别问题的培训可能对军事使命

和保护受影响人员的能力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将性别观点纳入培训可以提高情境意识，

从而更好地保护受影响者。纳入性别观点也有助于查明和解决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男子、妇

女、男孩和女孩的特殊脆弱性。

在拟订培训方案时，行为主体应与当地伙伴协商，使其符合有关具体情况的挑战和现实。

在某些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能能够提供编制国际人道法课程的服务或对培训本身

做出贡献。

方法和材料

使法律概念更具实用性，并将其根植于实际作战中，这比仅仅保持在纯粹的学术性和理

论性更有利于法律概念的同化。将国际人道法简报会、课堂讨论、案例研究审查和实地演习相

结合的混合训练方法，已被证明是向战斗人员灌输克制准则的最有效方法。55根据适用的交战

规则提供实际培训，包括密集、现实和快节奏的培训，使受训者能够将国际人道法培训付诸实

施，并将其与实地情况和挑战联系起来。

根据伙伴部队的组织结构、一体化程度和指挥类型可能需要不同形式的培训。为使培训有

效，培训方案应根据目标受众的语言、教育水平和其他特点进行调整。除了用让受训人员感到

舒适的语言对其讲话外，培训人员还应根据受众的情况调整语言水平，例如，通过使用技术含

量较低的语言、使用图像和表演实际场景。

了解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各种激励措施，可以为所提供的培训和建议提供信息和指导。

如何宣讲法律规范可能是促成或破坏遵守这些规范的一个重要因素。最有效的培训是将法律规

范和原则与支持这些规范和原则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虽然传达法律规定必须精准，不应在法律

原则和规范方面作出妥协，但根据具体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以及实际作战情况调整表达方

式将使培训更有效和更有说服力。而且，由于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法律原则通常反映在文化、宗

教或社会规范和传统中，例如在保护平民和禁止使用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方面，培训人员应设

法强调这种相关性。56结合可比较的历史或当代法规遵从示例也可以增加培训的可信度和相关

性。57采取符合学员身份和观念的培训方式，有助于灌输人道原则和尊重法律。

55 基于安德鲁·贝尔对澳大利亚军队和菲律宾军队进行的实证研究。更多信息，详见《约束之根源》（见前注20）。

56 《约束之根源》，第34页（见前注20）。

57 《约束之根源》，第65页（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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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频率

鉴于人员之间和单位内部的更替以及需要更新已受训人员的知识，应定期重复培训和指

导。定期重复培训课程有助于将尊重人道原则作为一种反射性反应。培训的频率将需要根据受

训人员的作战需要而定，但一般来说，即使在作战环境中，相关人员也应至少每年接受一次培

训。对综合国家武装部队的研究表明，由在约束规范方面接受更密集训练的领导人指挥的部队

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较少。58在关键时刻，例如在部队成员受伤或死亡的事件发生后，部队领导

在强调约束规范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59

受  众

任何在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都应学习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对于违反此法规

的制裁。这包括所有武装部队以及法律官员和顾问，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团体，以及在联合国或

主管区域组织帮助下采取行动的人员。还可以包括执行相关职能的民事人员，例如外交人员、

武器出口管制官员和医务人员。培训应使个人能够清楚地识别应做与不应做之事。

强化约束规范不仅应在政府或武装部队的战略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战术层面上进行。虽

然这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它是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重要因素。领导力可以成为灌输遵守国际

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的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见第6.1.2节和第6.2.1节）。例如，初级士

官是促进小型作战部队中初级士兵遵守约束规范的关键。培训高级指挥官、大使和其他领导人

本身是值得的，他们积极参加培训课程也有助于加强培训在其他受训人员眼中的价值。这种信

息传递可以通过双方在支持关系中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

培训师

培训师的选择可以改变规范的社会化程度。为了确定针对特定受众的最有效的培训提供

者，必须了解组织和文化背景。在某些情况下，有效的国际人道法教员可能需要从作战经验中

获得可信性；这将使他们能够利用其所面临的困境，并解释他们所做的选择。其他受众可能会

对没有战斗经验但具备受认可的国际人道法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师给予更大的信任，例如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民事律师。鉴于领导力和融洽感的重要性，如果培训师与受训人员有直接、密切

的等级关系和/或显然支持所传播和实践的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思想，培训方案可能最有效。

一些行为主体可能会雇用承包商来提供专业培训。然而，这可能会以作战经验和反馈回路

为代价，如果培训师来自行为主体自己的队伍，则可以获得这些经验和反馈回路。在雇用外部

承包商时可能需要其他框架和保障措施，例如根据培训师过去的行为和培训对其进行审查（见

第3.2.5节）。

与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如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法律专业人员和/或非政府组织）

共同制定或提供的培训也可能更有效。这样的伙伴可能最适合迎合当地价值观，使用熟悉的教

学方法和更有效地解释概念。此外，这种合作可以对军民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发培养信任，从

而为继续参与创造有利环境。

58 Andrew Bell,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norm socializ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ivilians: An analysis of U.S. army conduct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31 
August–3 September 2017. 另见《约束之根源》，第28-29页（见前注20）。

59 《约束之根源》，第29页（见前注20），引用2017年11月29日在日内瓦对大卫·基尔卡伦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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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行动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

和良好惯例》（Montreux Document on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States related to operations of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

《伊斯兰法与国际人道法》——法律专题概述（Isla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人口稠密地区的致命选择》（Explosive Weapons 
with Wide Area Effects: A Deadly Choice in Populated Area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将

出版）

B. 指导

接受培训的伙伴部队或民事人员也可在正规培训方案或机构以外的行动中接受指导。导师

的存在为实施技术指导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指导视根据伙伴日常作战行动量身定制的。它还

可以使对等方发展一种融洽关系，通过此等关系，正式的团体规范在同级得到支持或执行，从

而增加了它们被内化的可能性。60

指导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导师通常在受支持方行为主体的等级制度之外。这助长了公开对

话的气氛。与培训师和顾问一样，导师应具备相关作战领域的资质和经验。

与伙伴人员密切合作的导师将能够更好地评估培训的有效性和伙伴的进一步需求，包括应

对现有培训制度作出的更改。他们还可以汲取经验教训，将其用于改善关系，并对来自其组织

或其他伙伴的新人员进行部署前培训（见第6.3.2节）。

在培训计划、部署前准备以及具体任务和行动期间，可以通过导师不断加强约束规范。为

确保其有效性，应结合其他措施进行指导。它还要求人员在一段持续时期内保持连续性，人员

应能在保护平民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C. 监督与评估

向伙伴提供培训或指导的实际措施应辅以评估其有效性的措施。任何观察结果都应反馈

到进一步培训或指导的设计和实施中，一般情况下，监督、评估和总结经验教训机制也是如此

（见第6.2.4节和第6.3.2节）。

评估方法可以包括在胁迫的情况下测试学员，以及同行评议和集体汇报演习。另一个办法

是在培训后的一段时间内实地监督受训的部队，以观察和评估结果。向伙伴部队和与受训部队

合作的其他伙伴进行广泛的情况汇报，也有助于评估过程。

60 《约束之根源》，第25页（见前注20）。

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slamic-law-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slamic-law-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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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协助遵守国际人道法

本节讨论可帮助行为主体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或以其他方式改善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的措施。

这不同于使各方参与武装冲突的援助类型（见第3.4.3节），并且比机构能力建设更具作战针对性

（见第6.2.1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定了3种主要的援助类型：

A. 能力提升

B. 资源

C. 职能顶替

这些措施为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提供了减少武装冲突的负面人道后果的有效途径，而不必成为

冲突方。当伙伴打算进入冲突局势现场时，这些措施尤其重要，而一些行为主体可能会考虑分配特定

人员来执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确保在开展行动期间遵守国际人道法，并可在培训或机构能力建

设期间同时进行并加强此类工作。

引  言

评估或持续监督可能会揭示一方在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增强对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方面存在差距（见第6.1.3节和第6.2.4节）。支持关系的存在可以为冲突方提

供获得援助以履行这些义务的途径。通过这种支持关系，它可以获得增强其能力的帮助，可以获得

额外的资源，也可以顶替其某些职能。如果支持方提供赋能型的支持，它应确保这种能力旨在改进

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并以保护平民的方式进行，这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控制措施或培训。

行为主体应考虑他们可能提供或需要获得何种具体援助或技术援助，例如照顾伤病员、管理被

拘留者并为其相关工作进行准备、管理死亡人员、防止人员失踪或查明其命运和下落以及标记和清

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援助可以作为一种减轻已确定风险的手段（见第6.1.3节），或者仅仅是帮助改

善受冲突影响者的条件。

鼓励支持行为主体在提供这类专门援助时提前进行规划，以便减轻他们参与的冲突的负面人

道后果，即使在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之后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支持行为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完

全结束关系或减少参与，它应考虑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持续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作出

安排，确保被支持方能够在没有支持行为主体协助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其义务并实现其保护成果。

可能需要在建立和执行这些过渡安排的同时缓慢减少援助。有关结束关系问题的更多信息，见第

6.3.1节。

关键问题

• 贵方的伙伴在能力、职能或资源方面是否存在差距，削弱其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履行义务

的能力？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将平民保护纳入其军事规划，并投入资源来解决这些差距？

• 如果被支持方证明无法履行其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的义务，贵方有什么应急措施？

A. 能力提升

通过承诺建立一种支持关系，支持行为主体能够在行动期间积极协助其伙伴履行国际人道

法义务。当然，在作战环境中支持行为主体的存在越多，他们能够提供的协助程度就越大。

支持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向被支持方提供特定专业知识来提供协助；它可以提供工作人员承

担特定职能或向被支持方人员提供这些职能方面的建议。一个伙伴可以使其人员能够在特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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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提供额外能力，或者可以提供建议或对具体问题的建议请求作出回应。可以在战略、作战

或战术层面提供建议，并涉及一系列问题。它通常与需要投入或干预的特定技术能力或特定问

题有关。

受支持的各方或许能够提供信息和情报，以提高支持行为主体对平民情况（例如文化规范

和生活模式）的理解，并帮助其确定目标，以便适当应用区分、比例和预防措施原则，从而加

强支持行为主体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能力。

虽然支持行为主体可以就军事行动向其伙伴提供建议，但它也可以提高伙伴将人道原则纳

入其行动的能力。它提供的建议可以在更广泛的培训关系范围内进行。

例如，在改善拘留条件方面，支持行为主体可以向支持方提供一名联络官，帮助其规划拘

留行动和管理拘留场所。关于尽量减少平民伤害的问题，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可与伙伴合作，

建立追踪平民伤害的系统，这将有助于他们确定某些模式并改进其目标选择程序。

指派为受支持方提供建议的技术人员应在其提供建议的领域具有资质和经验。他们应接受

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技术培训，以减少平民伤害，并能够识别和减轻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平民伤害

的风险。此外，顾问应熟悉其伙伴及其作战环境，以便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

这种咨询措施不需要仅限于军事人员；在某些情况下，所需的专家支持可以由平民提供。

例如，平民伤害追踪系统可以得益于民间社会、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投入。

B. 资源

支持方可能很适合提供资源以帮助其伙伴履行其义务。这方面的示例包括为受影响的人转

移基本物品，转移有助于该方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的设备，或建造或翻修服务于人道目的的基

础设施。

例如，支持行为主体可以提供食物、卫生服务或医疗服务，以便分发给被剥夺自由者、伤

病员或平民。

基础设施的支持可涉及向平民提供基本服务，或确保在冲突一方管辖下的人，特别是被剥

夺自由的人的待遇达到适当的标准。支持行为主体可以提供财政援助、建筑材料和IT系统等物

质资源或人员。

C. 职能顶替

如果受支持方无法履行其职能，则应考虑顶替受支持方执行这些职能。例如，当受支持

方无法清除受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地区或不能向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时，

就可能出现此类情况。然后，支持方可以提供这些职能，直到受支持的行为主体能够完成所

需的职能。

6.2.4   监督与评估

行为主体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对其伙伴的行为的可视性，并在必要时要求该伙伴对任何

有问题的行为负责，或采取旨在改善行为的纠正措施。通常，这些措施将建立在每个行为主体为在支

持关系中进行内部督导而制定的机制之上（见第6.2.5节）。

决策者应考虑和处理6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A. 监督与评估；

B. 记录；

C. 督导；

D. 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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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调查；

F. 问责。

引  言

所有行为主体都应定期评估其伙伴在支持关系中的行为，并采取措施减少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可能面临的风险。

向武装冲突一方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有法律、道德或伦理责任来考虑如何使用此类支持，并建

立机制使其伙伴对任何有问题的行为负责。支持行为主体在评估继续提供支持的风险时，还应考虑被

支持方的行为，并应努力确定任何必要的纠正措施。为防止再次发生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其他规范的行

为，受支持方必须对其行为负责并接受适当制裁。

因此，负责任的支持关系需要有效的机制，以确保支持方和受支持方各自了解对方在该关系框架

内的行为方式，以及所给予或接受支持的使用方式。首先，优先关注如何监督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

平民的明确界定的协议，可以表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具有威慑作用（见第6.1.3节）。

如果每个伙伴都已制定有效的内部机制，则重点是协调各个伙伴之间的措施。如果预计任何现有

机制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不起作用，行为主体可以帮助其伙伴加强这些机制。

监督和评估机制也应纳入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这意味着将通过这些机制确定的任何问题纳入分

析，并在适当时进行系统性调整，以防止再次发生此类问题（见第6.3.2节）。

关键问题

• 贵方是否了解伙伴的行动情况？

• 贵方如何评估伙伴行动的人道影响？

• 如何确定贵方提供的支持的使用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方使用哪些指标来审查和修改支持关系？

• 贵方使用什么制度来解决伙伴的潜在不当行为或支持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 如果可能发生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如何进行有效调查？

A. 监督与评估

在支持关系中监督伙伴行为的能力是一项基本要求。在涉及不同行为主体的所有流程

和关系中，及时准确的信息可以帮助跟踪支持关系是否有效和正确地工作，并识别任何特定

的风险。监督对于确定是否按照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有关国际法和标准使用支持特别重要。因

此，它促进了伙伴之间的监督（如果有）和问责。它还与相关的资料记录、报告程序和调查

密切相关。

一次性评估不足以确保负责任的支持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

生变化，为了确定提供的支持与该伙伴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监督伙伴的行为尤

为重要。

有效的监督取决于行为主体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然而，该行为主体的决策也会影响其监

督能力。如果支持行为主体选择轻足迹战略，决定限制其一线人员的人数，或者在武器转让期

间，没有来自一线支持行为主体的人员，情况尤其如此。

但是，每个行为主体都有责任确保自己拥有充分、可靠的信息，以根据此类信息作出关于

支持关系的决定。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不应被视为凌驾于确保充分监督的需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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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行有效的监督，行为主体必须依赖不同的信息来源。三角报告有助于确保信息的可

靠性。监督进程应设法收集尽可能广泛的外部监督机构提供的资料，特别是那些独立和公正的

外部监督机构提供的资料。应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社区提供手段和机制，以安全地报告和分享

可能影响此类评估的指控（见第6.2.4.D节）。即使在行为主体没有实际存在的情况下，也有

不同的方法来确保某种程度的监督可用。

潜在的信息来源包括：

• 协调、联合和合作行动的内部报告（见第6.2.4.B节）

• 与伙伴武装部队共事人员的报告；

• 专业、受过培训的监督职位；

• 伙伴本身的定期报告机制；

• 如其他武装部队一样的行为主体；

• 被支持或支持行为主体的其他部委、部门或机构；

• 独立机构；

• 民间团体；

• 卫星图像、社交媒体信息或公共报道等外部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身处实地可能是支持方确认其提供的支持是按照国际人道法使用的唯一

方法。在其他情况下，定期报告可能就足够了。当然，监督的水平将取决于所提供的支持类

型以及与此支持相关的风险评估。无论如何，不应将缺乏信息视为证实受支持方的行为符合

国际法。

在可行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可以提高其对事件的反应能力，并发现如果有专门的监督人

员，更容易识别出系统性的问题。例如，在合作军事行动期间，迅速应对平民伤害事件的能力

可能有助于减少负面的人道后果，响应伙伴和/或受影响社区的关切，并在相关情况下采取纠

正措施。

监督与评估无需大量投资或繁重的报告程序。61实际上，一些行为主体可能已经建立了用

于跟踪其自身活动的监督与评估框架。应调整此类框架，以确保包括其伙伴，并确保所收集的

信息范围包括与可能的不当行为和违法行为有关的问题。应评估通过监督收集的信息，以确定

支持关系是否按预期工作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有效性，并确定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任何特定风

险。

B. 记录

收集、记录和保存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信息有多种用途：它们使伙伴能够了解整个关系（见

第6.3.2节）；这些信息可用于提高行动效率、定制培训方案（见第6.2.2节）和审查风险评估

（见第6.1.3节）；该信息对于任何可能展开的刑事或行政调查至关重要（见第6.2.4节）。

应记录的事项示例包括行动造成的平民伤害（平民生命损失、平民受伤和/或民用物体损

坏）；使用过的、丢失或遗弃的弹药；以及关于被捕或拘留人员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几种格

式记录，包括任务后简报、联络报告和行动后审查。例如，在平民伤害跟踪机制中记录的信息

可以促进实践中的迭代改进、揭示潜在的系统性问题、支持与背景相关的培训，并标示可能需

要调查的违反行为。

61 UN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Policy Guidance (见前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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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军事行动期间，应事先制定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相关的信息共享程序，然而，鉴于

核实共享的材料并对记录的信息进行分类存在困难，需要有合理的预期。62一般而言，作为

监督与评估程序的一部分，行为主体可采取措施记录与其伙伴的军事行动相关的信息（见第

6.2.4.A节）。

应在整个关系中贯彻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以审查绩效并确定可在关系中应用的经验教

训。根据提出的问题，反馈回路可能或多或少是即时的。在可能存在（或继续）违反国际人道

法或其他标准的风险的情况下，持续总结经验教训尤为重要。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可以确保

采取纠正措施，来防止或终止违规行为。在持续存在这一关系时，使用动态和即时的方法来识

别、收集和应用此类经验教训，将允许将任何改进纳入关系中，并允许尽快解决任何问题。

延伸阅读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准则：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第14-15页（N. Lubell、J. Pejic和C. 
Simmons）

另请参见：

– 第6.2.2节国际人道法培训

– 第6.3.2节总结经验教训

C. 督导

有效督导对于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和减少损害风险至关重要。在具有审查和行动权力的意义上，

监督通常是行为主体在内部实施的事项（见第6.2.5节）。行为主体应确保其伙伴具有足够的内部督

导，如果没有，则应帮助其制定必要的机制（见第6.2.1节）。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对其伙伴在关系中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明了，并至少有一定的干预能

力。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任何等级或控制。这只是一个通过监督其伙伴的行为来进行督导

的问题，并在必要时通过审查、暂停或减少其支持来行使积极影响该行为的权力。

在其中一个行为主体没有框架、系统或流程来进行内部督导的情况下，作战层面的监督问题变

得与支持关系相关。这在合作军事行动期间尤其相关，例如涉及新建立的部队时。根据定义，这些部

队不如现有的安全部队成熟。这取决于部队的组建方式，新招募的人员是否经过培训，以及高层人员

是否缺乏指挥经验。领导和问责机制可能尚未扎根于组织文化。这些因素表明，支持方本身应进行督

导，并同时增强部队应对紧迫安全问题的能力。在根据合理预期，支持行为主体或其他行为主体无法

进行长期督导的地区，不应建立或支持此类部队。此类督导应持续到部队复员、并入国家安全部队或

以其他方式受辖于有关当局建立的政治和司法问责机制之时（见第6.3.1节）。

62 N. Lubell, J. Pejic and C. Simmons, 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 ICRC and 
the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Geneva, 2019, p. 15: https://www.icrc.org/en/
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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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告程序

报告程序规定了监督和调查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之间的联系。

首先，行为主体应考虑其伙伴是否有报告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现行程序。任何负

有报告义务的人都应能够识别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行为。为此目的，应当对

担任监督或指挥职务的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并了解他们向有关

当局报告这种违反行为的责任。同样重要的是，应授权这些人员根据外部指控采取行动。

第二，在建立支持关系时，各行为主体应设法实施统一的报告程序，该程序应得到各方的

同意和理解，并传达给所有相关人员。为此目的建立一个数据库将有助于追踪指控并确保保存

相关资料，以协助可能的调查（见下一节）。可能适合实施双重报告系统，从而在关系中每个

行为主体的指挥链内都可以报告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

第三，行为主体应建立可利用和有效的程序，以便接受可能需要调查的事件的外部指控。

63可由直接或间接受军事行动影响的个人或与此事有关的其他个人或机构提出指控。应建立沟

通程序和渠道，以确保投诉人的安全、安保和隐私。行为主体可能需要解决语言、社会和文化

因素等可能阻碍个人提出指控的挑战。分享良好实践在这方面存在价值。

E. 调查

本节讨论了行为主体对伙伴行为的调查，以及联合调查的机制。将根据伙伴内部调查流程

的强度来选择适当的措施（见第6.2.5.B节）。

调查是指旨在确定事件相关事实的活动，以便随后确定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其他法律的

责任。64调查可能具有刑事或行政性质，具体取决于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例如，定期监督可

以发现潜在的系统性问题，通过行政调查可以纠正这些问题，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或再次发生此类行为。

决策者将需要考虑其伙伴的调查过程是否可能在双边或多边支持关系中有效。例如，支

持行为主体可能难以确保其他行为主体的合作或难以从支持方获得相关信息。可能需要采取

措施来弥补可能存在的弱点，例如收集信息并传送给伙伴当局，在调查过程中培训伙伴部队

并为此目的提供能力建设援助，或建立联合调查制度。与协调、联合和合作行动有关的联合

调查也可能是适当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合作都可以加强调查并支持伙伴调整其指挥下的

部队的能力。

如果没有采取其他措施，行为主体应做好准备，对其伙伴人员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其他

有关法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将其提交有关当局和/或启动适当的问责机制。

延伸阅读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准则：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N. Lubell、J. Pejic和C. Simmons）

63 见 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p. 20 (见前注62).
64 关于更为全面的理解，见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见前注62).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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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问责

有效的问责程序对于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国际标准至关重要。在支持关系中，问责

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关系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一致协调各方关系的问责制（详见下文），以

及每个行为主体的内部问责制（见第6.2.5节）。

问责程序可以是军事或民事、行政或刑事程序。问责不一定限于法律程序；支持关系中的

一些问题可以通过非正式或外交渠道解决。例如，两支部队指挥官之间的融洽关系可能允许他

们分享对对方人员的关切。在更严重或更系统性的情况下，暂停或终止支持可能是支持行为主

体使受支持方对其过去使用该支持负责的一种方式。每一行为主体应根据所涉问题确定问责的

适当途径，包括国际或国内法律需要正式问责机制的情况。

核心问题是，一个伙伴是否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以确保对其本身的行动和为其采取的行动

负责。65如果无法确认这一点，则支持关系中的其他行为主体应采取措施改进这些机制，同时

采取其他实际措施填补问责差距。

所有支持关系也应该有完善和被各方理解的程序，以便任何一个伙伴被告知、提出并最

终解决与任何一个伙伴有关的任何问题。支持关系中的伙伴可能还需要一个协调各自机制的系

统，以便在避免重复的同时填补任何空白。

在支持关系中，行为主体应单独或集体确保建立问责机制。问责程序应能够确定被指控的

犯罪者和指挥官的责任；这还应导致对指控进行报告、有效调查和管理。

在行为主体参与合作军事行动时，确保伙伴问责制的措施至关重要。然而，当支持方不与

伙伴一起出现在一线时，这个问题也同样重要。在行为主体联盟提供支持的情况下，行为主体

应相互协调，建立能够管理个人和集体行为的适当机制和进程。

无论提供何种支持类型，支持和受支持行为主体都应从一开始就将问责

机制纳入关系。

问责制是负责任的支持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在准备阶段应尽可能将必要的流程和

机制纳入其中（见第6.1节）。常备联盟和同盟可以在和平时期作为准备事项发展这种相互补

充的进程。

6.2.5   内部督导

内部督导是指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行为主体的武装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在法律范围内运作，并

对其政府或选民负责。

下面介绍两个考虑因素：

A. 内部督导

B. 调查

65 行为主体对本国政府和选民的内部责任将在本书第6.2.5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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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参与武装冲突的行为主体通常有适当的制度，用于确保发动战争的决定及其部队在战争中的行

为有健全的法律基础。为此，行为主体需要建立各种机制，以便武装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其合法

权力范围内运作，可以审查个别人员的行为，并在必要时对违反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行为实施

制裁。

然而，行为主体通常在组织结构上或政治上与他们提供支持的冲突局势保持距离。例如，一些方

案或活动可能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排除在标准督导框架之外。此外，根据所提供支持的类型，支持

行为主体可能不会将国内框架适用于某些方案或活动，而这些行为主体本身就是武装冲突的一方时，

就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审查。即使支持关系可被视为一种可以尽量减少行为主体的成本或采取直接行动

的风险的手段，但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这种关系可能会遭到肆无忌惮的利用。

鉴于向武装冲突各方提供支持的潜在人道后果，支持行为主体必须建立督导和问责制度，确保能

够审查并在必要时纠正所提供的支持。

如果所提供的支持范围很广或随时间而变化，则会存在一种风险，即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或组织

可以对支持关系进行全面督导。这会妨碍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不同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导致内

部缺乏问责和责任分散（见第2.2节）。

在联盟中，如果角色和责任不明确，就会出现督导或问责的缺失。在没有正式协调和问责机制的

松散联盟中，这种情况尤其普遍。

关键问题

• 贵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程序来有效调查贵方武装部队或人员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切行为，包

括在支持关系范围内的行为？

• 贵方采取什么流程来审查自己关于提供或接受支持的决策？

• 政府其他部门是否有权检查支持关系是否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进行规划和实施？

A. 内部督导

可以使用各种机制来审查行为主体在支持关系中的决策和行为。根据行为主体的治理结

构，政府官员、当选代表和选民可仔细审查政府或当局的决策。

督导机制可能包括提供或接受支持的决定、所提供支持类型的选择以及人员在提供支持时

的行为。除了确保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提供支持外，此类机制还提供了从这些支持关系中吸取

经验教训并利用已确定的任何弱点或优势的机会。

对于出于安全原因而有意排除在正常报告程序之外的行为主体或行动，例如特种部队或情

报机构执行的任务，建立有效的内部审查机制尤为重要。无论不披露这些类行动的理由如何，

将它们排除在正常的督导机制之外都有可能减少其人员的责任。可以建立审查机制，在确保问

责制的同时保护这些安全需要。

议  会

只要议员参与制定或修改法律，他们在授予和控制行政当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

议会制度，议会可以作出或形成决定提供或接受支持，并为此目的管理国家资源的使用。根

据国内法或惯例，议员可以向政府提出有关行使其权力的问题，或设立调查委员会对某一特

定事项进行调查。议员在行使职能时，可以获得政府或外部来源提供的资料，例如独立观察

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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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需要政府提供透明度，以便获得必要的信息，以采取或作出影响支持关系的决定，

包括在必要时修正关系。如果所讨论的议题因国家安全原因而被视为敏感议题，则可采取特别

措施，确保信息只与需要其行使职能的人分享。

司法机关

能够提供督导的实体包括国内司法当局。它们可以为质疑政府其他部门的决策或行为提

供一个论坛。各国可采取措施，确保国家法院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国际法的问题拥有管辖

权。例如，国内法可以授权法院审查武器转让决定的合法性。司法当局也是确保追究任何罪行

责任的重要手段。这包括起诉据称由其国家部队或在其领土上犯下的战争罪行。

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andbook for Parliamentarians）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议会联盟）

B. 调查

所有支持和受支持行为主体都应建立相应制度，确保对其管辖范围内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

的行为进行有效调查。根据国际或国内法，诸如涉嫌战争罪的案件，可能需要进行调查。调查

也可用于其他目的，例如确定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提高行动效率、维持纪律、向受影响社区

表明问责制以及促进向和平过渡。

许多国家都有国家法律框架和程序，用以调查其管辖下的人民（包括其武装部队）可能违

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然而，调查实践大相径庭。

决策者将需要考虑其调查进程是否在双边或多边支持关系中有效。有效的调查应能够确定

是否存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查明导致或促成事件发生的个人和系统因素，并为可能需要

采取的任何补救行动奠定基础。行为主体可为支持关系设立临时框架、制度和流程，例如多国

联盟或维和部队。此外，支持协定可能要求伙伴和东道国共享信息并相互合作。

延伸阅读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准则：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N. Lubell、J. Pejic和C. Simmons）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23868/guidelines_on_investigating_violations_of_ihl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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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过渡

6.3.1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是指采取措施确保行为主体适当规划结束或减少支持，以尽量减少对平民和其

他非战斗人员保护工作的中断。

引  言

可以预见，支持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支持的规模或性质可能因受支持方参与武装冲突

的情况、其行为、伙伴目标的变化或其他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无论原因如何，无论是关系走

向终结（退出或移交）还是所提供的支持都显著减少，过渡都在所难免。

一旦确定了支持关系的主要指标，并且在实施支持之前，尽早制定全面的退出或过渡战略非常重

要。例如，应在合作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制定临时战略。因为在结束关系之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等到结

束关系前不久才制定计划会增加当地社区面临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各行为主体应规划其分

阶段结束关系，分情况考虑到其战略目标已实现或尚未实现的情况。各行为主体还应意识到，可能不会

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前结束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过渡战略是更全面的综合恢复战略的一部分，包括经济

发展、安全部门改革、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人员的遣返以及正义与和解。随着关系以及支持的性质和程

度的演变，需要对结束关系战略进行审查。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结束关系过程中所作出的改变。

除了满足受冲突影响者的需要外，该战略还应反映对过渡本身所产生的伤害风险的评估。例如，

行为主体应该考虑他们将如何管理任何移交以及未来缺乏支持的影响。该战略应考虑到当地行为主体

的既得利益，并可能需要处理受支持方人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该方在实体安保

和库存管理方面转让武器和相关弹药的能力。

该计划还应考虑到武装冲突和结束关系时局势所造成的更广泛人道后果。这些后果在冲突结束后

会持续数年，甚至几十年。因此，结束关系的战略应设法尽量减少行为主体的活动对受影响人民的长

期影响。其中许多措施本身可能需要在中长期内持续实施。如果不能妥善管理这些后果，就可能导致

持续的不稳定和暴力活动，甚至会再次出现武装冲突。

可在以下方面采取切实措施：

A. 制度可持续性；

B. 持续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C. 负责任地解除资源；

D. 处理善后工作。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总结
经验教训

保护平民
和其他

非战斗人员

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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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 受支持方是否依赖支持来遵守国际人道法，在贵方的支持结束后，贵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

保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 当支持结束时，还有哪些支持行为主体为促进保护受冲突影响的人而履行的其他职能需要由支

持方或其他行为主体承担？

• 如果支持关系发生变化或终止，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标准的意图将受到怎样的

影响？

• 贵方是否同意实施负责任地解除资源的措施（例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或武器管理

方案）？

• 贵方将如何评估和减轻在支持或冲突结束后伙伴的武装部队成员及其家属或社会遭受伤害的

风险？

A. 保持制度可持续性

全面退出战略应包括确保受支持方的机构和行动在结束支持关系后以适当方式进行维持、

转移或终止。特别令人关切的职能是那些影响不参加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的职能，包括以

下基本服务，例如医疗服务、拘留和司法系统、寻找失踪人员和促进境内流离失所人员长期解

决办法的程序、武器和弹药管理及标记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以及旨在减轻平民伤害的程序

（见第3节和第4节）。

当这些职能从受支持方转移到另一行为主体时，支持方应确保为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

员而制定的措施仍然在实行。如果受支持方打算继续其行动，则应重点确保在充分尊重国际人

道法和适用的人权标准的情况下维持这些行动。这可能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该受支持方

能够接管由支持方提供的任何职能。支持方应随着受支持方的接管而逐渐减少履行职能。

准备在冲突结束前结束关系的支持行为主体应考虑改变其培训目标。具体而言，受支持方

的武器携带者可能需要在和平时期适用的规则和最佳实践方面加强培训，包括在武力使用程序

和武器管理方面的培训。如果要求武装部队参与执法行动，则需要专门的培训和设备。

如果支持行为主体打算停止其职能或将其移交给受支持方以外的机构，例如根据和平进

程，其结束支持关系的战略应包括负责任地解除对受支持方的资源供应（见第6.3.1.C节）。

如果受支持方在冲突中获胜，它得到的支持几乎肯定需要从安全部门转移，并集中于社会

发展等更广泛的稳定需求方面。在此之前，或在没有取得战略成功的情况下，这种过渡可能更

具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将支持转移到另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主体可能是有意义的。对过渡问

题的充分探讨不在本书内容范围之内，但其实际影响将涉及到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为了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其他人的侵害和威胁，必须采取全政府参与的方式。

另请参见：

– 第3.3.4节执法行动

对培训师进行培训

提升伙伴部队自行开展国际人道法培训的能力，以确保关系结束后的可持续性，这一工作

可能很重要。虽然对培训师进行培训的方案通常是在整个支持关系中执行的长期举措，但作为

全面退出战略的一部分，这些计划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方案必须考虑到伙伴部队目

前和未来的职能，同时区分在冲突时期和和平时期适用的法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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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持续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决不能忽视过渡将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产生的影响。即使在冲

突结束后进行过渡，受支持方和支持行为主体依然可能对诸如被剥夺自由人员、死亡人员和失

踪人员等负有持续的法律义务或其他责任。

另请参见：

– 第4节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继续保护被拘留人员

应特别考虑到武装冲突各方（有时包括支持行为主体）对被剥夺自由人员所应承担的

义务。

如果将被拘留人员移交给受支持方，则支持方有责任继续确保这些被拘留人员的待遇。例

如，该职责可以通过转移后的监督工作来履行（见第6.2.4节）。

如果支持方撤回受支持方为提供体面的拘留条件所需的财政和物质援助，则必须采取缓解

措施，以确保被剥夺自由人员继续得到保护。

行为主体还应考虑当地司法部门的能力。如果支持行为主体打算将大量被拘留人员移交给

受支持方，则必须考虑受支持方是否具备相应资源和程序来按照国际标准拘留、调查和酌情起

诉这些人员。支持行为主体还可以在实施与冲突相关的赦免方面发挥作用。

延伸阅读

《大赦与国际人道法：目的及范围》——法律专题概述（Amnest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urpose and Scope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另请参见：

– 第6.3.1.D节处理善后工作

查明失踪人员生死和下落的机制

在不侵犯有关人员权利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可以与其伙伴分享信息，帮助防止人员失踪并

查明已失踪人员的生死和下落，以尊重家属的知情权。这一流程可包括建立各种机制，集中收

集关于被剥夺自由、住院、死亡或经报告失踪人员的信息。这些机制应确保家属能够以安全和

非歧视性的方式报告和接收关于其亲人生死和下落的信息。

任何过渡司法进程都应包括查明失踪人员生死和下落的机制，虽然在没有这类进程的情况

下，这些机制也非常重要。

另请参见：

– 第4.4节失踪人员

C. 负责任地解除资源

决策者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为支持关系提供的物质资

产和人员。作为过渡的一部分，可能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这些资源也已不再使用，例如可以清

除武器储备或设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amnesties-and-ihl-purpose-and-scope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amnesties-and-ihl-purpose-and-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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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管理从武装冲突向和平过渡的重要举措。按照适用的国

际人道法和人权标准适当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将有助于防止进一步的社会动

荡。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结束之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在冲突结束后曾

经的敌对方会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共存。

伙伴应考虑制定各项计划，确保其支持的武装部队成员最终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见第6.1.3节）。此类措施的适用性可能取决于受支持方的性质（见第3.2节）和冲突的

结果。

应制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详细计划，并尽早分配相应的资金。重要的是要确

保通过适当的程序，及时并特别注意识别和管理与武装部队或非国家武装团体有关的男女儿

童。66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法推荐一项特定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战略，以

尽量减少对受影响民众的长期影响。

一旦领土国负责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支持行为主体应尽快确定哪些机构将执行这

项任务，并向这些机构分配资源，以便他们能够建立和维持履行这项任务的能力。当向非国家

武装团体提供支持时，受支持群体的需求可能难以预测，并且取决于冲突或关系的结果。

法律提示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大多数国家）必须

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遣散或以其他方式释放18岁以下的儿童兵。必要时，他们还必须为其身

心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67缔约国必须合作执行对儿童的这种保护，包

括通过技术合作和财政援助等方式，防止发生与之相反的任何活动，以及使受到所述活动伤

害的人恢复正常生活和重新融入社会（第7条）。必须在任何时候，包括在武装冲突期间，

无条件要求释放武装部队或团体非法招募或使用的所有儿童。确保儿童兵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的行动不应取决于停火或和平协定或成年人的任何释放或复员流程。应促进配合当

地行为主体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人道行为主体，以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方案。

所有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即未满18岁的人）都有权得到照顾和特别保

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5）。

66 儿童是指任何18岁以下的人员；见《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1条。

67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第6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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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关于维和与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The Vancouver Principles on 
Peacekeeping and the Prevention of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原则和指南》（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

《〈温哥华原则〉实施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ance for the Vancouver Principles）

《卷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儿童》(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国内实施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综合保护制度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第395-396页（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

《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法律保护》——法律专题概述（Leg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 Factsheet）（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联合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资源中心（UN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Resource Centre）（联合国）

另请参见：

– 第6.2.1.C节人事

武器和弹药管理

支持部队通常在其支持关系过程中部署和积累储备弹药、武器和其他致命装备。然而，无

论多么快速地结束支持关系，也不能免除支持部队对武器和弹药的责任，这些武器和弹药如果

不能安全可靠地储存，可能会危及对平民的保护。为防止武器和弹药被转移或滥用，并避免意

外爆炸，支持部队可以将其销毁，或使其永久失效，在撤离时将其带出东道国或其领土，或将

其转交给负责任的伙伴保管。

另请参见：

– 第3.3.1节武器和弹药管理

– 第3.4.2节军备转让

– 第4.8节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D. 处理善后工作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考虑采取措施，解决军事行动和相关活动对受影响民众的影响

（见第4节）。冲突各方和其他行为主体可能有法律义务采取各项措施，例如搜寻和照顾伤病

员。其他措施可作为政策事项加以执行。

在行动结束后立即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有助于限制其长期和累积的影响。因此，在

规划和执行关系时应考虑采取措施管理冲突的后果，而不是等待过渡或冲突结束。当然，某些

措施只有在冲突结束后才可能实施，或者可能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实施。无论行为主体是否在支

持关系中实现了自身目标，都仍然负有相关责任。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principles-vancouver-principes.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principles-vancouver-principes.aspx?lang=eng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principles_en%5B1%5D.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parisprinciples_en%5B1%5D.pdf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corporate/reports-publications/vancouver-principles.html
https://shop.icrc.org/children-associated-with-armed-forces-or-armed-group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children-associated-with-armed-forces-or-armed-group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32/guiding-principles-children-icrc.pdf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https://www.unddr.org/the-iddrs/
https://www.unddr.org/the-id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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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作

行为主体应尽可能考虑协助或以其他方式促进重建任何可能因武装冲突而受损的关键民用

基础设施，并重新恢复各项基本服务。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重建或修复受损设施，或恢复医疗设备等物资的供应，同时适当考虑军

民协调原则和良好惯例。应尽快进行重建和修复，以减轻对基本服务基础设施的累积影响，并

降低长期或不可逆转的服务质量下降的风险。68这不仅是出于人道考虑，而且对于防止发生重

大发展逆转和减少长期流离失所的可能性也很重要。应注意确保所有此类措施得到公平实施，

以避免加剧任何持续的社会分歧。

在努力将妇女纳入冲突后的重建工作时，各国还可参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

与安全的一系列决议和相关框架中所制定的指导和标准。

另请参见：

– 第4.6节基本服务

适用于境内流离失所人员的持久解决方案

缺乏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是造成民众流离失所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会影响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持久办法。重建工作可以使境内流离失所人员依据自身意愿更轻

松重返家园，并有助于减少民众长期流离失所的人道后果。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因敌

对行动而流离失所的人都希望或能够重返家园。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体应考虑帮助其伙伴促

进实施其他持久解决办法，即在当地融入社会并在该国其他地区重新安置，同时确保为境内流

离失所人员提供的方案遵循自愿原则、安全并且体面。

另请参见：

– 第4.3节境内流离失所人员

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帮助人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弹药、埋设地雷、

废弃弹药、简易爆炸装置和武器的污染都可能对平民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危险，并妨碍重建和恢

复正常生活，对发展造成长期后果。

每个行为主体都应标记，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处理所有已发现的战争遗留爆炸物。一旦实

际敌对行动结束，应立即建立开展污染调查和人道清理工作的机制。作为法律或政策事项，可

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支持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减轻平民所面临的风险，并向受影响

国提供援助。

另请参见：

– 第4.8节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68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Urban Services during 
Protracted Armed Conflict: A Call for a Better Approach Assisting Affected Peopl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5年：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df-cn。

https://shop.icrc.org/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prin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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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Anti-Personnel Mine Ban Convention)（1997年）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Protocol on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2003年）（1980年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

《集束弹药公约》（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2008年）

6.3.2   总结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
4 4 4 4

是指通过体验和观察获得的知识或理解。在成功的试验或任务中，获得的可能是正面的

经验，而在事故或失败中，获得的可能是负面的教训。

“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是一种跨越职能界限的过程，让各种组织机构

可以从他们的错误和成功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一过程应防止行为主体重复错误，并鼓励他们在成功的

基础上再接再厉。

经验教训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重要，对行动有实际或假定的影响；

• 有效，在事实和技术上正确无误；

• 适用，有助于确定一种特定的设计、过程或决策，以减少或消除失败和事故的可能性，或加强

积极的结果。

引  言

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应具体解决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问题，因为这将是衡量任务是否成

功的关键。

如果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所有的行为主体都有可能重复同样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

的过程旨在促进更加遵守国际人道法，并通过停止某些行动、采取不同行动或新的行动，更好地保

护平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确定经验教训并将其纳入后续实践之后，才能让经验教训真正发

挥作用。

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持续的、周期性的过程，发生在支持关系的每个阶段：

• 在准备阶段，需要将过去的经验教训纳入相应框架、制度和流程中；

• 在支持关系期间，需要落实一个记录各种问题的制度；

• 在冲突或关系结束后，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其纳入未来的实践并与他人进行分享。

监督和评估机制也应纳入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这样，通过这些机制发现的问题就可以纳入经验

教训分析，并在适当情况下通过系统调整防止重复发生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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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 在整个支持关系中，贵方是否设有收集和管理观察结果及经验教训的流程？

• 贵方是否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发现与国际人道法和保护非战斗人员有关的问题？

• 贵方是否设有用于查明根本原因并制定补救措施的流程？

• 贵方如何确保已确定或总结的经验教训得到正确运用？

• 利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贵方是否可以发现、收集和吸取经验教训，以改善持续的支持关系？

•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中，贵方将如何吸收来自伙伴的反馈？

• 贵方是否与其他伙伴、盟友或其他各方分享经验教训，以改善支持关系的实践？

A. 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对受影响人群的保护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应建立一个持续或定期的报告系统，使他们能够持续识别潜在问

题。该系统将揭示未得到更及时处理的问题有何共同特点，而这将构成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的

基础。系统通常会在多个层面上捕获问题。

支持和受支持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可能产生特定情景的经验教训（例如在文化方面），并

揭示更多不局限于特定情景的一般性实践。

记录信息时应区分与总结经验教训有关的信息和潜在违法行为的调查信息。以总结经验

教训为导向的系统可以在技术层面记录问题，而无需确定法律责任。与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或

其他法律有关的问题也应引发调查流程，并酌情实施纪律制裁或刑事制裁（见第6.2.4节和第

6.2.5节）。然而，对潜在违法行为的调查也可能产生可防止今后发生违法行为的经验教训。

审查过程通常考虑产出，而不是一般结果，并忽略支持关系对武装冲突中受害人员的影

响。总结经验教训应以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为重点，并把保护平民作为评估任务成功程度和吸取

经验教训的标准。

支持行动

分析
确定的

经验教训

通过系统的
过程确定
经验教训

更新和
调 程序、
其他机构

经验传承以及
教 和培训

通过伙伴的
共同努力

验证经验教训

必要时
做出

反应

  监督活动、
和

成 之处

将 确定的
经验教训
转化为
取的

经验教训
改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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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通常情况下，吸取经验教训的行动是独立进行的，通常由一个行为主体对另一个行为主体

的观点或需求进行假设。在可能的情况下，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应包括让受支持和支持行为主

体结合自身经验并提供联合经验教训，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该过程可能需要根据双方

的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双方的文化和总结经验教训的传统。应与盟友和伙伴分享所确定的任

何良好实践。

为了更好地吸取与支持关系的人道后果有关的经验教训，应尽可能向平民和社区开放总结

经验教训的过程。寻求机构能力支持或训练、建议、协助、陪伴任务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直接

反馈，是负责任的支持关系和这些方案长期成功的关键要素。

支持关系（即使纯属是军事性质的关系）也会对整个政府产生影响。因此，他们的影响力

将比单纯的军事方面要宽泛得多。在建立关系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所有阶段，总结经验教训的

过程应向非军事行为主体开放。

C. 将经验教训纳入准则和未来实践

当支持关系结束时，应该对整个关系进行全面的经验教训总结，并将这些经验教训纳入未

来的支持关系中。在与同一行为主体建立新的支持关系之前，也应仔细审查这些经验教训。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更广泛地分享经验教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所有行为主体发表或

在相关论坛分享其在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例如，有关领域包括在人

口稠密地区如何选择和使用相应作战手段和方法。

应在准备阶段研究此前的经验教训，同时认识到支持可以特定于具体文化。这些经验教训

可以为未来支持关系中可能出现的挑战提供极其有用的洞见，并且在承诺进行任何新的支持活

动之前，应该在培训和演习活动中对这些经验教训加以运用。支持行为主体需要确定哪些措施

行之有效，哪些措施没有效果，以便有效地施加影响，并为实现成功的支持关系奠定基础。

受支持的伙伴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从以往体验中吸取经验教训。伙伴和其他部委或机构应

在准备阶段进行交流，并在执行支持关系时吸取各方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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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决策者面临的问题

本节是对第6节的补充，通过提出特定问题帮助决策者考虑哪些措施可能适用于其特定情况。对于

10个实际措施领域，相应问题针对的是支持行为主体或受支持的当事方，或同时针对这两方。

此外，还提出了与特定人道关切相关的一些考虑因素，例如与拘留相关的风险。有关保护平民和

其他非战斗人员，以及保护民用物体和其他受特别保护物体的问题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第4节。

某些问题也可能涉及支持关系中的特定因素，如第3节所述，因此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支持关系。

在本书的网页版本中，决策者可以按照不同的因素筛选问题，以便将问题列表缩小到与他们所考虑的

关系最相关的问题。

本节中的详细问题是适用于所有支持关系的总体战略问题的次级问题（另见第5节）：

1. 支持关系中涉及哪些类型的冲突、行为主体、活动和支持？

2. 伙伴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之间存在什么差距？

3. 上述问题的答案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有什么影响？

4. 贵方和贵方的潜在伙伴可以从上述10个实际措施领域中采取哪些措施，以提高保护水平，减

少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5. 如果上述第2个问题中发现的差距仍然很大，贵方是否应该重新考虑这种支持关系？

下面将对实际措施的十个领域提出进一步的行动问题。每一节顶部的关键问题强调了在处理支持

关系时指导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另见第6节）。根据具体情况，在这些问题之后会有更详细的指导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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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准备

7.1.1   从内部做好参与准备

• 在支持关系中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和标准？这些条件和标准在贵方的所有支持关系中是否一致？

• 是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资源，流程是否需要“伙伴证明”，以及人员是否需要特定的培

训？

• 参与支持关系的内部实体是否在愿景方面达成一致，他们是否为处理所设想的支持关系做好了

准备？贵方如何确保充分协调这些实体？

• 在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方面，贵方是否有系统可用于评估伙伴意图、能力和领导力？

• 贵方是否建立了监督伙伴行动的制度、程序和能力？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的武装部队是否有法律顾问？

• 法律顾问是否会在部署前就与支持关系有关的突出问题向相关人员提供指导？

• 贵方是否将日内瓦公约纳入国内法？

• 贵方是否通过刑事立法来惩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人？

• 贵方法院是否对由贵方国民或位于贵方领土上的其他国民犯下的或针对这些国民而犯下的战争

罪拥有普遍管辖权？

• 贵方法律是否允许追究法人刑事责任？

• 在相关实体（例如，部际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或工作组）之间存在何种探讨支持关系相关事

务的机制？

• 如何将支持关系中的职责和责任传达给参与提供或接受支持的相关机构和部门？

• 在各政府机构和部门中，有何程序用于审议人道关切事项和确保在实践中尊重国际人道法的

措施？

• 贵方如何将保护平民纳入军事政策和准则？

• 贵方的军事政策和准则中是否有在合作军事行动中减少平民伤害的措施？

• 贵方有无保护平民的政策？

• 贵方有无平民伤害追踪机制？

• 贵方是否有相应制度来在支持关系中管理人力资源？

• 在作战手段和方法方面，贵方将如何协调自己的作战指令或政策？

• 贵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是否足以在合作环境中运作？

• 贵方将如何确保与战地指挥官的沟通？

• 贵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是否经过调整，以配合伙伴部队的行动？

拘    留

• 贵方的转移前风险评估是否允许被拘留者表达与转移相关的恐惧，如果是，贵方将如何应对这

些恐惧？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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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员

• 贵方是否有一个系统，用于与伙伴共享由国家信息局（或同等机构）和其他来源收集的信息？

• 贵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协议，用于收集和保护所疏散伤病员的所有相关数据（即个人数据、地

点、日期和时间，以及执行疏散的人）？

• 当贵方疏散伤病员时，是否有通知家属的机制？

• 贵方是否有机制确保所负责的医疗设施收治的患者能够恢复和/或保持与其家属的联系？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是否有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 贵方国家排雷行动机构有何作用和责任？

• 是否编写并宣传了国家排雷行动标准和标准作业程序？

• 哪些国际标准和准则是可适用的（例如《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国际弹药技术指南》和《模

块化小武器控制实施纲要》）？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的法律顾问是否考虑过支持关系可能引发的具体问题？

• 贵方是否有武器出口管制制度？

• 哪些法律适用于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 在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实现透明度和问责制？

• 贵方是否有一套制度来确保政府机构间在支持关系方面保持一致？

• 如何确保适当分配资源以支持伙伴？

• 贵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否适应贵方希望向相关人员分配的职责？

• 分配给合作军事行动的单位是否接受了执行此类任务的专门培训？

• 贵方的武装部队中是否有专门向伙伴部队提供培训和援助的单位或团体？

• 在部署之前和期间，贵方的武装部队是否有机会接触法律顾问？

• 贵方的武装部队是否接受过与伙伴部队一起管理保护平民问题的培训？

• 贵方的武装部队是否接受过识别和管理伙伴部队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培训？

• 贵方如何保留对支持关系的机构经验传承？

• 如何确保贯彻这些经验，并将其应用于与相同或不同伙伴的后续支持关系中？

• 哪些部委需要参与对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审查、甄选和签约？

• 在评估是否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服务时，贵方采用什么准则？

• 贵方是否制定了适当的流程，以确保从支持关系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能够得以确认并加以考虑？

• 贵方将如何在关系中建立明确的责任界限？

• 贵方的某些员工是否有合作行动的经验？

• 他们的部署前培训是否解决了其与伙伴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

• 他们是否能够将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和教育纳入其培训方案？

• 关于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框架的培训和指导是否涉及与伙伴合作的相关问题？

• 贵方是否有包含伙伴在内的报告机制？

• 贵方是否有适合合作军事行动的后勤链？

Missing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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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有合格人员进行墓地发掘工作？

• 贵方将如何在不增加身份鉴定工作复杂性和不亵渎遗体的情况下，对寻回死亡人员的过程做出

贡献？

• 贵方将如何应对那些寻回死者之人面临的风险？

失踪人员

• 贵方是否建立了相应制度，让家属报告失踪人员并获得有关其生死和下落的信息？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是否制定了计划，并有能力在伙伴的人道排雷行动流程、爆炸物处理流程和实体安保和库

存管理方面实施纠正措施？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与潜在伙伴的法律框架之间存在差异会带来何种影响？

• 贵方同意参与支持关系的条件是什么？

• 贵方能否跨部门或机构合作，充分理解并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外部支持不会妨碍“整体政府

一盘棋”的方法？

失踪人员

• 贵方是否有在拘留人员和随后转移人员时通知其家属的机制？

• 贵方是否有确保被拘留者能够恢复和/或与其家属保持联系的机制？

失踪人员和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已建立相应制度，来收集、集中和保护被俘、受伤、生病、失踪和死亡人员的信息，

并在冲突期间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各方？

Missing

Missing

Missing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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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传播规范

•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论坛中，贵方的领导是否致力于支持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广泛多边立场？

• 贵方的领导是否鼓励其他方加入旨在减少武装冲突人道后果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其他标准？

• 贵方是否制定了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的方案，是否向伙伴或潜在伙伴提供这些方案？

• 贵方是否建立了旨在影响潜在伙伴对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看法和观点的双边和多边机制？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如何在公开声明中宣传国际人道法？

• 贵方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战略论证，以解释遵守国际人道法为何符合贵方伙伴的利益？

• 在鼓励伙伴遵守国际人道法时，贵方是否强调遵守该法将如何满足伙伴的动机和利益？

• 如果贵方意识到伙伴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贵方是否要求其他行为主体鼓励其伙伴改进其遵守

国际人道法的情况？

• 贵方的伙伴是否认同贵方对国际人道法的理解，贵方是否已确定应解决的任何差异？

• 如果贵方与贵方的伙伴对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哪种理解能为平民或其他非战斗人

员提供更大的保护？

• 对于贵方与贵方的伙伴而言，在规划和实施军事行动时，是否将对平民的伤害降至最低视为战

略优先事项？

• 与贵方的伙伴达成的协议是否包括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这一目标是否已纳入准则和政

策中？

• 贵方能否鼓励受支持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建设性、保密的双边对话，以加强对平民和其

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 贵方是否向伙伴表明对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的期望？

• 贵方是否鼓励伙伴向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行为主体提供准入和保护？

• 贵方的伙伴是否理解、接受并准备好适用有关武器管理的国际标准和准则（例如《国际排雷行

动标准》、《国际弹药技术指南》和《模块化小武器控制实施纲要》）？

• 如何促进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共同标准，包括限制条件和限

制标准？

• 在合作军事行动期间，贵方的人员如何与合作方人员建立融洽的关系？

拘    留

• 贵方能否鼓励伙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建设性、保密和双边对话，以确保被拘留者的待遇

和条件符合国际法和标准？

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与伙伴就确保有尊严地处理死亡人员遗体（包括敌军方）的必要性进行讨论？

• 贵方是否与伙伴就管理死者所使用的国际法和习俗进行过讨论？

• 贵方与伙伴是否考虑过建立专门部门以体面地搜寻和转移死者的重要性？

• 贵方是否鼓励伙伴同意将遗体转移给敌方部队？

• 贵方是否鼓励冲突各方记录平民、参战者和战斗人员死亡的地点？

• 贵方是否向伙伴强调，需要保护因武装冲突造成人员死亡而新设立的墓地？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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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 贵方能否鼓励伙伴避免进行涉及医疗设施或医务运输设施的军事行动，因为这可能导致这些医

疗设施失去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受保护地位？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伙伴的政策或军事准则是否规定了按照人道标准探测、标记和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

物？

• 贵方是否与伙伴讨论过加入和执行禁止使用存在长期人道关切的某些武器的国际文件（例如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或《集束弹药公约》）？

• 贵方的领导层能否敦促伙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或集束弹药？

• 贵方的领导层能否帮助伙伴开发收集和管理数据的工具，以支持人道排雷行动？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在提供支持的同时，是否进行相应的外交工作，鼓励受支持方批准区域和国际法律框架和

义务？

• 贵方是否鼓励并协助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伙伴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

• 贵方是否会确定并分享在城市武装冲突中降低平民受伤害风险的良好实践，包括在人口稠密地

区限制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

• 贵方武装部队与伙伴部队之间的关系，能否使贵方武装部队与伙伴部队就国际人道法问题进行

合作？

死亡人员

• 贵方的人员（包括作战人员）是否了解有关体面地搜寻和管理死者遗体的法律、习俗和其他

标准？

• 在与受支持方的协调、联合和合作行动中，贵方是否强调需要确保体面地收集、管理和转移

遗体？

医疗服务

• 贵方是否会提醒受支持方根据国际人道法，必须不加不利区别地向受伤的敌人提供医疗服务？

• 贵方是否会提醒受支持方根据国际人道法，搜寻和照顾受伤敌人的任务从未被视为军事职能？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的人员（包括作战人员）是否理解保护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以及不

遵守这些规则会造成的后果？

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告诉了伙伴有关如何管理死者遗体的当地法律和习俗？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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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关系的评估和构建

• 贵方是否准确评估了其自身与其伙伴的意图、领导力和能力？

• 是否可以通过计划中的支持来解决意图、领导力和能力方面的任何差距？

• 决定支持关系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 当（a）贵方的目标已实现或（b）未实现时，贵方将如何逐渐结束支持关系？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使用何种标准审查和选择潜在伙伴？

• 贵方的伙伴是否已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培训、准则和交战规则？

• 是否有下达命令的明确领导？

• 领导层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

• 是否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和纪律象征，如制服、礼仪以及整个团体中所用军衔的一致性？

• 贵方的伙伴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如何？

• 贵方的伙伴是否得到当地社区的政治、社会或经济支持？

• 对贵方伙伴产生政治、社会、经济、精神或其他类型影响的人员或因素有哪些？

• 贵方的伙伴如何行使权力？

• 贵方伙伴的行为是否反映了其意识形态？

• 团体的规则如何在团体内社会化并得到加强（例如，通过培训、仪式、有影响力人物的演讲或

暴力行为）？

• 大型伙伴部队中是否有任何单位从事与该团体的准则和既定目的不符的仪式或实践？

• 贵方是否对伙伴进行了技术需求分析以评估其军事能力水平（例如，在使用间接武器系统方面）？

• 贵方伙伴有无平民伤害追踪机制？其中包括什么措施？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能力对攻击的影响进行评估，并确定攻击是否会造成附带的平民伤害？

• 当地社区如何了解行为主体之间职责和责任的划分？

• 是否采取有效的法律及行政措施，预防和打击腐败？

•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是否拥有所有必要的许可证/授权？

• 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是否包含遵守适用法律框架的要求？

• 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违反适用的法律框架，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规定其

将被处以罚款或取消合同？

• 在贵方的法律框架下，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及其人员是否可以对在域外实施的违法行为负责？

拘    留

• 伙伴是否对被剥夺自由人员采取适当的程序保障措施？

• 对于在合作行动中被贵方伙伴抓捕或逮捕的被拘留者，贵方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管理因冲突而被逮捕和/或拘留的人员？

• 伙伴部队是否有必要的设施、人员和专业知识来接收和关押被拘留者？

死亡人员

• 在贵方和伙伴所在地区的武装冲突中，无论死者身份如何，在搜寻和处置或转移死者遗体时遵

循哪些法律和习俗？

• 适用于保护死者的法律框架是否已纳入贵方的支持协议中？

• 在什么情况下，贵方或贵方伙伴将负责搜寻和管理死者遗体？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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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员

• 支持协议是否规定了防止人员失踪的义务？

• 贵方的支持协议中是否包含适用于查明失踪人员下落这一义务的法律框架？

• 贵方的伙伴是否制定了相应的协议，收集和保护所疏散伤病员的所有相关数据（即个人数据、

地点、日期和时间，以及执行疏散的人）？

医疗服务

• 适用于保护医疗任务的法律框架是否已纳入贵方的支持协议中？

• 哪一方行为主体负责确保医疗物资的供应和质量？

• 如何维护医疗供应，是否建立了核查医疗用品（设施、设备和药物）质量和保障库存的机制？

• 预计将提供哪些类型的医疗服务，以及向谁提供此类医疗服务？

• 如何告知平民医疗服务的运营情况？

• 贵方和贵方的伙伴将如何防止当地医疗服务系统被破坏？

• 军事医疗诊所在相关地区有何影响？贵方如何确保这些诊所将对现有医疗设施起到补充作用，

并可能加强现有医疗设施？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伙伴是否有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 贵方伙伴的国家排雷行动机构有何作用和责任？

• 贵方是否评估过伙伴参与人道排雷行动、爆炸物处理和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措施的能力？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哪些法律允许或限制支持冲突方的决定，以及可以提供的支持类型？

• 在支持关系之前、期间和之后，贵方是否定期通过国际人道法评估伙伴的行为？

• 如何将伙伴在武装冲突中的行为和国际人道法合规性纳入提供和继续提供支持的决策中？

• 伙伴国是否批准了任何国际人道法文件（即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明确

禁止或限制特定武器转让的条约或其他主要国际人道法条约），并加入了国际或区域人权文件？

• 伙伴国是否有禁止和惩处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的国内立法？

• 伙伴国是否加入了《武器贸易条约》或任何区域武器转让文件？

• 受支持方是否执行了其所加入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律文件所要求的措施，包括通过内部准则

和国内立法及条例？

• 贵方伙伴的武装部队是否存在有效和透明的军事纪律体系？

• 贵方与贵方伙伴是否就平民、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的定义达成一致？

• 贵方与贵方伙伴是否就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定义达成一致？

• 伙伴是否是《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的缔约方？

• 伙伴是否遵守《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规定的报告义务？

• 受支持方是否对其各级军事人员进行国际人道法适用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例如在军事演习期

间）？

• 受支持方是否对其各级军事人员进行适用人权法规则的教育和培训（例如在执法行动期间）？

• 受支持方是否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进行适用人权法规则的培训？

• 国际人道法是否已纳入军事准则和军事手册、交战规则、指示和命令？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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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法的考虑因素是否已纳入目标选择和目标核查的流程中？

• 贵方伙伴是否有能力确保按照国际人道法使用武器？

• 受支持方是否有能力正确并因此准确地使用武器系统？

• 受支持方是否在行动地区实施充分的武器和弹药管理和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制度？

• 相关人权规则和标准是否已纳入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使用的手册和说明中？

• 相关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规则和标准是否已纳入武器携带者使用的手册和说明中（如武装部队、

警察和其他执法官员、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 是否有接受过国际人道法培训的法律顾问为武装部队提供咨询服务？

• 对平民状况的普遍关注和尊重程度如何？

• 在伙伴国内是否有严重破约行为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是否有行为主体犯下需由伙伴承担责任的违法行为？

• 是否有政策或惯例使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逃脱惩罚或得到容忍？

• 受支持的国家是否发生了针对妇女、男子、男孩或女孩的严重性别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

背景下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严重暴力行为？

• 如果已知发生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伙伴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其国民、其指挥下的人

员或在其领土上实施此类行为？

• 伙伴国是否未能调查据称由其国民或在其领土上犯下的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

• 伙伴国是否未能搜查和起诉（或引渡）对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负责

的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上的人员，或未能在涉及严重破约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刑

事诉讼中与其他国家或国际法院合作？

• 伙伴是否愿意就国际人道法关注的问题进行对话？

• 伙伴是否同意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外部或其他形式的独立监督和/或调查？

• 伙伴是否严重违反了人权法？

• 此类违法行为的性质或所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性质（包括不同妇女、男子、女孩和男孩群体）？

违法行为的规模有多大？某些群体是否受到了过度影响？

• 在伙伴国内，伙伴国或其代理人是否有针对妇女、男子、男孩或女孩的严重性别暴力行为，包

括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严重暴力行为？

• 伙伴国是否采取适当措施终止侵犯人权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

• 伙伴国是否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

• 伙伴国是否同意对被控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外部或其他形式的独立监督和/或调查？

• 伙伴国在多大程度上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合作？

• 军事指挥官是否被要求阻止和报告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对在其

控制下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人采取行动？

• 伙伴国是否建立了包括纪律制裁和刑事制裁在内的机制，以确保武装部队和其他武器携带者对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负责？

• 是否有类似机制确保警察和其他执法官员以及其他国家代理人对违反人权法的行为负责？

• 伙伴国的国家立法是否允许该国与国际法庭合作？

• 受支持的国家在涉及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以及严重侵犯人权的刑事诉讼中，是否与其他国家、特设法庭或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 如果受支持方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它是否通过单方面声明或协议等形式承诺遵守国际人道法和

国际人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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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支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有哪些框架、制度或流程来确保其人员遵守国际人道法？

• 根据已知信息，伙伴是否曾招募儿童或利用他们参与敌对行动？

• 伙伴国是否批准规定招募儿童及让其参与敌对行动的最低年龄的法律文件（第一和第二附加议

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或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招募（强制性和自愿性）是否有既定的最低

年龄？

• 在受支持方的领土上是否有独立和有效运作的司法系统，特别是能够对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人权

法的行为进行起诉或采取适当纪律处罚的此类系统？

• 接受国是否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有效的国家军备控制制度和程序（进口、出口、过境和转

运），包括其所签属的武器转让文件？该制度是否包括基于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决策标

准？

• 最终使用者是否具备按照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使用武器或相关物品的知识和能力？

• 最终使用者是否有能力维护和使用武器或相关物品？

• 武器或相关物品的类型、质量和数量是否符合所述最终使用者的军事需求（例如其现有库存和

部队结构）？

• 贵方是否对伙伴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方面的能力进行了技术需求评估？

• 武器转让接受方是否建立了一套国家制度，对常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国际转让进行许可

并加以管制？

• 武器转让接受方在其管辖范围内是否有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来管理中介活动，是否切实采取

这些措施？

• 武器转让接受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或打击常规武器的非法贸易并防止其转移？

• 武器转让接受方是否有能力确保武器不会被转移到非法市场、未经授权的最终使用者或可能发

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的地方？

• 接受方是否有将武器转作他用的历史？

• 是否已知或怀疑先前转让的武器或军事装备曾经在有被用于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的明显或

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被接受方再转让或转移给第三方？

• 接受国是否有提供真实可靠的最终用途文件的良好记录？

• 指定的最终使用者是否有适当的库存管理和安全程序，包括剩余武器和弹药的库存管理和安全

程序？

• 在接受国是否存在库存失窃和泄露问题或腐败问题？

• 在接受国非法贩运武器是否为重大问题？

• 参与非法武器贩运的团体是否在接受国活动？

• 接受国是否有适当的边界管制，或者边界是否存在漏洞？

• 接受方是否为武器、弹药或军事装备的实际最终使用者？是否在这方面作出了保证（例如，对

最终使用者或最终用途证明作出承诺，确认未经出口国授权不会再出口转让物品，或以承诺以

外的方式使用）？

• 接受方是否同意对此进行核查，并同意在未经转让国授权的情况下，不将武器、弹药或军事装

备转让给第三方？

• 根据适用的国家和国际法律，贵方希望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签订的服务类型有哪些限制？

• 终止向伙伴提供各种支持的标准是什么？

• 如果贵方的支持即将结束，贵方支持的部队是否需要并入其他武装部队还是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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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在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国家实体以外的接受方（如武装团体或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提供武器

时，他们是否采取措施确保武器的使用符合国际人道法（如通过采用和宣传符合国际人道法的

行为守则、标准行动程序和交战规则；提供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培训；建立内部纪律程序）？

• 是否存在突然或意外改变政府或权力结构（例如政府被推翻或国家结构解体）的风险，从而可

能损害被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意愿或能力？

• 贵方是否有计划在满足最终状态标准时妥善撤回支持？

• 如果支持突然停止或撤回，将采取哪些保障措施以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

• 如果对现有关系提出了担忧，是否采取了有效的补救措施予以解决？

• 是否考量过被支持方停止作战时的退出战略？

• 贵方打算雇用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必要时支付罚款和赔偿？

• 对于贵方的伙伴请求火力支持，贵方是否有对应的流程或必要的先决条件？

• 贵方在提供火力支持时是否独立核实目标？

• 最终使用者（例如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或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是否在

明确和负责的指挥和控制链下行动？

拘    留

• 是否有类似的机制确保对负责执行安全相关职能的其他国家代理人或私人行为主体违反人权法

的情况进行问责？

• 支持协议是否包括被支持方的具体保证，确保其根据国际法律义务对待所有被拘留者？

• 支持协议是否规定了如果不按照国际法对待被转移人员，转让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 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不推回原则，贵方是否有明确的合法移送被拘留者的程序？

• 贵方的伙伴是否为被剥夺自由人员申请公平审判保障？

• 伙伴部队是否有司法或行政框架来拘留和依法关押民众？

• 受支持方是否在适用国际人道法（如适用）和人权法的规则方面对武器携带者进行培训？

• 是否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以确保可能在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情况下行动的其他武器携带者（例如

警察）遵守国际人道法？

• 受支持方是否同意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被剥夺自由人员？

死亡人员

• 贵方的伙伴是否指定了特定的部门或人员来组织死亡人员的搜寻和管理？

• 贵方搜寻、处置和转移死亡人员的指示是否符合当地法律和习俗？

• 受支持方是否有管理武装冲突中死亡人员的制度？

• 受支持方是否有能力在其武装部队内外妥善管理死亡人员？

失踪人员

• 受支持方是否向其战斗人员发放身份标签？

• 受支持方是否采集其战斗人员的DNA样本？

• 受支持方是否有在疏散伤病员时通知其家属的相应机制？

• 受支持方是否有相应机制确保在所负责医疗设施收治的患者能够恢复和/或保持与其家属的联

系？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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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是否对受支持方在人道排雷行动方面的能力进行了技术需求评估？

• 贵方是否对受支持方在爆炸物处理方面的能力进行了技术需求评估？

• 贵方的伙伴是否具备在其武装部队内部或外部进行适当调查的能力，以及在必要时清除可能妨

碍恢复和管理死亡人员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或其他与武器相关的危险物的能力？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同意伙伴就调查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指控达成一致协议？

• 哪些法律允许或限制贵方获得支持的能力？

• 贵方如何将伙伴在武装冲突中的行为和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纳入接受和继续接受支持的决定？

• 是否采取法律或其他措施禁止和惩处招募或使用儿童从事敌对行动的行为？

• 支持行为主体是否有冲突结束后的过渡计划？

失踪人员

• 是否已将查明失踪人员下落的责任纳入支持协议？

• 是否与贵方的伙伴分享了贵方用于识别武装部队成员遗体身份的实用技术？

• 贵方的伙伴是否建立了一个制度，让家属报告失踪人员并获取关于其生死和下落的信息？

死亡人员

• 是否与贵方的伙伴分享过搜寻、转移或体面地处置遗体的制度？

• 贵方在搜寻、记录、处置或转移在武装冲突中死难者遗体的能力方面是否存在差距？

General 
questions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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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实施

7.2.1   机构能力建设

• 伙伴的机构是否应用框架并使用制度和流程，来支持并确保拟议的与冲突相关的支持活动符合

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标准？

• 伙伴的武装部队是否经过有效的挑选和审查？

• 伙伴是否有能力处理敌对行动的后果？

• 当拟议的支持接近尾声时，伙伴的机构是否有能力自行继续开展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行动？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伙伴的机构是否具备组织能力、规则和程序，以便按照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促进拟

议的军事行动和相关活动？

• 贵方伙伴是否有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纳入后续行动的制度？

• 贵方伙伴是否有能力进行生活模式评估？

• 贵方伙伴是否拥有有效的制度来向平民传达信息（例如疏散命令和攻击预警）？

• 贵方伙伴是否有一套制度来接收和管理公众和贵方提出的不当行为指控？

• 贵方伙伴是否有机制让被剥夺自由人员寻求复审其被拘留的合法性？

医疗服务

• 在提供初步医疗服务后，是否考虑由军事医疗伙伴或平民医疗机构来提供后续医疗服务？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伙伴是否具备必要的能力、规则、政策和程序，用于进行与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标记

和围栏、事故报告、雷场救援、风险意识和安全行为规划、紧急医疗系统中的创伤管理以及爆

炸事件调查（例如，爆炸后和打击后）相关的非技术和技术调查和报告？

• 贵方对爆炸物进行处理的操作员、弹药储存区和弹药管理人员实行何种战区内“许可”程序？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何种法律框架能够规范贵方伙伴武装部队的行为？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一套制度用于调查并在适当情况下起诉其被指控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武

装部队？

• 贵方是否对受支持方武装部队、武装团体或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人员进行了有效审查？

• 受支持方是否拥有处理敌对行动后果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 受支持方的政府是否协调相关机构提供商定的支持？

• 在正常关系过程中，贵方是否对军事或安全部门更广泛的能力建设活动做出了贡献？

• 有哪些规则和程序可规范受支持方武装部队的行为？

• 贵方采取的加强受支持方机构能力的措施是否足以减轻在持续或潜在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

法或造成其他平民受到伤害的风险？

• 受支持方是否有一套不同于调查和起诉犯罪行为的流程及其纪律措施的经验总结制度？

• 受支持方经验总结制度覆盖哪些范围？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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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的最终使用者是否有适当的库存管理流程？

• 受支持方采取什么交战规则？

• 贵方伙伴的交战规则是否区分执行作战任务和执行安全任务？

• 受支持方有哪些机制来实施国际武器管理标准和准则（例如《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国际弹

药技术指南》和《模块化小武器控制实施纲要》）？

• 受支持方有哪些程序来审查其作战人员？

拘    留

• 关于可能对被拘留人员执行的转移，支持协议是否规定了转移方探视被转移人员，以监测其待

遇和拘留条件？

• 受支持方的司法系统是否能够处理可能收到的案件数量和类型？

• 贵方伙伴是否有明确的程序处理与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相关的所有事项，包括根据国际法规定

的不推回原则进行合法转移？

• 贵方是否培训并协助受支持方建立适当的被拘留人员登记制度，并就其被逮捕、拘留和转移通

知其家属？

• 贵方是否培训并协助受支持方为被拘留人员与其家属建立沟通方式，并允许其定期与其家属交

换家庭相关的信息？

死亡人员

• 受支持方是否考虑过城市冲突对寻回死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额外增加的复杂性？

• 受支持方将如何应对那些寻回死者的人所面临的风险？

• 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墓地登记处？

• 贵方的人员将如何对受支持方在搜寻和管理死者遗体方面的制度和技术提供补充？

失踪人员

• 在冲突开始前或冲突开始时，贵方如何帮助受支持方建立国家信息局（或同等系统，用于收

集、集中和保护有关被俘人员、伤员、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输给冲突

其他各方）？

• 受支持方是否有国家信息局（或同等系统，用于收集、集中和保护被俘人员、伤员、死亡人员

和失踪人员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输给冲突其他各方）？

• 受支持方有何制度帮助防止战斗人员因冲突而下落不明？

• 在部署前，被支持方是否向其战斗人员提供身份卡或标识牌？

• 在部署前，被支持方是否会记录其战斗人员的医疗标识（例如指纹、DNA或牙科记录），以便

在他们死亡时识别其身份？

• 受支持方是否拥有机制系统地登记被剥夺自由人员在被其拘留期间的信息，并记录其移交情况？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一项或多项机制，以系统地登记被拘留人员并记录其后续移交情况？

• 受支持方是否已建立相应机制，在实施拘留并随后在移交被拘留人员时通知其家属？

• 受支持方是否有相应机制确保被拘留人员能够恢复和/或保持与其家属的联系？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相应机制，以确保被其拘留的人员能够恢复和/或保持与其家属

的联系？

• 贵方如何协助武装冲突各方收集、集中和保护有关墓地可能位置的信息，并与冲突其他各方分

享这些信息？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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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方能否帮助受支持方制定协议，收集和保护所疏散伤病员的所有相关数据（即个人数据、地

点、日期和时间，以及执行疏散的人）？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相应机制，以在疏散伤病员时通知其家属？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相应机制，以确保在所负责医疗设施收治的患者能够恢复和/或保

持与其家属的联系？

• 贵方如何协助受支持方建立相应制度，让失踪人员的家属报告失踪人员并获得其生死和下落的

信息？

医疗服务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制定和实施相应程序和规则，以管理搜查行动期间的行为，优先处理

检查站的伤病员，并规定限制，仅可在例外情况下拒绝医疗后送、搜查医疗设施或将患者撤

出设施？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制定和实施旨在保护医疗人员、设施和运输的目标选择规则和程序？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能否协助受支持方建立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有无武器进口管制制度？

• 贵方是否建立系统监督贵方军事行动对平民的影响，并系统地收集由此对平民造成伤害的所有

数据，包括破坏或摧毁民用物体的衍生后果？

• 贵方能否向伙伴提供情报和信息，以提高其对与国际人道法相关的平民考虑因素（例如文化规

范、生活模式，并确定正确的目标）的理解？

死亡人员

• 在每次军事行动中，贵方是否有专门的人员来搜寻和处理死者遗体（包括敌军）？

• 支持行为主体如何对贵方搜寻和处理死者遗体的制度提供补充？

失踪人员

• 贵方是否有国家信息局（或同等系统，用于收集、集中和保护被俘人员、伤员、死亡人员和失

踪人员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输给冲突其他各方）？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的伙伴能否帮助贵方建立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General 
questions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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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国际人道法培训

• 贵方是否在支持关系中加入了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培训？

•  贵方的人员是否具备适当的技能，包括了解受训人员的语言和文化，以提供培训？

• 贵方的培训计划在内容、方法和材料、时间和频率以及受众方面是否与伙伴相适应？

• 贵方如何评估国际人道法培训的成效，并将该评估纳入后续的培训周期？

• 国际人道法培训是否贯穿于贵方更广泛的培训方案中，例如在联合演习中？

• 贵方是否会采用辅导方式来对培训或指导进行补充？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与贵方的伙伴分享在减轻平民伤害的技术方面的最佳实践？

• 贵方是否向伙伴提供制定和实施“不可攻击的清单”的建议，以确保平民、民用物体和其他受

特别保护物体免受攻击？

拘    留

• 在执行合作军事行动时，贵方会向伙伴部队提供哪些关于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和管理拘留场所

的培训？

死亡人员

• 贵方能否向伙伴提供建议，以弥补其制度中的缺陷，从而更体面地搜寻和管理死者遗体？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在支持关系中加入了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培训？

• 在支持冲突方时，贵方是否也提供国际人道法培训？

• 其他武装部队必须满足哪些最低培训要求贵方才能为他们提供支持？

• 贵方如何将计划中的具体作战环境纳入贵方一系列培训计划中的国际人道法部分？

• 贵方是否根据伙伴将执行的具体任务调整培训计划？

• 在向伙伴部队提供军事装备时，贵方是否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在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使用装

备方面的系统培训？

• 贵方如何指导、准备和/或培训受支持的伙伴在进行敌对行动时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

• 贵方人员是否具备适当的技能，包括了解受训人员的语言和文化，以便提供培训和建议？

• 哪些事件、传说、个性和价值观是受训人员身份特征的一部分，并能够塑造正式和非正式的社

会化？

• 受训人员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的身份特征（例如宗教或种族），从而为宣传相关限制创造了切

入点？

• 初级军官和士官对部队成员的行为和观点有多大影响？

• 对于特定的培训对象，哪种特点的培训人员最可信？

• 贵方是否会采用辅导方式来对培训或指导进行补充？

• 是否有相应流程用于针对伙伴部队的具体能力和需求制定培训计划？

• 如何翻译课程和材料，使语言和文化差异充分融入培训中？

• 贵方是否有定期重复培训伙伴的计划？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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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方如何将保护平民和遵守国际人道法纳入对受支持方的培训？

• 贵方是否将国际人道法纳入与伙伴的实际培训活动中？

• 贵方是否对伙伴武装部队进行了国际人道法的预防措施原则、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方面的培

训？

• 贵方是否在培训中加入了适当和负责任地使用贵方为伙伴所提供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资源的

内容？

• 对于在使用作战手段和方法时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受支持方是否接受过相关培

训（例如，关于了解和预测武器影响，并在使用间接火力时尽可能准确的培训）？

• 贵方是否对伙伴进行培训，使其根据国际人道法选择攻击目标，并确保其目标不是平民、民用

物体或受特别保护物体？

• 贵方是否培训伙伴在城市战争中遵循国际人道法？

• 贵方是否培训伙伴在执法行动中遵循人权法？

• 贵方是否培训受支持方采取附带损害评估方法？

• 贵方是否培训受支持方进行战斗伤害评估？

• 如果贵方向受支持方提供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贵方是否也对其进行培训，以确

保其武装部队知悉并理解这些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如果贵方向受支持方提供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贵方是否会对此进行培训，以确

保其武装部队实施良好惯例以减轻平民受到伤害的风险，包括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提出的

建议，限制和约束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 贵方是否与伙伴部队和/或受支持方分享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方面的良好惯例和经

验教训？

• 贵方是否对伙伴进行过武器和其他军事资源的安全存储和问责培训？

• 受支持方是否有必要的资源来使用贵方提供的培训材料？

• 谁负责设立调查或审计机构，以审查提供培训的情况？

• 贵方的培训计划是否在课程、方法和材料、培训人员的选择和受训人员的选择方面适合受支

持方？

• 贵方为伙伴提供的培训是否包括实践训练？

• 贵方用于培训伙伴的材料是否会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并根据其需要进行调整？

• 在实际军事行动中，贵方如何监督由贵方的人员和/或贵方雇用的人培训的部队的表现？

• 贵方如何评估培训的有效性，并将结果纳入后续培训循环？

• 在作战期间，贵方如何调整培训计划以考虑受训部队的观察表现和其他反馈？

• 受支持方的行为是否会导致贵方提供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发生变化？

• 在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提供安全相关服务时，贵方会对其就哪些法律标准开展培训？

• 在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维护和协助操作武器系统（包括伙伴的武器系统）时，贵方是否对

他们进行法律责任方面的培训？

• 贵方如何确保所雇用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人员知道其行为何时会帮助或煽动战争罪行？

• 如果贵方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来培训伙伴的部队，贵方如何确保其提供的培训符合贵方的

武装部队培训标准？

• 如果贵方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来培训伙伴的部队，贵方如何确保培训充分关注相关法律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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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    留

• 贵方是否培训伙伴的武装部队，以人道和体面的方式对待俘虏或被拘留人员？

• 贵方是否需要指导或建议管理拘留场所的伙伴部队，以确保其建立并遵守适当的规则和程序？

• 贵方是否向受支持方提供非强制性审讯技巧方面的支持和培训？

失踪人员

• 贵方对受支持方的培训是否包括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中央寻人局作用的部分？

• 贵方对受支持方的培训是否包括关于保持家庭联系的部分？

• 贵方对受支持方的培训是否包括国家信息局或类似机构的部分（即收集、集中和保护被俘人

员、伤员、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冲突其他各方）？

• 贵方对受支持方的培训是否包括确保被拘留人员能够保持和/或恢复家庭联系的流程？

• 贵方对受支持方的培训是否包括可采取措施防止在医疗后送期间出现人员失踪的情况？

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可以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标准，提供搜寻和管理死者遗体的专业培训，以确保死者得

到有尊严的对待，防止尸体遗失，并保存将来识别人类遗骸所需的信息？

• 贵方在搜寻死亡人员方面的培训如何适应受支持方的法律和习俗？

• 贵方在搜寻死亡人员方面的培训如何适应受支持方的现有实践？

医疗服务

• 贵方是否就如何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如医疗设施）的损害对受支持方进行培

训？

• 贵方对伙伴的培训是否涉及解决保护医疗任务的问题？

• 贵方是否对伙伴的安全部队进行过培训，并向其提供管理检查点的建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

误患者治疗？

• 贵方是否就医疗设施的搜查行动对伙伴的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建议，以确保尊重和保护伤病

员，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医务人员工作的干扰？

• 贵方是否就医疗服务和后送过程的公正性（特别是在部署前的培训方案或简报中）对受支持方

进行培训？

• 贵方是否培训或建议受支持方更新其本地卫生结构和其他受保护站点的地图？

• 贵方关于目标选择的培训是否明确了对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的尊重和保护，包括可能失去保护

的有限情况？

• 贵方关于搜查行动的培训是否明确了搜查行动期间的行为规则，优先处理检查站的伤病员，并

规定限制，仅可在例外情况下拒绝医疗后送、搜查医疗设施或将患者撤出设施？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人员能否按照国际人道标准，在探测、标记和清除地雷及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提供专业培

训？

• 贵方是否计划与伙伴一起部署技术培训团队，以评估其需求并提供部署前培训（例如，《国际

排雷行动标准》中的爆炸物处理、爆炸物限制许可和冲突地区的弹药储存和管理）？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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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法律要求武装部队接受哪些国际人道法培训？

• 支持行为主体是否需要接受国际人道法和在人口稠密地区保护平民方面的培训？

• 贵方武装部队是否接受过正规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 从支持行为主体处接受国际人道法培训或帮助实施国际人道法培训是否有助益？

• 贵方的领导层如何在组织中强调国际人道法培训的重要性？

• 如何将国际人道法原则纳入贵方的军事教育？

• 贵方部队所接受的培训如何强调遵守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

• 贵方部队是否接受过关于在敌对行动期间保护平民和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和标准的具体培训？

• 贵方武装部队是否接受过有关保护平民问题的培训？

• 他们的培训如何使贵方的部队在动态目标决策期间遵守国际人道法？

• 受训人员是否可以在其国际人道法培训中获得相关材料，包括相关规则的副本？

• 是否已将法律原则纳入向贵方的武装部队提供的作战训练中？

• 贵方的伙伴是否需要在有关人口稠密地区进行敌对行动的法律和良好实践方面进行具体培训？

• 如果贵方从支持伙伴处收到进攻性军事装备，是否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如何按照国际人道法使用

这些装备的培训或指导？

• 向贵方武装部队提供的国际人道法培训是否包括将规则付诸行动的实践演习？

• 贵方是否有一套系统来记录每个部队或团体所完成的培训？

• 在与伙伴部队制定国际人道法培训课程时，是否允许根据行动中出现的问题对课程进行调整？

• 贵方如何对伙伴提供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如课程、方法和材料）提供意见？

• 在同意让伙伴向贵方的武装部队提供国际人道法培训时，贵方是否确保培训适合受训人员的语

言或文化？

• 完成培训伙伴关系后，贵方是否监督受训人员的后续表现以及是否遵守国际人道法？

• 培训伙伴关系结束后，贵方是否与伙伴部队分享培训后的表现和国际人道法遵从性评估的结

果？

• 贵方是否制定了接受培训计划反馈的程序，并确保其用于提高未来培训计划的有效性？

• 是否有调查或审计机构负责审查提供培训的情况？如果有，由谁负责设置并进行管理？

• 如果贵方了解到由伙伴培训的人员报告问题行为，贵方是否有向伙伴提出这些问题的系统？

拘   留

• 贵方部队是否接受过关于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和管理拘留场所的规则和标准的具体培训？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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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协助遵守国际人道法

• 贵方的伙伴在能力、职能或资源方面是否存在差距，削弱其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履行义务

的能力？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将平民保护纳入其军事规划，并投入资源来解决这些差距？

• 如果受支持方证明无法履行其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的义务，贵方有什么应急措施？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能否投入资源来帮助尽量减少武装冲突的负面人道后果？

拘    留

• 贵方是否有必要的资源或技术来改善伙伴的拘留设施，使其按照国际法和标准运作？

死亡人员

• 贵方的武装部队是否有在贵方或伙伴的军事行动后收集、识别和管理死者遗体的指示？

医疗服务

• 贵方正在帮助向平民提供何种级别的医疗服务（例如急救和紧急护理、后送、常规和后续治疗

或公共卫生规划）？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是否与伙伴分享贵方发射或放置的爆炸性弹药的位置或坐标，以便于检测、标记和清除任

何遗留爆炸物？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的人员能否帮助受支持方加强对受冲突影响者的保护？

• 贵方是否会指派人员就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有关的事项向贵方伙伴提供建议？

• 如果受支持方无法履行其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者的义务，贵方有哪些应急措施？

• 贵方能否向伙伴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以提高其区分平民或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的能

力？

• 贵方能否制定一份不可攻击的清单以与伙伴分享？

• 贵方的人员能否到场对受支持方的目标选择过程提供协助？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建立或改进平民伤害追踪机制？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建立机制来调查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并确保问责？

• 贵方如何帮助伙伴将保护平民纳入其军事计划？

• 贵方能否部署情报、监视和侦察（ISR）支持力量，以对伙伴的目标验证流程和附带损害评估

进行补充？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管理检查站，以提高其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的能力？

死亡人员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体面地搜寻和移交死亡人员遗体？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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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员

• 贵方能否帮助武装冲突各方收集、集中和保护有关被俘人员、伤者、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的信

息，包括墓地的可能位置，并与冲突其他各方分享这些信息？

• 贵方能否向受支持方提供创建身份卡或标识牌和/或采集DNA参考样本所需的资源？

• 贵方能否帮助伙伴归档并记录所有阵亡的平民、参战者和战斗人员的阵亡位置？

• 贵方能否提供伙伴所需的资源或技术，以建立有助于防止参战者或战斗人员因冲突而下落不明

的系统？

医疗服务

• 贵方是否有必要的资源或技术来提高贵方伙伴照顾伤病员的能力？

• 贵方能否协助从前线对受伤和生病的平民以及参战者或战斗人员进行医疗后送？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能力从前线对受伤和生病的平民以及参战者或战斗人员进行医疗后送？

• 贵方能否向伙伴所在地区以及医疗设施因军事行动而受损地区的当地医疗设施提供直接支持？

• 贵方如何帮助伙伴准备收集和照顾伤病员，包括敌方的伤病员？

• 贵方提供的医疗援助是否同样面向平民？

• 贵方能否帮助更新当地医疗机构的情况摸底，并评估涉及重要医疗基础设施的军事行动的人道

后果？

• 贵方能否与医疗服务专业人员和当局合作，确保医疗设施和人员受到尊重和保护？

• 贵方能否协助建立医疗补给线？

• 贵方是否有能力协助伙伴寻找、集中和照顾伤病员，包括敌方的伤病员？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能否为探测、标记和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提供支持？

• 贵方能否为风险教育方案提供支持，以减少平民接触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风险？

• 贵方能否为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的援助和康复提供支持？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与伙伴讨论过为了增强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保护，需要哪些类型的专业援助？

• 贵方是否需要帮助来改进目标选择过程，例如提高贵方区分平民或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的能力？

• 贵方能否与伙伴分享关于目标选择决策的信息，例如人文地域、地理、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和

生活模式？

• 如果伙伴减少或终止援助，贵方能否继续遵守国际人道法？

死亡人员

• 贵方是否需要在体面地搜寻、识别、处理或转移死者遗体方面获得协助？

Missing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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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对伙伴的监督与评估

• 贵方是否了解伙伴的行动情况？

• 贵方如何评估伙伴行动的人道影响？

• 如何确定贵方提供的支持的使用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方使用哪些指标来审查和修改支持关系？

• 贵方使用哪类制度来解决伙伴的潜在不当行为或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 如果可能发生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如何进行有效调查？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要求伙伴提供一份明确的联系人清单，以便交换信息和解决潜在问题？

• 是否有明确的沟通渠道和程序用于与伙伴官员接洽？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机制追踪其行动造成的平民伤害？

• 支持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使用哪些信息共享和协调流程来支持调查？

• 贵方是否有与伙伴进行联合调查的流程？

• 在行动期间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便进行潜在的调查和起诉？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能力进行战斗损害评估？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能力调查爆炸事件（例如在爆炸后或在袭击后）？

• 贵方的人员按照哪些程序报告伙伴部队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贵方是否有一个有效的程序，与伙伴的上级讨论伙伴不当行为的可信指控？

• 贵方的伙伴如何管理有关其人员不当行为的可信指控？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有效的机制来确保对他们或代表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负责？

• 贵方使用哪类制度来解决伙伴的潜在不当行为或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 如果伙伴部队犯下国际罪行，贵方法律是否允许提起诉讼并追究其责任？

• 贵方的监督机制能否确保为可能的法律调查收集足够的证据？

•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对哪些行为主体负责？

• 贵方以何种制度追究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违反适用法律的责任？

• 是否有独立的机制来接收个人或民间社会组织对支持行为主体或受支持方活动的投诉？

• 鉴于个人可能有的脆弱性，独立的投诉接收机制是否便于个人轻松安全地使用？

• 贵方的伙伴如何处理来自个人或民间社会组织的潜在违规信息？

• 贵方的伙伴是否有补救其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害的程序？

• 伙伴的制度是否包括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可能性？

• 如何将贵方记录的信息整合到总结经验教训、培训和（酌情）调查中？

拘    留

• 贵方是否有相应机制用于评估将被拘留者移交给伙伴的风险？

• 有哪些措施来防止贵方的伙伴使用酷刑和虐待？

• 贵方是否有程序来评估被拘留者在被移交到受支持方之后所受到的待遇，然后传递任何关于不

当行为的可信指控？

• 如果贵方收到伙伴虐待被转交人员的可靠指控，贵方会采取哪些措施？

• 贵方是否进行移交后的监督探视？

• 贵方能否确保独立监督机构（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受阻碍地进出所有关押移交的被拘

留者的拘留场所？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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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 如何监督军事医疗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是否了解伙伴的行动情况？

• 贵方如何确定贵方提供的支持的使用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方会依据哪些标准来审查、更改或终止支持关系？

• 贵方将如何监督和审查贵方和伙伴为提高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而采取的措施？

• 在转让武器之前，贵方是否要求伙伴同意装运后的核查？

• 贵方是否部署了足够的力量来监督和评估冲突中发生的情况，包括伙伴的行为？

• 贵方是否指示贵方的武装部队在敌对行动期间监督和评估伙伴部队的行为？

• 被赋予培训、咨询或援助任务的部队是否有能力监督和评估伙伴部队？

• 被赋予培训、咨询或援助任务的部队是否接受指导和培训，以主动识别、收集和报告其伙伴部

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

• 贵方所部署的力量是否有资格监控和评估贵方和贵方伙伴的行为？

• 贵方所部署的力量是否有资格调查贵方伙伴被指控的任何不当行为？

• 如何有效调查可能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贵方制定了哪些保障措施来保护对受支持方提出指控的个人或团体？

• 当受支持方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时，贵方是否会在场？

• 贵方是否与主管部门建立联合行动后审查流程，以评估作战的所有积极和消极方面，并采取具

体措施实施补救措施？

• 贵方是否会在适当情况下直接接触平民、被剥夺自由人员和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其他人，以便理

解并评估被支持方的行为？

• 贵方是否监督伙伴为解决平民伤害而采取的措施？

• 贵方是否要求提供最终使用者证明作为武器转让的条件？

• 贵方是否有制度监督伙伴使用或据报使用贵方所转让的武器？

• 贵方是否有制度监督伙伴使用或据报使用贵方意图转让的各类武器？

• 贵方是否有确保将过去的行为纳入风险评估的制度？

• 贵方的风险评估过程是否会考虑之前可能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转让武器时，贵方的人员是否有能力在接受国进行装运后核查？

• 贵方在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贵方会采取哪些措施确保进行问责？

• 贵方雇用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是否受任何相关或适用的部队地位协定的约束？

• 贵方是否有有效的措施，以监督贵方雇用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行为？

• 贵方对平民伤害缓解措施的监督，是否充分利用了伙伴对本地的了解？

• 贵方是否部署人员指导伙伴人员识别和纠正有问题的实践？

• 贵方是否有质量管理制度来评估伙伴的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方面的能力？

• 贵方是否有持续的定期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制度来评估伙伴的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方面的能力？

拘    留

• 如何将不推回原则（包括转移前和转移后的责任）纳入贵方的支持协议？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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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有无质量管理制度，以评估受支持方在人道排雷行动中的活动？

• 当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例如污染调查、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在受影响社区进行风险意识和

安全行为培训或销毁库存）时，聘用合同如何规定伙伴的人员接受指导？

• 贵方有无质量管理体系，以评估伙伴在爆炸物处理方面的行动？

• 贵方有无持续的定期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系统，以评估伙伴的人道排雷行动？

• 贵方有无持续的定期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系统，以评估伙伴在爆炸物处理方面的行动？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支持行为主体有无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 贵方是否保存从伙伴处收到的所有武器和设备的完整记录？

• 贵方如何确保提供给己方部队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不会丢失或转售？

• 贵方是否会为贵方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害制定单独的赔偿计划，或者将其整合到现有制度

中？

• 贵方的伙伴在支持贵方的武装部队时，是否采取补救措施来弥补所造成的伤害？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是否采取了特别措施，以减少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对搜寻和确认死亡人员或失踪人员、

提供医疗服务、修理和维护重要基础设施的影响？

• 贵方如何根据第三方合同管理报告程序？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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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内部督导

• 贵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程序来有效调查贵方武装部队或人员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切行为，包

括在支持关系范围内的行为？

• 贵方采取什么流程来审查自己关于提供或接受支持的决策？

• 政府其他部门是否有权检查支持关系是否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进行规划和实施？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有哪些机制来确定与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及其他非战斗人员有关的潜在系统性问题？

• 贵方是否有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能力，对武装冲突中可能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违反其他法律

的行为进行有效调查？

• 贵方能否查看由伙伴的平民伤害跟踪机制生成的报告？

• 如何在行政和刑事调查中使用平民伤害追踪机制生成的报告？

• 贵方的报告程序是否允许贵方人员在支持关系中行动时报告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贵方伙伴通过何种流程报告贵方人员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贵方是否有能力调查涉及贵方人员的爆炸事件（例如在爆炸后或在袭击后）？

• 贵方是否与伙伴分享任何关于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报告或调查结果？

• 哪些机制能够确保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选择和雇用具有适当的监督和透明度？

• 贵方的管理机构（议会或其他机构）是否充分了解正在进行的行动，并有权请求和接收信息，

以便能够制定和确定提供支持的方式？

• 贵方的司法系统是否有能力和权力审查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问题，并起诉贵方国

民或在贵方领土上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贵方有无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对海外特种部队的行为采取哪些审查程序？

• 民选代表能否就政府提供支持的决定提出疑问？

• 贵方有哪些机制审查有关提供支持的决定和行为及其对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影响？

• 贵方管理机构（议会或其他机构）是否有相应机制用于监督所有提供支持的部队的行为？

• 这种监督是否也包括特种部队、准军事部队和情报部队？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有哪些能力调查在与支持行为主体联合行动期间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建立联合调查和问责机制是否可行？

• 贵方有哪些机制审查有关接受支持的决定和行为及其对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影响？

• 这些审查机制是否适用于所有接受支持的机构？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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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方武装部队的领导层是否有办法审查其成员在支持行动期间的行为？

• 贵方的管理结构（议会或其他机构）是否有相应机制用于监督所有受支持部队的行为？

• 这种监督是否也包括特种部队、准军事部队和情报部队？

• 是否适用于所有现存部队和支持行为主体新组建的部队？

• 贵方的司法系统是否有能力和权力审查部队和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是如何

受支持行为主体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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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过渡

7.3.1   有组织地结束关系

• 受支持方是否依赖支持来遵守国际人道法，在贵方的支持结束后，贵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

保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 当支持结束时，支持行为主体为促进保护受冲突影响的人而履行的职能，还有哪些需要由支持

方或其他行为主体承担？

• 如果支持关系发生变化或终止，受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标准的意图将受到怎样的

影响？

• 双方是否就将要落实的负责任地解除资源的措施达成一致（例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

案或武器管理方案）？

• 贵方将如何评估和减轻在支持或冲突结束后伙伴的武装部队成员及其家属或社区遭受伤害的

风险？

常规问题

常    规

• 需要与其他有关民事部门和机构进行哪些内部协调，以确保在过渡期间和之后继续保护受武装

冲突影响的民众？

• 是否依法制定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方案？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否已纳入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区域和平进程？

失踪人员

• 伙伴的国家信息局（或同等机构）在冲突结束后是否仍继续运行？

基本服务

• 是否制定了恢复因冲突而受损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计划？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库存销毁阶段是否包含在第三方合同或作战命令中？

• 贵方有无库存销毁阶段的后勤计划，包括对武器和弹药管理的适当处置计划？

• 贵方有无可信的人道排雷行动方案？

• 贵方将利用哪些内部或外部机构完成调查和清理计划？

• 调查和清理行动的预计工作范围如何（例如，预期的武器污染水平）？

• 伙伴的弹药处置能力如何？

• 贵方实施了哪些程序来管理弹药库存、销毁已开启和未使用的弹药库存，以及安全运输和转移

任何剩余弹药库存？

• 贵方的伙伴有无用以记录清除率（清除时间和清除地区）、清除武器的数量和类型、风险意识

和安全行为计划以及地雷受害者数据的数据管理系统？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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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是否存在有助于确定何时结束支持关系的指标，或结束日期是否已经确定？

• 受支持方的机构是否有能力在贵方不予以支持的情况下继续独立运作？

• 贵方是否考虑过终止支持将对被支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标准的能力和意愿有何影响？

• 贵方能否通过其他形式的参与（例如外交工作或发展援助）来降低与过渡相关的风险？

• 为促进保护受冲突影响者，贵方履行了哪些其他职能？如果贵方结束支持，如何确保由受支持

方或其他行为主体承担这些职能？

• 如果贵方撤回支持或撤离，被认为与贵方的部队或受支持方结盟的家庭或社区是否会面临受其

他方伤害的风险？贵方将如何降低这种风险？

• 一旦结束支持或冲突，贵方将如何评估和减轻伙伴部队成员及其家庭或社区所面临的风险？

• 如果适用，贵方是否同意受支持方被纳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流程是否考虑到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具体需要和风险，例如与武装团

体有关的儿童、外国人和女性作战人员？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流程是否考虑到拘留弱势群体（如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和外国

人）的具体需要和风险？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否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是否有专门机构对此负责？

• 贵方将如何监督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方案的有效性？

• 所有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是否按照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要求全部清点？

• 受支持方是否有充足的库存管理程序防止丢失或转移其武器库存？

拘    留

• 贵方将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在支持结束后仍能维持关于被拘留者待遇和条件的保护标准，特别

是针对弱势群体？

• 受支持方是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资源、程序和培训，以确保在可能关押人员的场所（包括

拘留场所）提供人道待遇和条件？

• 贵方的撤离是否会损害公正的人道组织接触被拘留者和进出拘留场所的能力？

失踪人员

• 贵方的伙伴是否建立了专门的机制，查明在冲突期间或由于冲突而失踪人员的生死和下落，并

照顾其家人的需求？

• 这一机制是否包括相关程序，以让家庭报告失踪亲属并在冲突后获得失踪亲属生死和下落的信

息？

医疗服务

• 贵方的撤离将对受支持方搜寻和照顾伤病员的能力有何影响？

• 贵方的撤离将对本地医疗设施为有需要之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 当贵方决定结束对军事医疗伙伴的援助时，贵方会采取何种退出策略？

基本服务

• 受支持方是否依赖贵方的支持来提供基本服务？贵方结束支持后，将如何确保维持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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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 对于任何要出售或赠送给贵方伙伴的武器，贵方有何武器和弹药管理机制？

• 贵方能否协助按照人道标准探测、标记和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贵方伙伴的支持能否从安全部门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协助解决冲突后的善后工作？

• 当支持结束后，支持行为主体为促进保护受冲突影响的人而履行的哪些职能需要由贵方承担？

失踪人员

• 贵方是否建立了专门的国家机制，查明在冲突期间或由于冲突而失踪人员的生死和下落，并照

顾其家人的需求？

• 这一国家机制是否包括相关程序，以让家庭报告失踪亲属并在冲突后获得失踪亲属生死和下落

的信息？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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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总结经验教训

• 在整个支持关系中，贵方是否有收集和管理观察结果及经验教训的流程？

• 贵方是否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发现与国际人道法和保护非战斗人员有关的问题？

• 贵方是否有查明根本原因并制定补救措施的流程？

• 贵方如何确保已确定或总结的经验教训得到正确运用？

• 利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贵方是否可以发现、收集和吸取经验教训，以改善持续的支持关系？

•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中，贵方将如何吸收来自伙伴的反馈？

• 贵方是否与其他伙伴、盟友或其他当事方分享贵方的经验教训，以改善支持关系的实践？

常规问题

常    规

• 贵方从此前的经历中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

• 贵方如何确保已确定或总结的经验教训得到正确运用？

• 在整个支持关系中，贵方是否有收集和管理观察结果的流程？

• 贵方是否会进行事后评估？

• 贵方会在哪些领域采取补救行动？

• 贵方是否与其他伙伴、盟友或更多其他人分享经验教训，以便为最佳实践做出贡献？

• 贵方能否与伙伴分享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处吸取的经验教训？

• 贵方是否有查明根本原因并制定补救措施的流程？

• 利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贵方是否可以发现、收集和吸取经验教训，以改善持续的支持关系？

• 贵方如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中获取伙伴的意见？

• 贵方如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中纳入来自伙伴的反馈？

• 贵方如何记录总结的经验教训？

• 贵方是否有与伙伴一起回顾经验教训的流程？

• 从支持关系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将如何融入未来的合作决策？

面向支持行为主体的问题

常    规

•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中，贵方是否需要审查支持关系？

• 联盟成员之间是否分享经验教训？

• 贵方是否拥有超出特定冲突情况的经验教训资源库？

• 是否有中央单位负责确定冲突或支持关系结束时的经验教训，且包含被支持方的失误（不当行

为、不当使用支持等）？

• 贵方如何与其他可能雇用此类公司的政府机构分享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表现的经验教训？

面向受支持方的问题

常    规

• 支持协议是否规定需要制定总结经验教训的流程？

• 贵方是否有一套制度，识别在行动期间或由于行动而产生的问题？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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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本书采用如下术语定义。虽然所使用的一些术语有法律依据，但本词汇表中没有任何内容旨在赋

予这些术语以法律意义。

问    责

该术语在关于实际措施的上下文使用，描述的是以下两种措施之一：支持关系中的一方行为主体

由另一方追究责任，或者提供支持的行为主体由其自身利益相关者（如议会或选民）来追究责任。

武装团体

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术语，包括具有不同目标、结构、准则、资金来源、军事能力和领

土控制程度的广泛团体。武装团体不被承认为一个国家，但有能力引发人道方面的暴力行为。

在广泛的作战类别中，武装团体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NSAG），他们有资格成为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NIAC）的当事方，并因此受到国际人道法（IHL）的约束。此类别中其他团体还包括亲政府的准

军事部队（包括地方和国家级别），以及作为当地安全部队的地方团体（部落或社区）。

军备转让

对武器、弹药及武器和弹药零部件的转让（包括出口、进口、过境、转运和中介）的统称。武器

转让包括商业销售、军事援助或赠与、出借和租赁。

中央寻人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的组织，通过官方或私人渠道尽可能收集有关战俘和受保护人员，特别是

被拘留人员的所有资料，并将这些资料转送其原籍国或居住国或其依附国，除非转送这些资料可能对

相关人员或其亲属有害。

雇用国

直接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PMSC）签订服务合同的国家，包括由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分包给

另一家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情况。

人口稠密地区的爆炸性武器

由于各种弹药的破坏半径极大、发射系统的不准确性和/或在大范围内发射多种弹药，爆炸性武器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因此在人口稠密区域中使用时很可能具有滥杀滥伤效应。这类爆炸性武器包括

大型炸弹和导弹，迫击炮、火箭炮和大炮等间接火力武器系统、多管火箭发射器和某些类型的简易爆

炸装置。

财政支持

支持关系的一种形式，其中行为主体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包括通过贷款协议和投资，使受支

持方参与武装冲突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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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组建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在这种行动中一个行为主体（通常是一个外部国家）会招

募、训练和装备当地武装部队。

注册国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国籍国，即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注册或成立的国家。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

公司成立的国家不是其主要管理地点，则注册国指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主要管理地点。

东道国支持

行为主体将其领土或设施交由冲突一方支配的情况。

机构能力支持

对机构的外部支持，通常是长期性质的。这类支持方案通常涉及与军事院校、拘留和司法部门改

革有关的支持关系。

情报支持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在这种行动中伙伴共享情报，即对冲突具有军事意义的信息。

境内流离失所人员（IDP）

特别是出于与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相关的原因，被迫或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及留在本国境内的人。

战事支持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在这种行动中支持行为主体参与敌对行动以支持冲突方。

后勤支持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涉及物资、设施和人员的维护和运输。

国家信息局

在国家一级运作的机构，负责收集有关受保护人员下落的信息。该机构登记这些信息，进行信息

搜集，并通过保护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有关国家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进行传送。

合作拘留行动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包括有助于冲突方执行俘获和拘留相关行动的活动，包括能

力建设。

维和部队

为强制实现和平或维持和平的目的而由联合国部署参与多边行动的或经联合国安理会以其他方式

授权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

合作军事行动（PMO）

伙伴之间为在冲突中达成特定军事目标而做出的正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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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PMSC）

提供军事和/或安保服务的私营企业实体，无论此类实体对自身作何描述。军事和安保服务特别包

括通过武装形式保护相应人员和物体，例如车队、建筑物和其他场所；维护和操作武器系统；拘留囚

犯；向当地部队和安全人员提供建议或培训。69

政治支持

在政治上表示对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支持，并因此影响当事方在武装冲突中的能力。

人口稠密地区

城市、城镇、村庄或非建成区的各种平民聚集地，或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聚集地，既有永久性的，

也有临时性的。

支持关系（在武装冲突中）

在这种关系中，行为主体向武装冲突的一方提供支持，从而提高该方进行武装冲突的能力。

受支持方

得到另一行为主体支持并因此增强其进行武装冲突的能力的武装冲突当事方。受支持方可以是一

个国家（包括在一个联盟内）、国际组织或非国家武装团体（NSAG）。

支持行为主体

向武装冲突一方提供支持以提高其进行武装冲突的能力的国家、国际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主体。支

持行为主体也可以是武装冲突的一方，但这不是支持行为主体的必然特征。

训练、建议、协助、陪伴（TAAA）

合作军事行动（PMO）的一种形式，在这种行动中行为主体为伙伴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建议和

协助，或陪伴伙伴部队。

领土国

在其领土上发生军事行动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称为东道国。

69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行动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2008年9月17
日，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the-montreux-document-on-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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