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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地区的战斗已成为现代冲突的特征之一，随着世界上居住在

城镇的人口比例增加，城市战只会更加普遍。就平民伤害而言，城市

地区的战斗一定程度上是最危险的战争形式——从伤亡到其对房屋、

基础设施、生计和教育的影响。对军事力量而言，城市地区的战斗可

以说是最有挑战的行动类型，特别是由于地形和接近平民，对指挥和

控制提出了重要要求。部分军事指挥官甚至认为，关于城市行动，军

队在条令、训练、武器和装备设计方面的准备最不充分。上述普遍

性、平民伤害、挑战性行动和准备方面的不足等因素结合，使城市战

成为一种特别关切。

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应对城市战的策

略作为一项机构优先事项，总体目标是为了减少平民伤害。本手册

是该策略的组成部分。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现役和退役军官细致研

究的成果，他们分享了自己开展城市战的经验。本手册旨在强调可

能减少平民伤害的军事实践。至关重要的是，它是专门为军事读者

编写的：面向承担行动或者训练任务的官员，特别是在城市战中发

挥作用的人员。

我们希望本手册将促进军事官员相互间以及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代表的讨论，他们能对城市战中的关键和具有挑战性的人道方面提出

更多见解。事实上，我们非常鼓励此种探讨。如果作为一名军官，你

想进一步了解或讨论本手册中提到的主题，请与最近的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代表处或该组织的日内瓦总部联系。

罗伯特·马尔迪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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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指南主要建议

条  令
城市战条令应强调保护平民是城市行动的

关键因素，在武装冲突法的限制内与完成

任务和部队保护并重。条令应当：

•  从战略到战术层面，清晰地阐明，在所有

可能的行动中优先保护平民 
•  纳入武装冲突法，并提醒各级指挥官有义

务为保护平民问题承担责任

•  确定在城市地区以最佳保护平民和民用基

础设施的方式开展行动的备选方案，包括

从“避免”到“减轻”的一系列方案 
•  强调各级指挥部门了解当地文化规范和价

值观的重要性，并在实施行动时予以尊重

•  强调了解城市构造以及进行相应训练、规

划和实施行动的重要性

•  强调在合作行动中，保护平民应是双方实

施行动的重要方面。

训  练
在城市行动之前有必要进行具体和现实的

训练。训练应强化初级指挥官对武装冲突

法的实际适用，并应包括：

•  同等重视“在人口稠密区作战”（其中平

民是主要考虑因素）和“在建筑物稠密区

作战”（其中地形是关键因素）

•  训练场景不仅要反映行动背景和敌人的可能

行为（包括其可能给平民带来的风险），还

要模拟现实的平民存在和活动、行动和反应

•  对所有官兵进行交战规则的情景模拟和判

断训练 
•  民间机构的参与和扮演角色，使部队在部

署前熟悉和适应情况 
•  讨论所有官兵面临的法律困境。

规  划
城市作战规划小组应详细考虑人文地形和

基础设施（它们将如何影响战斗，反之亦

然），并优先考虑能够避免和/或减轻平民

伤害的选项。规划人员应当：

•  在规划过程中优先考虑平民方面，并确定

减少平民伤害和基础设施破坏的方案（指

挥官的指示应明确该优先事项）

•  考虑影响保护平民的因素，包括人口统

计、地点、密度、平民面临的风险、易受

伤害和/或弱势群体、生活方式、人道情况

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

•  为平民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以

满足交战规则发展和火力支援控制措施，

包括设置禁止/限制打击目标清单以及目标

交战权限

•  在制定行动方案和兵棋推演备选方案的过

程中，将平民的行动和反应与敌方和己方

部队的行动方案一并考虑

•  在合作行动中，确保支持方和被支持方保

护平民的方法符合武装冲突法。

实  施
部队必须始终按照武装冲突法行动，并且

必须支持首先能避免，以及在不可能避免

的情况下减轻平民伤害的方法和手段。为

此，指挥官应当：

•  在行动开始前，向下属强调行动中保护平

民的重要性

•  以避免城市作战的方式开展行动，并/或与

对手进行对话，讨论安全的平民撤退计划 
•  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平民居民

和民用物体不受伤害，包括发出警告，支

持撤退，分享并严格遵守检查程序 
•  如果城市战斗无法避免，则通过以下方式

避免或减轻平民伤害：

- 对特定目标实施打击行动或突袭

- 支持使用直接火力武器

- 只有在已采取措施充分减少大范围影

响时才使用爆炸性武器，包括严格的

目标选择和武器研制程序 
- 设想平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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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LOAC”是军队最常使用的术语，是指国际人道法（也被称为战争法，或者

LOW）。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

和其他暴力情势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努

力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和普遍人道原则以防止苦难的发生。

在过去三十年中，许多城市战发生在非对称冲突中，即范围和规

模可能有限但趋于旷日持久的冲突。但随着全球冲突动态的发展，大

规模的常规战争有可能卷土重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城市战导致的

人道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这些后果已表现在近期的实例中，例如阿勒颇、加沙地带、马拉

维和摩苏尔。平民伤亡的规模远大于开阔地带发生的战斗。人们失去

家园，流离失所。社区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摧毁，人

们失去了电力、医疗服务、水、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战斗结束后，

未爆弹药（UXO）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ERW）推迟重建工作，延

长了痛苦，使人们更难重返家园。并且，除人身伤亡外，城市战的强

度和近距离也造成了真实和持久的心理创伤。

多数国家的武装部队试图避免被卷入城市战中，因为复杂的地形

以及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存在可能抵消技术和战术优势，从而有利

于防御者，并导致旷日持久的高消耗率的战斗。城市地形的复杂性

也给指挥官们带来了具体问题，他们必须选择适当的作战方法和手

段，使其能够完成任务并保存自身部队，并且同时遵守武装冲突法

（LOAC）1的原则和规则——特别是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

原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意识到了在城市环境中实施行动的军

队所面临的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其宗旨2对城市战进行了研

究，目的是减少平民伤害以及其他此种行动导致的人道后果。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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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城市战争的案例研究，确定能够或可能减少平民伤害的良好实

践案例。这些案例被转化为一系列建议，分为“条令”“规划”“训

练”和“开展行动”四个标题；之后，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现役和退役

军官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研讨。该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本手册，此外，

正在进行的关于非国家武装团体开展城市行动的研究将对本手册进行

补充。

本手册主要面向旅营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他们实际或者可能参

与城市战。适用情景也很广泛：从非对称战争到大规模常规行动，从

涉及单个国家的行动到合作军事行动，以及技术能力有限和技术深厚

的军队。但重点关注的是武装冲突情况中的行动，因此适用于武装冲

突法。3

本手册假定读者大致了解武装冲突法和其他规制军事行动的国际

法框架的基本内容。其目的不是为了重申武装冲突法，而是协助指挥

官确保其训练部队以及规划和实施行动时，限制对平民和未参与敌对

行动的其他人（被拘留者、伤者与病者以及医务人员）的伤害，并确

保死者受到尊重。其中的多数内容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广为熟知的“标

准”良好实践和程序，但仍应作为一份有用的检查清单。

3 该定性是基于对情势的法律分析。武装冲突法不同方面的可适用程度，首先取决于

某一冲突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



也门，萨那（2015年5月）：一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小组

评估萨旺地区战斗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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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4

4 关于规范城市战的法律框架的更详细分析，参见ICRC,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2019, ICRC, Geneva, pp. 
15–25: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file_list/challenges-report_

urbanization-of-armed-conflicts.pdf，所有网站的访问日期均为2021年3月17日。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file_list/challenges-report_urbanization-of-armed-conflicts.pdf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file_list/challenges-report_urbanization-of-armed-conflic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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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HE LEGAL FRAMEWORK

指挥官的法律义务

所有参与规划和开展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及其参谋都必须确保其行

动符合各自的法律制度，并且在武装冲突的情形下符合武装冲突法。

武装冲突法属于更大的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规定了如何进

行战争的共识性规则。各国发展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平民居民以及没

有（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5的个人免受此种敌对行动的影响，并保护

战斗员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基于对军事必要和人道的谨慎平衡，这些

规则概述了哪些目标可以被合法攻击，以及如何攻击。武装冲突法的

适用不考虑战斗的原因。

本章不是为了详述规制城市地区军事行动的所有国际法规则。6而

是为了详细说明指挥官在训练、规划和开展城市行动时应当首要考虑

的一些关键的武装冲突法的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城市战，无论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关于敌对行为的武装冲突法原则

适用于敌对行动的三项主要原则是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

施原则。这些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任何合法攻击都必须遵守所有这三

项原则以及其他相关规则。然而，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使

指挥官及其参谋特别难以适用这些原则。正因如此，规则在此种背景

中最为关键。下文将依次讨论各原则：

• 区分原则

武装冲突各方必须始终区分平民和战斗员，民用物体和军事目

标。对军事目标的攻击是不被禁止的。但是，法律禁止攻击平民居

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以及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即不加区别

5 没有参与战斗的人，如被拘留者、医务人员、伤者和病者、死者和失踪人员。

6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ICRC,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Rules Governing 
Military Operations,《军事行动国际规则手册》2013, ICRC, Geneva: https://www.
icrc.org/sites/default/files/topic/file_plus_list/0431-handbook_on_international_rules_

governing_military_operations.pdf.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topic/file_plus_list/0431-handbook_on_international_rules_governing_military_operations.pdf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topic/file_plus_list/0431-handbook_on_international_rules_governing_military_operations.pdf
https://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topic/file_plus_list/0431-handbook_on_international_rules_governing_military_oper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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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军事目标、平民和民用物体进行攻击。在城市环境中，军事目标

靠近平民和民用物体，这意味着使用某些武器类型的攻击——其影响

远远超出目标——很可能会不分皂白地打击军事目标、平民和民用物

体，即使是针对特定军事目标发起的攻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是，由于极有可能造成不分皂白的影

响，因此，不应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

器，除非能够采取充分的补救措施，以限制相关武器的大范围杀伤效

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平民伤害风险。委员会还见证了杀伤人员地雷和集

束弹药的持续性不分皂白影响，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使用时。委员会

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使用这些武器。

许多物体可以同时用于军事和民用目的。例如，火力点可能位于

民用房屋的屋顶上，或者使用多层建筑中的某一房间作为指挥所。同

样地，发电站可以为军营、附近的社区和关键基础设施供电。如果用

于军事目的而使民用物体或其可分离部分成为军事目标，那么该物体

成为合法目标。然而，指挥官仍应遵守预防措施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规

则，这意味着他们应设法限制对其他民用物体的附带损害，并减轻因

损害有关物体的民用用途而对平民造成的后果。

• 比例原则

禁止可能造成直接或间接附带平民伤害7的攻击，如果该攻击与预

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8相比是过分的。比例原则所依据的关键概念

（附带平民伤害、军事利益和过分）给各级指挥官带来了挑战，特别

是在城市战斗中，攻击行动导致的平民伤害通常更难预测。

7 在本手册中，“附带伤害”是统称，涵盖对人和对物的伤害。

8 为了比例原则的目的，可证明平民损失、伤害和损害的军事利益必须是具体、直接

和军事的。“具体”和“直接”两个限定词意味着军事利益应该是实质和较为密切

的。预期的利益必须足够明显。因此，应当排除模糊、假设、间接或长期的利益

（包括间接源自政治、经济、道德或金融领域的可能军事利益）。典型的带来军事

利益结果的例子包括摧毁敌人的据点、军事指挥部或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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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措施原则

在所有军事行动中，必须经常注意避免攻击平民居民、平民和民用

物体。这里的“军事行动”一词是指武装部队为战斗或与敌对行动有关

而进行的所有行动、演习和其他活动。例如，这些行动包括城市地区的

地面行动、建立包括基地在内的军事设施、防御准备和搜索行动。在任

何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平民居民面临的危险越高，所需的注意程度就越

高。在城市地区开展行动时，适用严格的注意标准尤为重要。

考虑到军队发动攻击时对平民造成伤害的巨大风险，武装冲突法

针对规划、决定或实施攻击的人员规定了额外的义务。还要求冲突各

方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攻击的影响。

预防措施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下文将进一步详细探

讨这些措施：

- 积极预防措施依赖于“可行性”原则，即考虑到攻击时的

普遍情况，包括人道和军事考虑，采取一切实际可能的预

防措施。例如：

      • 检查目标确属军事目标

      • 选择可能造成最小伤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 如果目标显然不是军事目标，或者攻击可能不成比例、

不分皂白或违反武装冲突法，则应取消或停止攻击

• 对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发出有效的事先警告，除非

情况不允许。

- 消极预防措施是指旨在保护平民、未参与战斗的人员和民

用物体免受攻击影响的其他措施。可能的范例包括：

      • 将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撤离军事目标周围

• 避免将军事目标（例如兵营、军事装备或弹药仓库）设

在人口稠密区内或其附近

• 尽可能避免在人口稠密区部署部队、军事装备或运输工具

      • 采取在人口稠密区之外作战的战略和战术。

最后，绝对禁止使用人体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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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和其他包围战术

近期的冲突中再次出现了围困和其他包围战术，这往往会造成很

高的平民死亡人数。现在，只有专门针对敌方武装部队的围困才是合

法的。武装冲突法禁止使平民陷入饥饿的作战方法（换言之，围困方

不得将故意剥夺平民必需品作为征服敌方的手段）。同样，源于预防

措施原则的若干规则也要求双方在任何可行的情况下允许平民离开被

围困地区。

虽然临时撤退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法律要求，但不得利用围困

来迫使平民永久离开某一地区。如果平民流离失所（因为他们逃离或

从被围困地区撤退），则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他们有足够

的避难所，获得充足的食物、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供给，并确保他们

的安全（包括免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并且确保同一家庭的

成员不被分离。

在检查离开城市地区的个人或落实其他安全措施时，围困方（或

城市冲突的任何其他方）必须完全遵守武装冲突法和人权法。包括在

拘留时遵守有关人道待遇、生活条件和相关程序保障的规则。不得以

集体惩罚的方式进行检查。

留在被围困地区的平民继续作为平民受到保护。关于饥荒和救济

行动的武装冲突法规则旨在共同确保平民不被剥夺其生存所必需的物

资。换言之，如果被围困部队的指挥官没有能力向其控制下的平民居

民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则必须同意对这些平民开展人道救济行

动。同样，围困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允许人道准入，并允许为被围困地

区的平民开展救济行动。这里的“人道行动”一词还包括搜寻和收集

死者，以便日后进行身份识别和有尊严地处理或移交遗骸给其家人。

这取决于各方的控制权和能力，能对当前敌对行动的时间和地点施加

军事必要所需的临时和地理限制。然而，重要的是，冲突各方对死者

有搜寻、收集、搬离以及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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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受城市战影响人员的其他武装冲突法规则

除了上述规则，还有其他与城市战情况特别相关的武装冲突法规

则。这些规则包括：

• 为特定人员（例如医务人员、伤者和病者）以及物体（例如医

院、平民居民生存必需的物体以及文化财产）提供明确保护

• 保护处于冲突一方控制下的人员（如被剥夺自由者、生活在被

占领土或被围困地区的人员）

• 要求伤者和病者（包括平民和敌方武装部队成员）得到尊重和

保护（冲突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搜寻并收集伤者和病

者，保护其免受抢劫和虐待，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照顾，并且

不加以不利区别地搜寻、收集、搬离死者，保护他们免受虐待

和残害，使他们免受剥劫）

• 要求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得到尊重和保护

• 要求冲突各方允许公正的人道组织开展人道活动，并在任何情

况下尊重和保护人道工作者及其交通工具和设施

• 规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规范敌对行动之外对财产的破坏

和没收。

在某些情况下，在城市地区战斗的冲突一方可能不顾其武装冲突

法义务而行动（例如，故意在平民居民中建立防御工事，为军事目的

使用医院或其他受武装冲突法特别保护的物体，甚至将平民作为人体

盾牌）。然而，根据“非对等原则”，对手不遵守武装冲突法的事实

绝不能免除指挥官自身遵守和确保遵守规则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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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对参与城市敌对行动的指挥官而言，军队和平民——以及军事目

标和民用物体——的混杂对遵守武装冲突法提出了重大挑战，既要实

现军事目标又要使平民伤害减少到最低。在责任和决策下放的环境

中，关键是各级指挥官要了解武装冲突法原则如何在实践中适用，以

及这些原则对城市行动中保护平民的意义。



CHAPTER 1: THE LEG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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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条令是一套为行动提供依据和指导的原则。它是影响战场上（包

括城市地区）以何种方式开展行动的关键因素。

作为一般性建议，条令应该：

• 具有相关性和时效性，符合武装冲突法，在各级指挥部门保持

一致

• 既要关注“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其中平民是主要考虑因

素），也要关注“在建筑物稠密地区作战”（其中地形是关键

因素）

• 为标准行动程序（SOPs）提供依据，并为规划各种可能的城

市行动提供依据，以便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 包含一个监督和审查程序。

更具体地说，条令应当：

• 从战略到战术层面，清楚地阐明，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优先保

护平民

• 纳入武装冲突法，并提请各级指挥官注意，他们有义务使受其

指挥的人员，其次使其合作者，为保护平民（PoC）问题承担

责任。

• 确定在城市地区以最佳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方式开展行

动的备选方案，包括从“避免”到“减轻”的一系列方案

• 强调了解城市地形的重要性，需要事先了解和评估军事行动可

能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的风险，以及强调在训练、规划

和开展城市行动时纳入这些考虑的必要性

• 强调城市战斗期间可能需要的具体做法或能力，包括为支援撤

退和保护逃离作战地区的平民做好准备

• 明确规定被己方和合作部队逮捕或拘留的个人（通常被称为

“被拘禁人员”）的最低待遇标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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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要求的司法保障或程序保障，以及可适

用的最低标准

-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所有被拘禁人员的基本待遇标准

- 医疗治疗的安排

- 责任和治理

- 拘留相关活动的培训和规划

• 强调直接或通过中间方与敌方指挥官接触的选择，以便讨论减

少平民伤害的措施

• 强调各级指挥部门必须了解保护平民或影响他们的当地文化规

范和价值观（例如对死者的处理），并在行动中尊重这些规范

和价值观（应将其体现在标准行动程序中，并在行动前与下级

讨论）

• 在合作行动中，在盟友和合作者之间拟定保护平民方面的期望

和责任

• 为涉及平民伤亡和/或被控违反武装冲突法（通过制定国家指导

意见提供适当依据）的事件的管理过程提供指导和指示。9

条令为规划提供依据

从保护平民角度，为城市战规划提供依据的条令应包括：

• 正式规划或军事决策过程的指导，概述各步骤应如何考虑人文

地形——即平民、基础设施和服务可能如何受行动的影响，以

及如何减轻这种影响

• 分析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全面指导，将其作为

环境情报准备（IPE）过程的一部分（更详细的探讨参见“城

市行动规划”章节）

9 N. Lubell, J. Pejic and C. Simmons, 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 2019, Geneva 
Academy and ICRC, Geneva: https://www.geneva-academy.ch/joomlatools-files/

docman-files/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pdf.

https://www.geneva-academy.ch/joomlatools-files/docman-files/Guidelines%20on%20Investigating%20Violations%20of%20IHL.pdf
https://www.geneva-academy.ch/joomlatools-files/docman-files/Guidelines%20on%20Investigating%20Violations%20of%20IH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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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合作政策，包括与当地民间机构和人道机构接触，以便

讨论战斗期间和敌对行动结束后援助民众的安排，安排应遵

守武装冲突法并适当考虑人道机构的工作原则（中立、公正

和独立）

• 尽量减轻对医疗服务干扰的指导，以及如何在整个行动区域中

支持医疗服务的提供与安全获取（医疗服务的提供包括包含医

务人员、病人、设施和车辆的整个关联网络，）

• 在城市地区实施具体任务的指导，包括：

- 发出警告

- 支援平民、伤者和病者以及被剥夺自由者的撤离

- 检查

- 逮捕和拘留

- 搜寻、收集、搬离、对待和处理死者（参见第四章及其附录）

• 对合作者或盟友能力的客观评估，以确保不会因责任的分散而

忽视或不重视保护平民

• 关于敌对行动后的责任（包括重建工作）的明确指导，以及指

导使用武力的法律框架如何转换为执法行动中有关使用武力的

更为严格的框架。

为目标选择提供依据的条令10

鉴于城市战中战斗员和平民——以及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

的距离很近，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坚持严格和全面的目标选择程序是

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根本。因此，所有人员都应清楚和理解

城市战的目标选择条令，包括己方以及盟友和合作者的部队。下文

10 “目标选择是对目标进行选择、优先排序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过程，其间要考虑行

动要求与能力以及适用的交战规则和武装冲突法。”圣雷莫人道法国际学院，

《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2009年，圣雷莫，第21页：https://iihl.org/wp-content/

uploads/2017/11/Sanremo-ROE-Handbook-Chinese.pdf. 

https://iihl.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Sanremo-ROE-Handbook-Chinese.pdf
https://iihl.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Sanremo-ROE-Handbook-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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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件A提供了一份示范性目标选择清单。11更具体而言，相关条令

应当包括：

• 适用于目标选择的法律考虑环节，包括要求法律顾问提供法律

咨询，并定期演练程序

• 规划和开展合法行动所需工具的说明，以尽量减少平民伤害，

包括：

- 生活模式（PoL）分析，以详细了解城市地区中以及进出的

平民行为和活动，从而整体了解平民伤害的潜在风险

- 积极识别（PID），是指根据武装冲突法和可适用交战规则

（ROE），合理确定(根据功能和位置定义的)攻击目标为合

法的军事目标——这种方法通过观察和分析目标特征，包

括视觉识别，并且经常由各种情报收集方法提供支持。

- 附带损害评估（CDE），以帮助战场上各级指挥官规划、

命令和开展行动时能更有依据地评估预期损害，并采取措

施避免或者至少尽量减少附带损害

- 目标交战权限（TEA）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具体指导在适

用“自卫”交战规则的情况下（通常称为“交火中的部

队”，或TIC），如何遵守禁止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攻击以

及所有规制敌对行为的其他武装冲突法规则

- 通过所谓的“武器研制”（例如，通过调整武器、引信、

攻击角度、弹头大小和攻击时间）以减少附带伤害的选择

- 打击后战损评估（BDA），包括评估对平民、民用物体

（包括基础设施）和部分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

11 不同的军队适用该过程的方式有所不同，详见ICRC,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22–23 June 2016 – Quebec: https://www.icrc.org/
en/download/file/79184/4358_002_expert_meeting_report_web_1.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79184/4358_002_expert_meeting_report_web_1.pdf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79184/4358_002_expert_meeting_report_web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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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伤亡追踪（CCT）小组，以确定平民伤害的程度，了

解原因，学习如何在将来的行动中尽量减少伤害，提出建

议，确定责任，并酌情提出旨在减轻平民伤害的措施

• 限制在城市环境中使用某些武器系统或弹药，如果使用可能违

反武装冲突法规则（包括禁止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的攻击）：

武装冲突各方应在政策上避免在人口稠密区使用影响范围大的

爆炸性武器，除非采取充分的缓解措施，以限制其大范围影响

并减少由此造成的平民伤害的风险。

• 建立和更新禁止打击清单（NSLs）的政策，包括，如医院和

停尸房、提供基本民事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文化场所、居民

区、学校、市场和宗教场所。

条令为标准行动程序提供依据

应当定期审查并更新条令，以反映当前的现实情况和保护平民相

关的良好实践，并应酌情完善或制定标准行动程序。特别是，城市战

条令应作为以下内容的基础：

• 明确军事单位和人员保护战场上平民和民用物体作用和责任方

面的标准行动程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斗员行为守则》12

可作为针对城市行动参与士兵的具体文件的基础）

• 人道机构以及其他可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民间团体的任务和作用

方面的指导，以及与这些机构接触的政策和指导

• 涵盖人口流动和军事支援平民撤离的标准行动程序，包括责

任、确安全路线、避难区、安全和援助、检查程序以及专业部

队和工作人员的分配

12 ICRC, Code of Conduct for Combatants, 2011, ICRC, Geneva: https://www.icrc.org/

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526-002.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526-002.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526-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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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逃离战斗的平民提供战术支持的指导，包括是否和如何与他

们沟通，以及如何协助他们逃离（方式需注意年龄和性别，考

虑残疾人）

• 关于合法逮捕和拘留行为的标准行动程序，以及部队和指挥官

在该程序各阶段具体责任的标准行动程序，直至责任在适当时

移交得到承认的（民事或军事）拘留当局

• 关于适当和有尊严地对待死者的标准行动程序（参考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关于非专业人员管理遗体和死者信息的最佳行动规

范》13以获得更多指导）。

持续评估和再评估

与所有形式的战斗一样，开展及时、客观的行动后评估（AAR）

应作为城市战斗一部分，无论是作为事后调查还是常规评估。虽然人

们可能关注完成任务的进展，但反思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影响以及如

何改进程序也同样至关重要。这可能涉及打击后战损评估和追踪平民

伤亡，但同样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展。开展行动后评估的频率很重

要，同样重要的是，现役部队与其盟友和合作者以及轮换的后续部队

就如何减少平民伤害交换意见。

13 ICRC, Operational Best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main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Dead by Non-Specialists, 2004, ICRC, Geneva: https://www.
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crc-002-858.pdf.

小  结

城市战条令是训练、规划和开展城市行动的基础。它应适合城市

战的具体要求，并符合武装冲突法。它应该清楚阐述减少平民伤害的

重要性，并说明如何做到。各级指挥部门以及盟友和合作者之间的信

息应保持一致。应当讲授和理解这些信息，不留模糊之处。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crc-002-858.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crc-002-8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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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URBAN WARFARE DOCTRINE

根据交战规则/命令，你是否有权进行攻击？

该目标是否在禁止/限制打击目标清单上？

该目标是否对敌方的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

在目前的情况下，毁坏或使该目标失去效用

是否将带来明确的军事利益？

攻击是否预计会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

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

或三种情形均有（即附带损害）？

你的目标选择指令以及交战规则是否允许

附带伤害/损害？ 

是否存在具有相同军事利益而附带伤害/损害风险

更小的替代军事目标？

在选择攻击方法和手段时，是否采取了一切可能的

预防措施，以避免或者至少尽量减少附带使平民

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

如果攻击可能影响平民居民，是否已经发出了

有效的事先警告？

攻击是否可能附带造成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

利益相比为过分的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

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

不要攻击

重回起点，

确定新目标

采取措施，

然后重新

评估

发出警告，

然后重新

评估

不要攻击

可以攻击，

但需继续监测。

如情况有变，

则应重新评估

攻击。

可以攻击，

但需继续监控。

如情况有变，

则应重新评估

攻击。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附件A：目标选择示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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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对指挥官和部队开展现实的培训是确保武装冲突法得到理解并被

有效纳入行动规划和实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作为最复杂和要求最高

的战争形式之一，城市战需要使用适合任务的装备进行特定和集中训

练。各级指挥官必须了解城市地形及其平民情况。

训练的一般注意事项

• 应该尽可能地开展实际的“一线”训练，以最好地模拟城市作

战情况（人员拥挤、混乱、分散，能见度有限，通信间断，等

等），并能反映出从过去或当前行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

此类实际训练不可行，则应考虑开展指挥所演习（CPX）、学

习日、虚拟现实工具（VRT），并酌情在指挥官和部队以及民

间或人道机构之间开展情景讨论。

• 情景不仅要反映作战环境和敌人的可能行为，还要包括真实的

平民存在（按照年龄、性别、残疾和数量）和活动，平民面临

的风险，以及他们的行动和反应，以便在部署前使部队熟悉和

适应。应避免简单地将平民作为“压力测试”从而使指挥官的

决策复杂化，或作为取得民众支持的演习。重点应是在混乱和

挑战性环境中保障民众的安全。

• 在一线训练中，应以对待所有其他演习“参与者”相同的方式

对待民众（例如，使用现场模拟设备时，平民参与者也应装配

武器传感器，以登记平民伤亡情况）。

• 援助人员应参与实地和人员训练（在可能和资源限制允许的情

况下），以帮助指挥官、工作人员和部队了解人道组织在此种

情形中的作用和他们所遵守的原则，以及平民居民的可能需求

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 如果要在城市行动中使用无人机（UAVs）和光学装置等专业

部队和设备——它们能更清晰和准确地识别目标和武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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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好地限制对预期目标的影响——那么应该确定相关的训

练需求。训练应关注更好地识别平民存在、移动模式和/或相

关指标。

• 应事先决定保护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设施以及保障供给的措施，

并将其纳入行动前和行动期间的训练。训练应涵盖在武装冲突

中工作的军事和平民医务人员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如何最好地

保护他们。

• 初级指挥官应接受遵守武装冲突法决策的具体训练，特别关注

在城市环境中开展敌对行动的相关规则和原则（区分原则、比

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并附有对行动后评估的具体情景和

简介的绘图。

• 教育和讨论城市战中的行动以及适用武装冲突法所带来的法律

和道德困境，应是城市行动准备工作的特点之一。

对指挥官的训练

鉴于最高指挥官在优先保护平民方面的影响力，高级参谋/军事

院校应讨论保护平民、部队保护（FP）和完成任务的行动三要素，包

括在合作行动的背景之中。指挥官的训练应包括了解如何减少平民伤

害，城市战对其指挥的部队适用武装冲突法所产生的法律困境，以及

根据最近发生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鉴于指挥官有责任履行目标

交战权限，应更广泛地了解目标选择程序。

对总部人员的训练

总部规划人员应熟悉城市行动，并应了解人文地形。培训的具体

考虑包括：

• 对人文地域的详细分析，包括平民的日常行为、他们面临的风

险以及冲突期间平民可能的行动和反应

• 对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详细分析，包括听取军事工程师和/或

了解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的人员的意见



• 探讨必须考虑的预防措施，既涉及攻击时，也涉及保护处于

自身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敌方攻击己方部队的

影响（例如，如何发出有效的警告，以及如何将平民居民和

民用物体搬离军事目标附近，避免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稠密

区内或附近）

• 判断训练，关于授权使用致命武器前评估平民伤害的风险。

目标选择训练

目标选择是总部作战工作的关键方面。因此，所有参与目标选择

程序（包括预先规划和动态发展过程）的人员都应该接受全面的训练

并参加相关的演习。训练应包括以下内容：

• 对目标选择程序和比例性评估训练，从而使在城市环境特定条

件下评估预期的军事利益和附带伤害成为更为自然，最终是自

觉行为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考虑攻击直接造成的附带

伤害（即直接的平民伤亡，以及武器的爆炸和碎片效应对民用

物体的损害），还要考虑间接或衍生影响14（只要是可预见的

影响）。下图示例了爆炸对基本服务的直接和衍生影响。15

14 某一事件的衍生影响是其间接后果，通常也被称为“二级和三级”、“连锁”或

“长期”影响。例如，对平民住宅的附带损害可能会导致平民流离失所，而对医院

的附带损害则可能扰乱医疗服务，进而可能导致病人死亡。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例

如重要的水电设施和供应网络，特别脆弱并易受城市背景中攻击的附带影响。因为

依赖于关键基础设施的基本服务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以至于一种服务的中断会对其

他服务（例如医疗、能源、水供应和废物管理）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疾病的传

播和更多的死亡。

15 迈克尔·塔拉米，马克·吉托恩，“爆炸性武器对城市服务的影响：空间和时间上

的直接及衍生影响”，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8卷第901期，2016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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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的积极识别训练，并结合有效的积极识别程序和现有技

术。这可以大大降低附带伤害的风险和“友军误伤”的可能

性，特别是在合作行动期间。

• 熟悉规划和开展动态目标选择的程序（即对时间敏感性目标和

被判定为自卫的情况）。16在目标交战权限可能被授予较低级

别指挥官时，重要的是，负责人员事先接受了目标选择程序训

练，并对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以及其他关于敌

对行动武装冲突法规则有更多了解。

对初级指挥官和作战部队的训练

相关训练应当包括：

• 强调根据武装冲突法原则进行有时间限制的决策（特别是在城

市环境中适用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16 在城市地区的作战行动中，与敌方交战部队的火力以及火力支援，必须遵守所有规

制敌对行动的武装冲突法规则，即使被判定为自卫。

爆炸 直接影响……

……对人员、硬件

设施和消耗品

衍生影响……

……对同一服务的上游、中游和下

游组成的影响

……对其他服务的影响（“多米诺

效应”）

……对爆炸区之外的影响；以及

……爆炸发生之后的长远影响。

+

冲击波

碎片

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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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在战斗员/战士和平民可能并存的情况下的决策和交战规则，

以及关注如何以最佳行动来减少平民伤害。此类训练可能涉及：

- 各级别人员的判断（即是否射击）训练，涵盖以下情形：

•  平民被用作敌方关键阵地的人体盾牌

•  平民逃离战斗，战斗员可能混杂其中

- 安全、迅速地将伤者和病者、被剥夺自由者以及平民从邻

近的作战地区撤退

- 保护在战火中逃离战争的平民

- 搜寻、收集、搬离和有尊严地处理死者（即确保采取措施

识别其身份，并按照武装冲突法规则尊重地对待他们）17

- 熟悉不同种类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及其提供的基本服务，以

便人员能够区分它们（例如，区分水处理厂和废水处理厂）

• 探讨战斗中面临的法律困境（可能使用（非语境化的）实际违

法案例），例如：

- 受伤、生病或死亡的战斗员/战士的待遇/撤退

- 被俘人员的待遇，包括伤者

- 虐待战斗员/战士的平民家庭成员的风险，特别是在搜查期间

- 在自身部队受伤或死亡，并且紧张局势加剧后，虐待平民

的风险。

• 在城市环境中的武器处理和射击原则，这将有助于确保武装冲

突法中区分和预防措施原则得到适用。

行动期间的训练

根据行动的性质和时长，应尽可能对参与战斗的部队开展“脱

产”的继续和进修训练。训练应借鉴从当前行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1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死者人道待遇：对死者予以尊重和保护”，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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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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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城市战是要求最为严格的战争形式之一，因为它对指挥官和部队

提出了在其他环境中不常见的客观、理念和法律要求。因此，为城市

作战开展训练至关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使部队适应在每一行动都

将影响平民的战场上作战。若复制一个完全处于战事中的城市环境十

分困难，并在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范围内使用此种训练设施。因此，应

考虑将模拟和虚拟现实工具（VRTs）作为替代的训练机会。

并包括已验证的平民伤害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或至少减少这种伤害。

关键方面可能包括： 

• 通过判断训练，利用战斗中的实例，提高对武装冲突法和交战

规则的认识和理解

• 讨论部队在战斗中面临的法律困境

• 进行靶场射击，以检查武器的准确性并调整武器的操作方法

• 考虑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如何影响部队区分目标与平民和民用

物体的能力（例如，确定最可能使平民面临伤害风险的敌方战

术，并决定如何采取最佳行动从而减少该伤害）。

如果此种实践训练不可行，则应通过指挥官简报和/或书面更新来

传递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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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武装部队军官在马拉维战役（2017年）期间

开展行动规划。来源：菲律宾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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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军事作战行动中的决策过程》，2013年，日内瓦：https://
shop.icrc.org/decision-making-process-in-military-combat-operations-pdf-cn.html. 

本章沿用了《军事作战行动中的决策过程》18（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2013年出版的手册）中军事规划的通用四步流程：了解问题、因素

评估、行动方案制定与评估以及指挥官的决策（见下图）。对本手册

所针对的具体情况，本章内容结合了城市战的情况，强调了规划过程

中与人文地形和对平民影响有关的部分。

理解问题

•  法律框架

•  指挥责任

•  指挥官的指令

评估因素

•  作战空间情报准备（IPE）
•  环境

•  平民

•  敌方部队

•  己方部队

•  时间

•  交战规则

行动方案的制定与评估

•  部署

•  火力支持

•  兵棋推演

指挥官的决策

https://shop.icrc.org/decision-making-process-in-military-combat-operations-pdf-cn.html
https://shop.icrc.org/decision-making-process-in-military-combat-operation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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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问题

法律框架

适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法律框架必须始终贯穿规划过程，包括制

定适当的行动方案。任务指令很可能包含具体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以

及适用的武装冲突法规则（包括相关的条约和习惯法）。

武装冲突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况。武装冲突法不同方面的适

用程度首先取决于冲突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在某些情况下，

几个武装冲突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领土上发生。指挥官和参谋清楚

地了解规制其行动的法律框架所带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指挥责任

指挥责任（或分级问责制）是武装冲突法的一项关键原则。指挥

官及其参谋有法律责任确保命令是合法的，并且下属合法地执行了这

些命令。指挥官必须确保部队接受有关武装冲突法及其适用的培训。

还必须设立报告和处理涉嫌违反行为的机制，该机制应适用于部队所

有方面。必要时，必须设置法律顾问，向适当级别的指挥官提供武装

冲突法适用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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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的指令

指挥官起初应该在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阐明保护平民的意图和

义务，应该由总指挥官（也可能由政治层面领导人）明确说明。

“行动三要素”是进行探讨的有用工具，它反映了指挥官经常需要

平衡的三个可能相互竞争的目标：完成任务、部队保护和保护平

民。如下图所示：

完成任务

部队保护 保护平民

指挥官的目标是在设定的资源和限制条件下完成任务。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在平衡其他考量要素的同时最好地实现该目标——特别是

部队保护和保护平民，这两者都可能被赋予战略政治优先性。这三个

要素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如果军队不能充分保障其战斗力，则很

可能无法完成其任务。同样，保护平民也是一项法律要求，对维持对

战斗的支持，进而成功完成任务也至关重要。因此，任何规划过程都

需要在这些可能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同时始终

遵守武装冲突法的限制。

这种平衡应反映在指挥官在正式规划过程开始时向参谋和下属发

出的指导意见中——从战略到战术层面，无论相关行动的类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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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保护平民的具体指示，即避免或至少尽量减少平民伤害和基础

设施损害。部分重要的考虑因素详见下文：

• 负责人道事务和联络的高级军官或官员：应任命一名军官或官

员，在规划期间关于人道影响向行动指挥官提出建议，并在战

斗期间最新建议。

• 作战方法和手段：城市战对部队的所有成员提出了特别要

求，尤其是因为城市战的分散性以及对初级指挥官的具体要

求。初步评估城市情况以及军事目标与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距

离之后，可能会发现，使用某些武器系统或弹药——特别是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以及特定的方法指示，可能存在

问题。在一开始就强调该点可以使参谋注重缓解措施或者使

用替代方法和手段。

• 警告：武装冲突法规定了发出警告的具体义务，这在城市战的

准备阶段和战斗期间格外重要。应当理解和宣传相关义务（关

于警告更详细的探讨参见下文）。

• 重建/复建规划：当战事平息时，提前规划战后事项很重要。指

挥官应考虑的其他事项包括：

- 限制破坏对城市冲突后重建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公布

“禁止打击清单”和其他手段），例如，在道路和桥梁上炸

坑而不是将其炸毁，以免破坏其附近或下面的电线和水管

- 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维修/重建团队清理通道

- 酌情与地方政府合作，恢复基本服务和公共服务，保护相

关人员和资产（如办公室、仓库、货场和车辆）

- 与民防队联络，搜寻、收集和搬离受损建筑物中的伤者、

病者和死者

- 采取措施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弹药的影响（例如，在

战斗结束后，尽快标记污染地区，清除或销毁地雷和未爆

弹药，并分享有关所用弹药和可能发现地雷和未爆弹药地

区的信息，包括靶场训练留下的未爆弹药）



第四章：城市战的规划 37

S.
 B

ad
ie

i/I
CR

C

在加沙地带冲突中被毁坏的存放电器的库房（2014年）。

- 确保所有人员了解武装冲突期间和战斗结束后适用的法律

框架（在冲突后的环境中向城市运营转型的法律和实际影

响应反映在交战规则中，并向所有部队（包括合作部队）

清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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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因素

19 合作伙伴之间的正式安排是为了实现冲突中的特定军事目标（参见第六章）。

环境情报准备

与传统的战场情报准备不同，环境情报准备是更广泛的工作，包

括分析所谓的“人文地域”（包括关于人口统计、地点、密度、人

道状况以及战斗前和期间平民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的所有可获得信

息）。了解人文地形对于遵守武装冲突法，特别是规制敌对行动的相

关规则至关重要。

考虑因素包括：

• 平民面临哪些风险

• 平民是否可能试图离开城市地区还是留在原地

• 平民如何看待冲突各方（以及他们是否会避开有特定当事方存

在的地区）

• 哪些当地或文化习俗可能被误解为可疑行为，例如在凉爽的夜

间修理道路和沟渠

信息来源包括：

• 人类学家

• 社会学家

• 市政顾问

• 宗教和非正式（社区或部落）领导人（他们可以帮助更好地了

解动态变化、联系关系、态度和可能采取的行动）

• 合作行动中的当地部队19（他们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

环境情报准备是持续的过程，应通过对日常平民行为的详细研究

以及全面的生活模式（PoL）分析进一步发展。应利用现有的监测资

源尽早进行，并应关注将来可能受到打击的地区（如敌方总部或基地

附近）。然后，在规划打击时，相关调查结果应体现附带伤害评估，

并协助确保武装冲突法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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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在城市背景下，保护平民和基本服务20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具有独

特挑战性。近期和当前的武装冲突表明，无论是直接针对还是附带损

坏，关键基础设施21经常在敌对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到具有毁灭性后果

的破坏。这是因为在城市在被设计时没有考虑到战争，城市系统本身

很脆弱。在服务系统中经常会产生单点故障，如果无法正常工作，将

导致整个系统——连同其他相互依赖的系统——发生故障。例如，如

果一个变电站发生故障，不仅该系统内的电力供应将停止运作，而且

所有依赖它作为唯一电力来源的相关关键基础设施——如供水、废水

收集和处理、医院和学校——也将无法运作。下图反映了这种相互关

联性：22

20 “基本服务”是指对居民生存不可或缺的服务，如水和公共卫生、电力、医疗服务

和固体废物处理。

21 “关键基础设施”是指基本服务运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其损坏或破坏对服务的提

供有重大影响。

22 迈克尔·塔拉米，马克·吉托恩，“爆炸性武器对城市服务的影响：空间和时间上

的直接及衍生影响”，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8卷第901期，2016年，第44页。

水源 蓄水池和增压站

配电网

水处理厂

上
游

下
游

中
游

发电厂

上游 下游中游



40 减少城市战中的平民伤害：指挥官手册

下文概括了规划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部分要点：

• 只有在构成某一服务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都得到保护的情况

下，基本服务才能继续运行，三个组成部分包括：人员（操作

人员和技术人员）、硬件（基础设施和设备）和消耗品（如水

处理所需的化学品或发电机所需的燃料）。

• 应允许基本服务提供人员（及其设备、备件和消耗品）安全和

无阻地进入，以便他们能够继续履行其职责（如操作、维护、

评估和修理基础设施），并保持基本服务的运行。

• 必须充分了解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避免

基本服务的长期中断。

• 爆炸性武器在城市地区的直接影响会引发人道后果，使受影响

人口远超爆炸区附近人口（即衍生影响）。

• 规划人员应获得培训和装备，以识别民用基础设施。相关工作

团队应包括法律顾问、工程师、地理空间成像官员和民政工作

人员，并应在可行时向民间机构寻求额外的建议，例如地方或

国家民政机关以及适当的环境和人道组织。这些信息可以通过

远程识别（如地球观测图像）和公开来源的数据进行补充。可

行时应找出提供服务的替代来源，以确保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时

服务的连续性。

全面的环境情报准备应该提供对城市地区客观构成的详细信

息——特别是关键基础设施的性质、位置、状况和相互关联性。这些

信息应当用于评估攻击可能造成的附带平民伤害，进而使基础设施成

为预防措施的优先部分。它还应有助于交战规则的发展和火力支援控

制措施，包括禁止打击清单，以及适时的交战授权。还应预先考虑在

发生损坏或维修不当的情况下提供关键服务的替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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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巴士拉（2003年）：一枚105毫米的炮弹射入该市东部一个

抽水站的电柜墙内，切断了相当一部分人口的供水来源。

支持提供医疗服务

武装冲突法规则要求在作战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向民众提供有

效的医疗服务。这种提供对于减少平民伤害至关重要，应在规划过程中

加以考虑。在行动前，部队应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相关非政府组织、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在行动区内外提供医疗援助的其他组织进行协调。

（作为最低限度）应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当局达成关于协调措施和程序

的协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敌对部队达成协议。23应制定计划，利

用军事医务人员、设施和程序（包括在大规模伤亡事件中）撤退和治疗

平民伤亡人员。应考虑不同年龄、性别和残疾的平民能否平等、安全地

获得医疗服务，以及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对他们有利。

23 See: ICRC, Protecting Health Care: Guidance for the Armed Forces, 2020, 
ICRC, Geneva, pp. 18–19: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

uploads/2021/03/4504_002-ebook.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4504_002-ebook.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4504_002-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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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前和行动期间应定期评估行动环境。评估应包括：

• 识别、绘制和定期更新医疗设施及其所依赖基本服务的位置，

并相应地更新禁止打击清单和敏感地区清单

• 确定并定期更新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正式和非正式

的）及其在行动区内外工作的车辆（救护车、无标志民用车

辆等）

• 确定并定期更新官方认可和/或承认的车辆识别系统（车辆类

型、标志、电子追踪等）、视觉或非视觉设施识别标志和符号

（分白天和夜晚），包括从空中识别，以及人员识别安排（身

份证、制服等）

• 评估针对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对医疗服务提供带来的潜在直接

和间接影响，如中断基本公用设施和病人及其家属的使用（电

力和供水中断，紧急服务和供应路线受阻等）。

支持提供法医服务（殡葬服务）

根据武装冲突法义务，部队必须在情况允许时，特别是在交战结

束后，开展搜寻、收集、搬离和识别死者的行动，并便利有尊严的处

理死者遗骸。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额外痛苦，并防止人口失踪。

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应考虑此类行动。部队可以与殡葬部门、当地警

察、社区负责人、非政府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家红会和其他

提供殡葬服务和家庭联络服务的第一反应者进行协调——包括制定与

法医中心、当局的协调措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敌对部队协调。

与平民有关的可能军事任务

对人文地形的详细评估应识别部队可能执行的任务，既要实现军

事目标也要减少伤害平民的可能性。除了确认平民存在和核查生活模

式（可以通过空中监视或固定观察站进行），部队还可能需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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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平民和/或其指定代表或协调人的交流方式，以便履行

其法律义务（提供有效的事先攻击警告，使平民有时间离开、

寻找避难所或采取其他措施保护自己），并根据需要提供常规

信息

• 为受伤和生病的平民和敌方战斗员提供或准备医疗照顾，同时

根据需要管理死者

• 在撤退期间协调对平民的支持和行动，以及支持逃离战斗的平

民（关于撤退规划的简要指导请参见附件A）

• 确定并与地方/国家当局和人道机构接触，为直接受战斗影响的

人员提供支持（这主要是冲突各方的责任）：包括在总部设立

专门区域供联络员工作

• 确定城市地区内外可供平民自愿集会的场所（如体育场或市

政厅）。

人类和自然环境

在规划中应考虑到影响人口的环境方面，因为它们会影响确保行

动遵守法律的能力。例如，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基本服务的质量和

产出下降，或农业用地或水源的退化或遭到破坏，都会给平民带来更

大风险，使社区对冲击的抵抗力下降。同样，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的

影响——如农作物或牲畜的损失、清洁水或农业用地的缺乏、生态系

统的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必须在规划和开展行动时加以

考虑。

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环境在默认情况下是民用性质的，环境的

所有部分都是民用物体，除非它们成为军事目标。虽然一定程度的环

境破坏是武装冲突中所固有的，但规划者需要熟悉并必须遵守武装冲

突法规定的保护环境的规则（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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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24除了上述一般规则，还要遵守部分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规则：

• 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必须适当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 禁止使用意图或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

战争方法或手段。

• 不得将破坏自然环境作为武器使用。

• 禁止以报复的方式攻击自然环境。

为了限制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国家和冲突各方应在可行和与

行动相关的情况下，在军事行动之前和期间定期采取和实施措施，以

增加对这些影响的了解。考虑的因素应包括：

• 一般的人道情况（卫生、食物和水供应、医疗设施等）和支持

性基础设施的状况（如医院和食物供应及储存设施）

• 环境损害的风险和后果，包括可能影响城市地区的有毒工业化

学品或其他危险能量的释放（如核电站、燃料装置或水坝和堤

坝），以及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弹药的存在

•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损害，这可能导致服务故障和环境损害

• 城市构造与附带损害风险之间的联系（例如，房屋和其他建筑

物抵御冲击的能力，建筑物是否有地窖作为可能的避难场所，

以及火灾风险，特别是在老城区）

• 天气和气候如何影响当地的生活条件，包括极端高温对获取水

有限的人们的影响，或者寒冷天气对没有电力或取暖燃料的社

区的影响

• 战斗地区中环境特别重要或脆弱的区域（应提供并查询相关地

图）。25

24 详见：ICRC,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2020, ICRC, Geneva: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
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pdf-en. 《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

则》。该指南根据国际人道法，为国家和武装冲突各方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

32条规则和建议。

25 更详细的指导可参见ICRC,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2020)。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pdf-en
https://shop.icrc.org/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pdf-en


第四章：城市战的规划 45

敌方部队

敌方会如何对待平民，将对己方部队的规划和战争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除了从战斗经验中获取证据外，规划者不妨考虑以下问题：

• 敌方是否会遵守武装冲突法，并允许平民在愿意的情况下离开

城市地区？

• 敌方是否可能同意暂停战斗，以便提供人道救济？

• 与敌人沟通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直接或通过适当的中间人，在

后者情况下，由谁以及如何沟通）？

• 敌方是否可能使用可能造成平民伤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

• 敌方是否可能直接攻击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

• 敌方战斗员是否可能有自己家人陪同，家人作为平民有权得到

保护（除非己方部队得到明确的通报，否则他们的地位可能不

确定）？

• 敌方是否有可能利用平民来掩护其行动，如果肯定，如何掩

护？

• 敌方军队是否靠近平民非常集中的地方，如果是，己方部队行

动是否有可能造成平民附带伤害？

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应表明一些可能的任务，例如：“尝试与敌

方适当级别的指挥官接触，讨论暂停战斗以开展人道救济”。

己方部队（包括合作部队）

一旦环境情报准备完成并确定了部队的可能任务，指挥官必须在

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中做出决定（例如，关于医疗和工程能力，或部

署情报、监测、目标取得和侦察资源，以支持生活模式分析）。指挥

官还应该考虑己方部队如何行动和应对战场上平民的存在。考虑的因

素包括：

• 投入战斗的时间，以及己方伤亡的强度和水平（这些因素可能

单独使战斗更加紧张，如果相结合则会导致违反武装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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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战斗中的行为以及是否有违反法律的案例

• 部队对城市作战的准备程度，包括关于武装冲突法和交战规则

的培训水平，以及专门针对城市的培训

• 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如造成紧张局势的历史同盟或分裂。

再次强调，各级指挥官必须从对待民众的角度制定行动并确定保障

措施。相关措施可能包括让部队轮流短期脱离接触，以减少战斗压力和

不遵守武装冲突法的风险，并就战斗中面临的挑战举行小组讨论。

武器、弹药和装备的可用性也会影响城市战役实施中的优先事

项，因为能够减少平民伤害的装备可被用于其他优先事项。相反，尽

管技术进步并不专门是为了减少平民伤害，但它可能赋予指挥官此种

能力。下文详细说明了装备方面的部分考虑因素：

• 监测：

- 无人驾驶飞行器（UAVs）/无人机：虽然空中监测设备通常

用于关注敌方，但它也可以提供平民行为的相关信息，以

及帮助定位和识别民用基础设施（在地面或以上）。随着

体积的减小和光学性能的提高，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探测

到建筑物和单个房间内的平民存在。无人机也曾在战斗中

被用于向被隔绝的家庭提供水和电话，帮助他们更加安全

地逃离。

- 放大倍数瞄准器：尽管城市地区中的瞄准线短和交战范围

有限，但事实会证明，放大倍数瞄准器——被安装在武器

上或手持设备上——对区分平民和战斗员非常有帮助，并

能提供精准火力（从而符合区分和预防措施原则）。如果

作战部队无法获得这种瞄准器，向指挥官发放该设备仍然

是有用的。

- 夜视装置和武器瞄准器可以支持区分和预防措施原则的适

用，尽管城市地区的环境光线会扭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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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和弹药

- 精确制导武器（PGMs）：对许多部队来说，精确制导武器

的价格越来越低，而且更容易获得。指挥官和参谋应考虑

在精确制导武器可用时如何履行保护平民的义务，并据此

优先考虑。虽然该武器在城市环境中的部署受制于相互竞

争的行动优先事项，并应受到严格控制，但如果可以避免

或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伤害（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武装冲

突法认为的选择作者方法方面的可行预防措施），则特定

攻击必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 低附带毁伤（LOCO）弹药：部分精确制导武器尽管准确

和精准，但其爆炸负荷和破坏半径大，可能导致大面积影

响。使用低附带毁伤弹药可以减少对预定目标附近的平民

和民用物体的损害。

- 直接火力武器：狙击手、反坦克武器、坦克和火炮在用做

直接火力时，相较于空投弹药和间接火力，具有效果直接

和相对精确的优势。在有瞄准线的情况下，更精确地打击

目标可以减少附带平民伤害，尽管可能对己方部队造成更

大的风险，因为这会增加了他们的暴露度，减少与目标的

距离。指挥官需要考虑这类武器的破坏半径，即使是用作

直接火力，也要平衡风险，同时接受对武装冲突法原则的

绝对遵守。

- 部队不得使用具有部分皂白效果的武器，如杀伤人员地雷

和集束弹药。

时 间

与城市战期间保护平民相关的时间问题包括：

• 居民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如何？如果被作战行动中断，现有的食

物、水或医疗物资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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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提供基本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基线状况是如何？是否有

可行时需尽快采取的紧急措施，如在市政供水网络遭到破坏的

地方使用卡车运水？

• 居民可能需要多长时间对诸如攻击警告之类的信息作出反应？

撤退可能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应该/必须发出警告？

• 敌方指挥官能以多快的速度回应信息？

• 如果可以安排人道停火，人道组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始提供

援助（药品、食物和水）或支持其他保护需求（如搜索、收集

和撤退伤者、病者、死者和失踪人员家属）？整个过程将需要

多长时间？

• 是否存在特定的时间，居民受到攻击的风险较小，例如天黑的

时候（根据生活模式分析）？

交战规则

交战规则授权使用武力和使用特定能力，并对其加以限制。交战

规则和目标选择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

• 部队只能针对相关交战规则允许作为目标的军事目标。

• 交战规则可以对目标选择施加超出武装冲突法要求的政策限制。

• 交战规则绝不允许选择不符合武装冲突法的目标。

在行动前，指挥官应确认所有下属都熟悉并演练了作战行动批准

的交战规则。在适当情况下，应该包括可能适用所谓的“自卫”交战

规则的情形。所有部队都必须清楚平民“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含义

（也就是说，相关情形导致平民丧失武装冲突法规定的免受攻击的保

护），并意识到将无害的平民行为错误定性为可疑行为而导致的错误

风险（参见上文关于环境情报准备/生活模式分析的章节）。总而言

之，指挥官应确信，其所指挥的整个部队充分理解规制战斗中使用武

力的原则（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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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情况不允许，否则必须对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事先发出

有效的警告。应从平民居民的角度评估警告的有效性：应该使受攻击

影响的人口中尽可能多的平民（包括妇女、男子、男孩和女孩）能够

获得和理解警告，应使他们有时间离开、寻找避难所或采取其他措施

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警告必须减少平民暴露于危险之中。指挥官

应当考虑：

• 如何以最佳方式传递信息，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和了解

信息

• 信息是否易于理解和记忆（即信息是清晰和无歧义的）

• 如何确保所有的合作者和机构之间信息的一致性

• 什么是攻击前的充分通知

• 居民是否能自由对警告做出反应

• 部队是否知道警告已发出，并在适当情况下能够采取行动支持

所收到的指示

• 如何对待选择留下的平民（不应假定他们与敌人有联系，应保

持他们作为平民的受保护地位）。

武装冲突法禁止强迫人口流离失所，除非相关平民的安全或必要

的军事原因需要如此，而且仅限于必要的条件存在时。除此之外，冲

突一方将平民居民暂时撤离敌对地区显然是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例

如，在被围困地区，临时撤退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法律的要求。在

任何情况下，撤退只应作为最后采取的保护措施：平民不应比他们留

在原地时面临更大的危险，而且不能强迫他们永久地离开某一特定地

区（进一步的指导参见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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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的制定和评估

在制定己方部队的行动方案时，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应考虑一系列

方法和手段以遵守武装冲突法，包括在实现军事目标和保护部队时，

应要求避免或至少减少平民伤害在。虽然己方部队的计划自然会考虑

敌方的可能计划，但也必须考虑可能的平民反应。平民的存在将影响

行动的每个阶段，指挥官可能会面临没有预料的平民流动，并且他们

不能完全理解或有能力满足平民的需求。

每项行动方案都应根据武装冲突法核心原则进行检验，从军事必

要开始，依次考虑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应在兵棋推

演中评估和考虑各项行动的可能性和后果，同时考虑友军和敌方的行

动方案。

部 署

在规划期间，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应评估在城市地区临时或长期部

署军队会如何对居民产生影响。在可能建立基地的地方，武装冲突法

要求冲突各方尽量避免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稠密区内或其附近。如果

不可避免，冲突各方有责任允许平民离开，撤离或收容处于危险中的

平民。

火力支援

如果城市作战无法避免，规划人员可以根据各种类型的火力支援

考虑一系列行动方案。需要极其谨慎地选择和控制火力支援，因为它

们通常是造成城市地区平民伤害的主要原因。条令章节已经介绍了控

制间接火力和空中支援的公认措施，但值得再次强调准确和持续更新

目标选择过程对保护平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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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火力：虽然使用坦克、无后坐力火箭发射器和狙击步枪等

直射火力可能增加己方部队的暴露，但对减少对平民伤害而

言，通过瞄准线射击目标的优势显著。因此，行动方案应该反

映上述选择。

• 间接火力：近期冲突的证据表明，间接火力武器可能会对平民

造成最大的伤害威胁。军事目标接近平民和民用物体意味着，

一些在开放战场上合法的武器（如多管火箭发射器）在城市背

景中是不分皂白的，即使明确识别是可能的。不应该对位于人

口稠密区中的目标使用影响范围广的间接火力爆炸性武器，除

非已采取充分的缓解措施限制其大范围杀伤效果和及造成的平

民伤害风险，否则。在制定行动方案时，工作人员应权衡可用

的选择，例如评估火炮发射系统的精确制导武器的可用性以及

目标的优先性。由于精确制导武器可能有限，必须明确确定并

提出减轻平民伤害的替代方案（详见第七章）。

• 近距离空中支援（CAS）：空投弹药也可能造成平民伤害，

特别是在动态瞄准时投掷（通常来自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飞

机）。只有待命的空军部队能够投掷精准的武器，其爆炸载荷

与可能的目标“匹配”（相当），才能被派往攻击城市地区的

目标。空军部门的指挥官应确保这些特定资源/武器的可获得性

足以匹配在城市环境中交战的概率。

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是规划过程中的关键步骤。指挥官和参谋应考虑城市地

区的平民存在以及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可能反应，适用以下规范顺序：

敌方行动、己方部队行动、平民的反应。不应把平民的反应仅当作

“马后炮”：它仍应是影响指挥官决策的核心考虑因素，并且行动方

案应该根据可能的平民伤害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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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城市地区的行动规划可能比开阔地区的行动更加复杂，部分是因

为平民和民用物体的存在。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应全面考虑人文地

形，不仅要考虑环境如何影响战斗，还要考虑战斗如何影响平民居

民，特别是平民伤害的可能性。在选择“最佳”行动方案时，应牢牢

记住该因素。在对平民居民的影响以及可适用的法律义务方面，指挥

官应当对决策承担责任。

指挥官的决策

行动方案（COA）的选择

在决定行动方案时，指挥官将权衡所有因素以实现军事目标，包

括平民伤害的风险和为减少该伤害而确人的措施。被选择的行动方案

必须反映该职责，并为指挥官提供最佳选择，以尽可能小的人道影响

（如武装冲突法的要求）实现目标。指挥官必须为基于该分析的决策

承担责任。

演习计划

在起草行动的演习计划时，指挥官应明确保护平民的意图。下级

指挥部门也应明确表达该意图。

执  行

指挥官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暂停或取消任务的执行或行动

的特定部分。例如，这适用于以下情形：目标显然不是军事目标，攻

击将不分皂白，可采取可行的其他预防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平民伤

害，或附带伤害与最初预期的军事利益相比是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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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撤退的规划考虑

伊拉克，摩苏尔（2017年3月）：在为夺回该城市而发动的军事进攻

的第二阶段，平民离开海泰兰社区。

主要观点

根据武装冲突法，军事指挥官必须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以保护

城市行动中的平民居民。这会包括根据平民意愿允许其前往更安全的

地区，或以其他方式将他们从军事目标附近移走，例如将他们暂时撤

退出当前或预计将发生敌对行动的被围困地区。这里的“撤退”一词

是指，通过指定的安全路线，审慎和有组织地将人们带离冲突地区或

敌对行动。尽可能通过所有冲突相关方达成的协议进行撤退，由他们

确保被撤退者的安全。

最近的城市战实例表明，受影响人口的撤退可能成为城市行动的关

键部分，也是减少平民伤害的核心。撤退的情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撤

退可能发生在冲突初期，也可能发生在长达几个月或几年的对峙后。它

可以是规划的防御或进攻准备的初步部分，也可以通过前线的逐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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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进行。它可能涉及武装部队单独工作或者与人道组织合作。它可能

涉及平民、伤者或病者和/或与冲突有关或无关的被拘留者。

撤退不应与平民在没有冲突各方参与情况下（将面临更高的个人

风险）自发逃离敌对行动相混淆。必须允许平民在任何时候逃离敌对

行动。

风 险

正在被撤离的平民面临着许多风险：他们可能在攻击中（无论故

意与否）或被地雷、简易爆炸装置（IEDs）或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

弹药伤害或杀死。他们面临的其他风险还包括法外处决、失踪、虐待

（包括性暴力）和任意拘留。家庭可能会离散，而人们可能被送到不

安全的地点，他们在那里将面临类似风险或无法获得服务和支持。还

有很高风险的是，强制撤离实际上可能相当于强迫流离失所（这是武

装冲突法所禁止的），并且人们可能无法返回家园。

撤退的相关法律责任

在计划和开展撤退行动时，必须遵守以下法律义务：

• 不得攻击平民、被拘留者以及伤者或病者（即任何失去战斗力

的人）。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免受附带伤害，并根据国际法

（特别是武装冲突法）得到人道对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没有参加撤退的平民和失去战斗力的人仍然受到武装冲突法保

护，不得被攻击。

• 如果平民流离失所，武装冲突法要求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确

保他们享有满意的避难所、卫生、医疗、安全和营养条件，并

确保家庭不离散。

• 流离失所者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 一旦造成流离失所的原因不复存在，流离失所者有权自愿安全

地返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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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或者没有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可以选择自愿撤退。如

果出于安全或迫切的军事原因，可以违背其意愿进行撤退。这

种撤退不得超过情况所要求的时间，否则可能构成强迫流离失

所，而被武装冲突法所禁止。

•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将伤者和病者转移至适当的医疗设

施。如果有人被拘留，首先他们必须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 任何被剥夺自由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按照武装冲突法得到人道

对待。他们必须被关押在远离战区的地方。

•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有权得到特别的尊重和保护，并且必须

考虑他们的年龄。

规划方面的考量

撤退可能是耗时的过程，有可能需要延迟或暂停军事行动。当各

方同意撤退行动以及必要的后勤和协调程序时，安全撤退的组织效果

最好。指挥官在规划撤退行动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 沟通和协调所有相关方，包括平民、人道组织以及（在适当情

况下）敌方指挥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 尽可能地以平民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语言，提前通知他们协

议的条款、目的地和撤退过程。

• 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以确保同一家庭的成员不被分开？

- 例如，在撤退前可以给儿童贴上身份标签，以防他们走散。

• 安全路线在哪里，哪里有需要避开的危险区域和（可能会爆炸

的）物体，以及如何标记或识别它们？

• 人们如何行进：步行、乘车或乘船？是否需要提供运输？

• 人们会携带什么行李？

- 应允许撤退人员携带适量的个人物品（包括贵重物品、身

份证件和财产权利证明），但不能过多而妨碍行动。不得

剥夺他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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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工作何时开始，行动的时间窗口是何时？

• 平民/撤退人员面临哪些威胁，如何才能最好地抵御这些威胁？

• 行进前如何解除投降战斗员/战士的武装？

• 在运输/行进之前、过程中（如果有停站计划）以及目的地，如

何保证集结区的安全？

• 部队将使用何种控制行进的手段（如声音、扩音器——使用能

被理解的一种语言和不同的交流方法/形式——或烟雾），控制

行进的部队将采取何种姿势？

• 如何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创伤护理）？

- 如果有伤病战斗员/战士，可能需要确保医疗设施的安全，

并保护其免受蓄意报复。

• 在撤退期间和在目的地如何满足食物、卫生和避难所的需求

（相关的后勤安排是什么）？

• 目的地将有哪些接收程序，包括可能进行的检查的时间和设施

（参见下文附件B）？

• 在适当情况下，将采用何种拘留设施和安排以合法处置战斗员/

战士？

• 有多少人仍留在战区，他们位于哪里？

• 将发布什么命令，如何演练行动，将采取何种指挥链系统？

小  结

从城市地区撤退对平民来说是痛苦的经历。对于没有做好充分准

备的部队来说，这一行动也可能构成重大挑战。全面的规划、联络和

演练将有助于确保撤退工作顺利开展，从而减少可能的平民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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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摩苏尔（2017年2月）：从该市西部流离失所的平民等待伊

拉克军队的接收。

附件B：安全检查的规划考虑

主要观点

在城市冲突中，通常有大量的人试图离开战区，无论是通过预先

安排的撤退还是在逃离战斗时。为了维护安全，国家通常会通过其武

装部队对民众进行检查。检查通常就地进行（如居民区被占领后在居

民家中）、在检查站、特别指定/专用地点（如临时或改装设施）、或

在流离失所者的过境点或营地。关键的是，在上述各地点，部队应按

照其指挥官的指示行事，指挥官也应了解其下属的行动并为其负责。

检查工作不应在其主管指挥官不知道的非正式、临时地点进行。尽可

能不在接近战斗行动的地区进行检查，因为非战斗员可能特别容易受

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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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检查通常在紧张和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平民伤害的风险很

高，可能是因为检查期间的物质条件不足、虐待，检查后被任意剥夺

自由、家庭分离或者人员失踪。应遵循简单而明确的程序进行，不应

造成不必要的拖延，以减少上述伤害的可能性。

法律框架

检查必然涉及一定程度的行动限制，无论是在检查站、指定地点

还是在个人家中进行。在武装冲突时期继续适用的国际人权法规定，

所有人，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都有行动自由的权利。然而，根据国

际人权法，可以出于安全原因限制该权利的部分要素，并且在紧急状

态和武装冲突期间可以克减行动自由权，只要这些限制和克减是合

法、必要和成比例的。需要注意，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或间接的行动限

制可能相当于事实上的剥夺自由（即拘留），对此，所有相关武装冲

突法的保护都适用。

所有参与检查过程的人员必须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 所有人都必须被人道地对待。

• 对接受检查的人不得有任何不利的区别或歧视。

• 等待检查的人必须获得人道的生活条件。

• 特别处于风险中的人必须得到保护。

• 当检查构成拘留时，必须适用相关的武装冲突法规则。

• 在使用数字工具和技术检查时，必须特别注意在短期、中期和

长期内对人们安全、健全和尊严造成的相关风险（例如，数据

泄露和个人数据滥用）。

• 如果检查涉及处理个人数据，则必须公平地进行并且仅用于法

律规定的特定目的。数据主体必须被告知处理的目的和方式。

个人数据应适用于处理的目的，并与之相关。相关数据的存储

和处理方式应确保适当的安全和保密水平。生物特征数据具有

识别个人的独特能力，因而特别敏感，因此对此类数据的处理

必须格外谨慎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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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挥官的规划指导

鉴于检查过程中造成平民伤害的可能性很高，指挥官应遵循以下

指导：

• 物质条件

- 检查地点的选择和准备应适当考虑安全、避难和卫生要素。

- 应及时提供足够的食物、水和医疗服务，方式应尊重文

化、注意年龄和性别、考虑残疾。

- 地点应该被明确确定并被标示，最好周围安全，可以遮挡

视线。

- 如果在人们家中进行检查，应遵守规范程序，包括尊重私

人财产。

• 检查程序

- 应明确指定主管和负责检查过程的部门。应建立清晰的指

挥系统，特别是当有多支部队参与检查时。这需要事先与

合作部队进行协调。

- 应向现场指挥官提供法律咨询。

- 应起草清楚的指导/标准行动程序、将其公示并向所有部

队简要介绍，使他们了解检查过程的责任、行为和保障措

施。所有参与的部队都应就此指导接受深入培训，并在检

查之前进行演练。

- 应指派足够数量的人员进行检查工作，以便快速处理，避

免延误带来的不利后果。

- 应制定客观的检查标准。相关标准应基于交战规则、拘留

框架和/或标准行动程序，依据国内法和/或国际法，并且每

个参与者对此清楚理解。

- 应以适当的语言使接受检查的个人获得有关检查过程的清

楚和相关信息，包括为何进行检查，过程如何进行以及需

要多长时间。应以适合年龄的语言向无人陪伴的儿童说明

该过程，并应使残疾人获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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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应没收个人物品，包括电话和身份

证件。如果上述物品被拿走，应在检查过程结束后迅速归

还给所有者。应检查和复制身份证件，而不是扣押。

- 女性应尽可能由女性进行检查，男性应尽可能由男性进行

检查。身体搜查和面谈应以有尊严的方式进行，儿童/未成

年人必须有父母或监护人在场，即使被认为是嫌疑人。

- 在检查期间，只有在（根据国际执法原则和标准以及国内

法）合法、必要和成比例的情况下，才可对平民和检查

部队控制的敌方使用武力。在检查期间拒绝服从军事命令

或构成威胁的人，并不一定成为武装冲突法规定的合法目

标。如果有任何疑问，必须假定该人员被保护不受攻击。

- 必须建立确定的程序以记录、报告和调查虐待指控，并采

取适当的纪律处分。该程序必须被普遍公知和理解，包括

接受检查的个人。

- 对被移送其他机构或转入外部医疗机构的人员，部队应记

录其姓名并通知其家庭成员。如果有人面临酷刑、虐待、

任意剥夺生命或迫害的风险，则不得将其移送其他机构

（即另一国家），包括移送合作部队。

- 检查后应以书面形式签发安全许可，并应将副本给予被检

查人，以防止之后在检查地点的延误或逮捕（除非是因为

无关的罪行）。

- 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收集和储存个人数据。不得将被

收集数据的人们置于危险之中。

• 人口相关因素

- 检查程序应优先考虑最容易受特定风险影响的人员。程序

应考虑他们特别的保护和援助需要，并且/或者采取具体措

施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基本物品和服务（如食物、水、避

难所和医疗服务），与其他人相比没有受到不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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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人群可能包括妇女和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具有某

些宗教或种族背景的人。还可能包括需要转移至医疗机构

接受适当护理的伤者和病者。

- 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家庭成员分离。如果成年人因安全原

因需要与亲属暂时分离，应允许他们与检查设施内外的家

庭成员保持联系，并尽快与他们团聚。在可能的情况下，

兄弟姐妹不应分开。儿童应一直由父母、成年家庭成员或

可信赖的看护人照顾，包括在接受检查时。

- 应迅速查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单独到达检查地点的或

检查后与陪同的家庭成员分离的），并按既定程序移交儿

童保护机构。应了解并遵守年龄评估程序，并适用未成年

人身份推定原则。

- 应与相关民政部门作出协调安排，以确保进行安全检查的

部队不协助非法驱逐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逃离暴力的人们

（包括战斗员）。

- 部队应查明现在或曾经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

童（不仅是作为战士，还包括作为厨师、搬运工或间谍，

或者为了性目的）。这些儿童有权获得具体的法律保护，

也可能具有具体和性别化的保护需求。应制定移交协议和

其他程序，以便将他们移交适当的儿童保护机构。拘留儿

童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时间要尽可能短。

- 妇女和女孩应由妇女检查，检查场所应给予她们适当隐

私、安全并尊重文化规范。为了自身及其子女，孕期、哺

乳期和经期妇女可能需要其他协助：包括食物、水、卫生

间和医疗保健。

- 报告自己或被确认为性暴力受害者的个人可能需要在72小

时内获得强奸应对工具箱，并应给予他们立即转诊至医疗

机构的选择。

- 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允许公正的人道组织到场并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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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后的拘留

检查之后，未获得安全许可的个人可能因涉嫌犯罪行为而被逮

捕，因迫切的安全原因而被拘留，或者如果他们是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的战斗员，26则将被转送战俘收容所。如果不遵循各类拘留的正确程

序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潜在伤害。武装部队应确保有关拘留的条令和

培训是全面的，并遵守可适用法律。为了防止不利影响，并减轻拘留

当局确保适当待遇和拘留条件的负担，必须按照武装冲突法、国内法

和可适用的最低标准对待被拘留者：

- 所有被拘留者必须被：

      • 登记

      • 人道对待

• 提供人道的生活条件，包括充足的食物、水、衣服和避

难所，以及适当的医疗照顾，并可以到户外

      • 允许与家人通信。

- 拘留所必须有充足的资源——包括足够的工作人员（男性

和女性安保人员、医务人员等）和物质资源（水、食物、

卫生设施、电力和通风），并且要顾及年龄和性别，包容

残疾，在文化上适合被拘留者。

- 被拘留者应根据预先安排的程序在拘留当局之间转移，所

有的转移都应记录在案。如果被拘留者被移交其他国家部

队，必须坚持不推回原则。

- 儿童不应仅仅因为与武装团体有联系而面临起诉。涉嫌与

武装团体有联系而犯罪的儿童应首先作为受害者对待，并

应寻求司法程序的替代办法。应考虑将此类儿童移交民间

儿童保护机构。

26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所有武装部队成员（医疗和宗教人员除外）都被定义为“战

斗员”，当他们落入敌方权力下，将取得“战俘”身份。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没有战斗员身份和战俘身份，但造成迫切安全威胁的个人，包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的战士或其他人，可以根据国内法对其拘禁或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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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犯罪行为的个人必须得到武装冲突法和国内法所要求

的所有司法保障。

- 必须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以及可适用的最低标准的要求，

为因迫切的安全原因而被拘留的人提供程序性保障。

- 对战俘的处理必须符合武装冲突法。

小  结

在城市地区对大量逃离战斗的人员进行检查很有可能会造成各种

形式的平民伤害。通过细致的规划（包括后勤安排）、明确的指令、

透明的指挥系统、全面的培训和演练以及密切有效的监测和监督，可

以大大减少这种可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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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阿勒颇，马萨肯-哈纳诺区（2016年11月）：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评估生活条件，为了那些一旦有可能就

决定回家的人们。

附件C：关于人道准入的指导

背 景

在城市行动中，允许公正的人道组织进入并帮助受战斗影响的人

们可以极大地减少平民伤害。但在最近的许多冲突中，各方拒绝这些

组织进入，包括武装冲突的当事国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阻碍表现为各

种形式：从长期拖延授权和以军事必要为由拒绝准入，到繁琐的官僚

程序以及缺乏对人道工作者的安全保障。

人道准入是有效的保护平民战略的核心支柱。它需要所有各方定

期和经常对话，而不仅限于公正的人道组织开展工作的能力受到威胁

或限制时。谈判准入是一个政治过程，首先受人道因素影响，其次是

法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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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道准入的武装冲突法规则

武装冲突法为冲突各方和公正的人道组织制定了关键的基本规

则。重要的是，这些规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空头支票”。相反，它

们规定了一个框架，确定了各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同时始终在

军事必要和人道必要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根据冲突的性质（不包括占领情形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占领

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规则略有不同，但规制人道行动的武装

冲突法框架可归纳为五个相互依存的“层次”：

• 武装冲突各方都负有要满足其控制下居民基本需求的主要义务。

• 公正的人道组织有权提供服务以便开展人道活动，特别是在武

装冲突受害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开展公正的人道活动一般要得到冲突各方的

同意。

• 一旦就公正的人道救济方案达成了共识，武装冲突各方以及所

有非冲突当事国就应在其控制权的范围内，允许并协助救济计

划得到迅速且无障碍地通过。

• 武装冲突各方必须尊重和保护人道工作者和物品。这首先意味

着不能攻击他们。各方还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救济被挪用或掠

夺，并确保车队的安全。这种保护使人道工作者能够为有需要

的人的利益采取有效行动。为此，各方应向其部队发出清楚而

严格的指示，以保护人道救援和人员，包括促进对红十字和红

新月标志的尊重。

只有两个理由才可以拒绝服务的提供：

• 提供服务的组织不符合公正条件并且不是人道性质的。

• 相关地区根本没有需要满足的需求，例如武装冲突的一方有能

力并愿意履行其主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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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军事必要不是断然拒绝提供服务的有

效理由。只能援引该理由管制人道准入，而不能禁止公正的人道组织

在武装冲突各方的领土上开展行动。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

只有在接受服务提议后，才能对具体的救济行动援引军事必要理由。

换言之，军事必要必须受地理和时间限制。

对指挥官的指导

在城市地区行动的部队指挥官应确保：

• 工作人员和下属有明确的理解：其有义务允许公正的人道组织

准入。

• 存在了解和认识：关于可能出现在城市环境中的人道组织、指

导其行动的原则以及保护和尊重其工作人员和物品的必要性。

• 存在通过总部或实地与公正的人道组织沟通的方法，能够在紧

急情况下进行日常协调和快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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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合作军事行动（PMO）是合作者之间为实现冲突中的特定军事目

标而做出的正式安排。它包括培训、训练和装备、咨询、协助和陪同

任务等活动，以及拘留行动、战事支援和提供后勤和情报。27如果合

作军事行动成为城市冲突地区的特征之一，合作各方在意图、能力和

领导力方面的任何分歧都会给其中的平民带来潜在风险。

法律考量

国家应在可行的范围内对其合作伙伴施加影响，从而促进对武装

冲突法的遵守。指挥官、规划人员和法律顾问必须意识到，并非所有

国家都是同一武装冲突法条约的当事方，但习惯国际人道法28适用于

所有冲突方。同样，即使是同一条约的当事国，对相关条约中法律规

则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而其他国家可能加入了更多的公约，对其使用

武力或武器规定了额外的限制。东道国义务可能对交战规则规定附加

的领土限制。

指挥官应与合作伙伴讨论，从而确保对交战规则形成共识，并调

整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应用，努力达到更高的而不是最低的标准。还应

特别注意理解“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含义，以及可被理解为正当使

用自卫交战规则的情形。

条 令

有可能参加合作军事行动的国家武装部队应该拥有适用于相关行动

的条令、说明和其他指南，强调如何将保护平民维持作为合作双方的战

略优先事项。为了遵守法律和减少伤害，相关条令和指示应包括：

27 See: ICRC, Allies, Partners and Proxies: Managing Support Relationships in Armed 
Conflict to Reduce the Human Cost of War, 2021, ICRC, Geneva: https://shop.icrc.
org/allies-partners-and-proxies-managing-support-relationships-in-armed-conflict-

to-reduce-the-human-cost-of-war.html.

28 习惯法是指从普遍国家实践中产生并被接受为法律的法律。习惯国际人道法填补了

条约法的空白，因此加强了对冲突受害者的保护。

https://shop.icrc.org/allies-partners-and-proxies-managing-support-relationships-in-armed-conflict-to-reduce-the-human-cost-of-war.html
https://shop.icrc.org/allies-partners-and-proxies-managing-support-relationships-in-armed-conflict-to-reduce-the-human-cost-of-war.html
https://shop.icrc.org/allies-partners-and-proxies-managing-support-relationships-in-armed-conflict-to-reduce-the-human-cost-of-war.html


70 减少城市战中的平民伤害：指挥官手册

• 合作伙伴可用的方法、手段和设备，以及它们可能如何影响遵

守武装冲突法开展行动的能力

• 针对支持方和被支持方在城市战中所面临挑战的缓解措施（包

括指挥、控制、协调和态势感知等方面），以加强保护平民

• 监督和审查程序，以符合保护平民的方式更新条令

• 在发生不当或违法行为时，追究指挥官及下属责任的程序

• 规范逮捕和拘留办法的具体、明确和全面规定，规定应反映法

律义务，并认识到此类事件对平民造成伤害的具体风险。

规 划

在开始合作军事行动前，支持方和被支持方都应该确保他们保护

平民的方法统一一致，并符合武装冲突法。互相的支持应取决于该理

解。各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应明确表明上述共同方法，将其适用于行动

和战术层面的规划，并在命令、标准行动程序和其他指导中进行明确

说明。

为了避免误解和可能违反武装冲突法的风险，规划和行动命令应

使用精确、遵守条令的语言，明确说明下属的合法任务和工作。这一

点在多国行动中尤为重要，其各合作方使用共同的行动语言，而该语

言可能不是部分人员的母语。

在与合作部队开展联合行动时，必须有明确的保护平民相关信息

和情报共享政策。相关政策应包括评估接收方如何使用情报，或者应

建立保障措施以核实共享信息的准确性。

在城市行动期间，被支持的东道国当局保护和援助平民并帮助他

们应对后果的制度能力可能有限。应在行动规划期间评估该能力。如

果存在差距，应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选择方案，如通过学习日的讨

论、指挥部演习（CPXs）和一线实地训练（参见下文）。相反，东道

国的合作部队可能有更广泛的人文情报来源，对人文地形、地理和结

构，或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位置、相互依赖性和功能有更好的了解。

指挥官应设法利用此种专业知识来实现保护平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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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城市战训练是合作行动期间加强保护平民的关键，并且必须根据

合作方的军事能力和技术进行调整。作为合作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提

供态势感知训练能够支持核心武装冲突法原则、交战规则和目标选择

程序的适用。支持和被支持方的指挥官应确定、讨论和演练可能导致

平民伤害（包括死亡）的情景，以明确、鼓励和发展对保护平民的共

识和方法。

同样是根据合作部队的经验和能力进行的武装冲突法培训，通常

是合作关系的关键因素。这种培训可在三个方面帮助减少平民伤害：

• 通过强化对武装冲突法（和保护平民）原则的理解，以及如何

在城市环境中实际适用这些原则

• 通过明确在风险领域（如拘留行动、撤退和安全检查）中的作

用、责任和可接受行为，使合作部队具备城市行动所需的具体

技能（包括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探

测、标记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弹药）

• 通过改进城市战的联合行动，从而使部队能够按照武装冲突法

原则更有效地作战，而无需为了完成任务而诉诸可能威胁平民

的武器或战术。

重要的是，武装冲突法不应仅作为关注合作军事行动的独立模块

或课程来教授。事实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都必须符合武装冲突法要

求，并用以加强或说明相关规则。

监督和评估训练的有效性也同样重要。对合作方保护平民相关行

为的观察，应纳入进一步训练或指导的设计和实施中。

开展行动

在合作军事行动中，多个合作方共同工作可能导致指挥链不清楚

或混乱、遵守武装冲突法责任的分散、对如何保护平民和其他人员

（包括死者）缺乏理解和一致性。这种情况凸显了合作部队各层级明

确问责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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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行动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对武装冲突法（以及保护

平民）原则的适用：

• 分享关于平民日常行为和其他事项的信息（只要分享不会对平

民居民造成风险）

• 确保在开展战术、后勤、战事和情报支持活动时，清楚地了解

平民面对的风险

• 通过明确的报告链和责任，监督和报告合作方和己方部队的违

反行为

• 使用设备协助合作伙伴，如在情报、监测和搜索能力方面

• 在下达战术命令时，清楚指示保护平民的共同责任（及其优

先性）

• 向平民发出警告时，所有合作方和国家机构都要保持信息的一

致性。

监督和审查

监督通常是了解是否按照武装冲突法开展城市行动的唯一途径。

然而，城市行动的分散性，以及经常是小部队独立行动，使监督工作

在这种环境中格外具有挑战性。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国家应当考虑：

• 在规划和开展行动期间，与合作方保持肩并肩合作

• 建立和开展联合行动后评估，以评估行动的所有方面（包括正

面和负面），包括与保护平民有关的方面，并采取纠正措施

• （在适当情况下）直接接触平民居民、被剥夺自由者以及其他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以便了解和评估各方行为

• 考虑广泛的外部监督机构，特别是独立和公正机构提供的开展

行动的信息

• 建立机制，使合作部队对通过监督发现的任何问题行为负责，

并确定必要的纠正行动

• 监督和审查为提高武装冲突法遵守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并尝试

效仿经证明对人道目的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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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各方以透明的方式与公正的人道组织接触，或促进此种接

触（例如，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敌对行为和相关事项开展建

设性的、保密性的双边对话）

• 将监督机制纳入学习过程，并酌情调整以防止问题再次出现。

小  结

由于合作军事行动会导致责任分散和实地行动缺乏问责，可能

会显著增加城市行动中平民伤害的风险。但合作军事行动也提供

了明确的机会，通过实施明确的保障措施和机制来减少伤害。应在

开始安排时提出并明确界定措施和机制，在训练和规划期间加以巩

固，并在整个行动期间密切监督。各级指挥部门明确承诺保护平民

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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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或者减轻平民伤害

分析城市行动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一系列手段或方法可以

避免在城市地区使用武力，减少使用武力的数量，并且减轻其后果。

下图展示了这些手段或方法，该图仅用于说明。确切手段和方法的采

用取将决于背景以及对平民所面临具体风险的分析。也可以同时采取

若干措施。在下一节中详细探讨了各项措施。

避免或减轻平民伤害

与敌方指挥官或其影响

者进行对话

避免或限制在城市地区

的战斗

展示武力以阻止敌

人作战

延迟和/或暂停

行动

发出有效警告

假定建筑物被居住

使用、建造或加强防

御地形
开展非战事

行动
使用低致

命性武器

进行打击行动

或突袭

使用直接火力

武器

限制武器的

区域影响

严格适用目标

选择程序

保护和维持对平民

的医疗服务

监督、追踪和

报告平民伤害

协助并赔偿

开展行动后

评估

调查事件

调查事件

对所有指挥官和总部工作

人员的训练：战斗损失评估、

附带损害估算方法、

平民伤亡跟踪/减轻、

武装冲突法、判断训练

• 避免或限制在城市地区作战

制定行动时应当优先避免或限制城市战斗的方式。指挥官应考虑：

- 是否有必要在城市地区以及在近期内开展作战行动

- 能否在其他地形上与敌人交战，或者隔绝和绕过敌人（这

将减少平民伤害的可能性），以及能否采用战略和战术

（包括心理行动）将敌人逐出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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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围困或包围战术的可能人道风险，只能针对敌方部队

使用该战术（在可行的情况下，必须允许平民离开围困区

（参见第2章中的法律框架），并应采取其他措施减轻平民

伤害，如减少包围期的战术措施）

- 为敌人撤离留下逃离路线，从而避免战斗，并将其清离出

平民居住区

- 建立武装冲突法预设的保护区（例如，为特定人群提供

保护，使其免受武装冲突的危险，或者完全避开城市战

斗）；这些区域的建立需取得各方同意，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可以为此担任中立的调停人或发起人。

• 与敌方指挥官或其影响者进行对话

应始终将对话作为一种选择，以鼓励敌人撤退，或至少就安全撤

离平民（包括搜寻和撤退伤病平民和战斗员）展开讨论或谈判。指挥

官应考虑：

- 与各级指挥部门接触

- 必要时反复尝试建立联系

- 利用当地的知识，包括合作部队和宗教、社区和部落领导

人之间的知识

- 利用各种交流途径，包括作为中立调停人的人道组织代表。

• 展示武力以阻止敌人作战

除谈判外，展示战斗力通常有助于阻止敌人作战，从而减少对平

民的危险。从近期行动中总结的范例包括：

- 战机快速飞越

- 武器设备大规模移动

- 公开部署部队至集结区。

• 延迟和/或暂停行动

延迟或暂停行动可为采取其他行动提供时间，包括警告、谈判、

平民撤退和人道组织的工作。指挥官需要平衡采取行动的战术需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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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行动可能产生的战略和人道利益。一旦确定，指挥官可以根据需

要重复暂停。

• 发出有效的警告

用平民能理解的语言发出警告（通过散发传单、电台和电视广播

以及社交媒体），使他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因此，这是符合武

装冲突法的缓解措施，同时也为大规模流离失所做准备）。然而，不

应推定平民已听从了警告——必须对此进行核实。同样地，不应推定

留守平民与敌方有关联：相反，他们仍保持受保护的地位。

• 假定建筑物被居住

应始终假定建筑物由平民居住，除非证明相反。

• 使用、建造或加强防御地形

当部队在城市地区受到攻击威胁时（例如，被车载简易爆炸装置

或直接武器攻击），事实证明，简单建造或加强近距离防御可以有效

地保卫部队，同时通过避免需要诉诸战事反应而减少对平民的潜在风

险。近期行动中总结的范例包括：

- 建造一线工程和土方工程（例如，修建沟渠和护堤），同

时注意避免破坏城市公共设施（例如，管道和电缆）

- 维持机动工程队能力，以便部队在驻扎期进行部署。

• 实施非战事行动

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非战事手段实现特定目的，同时减少可

能的平民伤害。例如：

- 将敌人逐出城市地区或说服其停止战斗的信息行动（包括

通过投掷传单、无线电广播和数字化手段）

- 远程影响城市战场的网络行动，如隔绝和切断敌方指挥中

心的电力供应，同时不影响其他地区的电力供应（如果网

络行动预计将损坏物体或使其瘫痪，则其使用仍受适用于

所有攻击的相同武装冲突法规则约束，包括区分原则、比

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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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低致命性武器

如果开展行动的地点紧挨着平民居民，将可以考虑所谓的低致命

性武器和设备与常规武器（枪支）一起使用，只要相关武器的使用符

合可适用的行动法律框架，包括武装冲突法。“低致命性武器”一词

一般用于描述在严格限制条件下使用时死亡或重伤风险低于枪支的武

器。例如，钝击伤弹（塑料、橡胶或泡沫子弹）、电击武器（泰瑟

枪）以及眩晕弹或闪光弹。禁止使用防暴药剂（如催泪瓦斯和胡椒喷

雾）作为作战手段。29非致命性武器的获得和使用不影响平民的受保

护地位，平民不得成为任何武器的目标。

• 开展打击行动或突袭

与在间接火力支持下对城市地区开展的广泛攻击相比，有限的打

击行动或突袭可能减少平民伤害的可能性。此种行动必须按照武装冲

突法开展，并且必须：

- 确定一个精准确定的目标（或多个目标）

- 由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根据避免平民伤害的具体命

令实施

- 平衡己方部队的风险与以降低平民伤害实现军事目标的可

能性。

• 使用直接火力武器

虽然间接火力武器在射程和军队保护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该武

器在平民伤害方面带来重大挑战。当目标可被确定并且平台可被带入

射程，直接火力武器（如狙击手、无后坐力步枪、反坦克制导武器、

直接火力模式下使用的坦克炮和直升机空对地制导火箭）提供使武器

系统与目标集合匹配，并在实现军事目标的同时减少平民伤害的可能

性的机会。

29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法行动中武器和装备的使用”，2020年5月：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weapons-and-equipment-law-enforcement-

operation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weapons-and-equipment-law-enforcement-operation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se-weapons-and-equipment-law-enforcement-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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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武器的区域影响

在城市作争中，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可能会对

平民造成更大伤害，因为有可能对军事目标以及平民和民用物体进行

不分皂白的打击。指挥官不应使用相关武器，除非他们能采取充分的

缓解措施以限制其大范围杀伤效果。

• 严格适用目标选择程序

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使遵守武装冲突法原则比在其他

环境中更具挑战性。但是，即使视线有限、热信号混乱以及回声加剧

了区分困难，部队仍有义务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军事目标和民

用物体。事实上，有效区分是“安全”选择目标的核心。下文列出了

遵守武装冲突法和尽量减少平民伤害的可能措施：

- 严格适用积极目标识别，及时进行生活模式（PoL）分析并

发出警告，从而减少对平民的风险：为了遵守武装冲突法中

的区分原则，打击目标的决定必须以确认目标是军事目标为

基础。同样，及时分析预定目标地区的平民行为和日常活

动——同时评估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及其支持的服务——将

有助于确保遵守预防措施原则。除非情况不允许，否则必须

提前发出有效的打击警告，以减少对平民伤害。

- 选择与目标有效载荷相匹配的精确弹药：精确弹药（使用

激光、雷达、GPS或其他卫星制导）符合预防措施原则，

因为它们减少了圆概率误差。但仅靠精确制导可能无法

减少对预定目标的爆炸影响，因此应适用附带伤害评估程

序，从而评估爆炸影响半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选择低

附带毁伤弹药30作为减少和/或集中爆炸影响区域的方式。

30 可以通过三种措施实现：降低爆炸当量，将爆炸炸药集中于一个特定方向，以减少

弹药的广泛爆炸影响（这是造成结构性损坏的主要原因）；以及用碳纤维或类似材

料制造炸弹外壳（从而减少金属碎片和弹片）；或者使用易碎材料制造炸弹外壳，

该材料动能已被降低，而且不会远离弹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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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引信、攻击的方向和角度以减少对平民伤害：根据对

军事目标的详细评估，选择最合适的引信（在空中爆炸、

撞击时引爆或延迟引爆）可以通过尽可能地确保效果集中

于预定目标，从而进一步减少平民伤害。在某些情况下，

也可以调整攻击方向和角度，特别是在建筑物可能保护平

民免受爆炸影响的地方。

- 只有在能够（通过肉眼或飞机或无人机远程）直接观察到

目标和射击落点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间接火力武器。

- 从无人居住区域将间接火力“引向”目标（而不是通过包

围预定目标进行调整）。

- 采用与己方部队类似的方法评估平民和民用物体的安全距

离，同时认识到平民没有受到保护（即他们不会穿着防弹

衣或头盔，也没有接受过减少暴露的应对训练）。

- 不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或集束弹药

• 保护和维持对平民的医疗服务

在行动期间，应定期再评估行动环境，包括：

- 医疗设施的位置以及它们所依赖的基本服务

- 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及其车辆（定期更新车辆、设

施和人员的识别安排、标记和符号）

医疗车辆——包括撤离伤病员的正式车辆（由国家或其他机构授

权，并可识别）或非正式车辆（在紧急情况下运送伤病员的任何车

辆）——以及可以步行的病人，应优先安全通行。

在行动期间，需与医疗服务提供者、非政府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和其他组织进行协调，并应根据需要审查和更新协调过程和程序。

医务人员和病人应能随时使用设施，包括乘坐医疗车辆转移。

在选择目标期间，必须评估民用和军用医疗设施与（己方和敌方

部队）军事目标的距离，以避免可能的直接损害和间接影响（如基本

公用设施中断），还必须评估和考虑病人及其家属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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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击失去被保护地位的医疗设施之前，必须发出警告。31在适

当的情况下，应设置时限，警告仍无效后才可允许攻击。武装部队还

必须采取措施，限制攻击可能造成的人道后果。

• 监督、追踪和报告平民伤害

指挥官应该考虑：

- 建立平民伤亡追踪小组（CCT cell）或类似机制以追踪、评

估和和调查所有涉嫌平民伤害和破坏民用物体的事件，考

虑平民伤害与作战手段和方法之间的相关性，吸取经验教

训并将其纳入条令、训练、规划和实践中。

- 不断监督和报告附带伤害的程度，利用尽可能多的信息来

源——包括当地法医办公室，酌情确定确切的死亡原因。

• 协助和赔偿

指挥官应确定措施，从而：

- 有效地调查所有事件、指控和报告，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

追究造成损害的责任（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通过起诉），并

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向平民提供赔偿和其他形式的补偿

- 建立（或扩大）恩恤金项目，以及旨在减轻平民因军事行

动而受到伤害的其他措施。

• 开展行动后评估

所有行动结束后，都应开展及时、详细和客观的行动后评估。评估

应包括对平民伤害的关注，并由当地的民间组织参与。评估结果应迅速

反映在条令、训练、规划以及当前和未来的行动中。应定期开展行动后

评估，对于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动，行动后评估应成为作战的一部分。

31 “当他们在人道职务之外从事害敌行为，仅在发出适当警告之后，并在停止相关行

为的时限内仍不听从警告，将会失去特别保护（《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1条；

《日内瓦第二公约》，第34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1款；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28和规则29）。”来源：M. Sassòli, “Joint 

Blog Series: Medical care in armed conflict PART II”, January 2019: https://blogs.icrc.
org/law-and-policy/2019/01/24/joint-blog-series-medical-care-armed-conflict-part-ii/.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9/01/24/joint-blog-series-medical-care-armed-conflict-part-ii/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9/01/24/joint-blog-series-medical-care-armed-conflict-pa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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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事件

必须根据国家政策和军事条令调查可能涉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

件。32

32 N. Lubell, J. Pejic and C. Simmons (2019).

小  结

在城市行动中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大多发生在作战期间，其中以各

种形式使用武力。但指挥官和下属具有一系列的作战手段和方法避免

或减轻平民伤害。本章列举的例子源自军事实践研究和以往城市战争

的证据。并非所有的例子都适合每种情况，但我们鼓励指挥官与参谋

和下属一起研究和讨论它们，以便对可用的选择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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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的检查清单

在开始任何行动之前，指挥官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1. 所有部队是否都接受了武装冲突法培训——包括常规培训和

作战前的补充培训——以及最新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纳入此种

培训（例如，作为案例研究或实例）？

2. 部队与合作部队是否就保护平民不受城市作战潜在伤害的重

要性达成了共识？

3. 各级行动规划过程是否适当重视“人文地形”？行动方案是

否反映了城市环境中人文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兵棋推

演是否考虑过可能的平民反应？

4. 战事打击的目标选择程序是否符合武装冲突法，根据条令共

识进行练习和实施是否已成为自觉行动？

5. 各级指挥官是否与指挥部队讨论过他们在战斗中可能面临的

挑战，特别是关于保护和合法对待没有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

的人员？

6. 在合作行动中，是否对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方法形成共

识，并熟悉确保实施该政策的措施？

7. 适当级别的指挥和职能部门是否可以获得军事法律咨询，该

做法是否已成为自觉行动？

8. 整个部队是否对合法对待被拘留者的程序形成共识，是否有

保障措施以确保严格遵守相关程序？

9. 各级指挥部门是否有追踪平民伤害的程序，这些程序是否得

到承认、实践和执行？是否存在及时的经验总结程序，以便

为今后的城市行动提供参考？

10. 是否存在报告明显违反武装冲突法的机制？该机制是否反映

了一种理解，即报告既是法律义务也是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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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

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

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

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

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

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

展的国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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