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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后果

希腊神话里伊卡洛斯的寓言表明ꎬ人总是有冲破自然极限而走得更

远的欲望ꎮ 这也唤起了我们对追求知识和进步的不确定性ꎮ 伊卡洛斯

和他的父亲戴达罗斯试图逃离他们在克里特岛上的敌人ꎬ去往希腊ꎮ 戴

达罗斯有了主意ꎬ用蜂蜡和羽毛做成大翅膀ꎬ模仿鸟儿飞走ꎮ 当陶醉在

飞行的兴奋中时ꎬ伊卡洛斯忘记了他父亲的警告ꎬ过于接近太阳ꎮ 太阳

的热量融化了蜂蜡ꎬ他们的人造翅膀支离破碎ꎬ伊卡洛斯掉进了大海ꎬ消

失得无影无踪ꎮ

世界上第一次机械化的飞行是由莱特兄弟完成的ꎮ 他们的飞机名

叫“飞行者”ꎬ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飞行了几百米ꎬ在空中停留了不到 １

分钟ꎮ 飞机的发明开启了无穷的可能性:各大洲、国家与民族之间变得

近在咫尺ꎬ贸易和对世界的探索更加频繁ꎬ各国之间也加强了了解与相

互协作ꎮ

人类花了上千年才把伊卡洛斯的梦想变为现实ꎬ而仅用数十年工夫

就将飞机改造至军用ꎬ从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苦难ꎮ 据报道ꎬ第一次空

中轰炸发生于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意土战争时期的黎波里塔尼亚ꎮ〔 １ 〕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一架法国飞机击落一架德国飞机ꎬ这也是史上第一

次空战ꎮ 各种新技术的综合使用很快提升了轰炸技巧ꎬ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间ꎬ密集投放的燃烧弹将格尔尼卡、考文垂、德累斯顿和东京等一座座

大城市整个摧毁ꎮ 当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将世界带入核时代时ꎬ伊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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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几乎导致人类的灭亡ꎮ “飞行者”起飞一百多年后ꎬ人们在几千

公里之外遥控着无人机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投下致命的炸弹ꎮ 现

在ꎬ令无人机能自主决定何时使用武器ꎬ在技术上也正变得可行ꎮ

几代人之前ꎬ人们在一生中还只能目睹一次(至多两次)直接影响

他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ꎮ 但科技是呈指数型而非线性发展的ꎮ 毫无

疑问ꎬ科技发展的曲线现在已经变得几近垂直ꎮ 每一天ꎬ科技都对这个

社会施加更多的影响ꎬ即使对那些离创新中心最远的角落也是一样ꎮ 然

而ꎬ科幻作家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名言对现在而言再合适不过:现实生

活中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ꎬ科学积聚知识的速度比社会汲取智慧的速度

要快ꎮ〔 ２ 〕

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进步使作战手段和方法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ꎮ 有些新技术(比如无人侦察机和无人战斗机)已经投入使

用ꎬ有些(如纳米技术、战斗机器人和激光武器)还在试验和发展阶段ꎮ

除了陆地、海洋和太空ꎬ军方正逐渐认识到在网络空间中也有驻建军事

力量的必要性ꎮ〔 ３ 〕

这些发展都预示着在发动战争或在武装冲突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

手段方面可能会有大的突破ꎮ 因为有些技术不仅是之前技术的简单延

伸(如更快的飞机或威力更大的炸弹)ꎬ它们还能彻底改变战争的方式ꎬ

甚至打破国际间力量的平衡ꎮ 毕竟ꎬ是机械化战争手段和闪电战术才使

得德国在“二战”伊始就具有了决定性优势ꎮ

很难准确定义“新技术”这个词所涵盖的方法和手段ꎬ所以这个话

题也无疑是哲学家、法学家及军事专家激烈争辩的内容ꎮ 同样ꎬ以一个

确定的时间点来判定一种技术是不是新技术ꎬ似乎也没有意义ꎬ因为科

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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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是持续发展、不断变化的ꎮ 倒不如把重点放在找出近年来作战———更

宽泛地说是武力使用———中大量技术创新所体现的普遍趋势ꎮ 无人机、

自主武器系统、纳米武器、网络战等与迄今为止我们常规使用的作战手

段与方法有什么不同? 为了缩小调查范围ꎬ«红十字国际评论»(以下简

称«评论»)特别选择以下三种趋势中所涉及的技术创新进行研究:第

一ꎬ武器(包括进攻和防御)系统的自动化ꎬ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越来越多

的任务授权给机器ꎻ第二ꎬ武器系统的精度、持久性〔 ４ 〕 及覆盖范围方面

的进展ꎻ第三ꎬ能够使用越来越少的动能和 /或运动部队而取得同等或更

大的效果ꎮ

过去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科技能够在未来带来空前的灾难ꎬ例如

造成重大的技术事故ꎬ或者在网络战中通过摧毁电脑网络而使一个国家

的医疗系统和供应系统瘫痪ꎮ 但是最近其他科技方面的发展不仅能够

减少平民伤亡ꎬ还能挽救战斗员的生命ꎮ 有些技术增加了武器的精度ꎬ

或协助收集更多有关目标性质的情报ꎮ 除此之外ꎬ对新技术与战争的研

究并不只限于军事用途ꎬ还为人道组织、记者和法院提供了新的手段与

方法ꎮ 举例来说ꎬ通信技术能够将违法行为公之于众ꎬ动员志愿者ꎬ并使

得与冲突受害者直接沟通成为可能ꎮ 制图、卫星成像以及远程手术方面

的进步也都有助于人道行动的开展ꎮ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战争中技术的飞速进步? 是应该将其看作不可

避免的发展ꎬ仅仅简单地做好准备来应对它们所带来的后果吗? 德国哲

学家汉斯乔纳斯在暗示核物理与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险

时写道:“在我们使用前沿科技的共同实践中ꎬ还从未进行过道德理论方

面的讨论用什么来指引方向? 是对威胁本身的预感吗?”〔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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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ꎬ有些无人机能比普通飞机飞行更长时间ꎬ这就使得它们能在一个地区进行

长期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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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战手段与方法的发展不应仅以道德理论为准则ꎬ更应该遵守法

律ꎮ 在国际人道法中ꎬ国家有义务判定“一种新型武器、新作战手段或方

法”在“研究、发展、取得或使用”阶段是否符合国际法ꎮ〔 ６ 〕 历史上ꎬ许

多作战手段与方法都曾被禁止或控制使用ꎮ 比如ꎬ激光致盲武器于

１９９５ 年被禁用ꎬ〔 ７ 〕那时候这种武器甚至还没有在战场上出现ꎮ

当科技使得敌对行为中越来越多的任务自动化ꎬ从人道法的角度评

估这些任务的合法性无疑还是需要考虑人的因素ꎮ 然而这些新技术的

某些特点带来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问题ꎬ使得攻击的合法性变得更加难

以判断ꎮ 首先ꎬ可能利用机器实施程序化的暴力行为ꎬ意味着将我们的

判断能力也授权给机器ꎬ而判断是归责的要素ꎮ 其次ꎬ我们对技术越来

越多的使用(或依赖)ꎬ必然导致随之而来的脆弱性越来越大ꎬ如科技的

不确定性和技术故障等ꎮ 使用纳米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应该在何种程度

上界定(尽管现在还不确定)? 什么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法律上是“可接

受”的?

此外ꎬ由于从所述武器的设计到使用过程中参与者众多(包括平民

和士兵)ꎬ因此ꎬ从事敌对行动也引发了复杂的责任问题ꎮ 谁来为一个机

器人发动的非法攻击负责? 在战争变得日益技术化的今天ꎬ需要如何调

整事实调查方法? 一个被证实的技术故障能免除机器操控者的责任吗?

如果能ꎬ那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

在开篇里ꎬ新战斗技术专家、«联网作战»〔 ８ 〕的作者彼得辛格在其

采访中为这场辩论奠定了基调ꎮ 接下来ꎬ几位伦理、法律、科学和军事方

面的专家重点论述了当代技术的发展及其后果ꎬ以及技术发展为人道行

动和法律带来的问题ꎮ 其中有些文章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视角ꎬ«评

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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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议定书四)ꎮ
Ｐ.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 ‘ Ｗ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



论»特别收录了中美两国对于网络战的观点ꎮ
本期文章指出ꎬ新技术在对战争的影响及其后果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ꎮ 接下来ꎬ我们重点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关键问题和矛盾ꎬ并在

本期«评论»中加以讨论ꎮ

　 　 常规战争概念日益模糊

跟社会一样ꎬ战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ꎮ 对于少数掌握新

技术的国家来说ꎬ最关键的变化无疑在于ꎬ发动战争可以不用再像 ２０ 世

纪的主要战役一样征兵、占领国土以及开展大规模陆地行动了ꎮ 不过ꎬ
有些技术极其复杂ꎬ研发也非常昂贵ꎮ 迄今为止ꎬ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控

制这些技术的发展并开展远程军事行动ꎮ
此外ꎬ此类作战方法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常规军队与非国家武装集团

之间残酷的暴力升级行为ꎬ即所谓的非对称冲突ꎮ 当遥控无人机可以在

几千公里之外攻击敌人而对方无法还击时ꎬ敌人常常会决定故意攻击平

民以弥补这种无力感ꎮ
发动这种高科技战争的国家不是不知道这些遥远战争的存在ꎮ 正

相反ꎬ他们非常了解ꎮ 然而那些远方的敌人常常被认定为罪犯ꎬ而不是

权利义务受人道法规制的交战者ꎮ
某些新技术(例如无人机)可以使在非交战国领土上使用武力变得

不太成问题ꎬ因为不存在部队保护的问题ꎬ从而消除了攻击战斗区外敌

人的传统不利因素ꎮ 这种可以感觉到的较低的准入门槛能造成一种印

象ꎬ即战场是“全球化”的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需要注意的是ꎬ如若无人机

发动的攻击不满足武装冲突的前提条件ꎬ则此类攻击不受人道法约束

(人道法至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针对战斗员使用致命武力)ꎬ而受

国际人权法实施标准的约束(对致命武力使用的条件作了更严格的限

制)ꎮ
有些新科技的作用提醒我们应当思索是否将“使用武力”作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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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法的门槛(战时法)ꎬ特别是在网络攻击的情况下ꎮ〔 ９ 〕 同样ꎬ我们也

应该思考“武装攻击”的概念ꎬ因其与«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自卫权(诉

诸战争权)有关ꎮ 到目前为止ꎬ各国实施的“卑鄙手段”与网络攻击似乎

更偏向于破坏行为或间谍行为ꎬ而不是武装冲突ꎮ 那么ꎬ既然间谍行为

和其他敌对行为未达到人道法的适用条件ꎬ约束这类行为的规则(尽管

数量少且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更加适用吗?

最近发生的冲突清楚地表明ꎬ当行动的目的在于控制领土时ꎬ部队

和重要军事资产的部署至关重要ꎮ 然而ꎬ有些新技术使得使用者不必部

署军队就可以给敌人造成重大破坏ꎬ无论是在真实的还是在虚拟的世界

中ꎮ 网络攻击不是侵入敌方的领土ꎬ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进入他们的虚拟

空间ꎮ 必须重新思考常规战争的定义和印象ꎬ以避免现有武装冲突(国

际性和非国际性)法律范畴的模糊ꎬ不至于削弱人道法为受害者提供的

保护ꎮ

　 　 范围、精度与道德距离

长久以来ꎬ扩大武器的范围就意味着降低精准度ꎬ现在这两者可以

通过无人机、武装机器人和控制技术来同时达到ꎮ 增加某些新武器的范

围避免了将军队直接暴露于敌方火力之下ꎮ 更重要的是ꎬ武器的精度增

加ꎬ摧毁军事目标所需的负载弹药量就会减少ꎬ对平民及其财产所造成

的损害达到最小化ꎮ 话又说回来ꎬ这些武器常常需要非常精确的情报ꎬ

很难远距离获取ꎮ

因此ꎬ无人机和机器人特别适用于使用武力而不想牺牲自己士兵的

国家ꎮ 除此之外ꎬ使这些新武器的操控者远离战场、身处熟悉的环境中ꎬ

似乎能显著减少他们的压力与恐惧ꎬ从而减少情绪因素带来的误差ꎮ 然

而ꎬ武器操控者与其打击目标的物理距离日益拉大ꎬ似乎也增加了冲突

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９ 〕 Ｓｅｅ Ｃｏｒｄｕｌａ Ｄｒｏｅｇｅꎬ Ｇｅｔ ｏｆｆ Ｍｙ Ｃｌｏｕｄ: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各方之间的道德距离ꎮ 因此ꎬ遥控无人机发动的日益增多的攻击引发了

有关所谓游戏机心理〔１０〕的争论ꎮ 游戏机心理据称影响无人机操控者

的道德判定ꎬ并加剧了战时将敌人非人化的诱导犯罪现象ꎮ 而反对该

观点的人们指出ꎬ无人机操控员也许比枪手或轰炸机飞行员面临更多

的道德困境ꎬ因为他们对目标进行了长期观察ꎬ他们的攻击造成的破

坏性更大ꎮ
这也引发了电子游戏玩家对现实世界中战争的认识问题:游戏中

的世界通常是一个为了打败敌人ꎬ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允许的无法无

天的世界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与几个国家红会合作ꎬ与电子

游戏的玩家、设计者和制造者展开对话ꎬ旨在将武装冲突时期适用的

法律纳入游戏之中ꎬ让玩家亲身体会现代战场上战斗员面临的两难困

境ꎮ
一些观察者认为ꎬ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有可能改善战场上对人道法

的遵守ꎮ 机器人既不会感到疲惫ꎬ也不会有压力ꎬ更不会有偏见和仇恨ꎬ
这些都是冲突时期犯罪的成因ꎮ 但是现在ꎬ从技术的角度来说ꎬ令这些

武器具有区分能力似乎极其困难ꎮ 彼得辛格在本期中提道:“电脑看

待一个坐在轮椅上的 ８０ 岁老妪与看待一辆 Ｔ － ８０ 坦克无任何分别ꎮ 二

者都是 ０ 和 １ꎮ”完全自主武器系统目前还未投入使用ꎬ一些评论者就已

经呼吁要完全禁止自主武器ꎮ〔１１〕 ＩＣＲＣ 强调ꎬ此类系统的使用“引发了

一系列法律、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深层问题ꎬ应该在此类系统发展或使用

７编者按:重视科技、更要重视科技的后果　

〔１０〕

〔１１〕

菲利普艾尔斯顿这样描述“游戏机心理”:“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年轻士兵现在使用

操控杆在真实的战场上杀戮活生生的人ꎮ 这一代战斗者已经远离了他们的行为对人类造成的

后果ꎬ他们将如何看待最基本的生命权? 司令员和决策者将如何令自己不沉浸在无人机那看

似‘干净整洁’的杀戮之中? 杀害会比俘获更有吸引力吗? 情报收集标准能证明过失杀人是正

当的吗? 可接受的‘附带’平民死亡人数会增加吗?” 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ｎａ Ｓｈａｍｓｉꎬ‘Ａ
ｋｉｌｌｅ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ｗ’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ＡｓａｒｏꎬＯｎ ｂａｎｎ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ｗｅａｐ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ｔｈ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Ｅ.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 ‘ Ｔｈｅ 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之前就考虑清楚”ꎮ〔１２〕 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跳出决定是否使用致命武

力的“死循环”呢?

　 　 破坏

在武器瞄准精度日益增加的同时ꎬ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外一种相反

的趋势: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某些新武器的困难性ꎮ 这种趋势当然也不

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ꎬ我们知道原子武器具有滥杀滥伤作用ꎬ威力远远

超出其爆炸点的范围ꎮ 但纳米武器和网络攻击将上述问题再度带入人

们的视线ꎮ 当纳米技术的时间和空间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可知ꎬ我们

在计算比例原则时如何衡量这些作用? 什么程度的科学不确定性能让

我们判定使用这些武器将违反预防原则? 我们能衡量虚拟世界中发动

的攻击对现实世界可能造成的影响吗? 的确ꎬ考虑到所有未知因素ꎬ未
“预期”〔１３〕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多ꎮ

更有甚者ꎬ一些新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例如微波武器和网络攻

击)常常设法摧毁信息ꎮ 信息应该视为人道法规定的民用物体吗? 那么

摧毁信息就是损害民用物体? 事实上ꎬ现在“破坏”还只定义为物理上

的损害ꎮ 在这个日益依赖信息的世界上ꎬ破坏一个国家国民的银行和医

疗数据将会带来极严重的影响ꎻ一些人认为ꎬ这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受保

护的民用物体的概念ꎮ ＩＣＲＣ 对此的意见是清晰和实际的:“网络作战

手段和方法引发的后果如果与常规武器在现实世界中造成的后果(如:
造成毁坏、扰乱、损害或引起人员伤亡)无异ꎬ那么规制常规武器的规则

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

〔１３〕

ＩＣＲＣ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ｄ － ｃｒｏｓｓ －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３１ｓ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３１ － ｉｎｔ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ｈｌ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１ － ５ － １ － ２ － ｅｎ.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 .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和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ꎬ不分

皂白的攻击是指“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ꎬ或三种情形均有

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ꎮ



同样适用于网络作战手段和方法ꎮ”〔１４〕

　 　 信息与透明度

近几十年来ꎬ我们经历的技术创新似乎在透明度与信息的获取方面

指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ꎮ 一方面ꎬ有关某些新武器所带来的真实或

可能后果仍然几乎不为人知ꎮ 如果这些武器在秘密行动中采用ꎬ公众将

不会了解其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拍摄记录军事行动成为可能ꎬ也有机

会揭露潜在的战争罪行为ꎮ 军队自己会记录(为了写 “总结报告”)ꎬ国

际和非政府组织也会进行拍摄ꎮ 例如ꎬ卫星成像技术已经在加沙地带、

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和苏丹〔１５〕 协助调查了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ꎮ 近几

年来ꎬ许多犯罪行为也通过士兵自己拍摄的视频公之于众ꎮ

最后ꎬ技术进步也总会推动医疗和人道行动方面的改善ꎮ 现代通讯

技术和地理定位技术使得识别需求、灾后重建家庭联系以及在偏僻地区

追踪人群迁移变得更加容易ꎮ〔１６〕

　 　 我们的责任

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将一些任务授权给机器ꎬ甚至有时也能减

少出错ꎬ但我们绝不能将遵守适用法律规则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也授权给

９编者按:重视科技、更要重视科技的后果　

〔１４〕

〔１５〕

〔１６〕

Ｃｏｒｄｕｌａ Ｄｒｏｅｇｅꎬ‘Ｎｏ ｌｅｇａｌ ｖａｃｕｕｍ ｉｎ 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ꎬＩＣＲＣ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ꎬ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ｃｙｂｅｒ －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１６.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

Ｓｅｅ Ｊｏｓｈｕａ Ｌｙｏｎｓ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Ｇａｚａ
(２００９)ꎬＧｅｏｒｇｉａ (２００８)ꎬａｎｄ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２００９)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ｅｉｅｒ’ 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２３９ – １２６３.



机器ꎮ 然而ꎬ当违反人道法行为发生时ꎬ新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令责任

划分变得更加复杂ꎮ 有两个原因:第一ꎬ对于某些新技术来说ꎬ识别责任

人有技术困难ꎮ 能证明识别过程日益复杂并需要更多技术能力的最好

例子就是网络战ꎮ 网络空间中攻击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匿名性和定位的

困难性ꎮ 同样地ꎬ一些计算机操控的导弹自动发射序列也削弱了责任的

概念ꎮ 第二ꎬ将某些军事任务授权给“智能”机器意味着也将制造、购

买、使用机器的人牵扯进来ꎬ从而使得责任划分更加复杂化ꎮ 如果我们

把目光投向冲突之外ꎬ责任将不仅仅由军事指挥系统ꎬ或正在使用或将

要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武器的战斗员来承担———那些研制这些新技术的

科学家和生产商ꎬ以及允许其使用的政府部门和企业ꎬ也将承担责任ꎮ

各国有义务确保新的武器、作战手段与方法符合人道法的规则ꎮ 然

而ꎬ在这方面ꎬ民间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通过报告武器的后果和讨论

其合法性ꎬ民间社会将帮助塑造真正的国际“公共良知”ꎬ正如马尔顿条款

中所提及的:凡属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条约中所未包括的情况ꎬ居民和交

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ꎬ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

间制定的惯例、人道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ꎮ〔１７〕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核武

器威胁或使用之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也强调了这一条款的重要性ꎮ〔１８〕

多年来ꎬＩＣＲＣ 致力于塑造这种“公共良知”ꎬ有许多非政府组织也

参与其中ꎮ 面对武器的迅猛和持续发展ꎬ ＩＣＲＣ 发表了«新武器、作战手

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ꎬ〔１９〕同时正在积极致力于开发规制武器使用的

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７〕

〔１８〕

〔１９〕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２ 款ꎮ 另见«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１９０７ 年海牙第四公

约)序言以及«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１８９９ 年海牙第二公约)序言ꎮ
国际法院认为马斯顿条款的“继续存在性和适用性不容怀疑” (第 ８７ 段)ꎬ“现已证

实”该条款“对迅速发展的军事技术所引起的问题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 (第 ７８ 段)ꎮ 它还

指出ꎬ该条款是“对既存习惯法的表达” (第 ８４ 段)ꎮ Ｓｅｅ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２６.

ＩＣＲＣꎬ‘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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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８６４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９２５ – ９３０.



新国际规则ꎮ 最近通过的一个这方面的条约是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出台

的«集束弹药公约»ꎮ
“科学去发现ꎬ工业去应用ꎬ人类去跟随”:与 １９３３ 年芝加哥世界博

览会的口号相反ꎬ我们还未落到对科技发展无能为力的程度ꎮ 科学和技

术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ꎬ而将一项发明用于军事目的之前ꎬ必须

对使用该发明将会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ꎬ包括因此产生的积极和消

极影响ꎮ 同样ꎬ为军事目的而生产、购买和最终使用创新技术ꎬ每一个这

样的决定也都与政治和公民责任有关ꎬ而后者是更重要的ꎬ因为它直接

影响人类的生活ꎮ 武装冲突的后果不是“虚拟”的ꎮ 某些新技术在军事

行动中的使用在社会大众和科学、军事和政治界已经引起争论ꎬ这应被

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代表人们在质疑这些新武器是否符合我们的

法律和道德准则ꎮ
正如莱特兄弟可能没有预见到飞机的全部潜力ꎬ新技术(以及几种

新技术的综合使用)的军事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可知ꎮ 但是ꎬ预见

使用新技术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必要的ꎮ 在冲突中行动了一个半世纪之

后ꎬＩＣＲＣ 很遗憾地证明了一点:人们在 ２０ 世纪初期还怀有能够永无止

境地“进步”的错觉ꎬ而事实恰恰相反ꎮ 历史已经表明ꎬ重视科技ꎬ更要

重视科技的后果ꎮ

主　 编
樊尚贝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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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赫伯特林∗著 / 张膑心∗∗译

摘要

网络空间中的冲突是指由冲突各方所采取的、旨在通过使用各种技

术工具及以人为基础的技巧而在网络空间中取得相对于敌方之优势地

位的行动ꎮ 原则上来说ꎬ通过损害、摧毁、侵占对方的计算机系统或使其

无效(“网络攻击”)ꎬ或是通过获取敌方想保密的信息(“网络间谍”或

“网络刺探”)ꎬ均可取得这种优势地位ꎮ 包括民族国家、个人、有组织犯

罪集团及恐怖主义集团在内的各种行为人都能获得这些工具和技术ꎬ实

施网络攻击和(或)网络间谍的动机也多种多样ꎬ包括金钱上的、军事上

的、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动机ꎮ 网络空间中的冲突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实

际空间中的冲突ꎬ可能很难将敌对的网络行动归因于责任方ꎮ 防御和威

慑敌对网络行动的问题在智识层面上尚未得到解决ꎮ «联合国宪章»和

«日内瓦公约»是与网络行动相关的ꎬ但由于网络空间相对于这些文件

∗

∗∗

赫伯特林博士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计算机科学与电信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ꎬ
他同时担任该委员会公共政策和信息技术方面重大项目的研究主持人ꎮ 他参与编辑了国家科

学研究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的报告«美国获得和使用网络攻击能力的技术、政策、法律及伦理»[这份

报告的中心思想主要来自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ＲＣ)ꎬ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ＰｏｌｉｃｙꎬＬａｗꎬ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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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记录:为美国的政策提供策略意见并研究可能的选择»ꎮ
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ꎬ法学博士ꎮ



来说是全新的ꎬ现在还并不清楚这种相关性的具体细节ꎮ

关键词:网络冲突ꎻ网络空间ꎻ网络攻击ꎻ国家安全ꎻ国际人道法

在 ２１ 世纪ꎬ信息至关重要ꎻ因此ꎬ从民族国家到个人的各实体都日

益依赖于信息及信息技术ꎬ包括计算机和电信技术ꎮ 公司依赖信息技术

来运作(比如制作工资表和记账ꎬ记录存货和销售情况以及进行研发)ꎮ

食物、水和能源的分配网络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依赖信息技术ꎬ交通、医疗

和金融服务亦然ꎮ 工厂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效率使用电脑控制的机

器制造着产品ꎮ

军队也不例外ꎮ 信息技术被用来管理军队———比如用于指挥和控

制以及用于后勤ꎮ 此外ꎬ现代的精确制导武器说明了使用植入武器系统

的信息技术如何增强了武器的致命性而又减轻了使用该种武器带来的

附带损害ꎮ 军队的行军打仗可以通过网络来协调ꎬ这种网络可以让大家

共享战场的信息和共同的情况ꎮ

恐怖主义者和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同样使用信息技术ꎮ 虽然恐怖

主义者的动能武器通常都是技术含量低的ꎬ但恐怖主义者在招募、训练

和通信方面对信息技术的使用经常是极其先进的ꎮ

“网络空间”是网络化信息技术的一个共同术语ꎮ 美国国防部将网

络空间定义为这样一个领域ꎬ其特性在于“使用电子设备(即信息技术)

及电磁频谱、通过网络化的系统及与其相联系的实体基础设施来存储、

修改和交换信息”ꎮ〔 １ 〕 民事、军事以及恐怖主义实体均使用该定义在网

络空间中经营和运作ꎮ

正如笔者的自我简介所提到的ꎬ笔者是一名美国科学家和政策分析

师ꎬ而不是律师ꎬ但要知道ꎬ全面理解网络领域要求对技术、政策和法律

都要了解ꎬ这是很重要的ꎮ 此外ꎬ本文所提供的分析基本上反映的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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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上的看法ꎮ
本文开头将简要介绍网络空间中冲突的性质ꎬ概括这种冲突的工具

和技术、因该种工具和技术而成为可能的网络空间中的敌对(攻击性)
行动、可能使用这些工具和技术的行为人以及他们可能如此行为的原

因ꎮ 第二节将讨论关于网络空间中冲突的三个重要问题:将网络空间中

的冲突与使用传统动能武器的实际空间中的冲突进行对比ꎻ将敌对行动

归因于责任方ꎻ以及防御和威慑敌对行动ꎮ 第三节将讨论与«联合国宪

章»和«日内瓦公约»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律问题ꎻ该部分还将讨论

网络空间中的攻击性行动可能在人权方面造成的某些影响ꎮ 第四节将

就私营部门的角色进行评论ꎬ它既是网络空间中攻击性行动的目标ꎬ同
时也是该种行动的实施者ꎮ 最后一节将讨论防止冲突升级和终止网络

空间冲突的课题ꎬ这些课题基本上还少有人研究ꎮ
本文最重要的目的或许在于试图指出与网络空间冲突相关的重要

问题ꎬ尤其是规制这种冲突的国际法律框架的相关问题ꎮ 无奈本文并不

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多少答案———事实上ꎬ为了能在该领域作出有理有据

的决策ꎬ则需要拓展新知识并深入了解相关技术和法律工具ꎬ这种需求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为很多分析家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ꎮ

　 　 什么是网络空间中的冲突?

鉴于信息和信息技术日益增加的重要性ꎬ冲突各方很可能通过使用

各种工具和技术来利用网络空间的某些方面ꎬ试图以此取得相对于敌方

的优势———即本文中所称的“网络空间中的冲突”或“网络冲突”ꎮ〔 ２ 〕

　 　 工具和技术

网络空间中冲突的工具和技术可以被有效地分为基于技术的工具

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２ 〕 这一定义意味着“武装冲突” 或“军事冲突” 是更广义的“冲突” 一词的下位概

念———而且仅仅是下位概念ꎬ“冲突”可能包括经济、文化、外交或其他的利益冲突ꎬ同时也包括

涉及军事问题或武力使用的冲突ꎮ



和着重于人的技巧ꎮ 攻击性的工具和技术使敌方得以实施一些不利行

为ꎮ 防御性的工具和技术则试图阻止敌方实施这些行为ꎮ

　 　 基于技术的工具

攻击性的工具需要三个要素:
１. 进入

∙∙
是指敌方如何得到其所感兴趣的信息技术ꎮ 进入可能是远

程的(比如通过互联网、通过与其相联系的拨号上网调制解调器或是通

过渗入其所连接的无线网络)ꎮ 又或者ꎬ进入也可能会要求物理上的邻

近性(比如间谍可能会扮作操作员、服务技术员或供应商)ꎮ 邻近的进

入还可能出现在供应链的任何一环(比如在芯片制造、组装、系统软件的

安装、运送给顾客或操作的过程中)ꎮ
２. 弱点

∙∙
是指可以被用来损害该信息技术的一个因素ꎮ 弱点可能会

经由设计或执行上的失误而意外出现ꎬ也可能是故意造成的(参见上文

的邻近进入)ꎮ 无意中出现的漏洞(或“ｂｕｇ”) 可能会为敌方抓住机会

利用该弱点打开方便之门ꎮ
３. 有效负载

∙∙∙∙
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机制ꎬ它在通过进入以利

用弱点之后会攻击信息技术ꎮ 比如说ꎬ一旦一个软件代理(比如一个病

毒)进入了一台计算机ꎬ其有效负载可以被设定来做很多事情———自我

复制和转发ꎬ或是损坏或更改系统上的文件ꎮ 有效负载可以被设计为做

多件事情ꎬ或是在不同的时间发挥作用ꎮ 如果有一个通信渠道的话ꎬ还
可以远距离升级有效负载ꎮ

防御性的工具则是应对以上一个或多个因素的ꎮ 有些工具(比如防

火墙)会封锁可能被意外开放的进入路径ꎮ 其他工具在敌方能够利用某

些程序错误(弱点)之前识别出可以修补的错误ꎮ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的

作用在于防止敌方用任何特定的有效负载造成损害(比如ꎬ一份机密文

件可能会被加密ꎬ这样即使从系统中偷走了一份拷贝ꎬ它对敌方也毫无

用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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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人的技巧

人会与信息技术互动ꎬ与通过纯粹技术性的手段实现进入相比ꎬ欺

骗、贿赂或胁迫一个内部人员ꎬ让其按照敌方的吩咐行事往往更加容易ꎮ

比如ꎬ通过贿赂一个门房ꎬ让其把一个 Ｕ 盘插入一台计算机可能就可以

实现对一个系统的邻近进入了ꎮ 通过胁迫一个程序员编写错误的代码ꎬ

可能就可以安装一个弱点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ꎬ可能会将技

术工具和基于人的技巧结合起来使用ꎮ

防御性的基于人的技巧实质上就是让人们不要以有损安全的方式

行事ꎮ 教育可以教会(一些)人不去相信意在骗取用户名和密码的欺诈

病毒ꎮ 对行为的审查会使(一些)人不去用可疑的方式使用信息技术ꎮ

对报告给予奖励会让(一些)人向适当的当局报告有问题的或可疑的行

为ꎮ

　 　 网络空间中可能的攻击性行动

网络空间中的攻击性行为可以被称为网络攻击或网络刺探ꎮ

网络攻击是指通过蓄意的行为ꎬ让敌方的计算机系统或网络ꎬ或

储存在这些系统和网络中ꎬ或是通过其进行传输的信息和(或)

程序遭到修改、破坏、误导、降级或毁坏ꎮ 这种行为还可能会影响

到跟这些系统和网络相连接的实体ꎮ 网络攻击可能被用来阻止

被授权用户访问某台计算机或某项信息服务(拒绝服务攻击)、

毁坏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据说震网(Ｓｔｕｘｎｅｔ)网络攻击的目的

即是如此]〔 ３ 〕 ꎬ或是毁坏或修改重要的数据(比如军事后勤部署

的时间表)ꎮ 注意网络攻击的直接后果(对计算机的损害)可能

不如其间接后果(对与该计算机相连接之系统的损害)那么重

要ꎮ

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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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刺探是指被设计用于渗入敌方所使用的计算机系统或网络

的故意行为ꎬ其目的在于获取储存在该系统或网络上或通过其进

行传输的信息ꎮ 网络刺探其意不在扰乱从用户角度看来某一计

算机系统或网络的正常运行———事实上ꎬ最好的网络剌探是那种

用户从始至终完全没有意识到的ꎮ 其所试图获取的信息通常是

敌方希望不要披露的信息ꎮ 一国可能会实施网络刺探以获取宝

贵的情报信息ꎬ正如其可能派遣间谍来获取情报一样ꎮ 它可能会

刺探敌方制造核武器的研发项目、敌方的战斗序列或其军事行动

计划等ꎮ 或者它还可能从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的网络中刺探

信息ꎬ以便使其国内该公司的竞争者从中获利ꎮ 尤为令人感兴趣

的可能是那些使该国得以对其他系统和网络进行更进一步渗透

以便获得更多额外情报的信息ꎮ
注意新闻报道经常会说“网络攻击”ꎬ而实施的行为实际上是网络

刺探ꎮ

　 　 行为者 /参与者及其动机

什么样的行为者可能会实施这种行动呢? 信息技术的性质就是这

样ꎬ它决定了有潜在的很大范围的行为人都能够实施具有国家级重大意

义的行动ꎮ 某些民族国家ꎬ比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以色列被普遍认为

拥有强大的攻击性网络能力ꎬ不过比较不发达的民族国家也同样能够在

网络空间中实施攻击性行动ꎮ
迄今为止ꎬ已知的实施了网络刺探和网络攻击的行为人都是次国家

参与方———大部分是个人ꎬ而且大部分是为了谋利ꎮ 人们常指 ２００７ 年

针对爱沙尼亚和 ２００８ 年针对格鲁吉亚的网络攻击的幕后推手是俄罗

斯、〔 ４ 〕对很多国家各种实体许多备受瞩目的网络刺探背后是中国ꎬ〔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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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及(或)以色列则应为对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震网)负责ꎻ但

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正式承认实施了这些行为ꎬ而且即使存在确凿的证

据证明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命令或指示了这些行为中的任何一个ꎬ这

些证据也还没有被公之于众ꎮ

各种次国家行为者———包括个人、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集

团———都有可能实施网络攻击和(或)网络刺探ꎮ 事实上ꎬ这种行动中

有一些(但也只是有一些)只要用从互联网上找到的信息和软件加上任

何本地的计算机商店就可以买到的硬件就能实施了ꎮ

实施这种行为———即参与网络冲突———的动机也多种多样ꎮ 现在

最常见的动机之一是经济上的ꎮ 因为很多商业行为是通过互联网或通

过使用信息技术才得以进行的ꎬ有些参与方是试图通过其攻击性行为而

非法牟利的网络罪犯ꎮ 网络刺探能够得到很有价值的信息ꎬ像信用卡号

码或银行登录证书、商业秘密、商业发展计划或合同谈判策略ꎮ 网络攻

击可以扰乱竞争者的生产计划、破坏竞争者有用的数据ꎬ或是被用作从

被害人处骗取钱财的工具ꎮ 责任人可能会实施一个网络攻击用来出租

(对爱沙尼亚的网络攻击被普遍认为是用一个租用的网络武器实施

的)ꎮ〔 ６ 〕

这种行动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治———实施者可能是为了实现

某种政治目的而实施该行为ꎮ 网络攻击或刺探的实施可能是为了向某

国发出一个政治信号ꎬ为国家收集情报ꎬ说服或影响另一方ꎬ让其以某种

方式行事ꎬ或是劝止另一方不去做某些事情ꎮ

还有另外一个实施这种行动的原因是个人的———实施者实施该行

动可能是为了赢得“吹嘘的资本”、为了证明其精于某种技能ꎬ或为了满

足个人的好奇心ꎮ

最后ꎬ实施这种行动也可能是因为军事上的原因ꎬ就像使用动能武

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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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传统军事行动一样ꎮ

　 　 一些重要问题

网络冲突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ꎮ 下文描述是一些作

为范例的最突出的问题ꎬ本文并不期望面面俱到ꎮ
网络空间中的冲突与实际空间中的冲突相比如何?
网络冲突的很多方面颠覆了我们对冲突如何展开的理解ꎮ 虽然大

部分评论者都承认网络和实际空间之间的明显区别ꎬ但人们很容易就

会低估这些区别的影响有多么深远ꎮ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以下问题的

影响:
冲突的场所ꎮ 在传统动能冲突中(即由有组织的、由政府控制的

部队使用动能武器所进行的冲突)ꎬ很多军事行动(特别是空中、
海上或海下的)所发生的空间ꎬ与有大量平民存在的空间基本上

是分开的ꎮ 在网络冲突中ꎬ很多军事行动发生的场所则恰恰是平

民普遍存在的场所ꎮ
攻防平衡ꎮ 在传统冲突中ꎬ攻击技术和防御技术通常是大体平衡

的ꎮ 在网络冲突中(至少在公开的敌对行动爆发之前)ꎬ攻击方

则天然地优于防御方ꎬ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攻击方只需要成功一

次ꎬ而防御方则需要每次都成功ꎬ另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不可能

保证有害的、不正确的或有漏洞的信息输入(不管是程序还是数

据)不会进入某个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ꎮ
归责ꎮ 传统动能冲突是由被推定为在国家政府控制下的武装部

队实施的ꎮ 但对参与网络冲突的行为者来说ꎬ则不存在这种推

定ꎬ将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确定无疑地归责于国家政府是非常困难

或不可能的(参见下文的讨论)ꎮ
非国家行为人的能力ꎮ 在传统动能冲突中ꎬ所造成的影响基本上

是能参与战斗的军事人员的人数所起的作用ꎬ因为非国家行为人

所拥有的人数一般要少于国家所拥有的ꎬ因此跟相对来说装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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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的国家行为人相比ꎬ非国家行为人可以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说

也比较小ꎮ 在网络冲突中ꎬ非国家行为人则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

能力来造成大规模的行为人所能造成的某些大规模的影响ꎮ
距离和国家边界的重要性ꎮ 在传统冲突中ꎬ距离至关重要ꎬ对国

家边界的侵犯意义重大ꎮ 而在网络冲突中ꎬ距离基本上无关紧

要ꎬ无论是攻击还是刺探ꎬ对国家界限的渗透都是家常便饭ꎬ而且

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ꎮ

　 　 归责

正如上文提到的ꎬ网络行动的一个关键的技术性特征ꎬ是难以将任

何特定网络行动归责到其实施者身上ꎮ 在这一语境中ꎬ“实施者”的定

义可以有很多含义:
与目标直接连接的攻击机器ꎮ 当然了ꎬ这台机器———即离攻击目

标最近的这台———很有可能是一个对正被实施的行动毫不知情

的善意第三方ꎮ
发动或发起该项行动的那台机器ꎮ
发动或发起该项行动的机器所处的地理位置ꎮ
坐在发起攻击的机器前敲打键盘的人ꎮ
对被指名的人有管辖权(比如因为其键入发起的指令时所在的地

理位置而有管辖权)的国家ꎮ 因此ꎬ一台位于俄罗斯的机器可能

是由一名接受伊朗政府命令而行事、位于法国的人所控制的ꎮ
支持个人实施行为的实体ꎬ如果存在这种实体的话ꎮ
实践中ꎬ归责方面的判断是基于从所有来源收集到的信息判断的ꎬ

可以包括就所涉行为收集到的技术上的显著特征和科学鉴定结论、情报

信息(比如截获的高级领导人的电话)、以前的历史(比如跟以前的网络

行动的相似性)以及对谁有实施这种行为之动机的了解ꎮ
恶意的网络行动不可能归责ꎬ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ꎮ 这种说法确实

也有点道理:如果实施者一点儿错也不犯、使用前所未见的技巧、不留下

任何指向他自己的线索、从不在任何公开或被监听的场合谈论该行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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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在其实施该种行为的动机为人所知的期间内实施其行为ꎬ那么要

确认该实施者可能确实是不可能的ꎮ
的确ꎬ有时候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决策者确

实无能为力ꎮ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ꎬ归责的问题并没有这么极端ꎬ因为这

些条件中的一个或数个并没有得到满足ꎬ因而或许可以就归责作出一些

有用的(即使是不完全的)判断ꎮ 比如说ꎬ即使不知道发起了某一攻击

的机器位于何处ꎬ但信号或人力情报可能可以确认支持发起该攻击的实

体ꎮ 而就对实施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言ꎬ后者可能就已经足够了ꎮ

　 　 网络空间中的威慑和防御

在当代ꎬ保护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信息和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多政策

关注ꎮ 有两种(并不互斥)的方法可以提供这种保护:保卫自己的资产

免于攻击性行为ꎬ以及劝阻敌方不实施此类行为ꎮ
防御是指减少攻击性行为成功可能性的措施ꎮ 这包括阻止实施者

获得进入路径、排除弱点ꎬ或使得某一行动的受害者能够从成功的攻击

性行动中迅速恢复的措施ꎮ
劝阻是指使得敌方干脆一开始就不要发动攻击性行为ꎮ 威慑是一

种劝阻的手段ꎬ它给敌方施加了某种高昂的代价ꎬ使得发起攻击性行为

成为极不理智的行为ꎮ 这种代价可能会作为对网络空间中某些恶意行

为的回应而在网络领域施加给一个已经确认的敌方ꎮ 但逻辑上来说ꎬ并
无必要将回应限定于该领域ꎬ在回应方式上ꎬ决策者有着广泛的选择空

间ꎬ这包括防御态势的改变、执法行动、经济行为以及使用传统部队的军

事行动ꎬ同样也包括网络行动ꎮ
美国的国家安全态势传统上是基于防御和威慑之间有力的结合ꎬ但

网络空间将这种结合全然改变了ꎮ 攻击性网络行动相对于防御性行动

的天然优势使得很多人在考虑一种威慑战略ꎬ以此来让敌方不对美国实

施这种行动ꎮ 但高级决策者们已经决定ꎬ因为网络空间中的威慑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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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难以执行的战略ꎬ我们必须实施更有效的防御ꎮ〔 ７ 〕 如果读者觉得

这种认识不尽如人意ꎬ那么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ꎮ

　 　 适用于网络冲突的关于战争的法律

传统冲突和网络冲突之间的区别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冲突有着广

泛的影响ꎮ 武装冲突法和«联合国宪章»中所能找到的规制国际关系中

武力使用的法律是为了应对传统冲突而发展出来的ꎬ虽然构成这些法律

之基础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ꎬ但其在特定事件中如何适用于网络冲突目

前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确定的ꎮ 在传统冲突环境下ꎬ指挥官(及其法律

顾问)的直觉已得到了磨炼ꎮ 但对于网络冲突ꎬ除少数专家外ꎬ当今武装

部队人员对其尚缺乏了解ꎮ

国家间的武装冲突(或曰“国际性武装冲突”)现在是由两套法律体

系所规制的:诉诸战争权这一法律体系规制一国何时可以诉诸武装冲突

的问题(国家之间任何这种诉诸冲突的行为都构成“武装冲突”)ꎬ还有

战时法ꎬ这一法律体系规制武装冲突的参与方如何行为ꎮ «国际法院规

约»第 ３８ 条列出了这两个法律体系的渊源ꎬ它们主要可以在条约(国家

之间的协议)和国际习惯法(即由“作为通例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而产生

的、独立于条约法而存在的规则)中找到ꎮ〔 ８ 〕

本部分将简要概述网络冲突的法律层面ꎮ 本刊中的其他文章更详

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ꎮ〔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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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诸战争权

现在ꎬ诉诸战争权的主要条约渊源是«联合国宪章»ꎬ它明令禁止任何

缔约国使用武器(第 ２ 条第 ４ 款)ꎬ除非有以下两种情况———当有安理会

授权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７ 章项下的决议)ꎬ以及当某一缔约方受武

力攻击而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时(根据第 ５１ 条)ꎮ 关于网络攻击发生时

应如何理解«联合国宪章»的困难和疑问主要是因为三个基本事实ꎮ
第一ꎬ«联合国宪章»写于 １９４５ 年ꎬ当时甚至都没有人想到过网络

攻击的概念ꎮ «宪章»制定的基本经验基础是国家间的传统冲突ꎬ因此

«宪章»的制定者们不可能想到其如何可以适用于网络冲突ꎮ
第二ꎬ«联合国宪章»本身并没有包含某些关键术语的定义ꎬ比如

“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武力攻击”ꎮ 因此ꎬ这些术语的含义不能通

过直接查阅«宪章»而得知ꎮ 只能通过历史上的先例和实践来推知这些

定义和含义———各个国家、联合国本身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例

中是如何定义这些术语的ꎮ 鉴于在传统冲突的情况下这些术语的可能

含义都不清楚ꎬ那就难怪在网络冲突情况下更不清楚它们可能有何含义

了ꎮ 因此ꎬ人们可以期望将来的判例法可以像对传统冲突一样澄清那些

术语ꎮ 但目前ꎬ判例法将会如何审理———甚至是否将会审理———关于网

络攻击的案子都是完全不确定的ꎮ
第三ꎬ«宪章»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ꎮ 第 ２ 条第 ４ 款禁止除自卫

和安理会授权之外能够造成人员或财产损害的武力使用ꎮ 但第 ４１ 条却

允许可能损害人员或财产的其他行为(特别是经济制裁)ꎮ «联合国宪

章»的制定者们预料之外的行动———即网络行动———很可能会放大这种

自相矛盾之处ꎮ 举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说明可能产生的一些难题ꎮ 在

一段时间内针对敌国的各种不同的金融目标采取的、包括许多网络攻击

在内的一个攻击性行动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间的恐慌ꎬ并动

摇公众对现任政权的信心ꎬ却不会直接造成有形损害或生命伤亡ꎮ 假设

可以确定该行动的实施者ꎬ那么即使真有什么理由将这种行动理解为

«联合国宪章»项下的武力使用或武力攻击ꎬ而不是经济或“政治”制裁ꎬ

３２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这种理由又是什么呢?

对以下问题———简单地说ꎬ什么构成网络空间中的武力攻击———的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ꎬ如果一起网络攻击造成了与一起达到武力攻击标准

的动能攻击一样的后果ꎬ那么该网络攻击本身就将被认为是武力攻击ꎮ

在关于网络攻击的各种情势下出现的这种问题ꎬ其答案对被攻击方

和攻击方都很重要ꎮ

这些答案对被攻击方重要ꎬ是因为它们可能影响到何时、由什么

政府机构来进行回应(比如在美国ꎬ这些答案会影响到该攻击是

被看做一个执法问题还是军事问题)ꎬ以及受害人可能拥有何种

回应的权利ꎮ

这些答案对攻击方重要ꎬ是因为它们设定了合法地诉诸武力的标

准ꎬ决策者在实施强硬的或是挑衅性的行为以促进其利益时可能

不会希望越过该标准ꎮ

　 　 战时法

战时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及相应的习惯法规

则ꎮ 战时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包括军事必要原则(军事行动必须旨在

有助于从军事上战胜敌人ꎬ而且必须是为了一个具体的军事目的)、区分

原则(军事行动只能针对“军事目标”而不能针对民事物体)以及比例原

则(预期的附带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亡或民用物体的损害与预期的军

事利益必须相称的)ꎮ

跟«联合国宪章»一样ꎬ«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网络攻击这种冲突

模式ꎬ而在涉及网络冲突的实例中如何适用上述原则可能是成问题的ꎮ

下面提出一些假设的案例以引出一些关键问题:

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关于区分的规定ꎬ冲突各

方必须区分平民和战斗员以及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ꎮ〔１０〕 在网络

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１９７７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ＡＰ Ｉ)ꎬＡｒｔ. ４８ꎻ ａｎｄ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ｅｄ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ｒｕｌｅ ７.



战的情况下ꎬ对敌方信息技术系统或网络的攻击就必须旨在造成

确定的军事利益(而不能只是政治或经济利益)ꎮ〔１１〕 在当代ꎬ武

装部队的很大一部分通信很有可能是通过主要用于民用目的的

通信设施来进行的ꎮ 同样的ꎬ军事基地也经常依赖于所在国的发

电站ꎮ 这些事实是否意味着通信设施和发电站将是合法的军事

目标呢?〔１２〕

关于防止攻击影响的预防措施的规定还要求被攻击方保护其控

制下的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攻击影响———比如通过避免将军事

目标设在人口稠密区内或其附近ꎬ以及将平民和民用物体迁离军

事目标的附近地方ꎮ〔１３〕

根据关于比例性的规定ꎬ〔１４〕 一定程度的附带损害是可以被允许

的ꎬ但如果“可能的”附带损害相对于“预期的军事利益”来说是

不成比例的ꎬ那就不行了ꎮ〔１５〕 比如ꎬ如果网络攻击的目标是一个

发电站ꎬ那么就必须评估由供电服务中断造成的对平民居民的伤

害与攻击该发电站可能得到的军事利益是否相称ꎮ 在能够进行

这种评估之前ꎬ指挥官必须要有足够的关于该发电站(及依赖该

发电站者)的情报ꎬ以便基于此来做出判断ꎮ

关于禁止背信弃义行为的条款规定武装部队不能被伪装成在法

律上受保护的实体ꎬ比如医院ꎮ 该规则是保持民用和军事实体之

间区分的结果ꎮ 如果甲国将一个医院的信息系统作为对乙国进

５２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第一议定书»ꎬ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ꎮ
通信设施和发电站可以被看做是两用物体的例子ꎮ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的条文并未明确规定故意攻击两用物体的合法性问题ꎮ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 １９７７ 年

«附件议定书»的评论(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的评论)第 ２０２３ 段认为对该种物体的攻击是被允许的ꎬ
不过这也必须要满足攻击的比例性要求ꎮ 对该种物体的攻击若有伤害平民或损害民用财产的

意图ꎬ则为不合法ꎬ但要确定这一点是很困难的ꎮ
ＡＰ ＩꎬＡｒｔ. ５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 (ｅｄ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

ｒｕｌｅｓ ２２ – ２４.
Ａｓ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ＡＰ ＩꎬＡｒｔ. ５１ (５) ( ｂ) ａｎｄ Ａｒｔ. ５７ (２ ) ( ａ) ( ｉｉｉ)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 (ｅｄ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ｒｕｌｅ １４.
«第一议定书»ꎬ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ꎮ



行网络攻击的发起点ꎬ那当如何呢? 能否针对所涉信息系统合法

地发动网络反击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操作员的身份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

况下ꎬ平民操作员将免于攻击ꎬ除非其“直接参与敌对行动”ꎬ〔１６〕

此时其将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ꎮ 鉴于平民很可能将是实施某些种

类网络攻击的重要参与者ꎬ那么如果直接参与的标准在某种程度

上与网络攻击的计划、准备及(或)实施相关的话ꎬ如何相关、又在

何种程度上相关呢? 举例来说ꎬ可以考虑以下一系列的平民参与:
—　 一位平民发布了一个网络攻击可资利用的开放源代码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的缺陷通告ꎮ
—　 国防部的一个平民承包商在敌方的系统上确认了该弱点的存

在ꎮ
—　 一个平民承包商通过将一个恶意软件引入敌方的系统而利用

了该弱点ꎬ该恶意软件并不损害该系统ꎬ但可以在之后接受指

令而造成损害ꎮ
—　 一个平民承包商向一名军官口述激活该恶意软件所需要的整

套精确指令ꎮ
这类例子表明ꎬ就任何涉及网络攻击的特定军事行动情形而言ꎬ如

何进行严肃的武装冲突法分析都会是相当不确定的ꎮ

　 　 潜在的人权后果

人权就政府针对其管辖范围内个人的行为加以限制ꎮ 这种权利可

以是源自一国国内法(如根据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权利)、国际条约

(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或国际习惯法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美国于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批准)中提

到的两项权利可能与网络领域相关ꎮ 第 １７ 条(保护私生活和名誉)可
能跟那些旨在损害某人名誉———比如通过篡改计算机上此人所参与的

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６〕 «第一议定书»ꎬ第 ５１ 条第 ３ 款ꎮ



交易记录———或旨在揭露某人私密信息(如果此人是重要人物或政治上

有影响的人物ꎬ则可能构成冲突前的挑衅行为)的网络行动相关ꎮ 第 １９
条(保护寻求消息的权利)可能会跟旨在阻止个人从互联网或其他媒介

获取服务的网络攻击相关ꎮ 根据网络攻击的性质和目标ꎬ它也可能涉及

其他一些权利ꎬ像生命权、健康权和获取食物权ꎮ 对这些其他权利的遵

守意味着ꎬ比如说ꎬ旨在实施经济制裁的网络攻击仍然必须允许进行与

获取食物和药品相关的交易ꎮ
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访问互联网是其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这些国家包括爱沙尼亚、〔１７〕 法国、〔１８〕 西班牙〔１９〕 和芬

兰〔２０〕 )ꎮ 因此ꎬ如果访问互联网是一项人权ꎬ那么剥夺或阻碍互联网访

问的行为就将侵犯该项权利ꎮ
此外ꎬ人权法中有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ꎬ即其在公开承认的武

装冲突或敌对行动中的适用程度问题ꎮ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ꎬ武装冲突法

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人身痛苦的必要性ꎬ因此人权法

不应再向其武装部队的行为施加额外的限制ꎮ 与此相反的是ꎬ许多国际

机构ꎬ像国际法院〔２１〕和人权事务委员会〔２２〕 都认为人权法与武装冲突法

一样ꎬ可以而且应当在敌对行动中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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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部门作为攻击性网络行动的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作用

私营部门以各种方式被深深卷入了与网络冲突相关的问题中———
比其被卷入传统动能冲突的程度要深得多ꎮ 最明显的联系就是私营实

体经常都会成为恶意网络行动的目标ꎮ 通常认为ꎬ大多数针对私营主体

的这种行动的实施者都是罪犯(比如试图获取信用卡号码的人)ꎬ但民

族国家也有可能为了各种目的而实施针对他们的网络行动(如上文“网
络空间中的威慑和防御”一节所讨论的)ꎮ

此外ꎬ尤其是在美国ꎬ军事和平民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共用基础设施ꎮ
美国军事通信中很大一部分要通过由私营部门掌管的主要为平民用户

服务的网络ꎮ 电力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军事基地的日常运作是依

赖于民用发电站的ꎮ 根据对武装冲突法的很多解释ꎬ对民用基础设施的

军事依赖会使该民用基础设施成为敌方军事行动的合法打击目标(即
“两用物体”)ꎮ

另一个重要的联系在于ꎬ网络空间的内容物主要都是由提供信息技

术相关商品和服务的私营实体或公司所研发、建立、运行并拥有的ꎮ 有

时候ꎬ可能需要这些实体的合作来实现充分的防御措施ꎮ 比如ꎬ有的决

策者认为网络空间中充分的防御态势将要求私营部门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认证用户ꎬ即要让匿名的行为再无可能ꎮ 还有些时候ꎬ可能需要私营

部门的合作来使得针对敌方的攻击性网络行动成为可能ꎮ 比如可能需

要一个友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合作才能在互联网上发动网络攻击ꎮ
围绕着私营部门与网络冲突的联系产生了很多问题ꎮ 比如:
除了改变防御态势和通知执法部门之外ꎬ还应当允许私营部门采

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恶意的网络行动? 确切地说ꎬ私营实体的

应对应当有多大的攻击性?
如果美国政府要实施攻击性行动来回应针对私营实体的网络攻

击(或授权私营部门的攻击性回应)的话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实施和授权呢? 而如果其这么做的话ꎬ在何种情况下呢?
私营部门的行为会如何干扰美国政府的网络行动呢?

８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对达到了(«联合国宪章»意义上的)“使用武力”标准的私营部门

的行为ꎬ美国政府当负何责?

　 　 防止网络空间中冲突的升级和终止冲突

小冲突有时会发展成大冲突ꎮ 决策者们尤其担心的是这样一种可

能性ꎬ即暴力可能会扩大到冲突任何一方最初都没有想过或并不希望达

到的程度ꎮ

在考虑传统动能冲突的时候ꎬ分析家们通常会想到冲突升级的动态

变化和终止冲突ꎮ 在网络环境下ꎬ升级动态是指网络空间中最初的冲突

发展的可能性ꎮ 关于网络冲突的很多思考关注的都是冲突的最初(起

始)阶段———其所问的问题是ꎬ比如说ꎬ“如果甲对美国实施了一次严重

的网络攻击ꎬ那我们该怎么办?”其默认的假定是这种严重的攻击将会是

第一起网络攻击ꎮ

但如果它不是呢? 冲突的升级如何显现? 如何阻止(或威慑)它?

升级动态的理论是存在的ꎬ尤其是在核领域ꎬ但因为核领域和网络领域

有着根本的区别ꎬ有充分理由认为网络空间与核领域中的升级动态理论

将会有很大差别ꎮ 一些重要的区别包括:归责更慢而且(或者)更不确

定ꎻ在网络冲突中非国家行为人干扰冲突处理的能力增强了ꎻ还有就是

存在着大量有实施网络行动实际能力的国家ꎮ

升级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发生(这些机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某一

个案中同时作用)ꎮ〔２３〕 冲突一方可能会抱着某种特定目的而故意将冲

突升级ꎮ 它也可能采取一个其并不认为是促进升级的行动ꎬ却被对方认

为是在升级ꎬ从而无意中升级了冲突ꎮ 如果一方的部队实施了什么意外

行动(比如打击了错误的目标)ꎬ其也可能偶然地升级冲突ꎮ 最后ꎬ当某

一第三方成功地挑拨两方参与冲突(坐山观虎斗)ꎬ则发生了催化性的

９２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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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ꎮ 实施匿名或无法归责的行为的可能性为这种催化性的挑拨提供

了便利ꎮ
网络空间中冲突的终止也提出了很多难题ꎮ 冲突的终止是当双方

决策者同意停火之后所面临的任务ꎮ 执行这种协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知道另一方遵守了谈判所达成的条款ꎮ 在网络空间中ꎬ一方或双方都有

可能成为第三方恶意网络行动的攻击目标ꎬ而该第三方与两个主要冲突

方之间的网络冲突无关ꎬ鉴于这样的风险ꎬ一方如何会知道另一方遵守

了停火协议呢? 换言之ꎬ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恶意的网络行动ꎬ这是一个

持续存在的背景状况ꎮ 而且一方是否有义务告知另一方其在冲突之前

进行的所有战场准备呢? 此类行动———类似于排雷行动———要求各方

对其各种准备工作进行细致的记录ꎮ

　 　 结论

网络空间中可以而且也确实会发生冲突ꎮ 网络空间中冲突的晚近

历史如何、又在何种程度上警示着未来呢?
现在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ꎮ 第一ꎬ迄今为止我们经历过的还只是可

能发生之网络冲突中的很小一部分ꎬ而且网络冲突的实际经验仍然有

限ꎮ 事实上ꎬ所有已知的针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实施

的敌对行动ꎬ包括网络攻击和网络刺探ꎬ都还没有达到任何可以将其定

义为“武装冲突”、“使用武力”甚或是“武力攻击”的可行的标准ꎮ 这一

事实具有两个后果:还有很多严重网络冲突的可能性尚未发生ꎻ〔２４〕 以及

现在决策者们最关心的问题ꎬ即如何应对网络空间中没有达到这些标准

的敌对行为的问题ꎬ因为迄今为止发生的几乎所有恶意网络行动都还没

０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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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到这些标准ꎮ〔２５〕

第二ꎬ我们对冲突的很多假定和理解———从传统冲突的背景下发展

而来的———要么在网络空间中不适用ꎬ要么适用起来困难重重ꎮ 因此ꎬ
决策者们是在步入一个基本上未知的领域———这大大降低了他们可能

采取的任何行动之后果的可预见性ꎮ
本文是基于 ２００９ 年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报告〔２６〕 写就的ꎬ该报告

的建议包括:美国政府要组织一场关于网络攻击政策的广泛、公开的全

国性辩论ꎻ美国政府应努力寻找与其他国家在网络攻击方面的共同立

场ꎬ共同立场包括对各种关于网络攻击的国家观点有更好的相互了解、
战争法和«联合国宪章»可能如何适用于或不适用于网络攻击、可能发

动网络攻击的非国家参与方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攻击ꎮ
这两个建议〔２７〕 现在都仍然有效ꎬ而且事实上ꎬ它们不但对美国政府ꎬ而
且对«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政府而言都不失为一个

良好建议ꎮ

１３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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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碰我的云:网络战、
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克尔杜拉德勒格∗著 / 尹文娟∗∗译

摘要

网络战已成为世界各国决策者和军事领导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ꎮ

政府各级机构(包括军队)都增设了确保网络安全的部门ꎮ 但武装冲突

当中的网络行动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ꎬ尤其是当其影响不仅限于

目标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的数据时ꎮ 事实上ꎬ网络行动通常意在对“现

实世界”产生影响ꎮ 例如:通过干扰辅助计算机系统ꎬ操控敌方的空中交

通管制系统、输油管道系统或核电站ꎮ 某些网络行动可能对平民居民产

生巨大的人道影响ꎮ 因此ꎬ鉴于这一法律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

平民居民免受战争的影响ꎬ有必要对规范此类行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加

以探讨ꎮ 本文旨在探讨国际人道法[在起草时针对的是传统意义上的

(动能)战争]适用于网络技术时产生的一些问题ꎮ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

战在什么情况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武装冲突”? 在讨论该问题之后ꎬ

本文考察了规范敌对行为的一些最重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ꎬ即区分原

∗

∗∗

克尔杜拉德勒格(Ｃｏｒｄｕｌａ Ｄｒｏｅｇｅ)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行动法律处处长ꎮ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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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比例原则及预防原则ꎬ以及在网络领域如何解释这些原则ꎮ 这些规

则适用于网络领域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尚无答案ꎮ 特别是网络空

间的互联性对敌对行动规则的根本前提提出了挑战ꎬ即民用物体和军事

目标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而且必须加以区分ꎮ 因此ꎬ传统的国际人道法规

则能否充分保护平民免于网络战的影响ꎬ仍然需要观察ꎻ对这些规则的

解释无疑应当考虑到网络空间的特性ꎻ在更好地认识网络战的潜在影响

之前ꎬ不能排除制定更严格规则的必要性ꎮ
关键词:网络安全ꎻ网络战ꎻ网络攻击ꎻ国际人道法ꎻ网络行动ꎻ网络

武器ꎻ网络空间的武装冲突ꎻ敌对行为ꎻ区分ꎻ比例性ꎻ不分皂白的攻击ꎻ
预防措施

　 　 引言

网络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决策者和军事领导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

题ꎮ 近期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ꎬ３３ 个国家已采取相关

措施明确将网络战列入军事规划和组织ꎬ该报告还概述了其他 ３６ 个国

家对待网络安全问题的方式ꎮ〔 １ 〕 其中有的国家已形成非常先进的理

论ꎬ其相关军事组织雇用了上千人或上万人ꎬ有的国家则做了较为基本

的安排ꎬ就是将网络攻击和网络战纳入现有的电子战力量ꎮ 一些国家在

军队内部或之外设立了专职部门应对网络行动ꎮ〔 ２ 〕 还有报道称ꎬ在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 １５ 个军事力量当中ꎬ已有 １２ 个正在制定网络战方

案ꎮ〔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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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安全与具体的网络战

虽然关于网络安全的一般性讨论并不少见ꎬ但公众对国家关于网络

战的军事规划和政策却知之甚少ꎮ 大多数政府的战略似乎都是防御与

进攻战略的混合体ꎮ 一方面ꎬ各国越来越注重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

络攻击的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各国似乎也在组建技术力量ꎬ以便能够在武

装冲突期间对敌方采取网络行动ꎮ〔 ４ 〕

决策者和评论家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应一律禁止所有或部分新式

“网络武器”ꎬ是否应将注意力转向建立互信措施(类似核裁军方面的措

施)〔 ５ 〕 ꎬ或是否应就网络空间的行为制定“道路规则”ꎮ〔 ６ 〕 关于是否需

要制定一个新的网络安全条约的问题也已争论了十多年ꎮ 俄罗斯联邦

自 ９０ 年代末期就主张制订这样的条约ꎬ但美国和西方国家却认为无此

必要ꎮ〔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４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Ｓｃｏｔｔ Ｓｈａｎｅꎬ ‘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ｆａ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Ｂｅｎ Ｂａｓｅｌｅｙ － Ｗａｌｋｅｒꎬ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ꎬ ｉｎ ＵＮＩＤＩＲꎬ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ꎬ ‘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ｓｓｕｅ 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１ － ４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ｉｒ.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ｄｆｓ /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 ｃｙｂ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ｅｎ － ３１７. ｐｄｆꎻ 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ｅｗｉｓꎬ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ｉｒ.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ｐｄｆ －
ａｒｔ３１６８. ｐｄｆ.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ｇｕｅꎬ‘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 ａｇｅ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ꎬＳｐｅｅ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ｎｄ －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ｉｎ － ｔｈｅ － ｃｙｂｅｒ － ａｇｅ － ｓｅｅｋｉｎｇ － ｔｈｅ －
ｒｕｌｅｓ － ｏｆ － ｔｈｅ － ｒｏａｄꎬ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ｏｐｅｎｓ － ｔｈ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ｏｎ －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ｅ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ｎ １９９８ꎬ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 １ / ５３ / ３ꎬ３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ꎻ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Ｅ. Ｋｒａｍｅｒꎬ‘Ｕ. 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ｆｆｅｒ ｏｎ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ꎻ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Ｅ. Ｋｒａｍｅｒꎬ‘ Ｉｎ ＳｈｉｆｔꎬＵ. Ｓ. Ｔａｌｋｓ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ꎻ ｓｅ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ꎬＡｄｒｉａｎ Ｃｒｏｆ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ａｙｓ ｍ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２５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ｃｙｂｅｒ － ｉｄＵＳＬ６Ｅ８ＦＰ４０Ｍ２０１２０４２５ꎻ Ｋｅｉｒ Ｇｉｌｅ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Ｃ. Ｃｚｏｓｓｅｃｋꎬ Ｒ. ＯｔｔｉｓꎬＫ. Ｚｉｏｌｋｏｗｓｋｉ ( ｅｄｓ)ꎬＮＡＴＯ ＣＣＤ ＣＯ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Ｔａｌｌｉｎｎꎬ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Ｇｉｌｅｓ －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ｎｃｅ. ｐｄｆ.



联合致信联合国秘书长ꎬ提出了所谓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ꎬ但其

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武装冲突局势ꎮ〔 ８ 〕 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 ２００９ 年在上海合作

组织框架内通过的一项协定的缔约方ꎮ〔 ９ 〕 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蒙

古和巴基斯坦作为观察员ꎮ 该协定的非正式英文译文表明ꎬ协定中“战

争”和“武器” 的概念似乎已超出了它们在国际人道法上的传统含

义ꎮ〔１０〕

在这场争论中ꎬ各方都在公开或较为含蓄地指责他方从事间谍及武

器扩散活动〔１１〕 ꎬ但争论本身从法律角度看仍是非常笼统的ꎮ 特别是没

有将武装冲突和其他局势加以区别ꎬ尽管这一点对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极

为关键ꎮ 各方的关切似乎主要集中在针对国家及经济利益的间谍活动ꎬ

但也谈到了网络战和在网络空间避免武器扩散的必要性ꎮ 就网络行动

对国家、商业或私人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而言ꎬ通常并不区分网络行动是

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ꎬ还是发生在其他局势当中ꎮ 大部分关于网络安全

５３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致秘书长的信ꎬ联合国文件第 Ａ / ６６ / ３５９ 号(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关于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ｎｐｒ. ｏｒ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２３ / ｃｙｂ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ｄｆ. 附件 １ 将“信

息战”定义为:“两个或以上国家在信息空间的对抗ꎬ目的在于对信息系统、程序及资源、关键机

构或其他机构造成损害ꎬ削弱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ꎬ进行大规模的精神洗脑ꎬ从而破坏社会和

国家的稳定并迫使国家作出有利于对立方的决定”ꎮ 附件 ２ 将“发展和使用信息武器、准备和

发动信息战”的威胁描述为源自“创制和开发会对国家关键机构造成迫切危险的信息武器ꎬ此
举可能导致新的军备竞赛并构成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ꎮ 其特征包括利用信息武器准

备并发动信息战ꎬ并对运输、通讯和空中管制系统、导弹防御和其他类型的防御设施造成不利

影响ꎬ从而导致该国在面对侵略者时丧失防御能力ꎬ无法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ꎻ破坏信息基础

设施的行动ꎬ造成国家行政和决策系统瘫痪ꎻ对关键机构造成毁灭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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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ｐａｉｇ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ꎻ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ａｙｓ ＵＳ ‘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ａｃｋ
ａｔｔａｃｋ’ꎬ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的争论甚至没有提到武装冲突局势ꎬ也无法确定其中是否已暗含此类局

势ꎮ 实际上ꎬ在许多方面ꎬ特别是就防止计算机基础设施被侵入、操控或

损坏而言ꎬ网络攻击是否发生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并不重要ꎮ 保护基础

设施的技术手段基本上没有分别ꎮ 网络领域的大多数威胁与武装冲突

局势并无直接关系ꎬ而是源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间谍活动或有组织的网

络犯罪ꎬ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ꎬ但也应当清楚地看到ꎬ网络武器和

网络行动在武装冲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ꎬ而且各国正在积极准备以应

对这一新的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在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战的问题上看法较为混乱———

这种混乱实际上可能源于对网络战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ꎬ网络战可以是

在(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背景下采取的网络行动ꎬ也可以是

各种网络犯罪活动ꎮ 一些国家ꎬ如美国〔１２〕 、英国〔１３〕和澳大利亚〔１４〕 ꎬ已主

张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战ꎮ〔１５〕 但公开的立场中并未涉及某些具体问

题ꎬ如:武装冲突的标准ꎬ国际人道法上“攻击”的定义ꎬ或网络战对所谓

的军民两用物体的影响ꎮ 据称中国不同意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

６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Ｈａｒｏｌｄ Ｋｏ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Ｕ. Ｓ.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 Ａｇｅｎｃｙ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ｊｕｒｉ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１９ / ｈａｒｏｌｄ － ｋｏｈ － 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ａｗ － ｉｎ －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ꎻ “关于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

信领域的发展的秘书长报告”(以下简称“秘书长报告”)ꎬ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联合国文件第 Ａ /
６６ / １５２ 号ꎬ第 １９ 页ꎻ还见美国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确立已久的(平时和战时)指导国家

行为的国际准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ꎮ 尽管如此ꎬ网络技术独有的特性要求特别澄清:如何适

用这些准则以及可能需要哪些额外的谅解协议对其予以补充”ꎬ美国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

略ꎬ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ｄ２０１１０７１４ｃｙｂｅｒ. ｐｄ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２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９ / １１６ꎬｐ. １１ꎻ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６５ / １５４ꎬｐ. １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 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ａｎ Ｏｐｅｎꎬ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７. ２. ２０１３ꎬＪＯＩＮ
(２０１３) １ ｆｉｎａｌ. 　



战ꎮ〔１６〕 但不能确定这种立场是否确实是中国对于国际人道法所指的武

装冲突局势的官方立场ꎮ 另一种观点是: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应当珍视网空这一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人造

空间ꎬ坚决反对网络空间军事化ꎮ 主张现有«联合国宪章»、武
装冲突法及国际人道法中有关战争、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的基本

原则仍然适用ꎬ如“不得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作战

手法和方法加以限制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等ꎮ〔１７〕

就现在掌握的情况ꎬ 俄罗斯联邦并未就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战

的问题表明其官方立场ꎮ〔１８〕

从法律角度来看ꎬ必须对下面两种情况加以区分ꎬ一种是网络战ꎬ指
发生在国际人道法所指的武装冲突背景下的网络行动ꎬ另一种则是发生

在此类背景之外的网络行动ꎮ 只有发生在武装冲突中的行为才适用国

际人道法规则ꎬ这些规则对冲突各方的行为设定了某些特定的限制ꎮ〔１９〕

７３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Ａｄａｍ Ｓｅｇａｌꎬ‘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ꎬ ｉ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ｃｆｒ. ｏｒｇ / ａｓｉａ /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０２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ａｗ － ａｎｄ －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

张力:“网络战的中国视角”ꎬ见本期«评论»ꎮ 中国大使于 ９ 月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

中表示ꎬ中国认为各国应“承诺不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施敌对行动ꎬ制造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威胁ꎻ不扩散信息和网络武器”并“避免信息和网络空间成为新战场”ꎻ发言中没有提到国际人

道法ꎮ 见王群大使在第 ６６ 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发言ꎬ
“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公正的信息和网络空间”ꎬ纽约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可登录如下网址查

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 / ｗｊｄｔ / ｚｙｊｈ / ｔ８６９５８０. ｈｔｍꎮ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学说的报道并未提及与信息战有关的国际人道法ꎬ见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ｏｎ 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ｒａｓ.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ꎻ Ｋ.
Ｇｉｌｅｓ 也未提及这一点ꎬ见脚注 ７ꎻＲｏｌａｎｄ Ｈｅｉｋｅｒöꎬ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ＦＯＩ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ｃｙ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ｐ. ４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ｇｈｓｅｃｌａｂｓ. ｃｏｍ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ｆｏｉｒ２９７０. ｐｄｆꎬ在报道中称俄罗

斯联邦建议“适用禁止攻击非战斗员和禁止网络空间欺诈行为的人道法”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当提请各方关注一种特定局势:达到武装冲突程度的或在武装

冲突背景下实施的网络行动ꎬ即狭义的“网络战”ꎮ 这是因为根据 １９４９ 年的«日内瓦公约»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负有援助和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特殊使命ꎮ 国际社会还授权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传播和推广国际人道法ꎮ 例如ꎬ见«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１２６ 条第 ５ 款ꎬ«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４３ 条第 ５ 款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第 ５ 条第 ２ 款第 ７ 项ꎮ



因此ꎬ本文中“网络战”仅指由网络行动构成的战争手段和方法ꎬ这些网

络行动相当于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或发生在此类武装冲突中ꎮ
此类网络行动(往往也被称为“计算机网络攻击”)通过数据流攻击计算

机或计算机系统ꎬ或通过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实施ꎮ〔２０〕 此类行动可出

于不同目的ꎬ如:侵入计算机网络并收集、转出、销毁、更改或加密数据ꎬ
或触发、修改或以其他方式操控被侵入系统所控制的程序ꎮ 换句话说ꎬ
下文探讨的敌对行动是指一台或多台计算机开发并向目标计算机发送

计算机编码的行为ꎮ

　 　 人道关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网络战方面的人道关切主要涉及其对平民居

民的潜在影响ꎬ特别是由于网络世界的某些特性ꎬ网络行动可能会对民

用基础设施产生严重影响ꎮ〔２１〕

首先ꎬ由于对计算机系统的依赖越来越普遍ꎬ民用基础设施极易受

到计算机网络攻击ꎮ 特别是某些关键设施ꎬ如:发电厂、核电站、水坝、水
处理和输送系统、炼油厂、油气管道、银行系统、医院系统、铁路和空中交

通管制都要靠所谓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ＳＣＡＤＡ)”系统和“集散控

制系统(ＤＣＳ)”ꎮ 作为是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ꎬ这些系统极

易受到外部干扰ꎬ这种干扰几乎可能来自任何攻击者ꎮ〔２２〕

其次ꎬ互联网的互联性使民用基础设施面临威胁ꎮ 事实上ꎬ大多数

军用网络依靠民用(主要是商业)计算机基础设施ꎬ如:海底光纤电缆、

８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０〕

〔２１〕

〔２２〕

美国国防部ꎬ«军事及相关用语词典»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修

改)ꎬ华盛顿特区ꎬ２０１０ 年:“计算机网络攻击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破坏、否定、削弱或销毁计算

机和计算机网络内的信息或者计算机和网络本身的行动ꎮ”
在有关敌对行为的法律中ꎬ“平民”、“平民居民”及“民用物体”是不同的法律概念ꎬ

适用不同的规则ꎮ 但就本文而言ꎬ在论及网络战对平民居民的影响时也包括了对民用基础设

施的损害ꎬ这是网络行动最可能对平民居民产生影响的方式ꎮ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ｅｌｅ 分析了各种对不同类型的军用和民用系统进行干扰的可能的情形ꎬ认

为目前最突出的威胁可能是对电网管理系统的操控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ｅｌｅꎬ‘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ｅｌｅ. ｉｔ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 / １８５ＤＯＣ － ９３７. ｐｄｆ.



卫星、路由器或节点ꎻ而民用车辆、航运和空中管制系统配备军用的基于

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卫星的导航系统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ꎮ 因此ꎬ要区

分纯民用和纯军用计算机基础设施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ꎮ 正如我

们将要看到的ꎬ这种情形对国际人道法的一项核心原则提出了严峻挑

战ꎬ即ꎬ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的原则ꎮ 此外ꎬ即便军用和民用计算机

或计算机系统不完全是一回事ꎬ互联性也意味着攻击军事目标的后果可

能不仅限于该目标本身ꎮ 实际上ꎬ网络攻击可能对其他系统(包括民用

系统和网络)造成影响ꎬ例如通过散布无法控制的病毒或蠕虫之类的恶

意软件ꎮ 这意味着对军用计算机系统的攻击很可能同时使民用计算机

系统受到损害ꎬ而后者可能对某些民用的公共服务而言至关重要ꎬ如:水
电供应或资产转让ꎮ

目前尚无在武装冲突中发动网络攻击的实例ꎬ或武装冲突中平民居

民受到计算机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的例子ꎮ 不过技术专家似乎也认同一

点:通过网络空间蓄意干扰空中管制系统、其他运输系统、堤坝或发电站

虽然并非易事ꎬ但在技术上是可能的ꎮ 出现灾难性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

在ꎬ例如:飞机相撞、核电站辐射泄漏、化工厂释放有毒化学物质、关键基

础实施和服务(如:水、电网络)中断ꎮ
这类情形也许并非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ꎻ网络行动在多数情况下更

可能用于操控民用基础设施、使其发生故障或中断运行ꎬ但不会立即造

成人员伤亡ꎮ 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手段和方法对平民的影响也许不像

炮击或轰炸那般引人注目ꎮ 但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ꎬ例如ꎬ水电供应中

断ꎬ通讯网络或银行系统瘫痪ꎮ 因此ꎬ对此类后果及如何适用国际人道

法规则必须予以澄清ꎮ
一些评论家认为ꎬ不应过分强调计算机网络攻击对大型民用基础设

施的威胁ꎬ特别是考虑到进攻性网络武器往往需要针对特定的目标计算

９３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机系统编写特定程序[如:“震网(Ｓｔｕｘｎｅｔ)”病毒]〔２３〕 ꎬ因此很难轻易转

换攻击目标ꎮ〔２４〕 而且鉴于互联网系统在国际范围内相互连接以及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ꎬ各国也许不愿互相伤害ꎬ因其自身受到的损害(如:对金

融系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对手ꎮ〔２５〕 情况可能是这样ꎬ但也可能并非如

此ꎮ 计算机系统攻击是有可能
∙∙∙∙

针对民用物体的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

对攻击目标加以区分或以不加区分的方式发动攻击ꎬ或有可能对民用基

础设施和平民造成毁灭性的附带后果ꎬ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应对冲突各方

须遵守的可适用的敌对行动规则加以澄清ꎮ

　 　 国际人道法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ꎬ国际人道法该如何应对网络战对平民居民的潜在影

响?
国际人道法规则并未明确提及网络行动ꎮ 出于这个原因ꎬ还由于网

络技术的利用相对而言仍属于新生事物ꎬ有时看似带来了战争手段和方

法的彻底质变ꎬ有人主张国际人道法无法适应网络空间ꎬ不能适用于网

０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３〕

〔２４〕

〔２５〕

所谓的“震网”病毒是针对伊朗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发动的攻击ꎬ报道称该病毒导

致一千台离心机被毁坏ꎻ媒体报道称该病毒出自美国和 / 或以色列之手ꎬ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

正式承认ꎮ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ꎬＰａｕｌ Ｂｒａ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Ｗａｌｒｏｎｄꎬ‘Ｄｉｄ Ｓｔｕｘｎｅｔ Ｔａｋｅ Ｏｕｔ １ꎬ０００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ａｎｚ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Ｉ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ｉｓｉｓ －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 / ｉｓｉ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ｉｄ － ｓｔｕｘｎｅｔ － ｔａｋｅ － ｏｕｔ － １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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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ｅｌｅ ꎬ见脚注 ２２ꎬ认为基于这一原因ꎬ对外国金融系统发动大规模电子攻击

的情形不大可能出现ꎮ



络战ꎮ〔２６〕 然而国际人道法没有特别提及网络行动并不意味着这类行动

不受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制约ꎮ 各种新技术总会不断出现ꎬ而国际人道法

足以涵盖这些发展ꎮ 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武器(如:化

学或生物武器ꎬ或杀伤人员地雷)ꎮ 但与此同时ꎬ它还通过一般性规则约

束所有
∙∙

战争手段和方法ꎬ包括所有武器的使用ꎮ 特别是«日内瓦公约第

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规定:

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ꎬ缔约

一方有义务断定ꎬ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ꎬ该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

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

规则所禁止ꎮ

除了赋予«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特定义务外ꎬ这条规则还表明

国际人道法规则适用于新技术ꎮ

尽管如此ꎬ网络战还是对国际人道法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提出了挑

战ꎮ 首先ꎬ国际人道法假定冲突各方是已知的并可以识别ꎮ 这一点即便

是在传统的武装冲突(特别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也并非总是理所当

然ꎮ 但对于每天都会发生的网络行动而言ꎬ匿名性是规则而非例外ꎮ 在

某些情况下ꎬ追踪其来源似乎是不可能的ꎬ即便可能ꎬ往往也要耗费大量

时间ꎮ 所有法律都是基于责任的分配(就国际人道法而言ꎬ是指某个冲

突方或个人)ꎬ而最主要的难题也随之而来ꎮ 特别是在无法确定行动的

行为人ꎬ并因此无法建立该行动与武装冲突的关系时ꎬ就连判定国际人

道法是否适用于该行动都十分困难ꎮ 例如ꎬ某个政府的基础设施受到攻

击ꎬ但不清楚攻击由何人所为ꎬ因此难以明确这一潜在的武装冲突的各

个参与方ꎬ从而连是否存在武装冲突都难以确定ꎮ 同样ꎬ即便已知冲突

各方的身份ꎬ也可能难以证明行动乃某个冲突方所为ꎮ 其次ꎬ国际人道

法基于这样一个假定ꎬ即战争手段和方法会在现实世界产生暴力后果ꎮ

很多网络行动可能会造成破坏ꎬ但不会立即产生人们能够察觉到的毁灭

１４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２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 Ｄｕｎｌａｐ Ｊｒ. ꎬ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 ｏｎ Ｌａｗ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ꎬ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ꎬｐ. ８１.



性的实际后果ꎮ 第三ꎬ敌对行动规则(特别是区分原则)的整个架构是

基于一种假定ꎬ即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区分的ꎮ

但在网络战场上ꎬ这种区分可能成了例外ꎬ而非规则ꎬ因为世界上大多数

网络基础设施(海底电缆、路由器、服务器、卫星)都同时用于民用和军

事通信两种目的ꎮ

因此ꎬ下文的分析试图探讨如何通过对国际人道法的解释使其得以

在网络领域发挥作用ꎬ以及存在哪些问题和局限性ꎮ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ꎬ现在就对许多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似乎为时尚早ꎬ因为缺乏实例ꎬ实际

情况尚不明朗ꎬ关于可适用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的国家实践还需不断发

展ꎮ 在对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规则(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进行解释

方面ꎬ«塔林手册: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以下简称«塔林手册»)是迄

今为止最全面的ꎮ〔２７〕 该文件是“北约卓越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ＮＡ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ｙｂ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邀请专家小组起草的一

份颇为实用的附带评注的规则汇编ꎬ反映了对这一新技术引发的一些棘

手问题的不同看法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专家小

组的讨论ꎬ但并不认同手册中的全部观点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行动:何为网络空间的武装冲突?

只有当网络行动发生在武装冲突背景下并与之相关时ꎬ国际人道法

才能适用ꎮ 因此ꎬ当网络行动发生在正在进行的武装冲突中时ꎬ适用于

该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同样适用于网络行动ꎬ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

的ꎮ 例如:冲突一方在轰炸和导弹攻击的同时或除此之外ꎬ还对敌方的

计算机系统发动网络攻击ꎮ

但很多被称为网络战的行动可能根本不是发生在武装冲突当中ꎮ

２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 . Ｔｈｅ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ｄｃｏｅ. ｏｒｇ / ２４９. ｈｔｍｌ.



“网络攻击”或“网络恐怖主义”等用语也许令人想到作战方法ꎬ但其所

指的行动却不一定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ꎮ 日常生活中与战争无关的罪

行也可能通过网络行动实施ꎬ而且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情形ꎮ
若局势介于以传统手段结合网络行动作战的现有武装冲突局势和

与武装冲突完全无关的局势之间ꎬ就更难归类了ꎮ 在敌对行动只有计算

机网络攻击这一种形式时尤为如此ꎬ如果这类行动是孤立的行为ꎬ界定

其性质就更难了ꎮ 这种局面并非只会出现在未来ꎮ 看似以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位于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为目标的“震网”病毒目前看来仍是一

次孤立的计算机网络攻击(虽然攻击持续了一段时间)ꎬ该攻击可能是

由一个或多个国家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ꎮ 尽管各国并未谈及

此次攻击是否属于武装冲突ꎬ但一些评论家的分析认为ꎬ如果此次攻击

由国家发动ꎬ则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２８〕 另一种可以设想的局面是非

国家的有组织武装团体对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持续的网络行

动:此类行动能否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现有的国际人道法规定了(只有)两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国际性武

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本文并不打算对确定此类冲突存在与否

的所有标准进行讨论ꎬ而只是就某些方面进行探讨ꎬ就网络行动而言这

些方面似乎引起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ꎮ

　 　 国际性武装冲突

根据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２ 条ꎬ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指任

何“两个或以上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经宣战的战争或其他任何武装冲

突ꎬ即使其中一方不承认战争状态”ꎮ 关于国际性武装冲突没有进一步

的条约定义ꎬ目前认可的定义ꎬ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话说就是:

３４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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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ｕ. ｅｄｕ / ｐｒｅｓｓ / ｗｈｙ － ｉｒａｎ － ｄｉｄｎｔ － ａｄｍｉｔ － ｓｔｕｘｎｅｔ. ｈｔｍｌ. Ｇ. Ｂｒｏｗｎ 没有提到冲突类

型的问题ꎬ但认为“震网”显然构成攻击行为ꎬ并可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和战争法ꎮ



“只要国家间动用武装部队
∙∙∙∙∙∙

”ꎬ就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２９〕 国际人道法

的适用取决于实际情况ꎬ而非当事方对武装冲突状态的承认ꎮ

网络战中出现的特定问题是:在未以任何其他(动能)形式使用武

力的情况下ꎬ计算机网络攻击能否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问题的答案取

决于计算机网络攻击(１)能否归于国家ꎬ以及(２)是否构成动用武装部

队(国际人道法并未定义这一概念)ꎮ

　 　 行为归于国家

行为归于国家的问题在网络空间里变得十分困难ꎬ因为在这里匿名

性是规则而非例外ꎮ 但只要无法确定当事方是两个或以上国家ꎬ就不可

能将局势定性为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虽然这属于事实问题ꎬ并非法律上的

困难ꎬ但可以通过法律推定的方式克服这种事实上的不确定性ꎮ 例如:

计算机网络攻击如果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政府基础设施ꎬ则可以推定该

行动归于该国ꎬ特别是考虑到国际法的一项规则:国家不得故意允许其

领土被用于侵犯他国权利的行为ꎮ〔３０〕 但对这种做法有两点反对意见ꎮ

第一ꎬ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不支持这种推定ꎮ 例如:国际法委员会的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不包括推定行为归于国家的规则ꎮ 国际法院在论

及自卫权时也对行为归于国家设定了严格的标准ꎮ 在“石油平台”案

中ꎬ国际法院实际上认定举证责任应由主张自卫权的国家承担:

本法院只需判定美国是否证明了自己是伊朗“武装攻击”的受

害者ꎬ从而证明其使用武装部队进行自卫是正当的ꎻ美国承担相应

的举证责任ꎬ即通过事实证明存在这样的攻击ꎮ〔３１〕

４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９〕

〔３０〕

〔３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 ＩＣＴＹ)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ｃ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４ － １ － Ａꎬ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７０(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１ 条

第 ４ 款规定的情形也被议定书缔约国视为武装冲突ꎮ
国际法院ꎬ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ꎬ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９ 日的判决ꎬ第 ２２ 页ꎻ还

见«塔林手册»规则 ５ꎬ上文脚注 ２７ꎮ
ＩＣＪꎬＯｉ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ａｓ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５７.



尽管这一主张是就诉诸战争权中的自卫权而言的ꎬ但可推及所有与

行为归于国家有关的事实问题ꎮ 既然这种做法是关于事实的推定ꎬ但推

定若是出于此目的而非彼目的ꎬ则是十分荒谬的ꎮ
第二ꎬ就网络战的特殊背景而言ꎬ这种推定过于宽泛ꎮ 保护计算机

基础设施免于操控并非易事ꎬ而远程控制计算机以及利用伪造的身份在

网络空间又很容易办到ꎬ因此ꎬ在不用提供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ꎬ就要求

政府对源自其计算机的所有行动负责ꎬ政府将不堪重负ꎮ〔３２〕

另一个更常论及的问题是将私人(如:黑客团体)发动的网络攻击

归于国家ꎮ 除了网络行动的匿名性产生的事实问题之外ꎬ«国际不法行

为的国家责任条款»列出了私人行为归于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则ꎮ〔３３〕 特

别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负责ꎬ“如果个人或团体实际上是按照

国家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ꎮ〔３４〕 “指挥或控制”在国际法上

的确切含义还需要时间观察ꎮ 国际法院要求在将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

有组织团体的成员)行为归于国家时ꎬ必须证明该国对有据称违法行为

发生的行动进行了指挥或实际控制ꎬ而非仅指对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个人

或团体的整体行动的一般性指挥或控制ꎮ〔３５〕 如果对具体行动缺乏此类

控制ꎬ那么行为不得归于国家ꎬ即使实施该行为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依

５４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塔林手册»第 ７ 条持类似的法律观点:“网络行动由政府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动或以

其他方式源自该基础设施ꎬ并不构成将该行动归于该国的充分证据ꎬ只能表明该国与该行动有

关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 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２００１ꎬＶｏｌ. ＩＩ ( Ｐａｒｔ Ｔｗｏ) . Ｔｅｘ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ｅｘ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５６ / ８３ ｏｆ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 / ５６ / ４９ ( Ｖｏｌ. Ｉ ) / Ｃｏｒｒ. ４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国家责任条款»第 ８ 条ꎮ
ＩＣＪ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７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ｓ １１５ － １１６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ｃａｓｅ’)ꎻ
ＩＣＪ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ｖ. Ｓｅｒｂ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ꎬｐａｒａｓ. ４００ － ４０６.



附于该国当局ꎮ〔３６〕 «国家责任条款»评注同样要求国家指挥或控制具体

行动ꎬ而且违法行为是该行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ꎮ〔３７〕 前南斯拉夫国

际刑事法庭走得更远ꎬ它认为如果该团体是有组织的(如:武装反对团

体)ꎬ那么一国当局只要在“总体上控制”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等级架构

的团体就够了ꎬ不需要具体控制或指挥个别行为ꎮ〔３８〕 但法庭也承认ꎬ在

实施控制的国家不是领土国的情况下ꎬ “必须提供更全面、更令人信服

的证据ꎬ以表明该国的确控制着这些部分和团体”ꎬ这意味着证明一国在

军事行动策划中的参与程度或协调作用可能变得更加困难ꎮ〔３９〕 国际法

委员会的评注认为:“这意味着就每一个案作出判断:特定行为的实施是

否受到某个国家的控制ꎬ而且这种控制已达到应将该受控行为归于该国

的程度ꎮ”〔４０〕不过这种讨论并非专就网络领域而言ꎮ 相关事实一旦确

定ꎬ适用的法律标准同其他将私人行为归于国家的情形是一样的ꎮ 最有

可能遇到困难的地方还是在于事实的评估ꎮ

动用武装部队

第二个需要满足的标准是国家间“动用武装部队”ꎮ

在探讨网络战在这方面引发的问题之前ꎬ必须简要地澄清一点:将

冲突定性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战时法)与诉诸战争权的

问题是两回事ꎮ 这两个问题往往被混为一谈ꎬ包括在网络战方面也是如

此ꎮ

就诉诸战争权而言ꎬ问题在于网络行动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构成

６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ｃａｓ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ａｒａ. １１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ｆｉｆｔｙ －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３

Ａｐｒｉｌ － １ Ｊｕｎｅ ａｎｄ ２ Ｊｕｌｙ －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１)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６ / １０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ｐａｒａ. ３.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ｕｓｋｏ Ｔａｄｉｃ ꎬＩＴ － ９４ － １ꎬ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 １２０.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庭要裁决的是冲突的定性(国际性或非国际性)问题ꎻ但主张

应将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ꎬ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将会是:一国由于其对有

组织武装团体的控制而成为冲突一方ꎬ却不用对冲突期间的行为负责ꎮ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ｕｓｋｏ Ｔａｄｉｃ ꎬＩＴ － ９４ － １ꎬ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ｓ. １３８ － １４０.
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８ 条的评注ꎬ见上文脚注 ３７ꎬ第 ５ 段ꎮ



«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第 ４ 款所指的“使用武力”及 /或«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所指的武装攻击ꎬ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国家可以行使自卫权ꎮ〔４１〕 无

论在这场关于诉诸战争权的讨论中采取哪种观点ꎬ都应谨记一点:诉诸

战争权和战时法所规范的对象截然不同ꎬ诉诸战争权专门针对国家间关

系ꎬ规定了国家间合法诉诸武力需要满足的条件ꎬ而战时法规范的是冲

突各方的行为ꎬ其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护战争中受难的军人和平民ꎮ 因

此ꎬ某行为可能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定性所要求的动用武装部队ꎬ并不

妨碍该行为是否同时构成«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第 ４ 款所指的使用武力

的行为(尽管有此可能)ꎬ更不用说第 ５１ 条所指的武装攻击了ꎮ 这种区

分同样适用于网络行动ꎮ
就战时法而言ꎬ国际人道法上并没有“武装部队”的条约定义ꎬ因为

这是一个法理上的标准ꎮ 传统意义上战争的目的是战胜敌人ꎬ在传统战

争中ꎬ冲突会采用军事手段ꎬ引发军事对抗ꎮ 因此ꎬ在使用传统战争手段

或方法(如:轰炸、炮击、部署军队)时ꎬ这些行为无疑构成“武装部队”ꎮ
但计算机网络攻击并不需要使用此类军事手段ꎮ

在没有使用传统武器和运动部队的情况下ꎬ网络领域中的哪些情形

可被视为相当于“武装部队”?
第一步是考察计算机网络攻击是否造成了与运动部队类似的后果ꎮ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ꎬ如果计算机网络攻击能够归于国家ꎬ而且攻击造成

７４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４１〕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ｏ Ｒｏｓｃｉｎｉꎬ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Ｆｏｒｃｅ’ꎬｉｎ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４ꎬ２０１０ꎬｐ. ８５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ｉ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Ｖｏｌ. ３７ꎬ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ꎬｐ. ８８５ꎻ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Ｌｉｎꎬ‘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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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运动部队同样的后果ꎬ那么这种攻击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４２〕

事实上ꎬ如果计算机网络攻击导致飞机或火车相撞并造成人员伤亡ꎬ或
导致后果严重的大规模洪灾ꎬ就没有理由将之与通过动能战争手段和方

法实施的同等攻击区别对待了ꎮ
因此ꎬ这种比较可用于计算机网络攻击导致伤亡或对基础设施造成

实际损害或破坏的情形ꎮ 然而ꎬ认识到网络行动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和

损害也许还不够ꎬ这些后果和损害不一定都类似于传统武器造成的实际

后果ꎮ 诉诸网络行动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实际摧毁或损坏军用或民用

基础设施ꎬ而是为了影响其运转ꎬ如:对其进行操控ꎬ对方甚至意识不到

这种操控ꎮ 例如:尽管受到计算机网络攻击的输电网也许并未遭到实际

破坏ꎬ但输电却中断了ꎻ同样ꎬ一国的银行系统可能被操控ꎬ但并未出现

任何基础设施的实际损坏ꎬ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察觉这种对内部

系统的操控ꎮ 乍一看ꎬ即使没有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或造成直接的实际

损害ꎬ此类破坏对人群的潜在影响(有可能远比诸如某建筑物或建筑群

被毁要广泛或严重得多)也表明应将其视为“动用武装部队”ꎮ 然而ꎬ国
家(即使是受害国)也许为了避免国际对抗升级或出于其他原因ꎬ不认

为此类攻击构成武装冲突ꎮ 各国在面对网络攻击时多数情况下似乎仍

选择沉默以对ꎬ因此目前难以从中推断出任何法律立场ꎮ〔４３〕 在缺乏清

楚的国家实践的情况下ꎬ对此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做法ꎮ
一种做法是将任何影响物体功用的敌对网络行动都视为动用“武装

部队”ꎮ 国际人道法的总体目的和宗旨ꎬ特别是在何种程度的暴力构成

８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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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ｉｒ. ｃｈ / ｐｄｆ / ｏｕｖｒ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１ － ９２ － ９０４５ － ０１１ － Ｌ － ｅｎ. ｐｄｆ.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 认为ꎬ鉴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发生了国家间的武装敌对行为ꎬ因
此ꎬ网络行动不仅可能因其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而构成武装冲突ꎬ还可能因其直接对国家的军事

行动或军事实力造成了不利影响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 Ｂｒｏｗ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



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问题上缺乏标准(目的是避免保护工作中的差异ꎬ特
别是在保护平民居民免受战争影响方面)ꎬ都表明应将此类网络行动纳

入“武装部队”概念(从而使此类行动构成武装冲突)ꎮ 同时ꎬ考虑到各

国的网络战略对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视ꎬ它们很可能将他国旨在使此

类基础设施无法运转的计算机网络攻击视为武装冲突的开端ꎮ〔４４〕 此

外ꎬ不存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不属于国际人道法的保护范围ꎮ 此时其他部

门法ꎬ如:诉诸战争权、网络刑法、空间法或电信法也许(自然)可以适用

并提供相应的保护ꎮ 对其影响的分析不属于本文的范畴ꎬ不过所有这些

法律都有各自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ꎮ 例如:国际人权法也许适用ꎬ但
从地球另一端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计算机网络攻击符合适用人权法

所要求的“有效控制”的条件吗? 而且ꎬ基础设施遭破坏对平民生活的

影响不一定立即显现ꎬ那么人权法又能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充分的保护

呢?
另一种做法则不再专注于网络行动后果的相似性ꎬ而是对象征“武

装部队”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ꎮ 这些因素包括:网络行动的后果达

到某种严重程度ꎬ行动采用的手段ꎬ军队或政府其他部门在敌对行动中

的参与程度ꎬ攻击对象的性质(军事目标或非军事目标)ꎬ以及行动持续

的时间ꎮ 以网络领域之外的一种情形为例ꎬ如果一国武装部队参谋长在

另一国的空袭中丧生ꎬ此事肯定会被视为相当于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但如

９４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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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或她的身亡是因为收到有毒的信件ꎬ那么此事就其本身而言还会被

视为相当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吗?〔４５〕 如果目标是平民呢? 摧毁基础设施

的手段有关系吗? 例如:核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遭到潜伏的外国特工的破

坏ꎬ也相当于“动用武装部队”吗? 攻击目标是军用还是民用会有影响

吗?

在网络领域ꎬ比如说ꎬ国家有可能将针对其军用基础设施的计算机

网络攻击与影响民用系统的攻击区别对待ꎮ 这种做法在“技术上”可能

不尽合理ꎬ因为使用武力就是使用武力ꎬ无论其针对的是民用物体还是

军事目标ꎮ 不过如果行动旨在削弱国家的军事实力ꎬ各国对损害的容忍

度也许会更低ꎮ

按照这种做法ꎬ如果计算机网络攻击仅仅是即时的ꎬ持续时间很短ꎬ

那么可能只有在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ꎬ攻击才会被视为“武装部队”ꎮ

媒体报道的“震网”病毒攻击的例子似乎表明:计算机网络攻击可能(至

少在一段时间内)仍是一国针对另一国的孤立的敌对行为ꎬ不涉及其他

的动能行动ꎬ尤其是如果攻击者不想暴露身份ꎬ或希望攻击在一段时间

内不被察觉ꎬ又或(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想要避免武力升级及进一步

的敌对行动和武装冲突ꎮ 如果依据的标准仅仅是具有同等后果的动能

攻击是否相当于“武装部队”ꎬ那么结论或许只能是此类攻击相当于“武

装部队”ꎬ因为据报道ꎬ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内约一千台 ＩＲ － １ 离心机由于

“震网”病毒而受到损坏ꎬ必须全部替换ꎮ〔４６〕 事实上ꎬ如果核设施内的离

心机毁于另一国空军的轰炸ꎬ这样的攻击行为将被视为动用武装部队ꎬ

从而形成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但由于攻击并未采用动能手段ꎬ也没有其他

０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５〕

〔４６〕

«战争中的法律保护»(第 １ 卷第 ３ 版)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版ꎬ第 １２２ 页ꎬ马
尔科萨索利、安托万布韦耶和安妮昆廷将军队和国家其他代表的暴力相区别:“在涉及

两国武装部队时ꎬ即便只开了一枪或只有一人被俘(根据政府的指示)ꎬ也已满足适用国际人道

法的条件ꎬ但在其他情况下(如:外国政府派出的秘密特工执行的即决处决)ꎬ则要求程度更为

严重的暴力行为ꎮ”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持此观点ꎬ‘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见上文脚注 ２８ꎬ第 ２５２

页ꎻ关于所受损害ꎬ见 Ｄ.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ꎬＰ. Ｂｒａ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Ｃ. Ｗａｌｒｏｎｄꎬ上文脚注 ２３ꎻ Ｄ. Ｅ. Ｓａｎｇｅｒꎬ上文脚

注 ２３ꎮ



与之相关的攻击行动的报道ꎬ除离心机外也并未造成其他已知的损失ꎬ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攻击不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要求的“武装部队”ꎮ

总而言之ꎬ国家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将计算机网络攻击视为

“武装部队”ꎬ目前仍不清楚ꎮ 将那些仅仅是操控银行系统或其他关键

基础设施的行为(即便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视为“武装部队”的做法

可能超出了“武装部队”概念本身的宗旨和目的ꎬ因其影响与物理手段

造成的破坏无法相比ꎮ 但对水、电供应系统之类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却可能被视为“武装部队”ꎬ这类攻击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持续ꎬ即便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ꎬ也会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ꎮ 这种影响虽然并

不等同于实际影响ꎬ却正是国际人道法试图防止平民居民遭受的那种严

重后果ꎮ
国家的确不能通过对其行为的定名来规避其在国际人道法上的义

务ꎮ 国际武装冲突法的适用在很多年前就已不再要求官方声明ꎬ以防止

各国以此为由拒绝这套规则所提供的保护ꎮ 共同第 ２ 条明确了这一点ꎻ
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该条款的评注所言:

一国在实施针对另一国的敌对行动时ꎬ总是可以声称并未发生

战争ꎬ它不过是在开展警察行动或进行合法自卫ꎮ “武装冲突”的

表述使各国不那么容易采取这种论调了ꎮ〔４７〕

尽管就具体事件而言ꎬ冲突的定性的确不取决于相关国家的立场ꎬ
但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定义的解释却是由国家实践和法律

确信(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决定的ꎮ 因此ꎬ在解释现有的与这一新技术有关的概

念时ꎬ必须考虑到各国对发生在国家间的计算机网络攻击的立场ꎬ也许

只有通过未来的国家实践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ꎮ

１５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４７〕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ｅｄ.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ｃｋ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２ꎬｐ. ３２. 这个

问题不同于“交战意图”(ａｎｉｍｕｓ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ｄｉ):孤立的行为有时不被视为构成武装冲突ꎬ不是因

为行为没有达到某种强度ꎬ而是因为行为不具备“交战意图”ꎬ如:偶尔的侵犯边界的行为ꎻＳｅｅ
ＵＫ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８３ꎬ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 ３.
３.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ｕｋ / ＮＲ / ｒｄｏｎｌｙｒｅｓ / ８２７０２Ｅ７５ － ９Ａ１４ － ４ＥＦ５ － Ｂ４１４ －
４９Ｂ０Ｄ７Ａ２７８１６ / ０ / ＪＳＰ３８３２００４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就网络领域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言ꎬ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犯罪

行为与武装冲突ꎮ 常常可以听到或看到黑客团体或其他组织(包括诸如

“匿名者”(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或“维基解密”(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之类的团体)的行动

被称为“战争”ꎮ〔４８〕 当然ꎬ这种说法不一定指法律意义上的武装冲突ꎬ或
更具体一些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不过还是有必要阐明在将某一局势定

性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应考虑的各项因素ꎮ
因为没有条约定义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根据国家实践和学说

归纳出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是:“只要在政府当局和有组织

武装团体之间或一国境内的此类团体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武装暴力”就表

明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４９〕 “长期”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纳入

另一项要求ꎬ即暴力必须达到某种强度ꎮ 因此ꎬ决定是否存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标准有两个:武装对抗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强度
∙∙∙∙∙∙∙

ꎬ而且冲突

各参与方必须显示出最低限度的组织化
∙∙∙∙∙∙∙∙

ꎮ〔５０〕

有组织武装团体

在国际人道法上能够成为冲突一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必须具备一

定程度的组织ꎬ使其能够持续参战并遵守国际人道法ꎮ 这方面的指标性

因素包括:表明指挥架构的组织系统图ꎬ有权召集不同部分采取共同行

２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８〕

〔４９〕
〔５０〕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ａｒｋ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ｅｔ ａｌ. ꎬ‘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ꎬｃｌａｉｍ ｈａｃｋｅｒ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０ / ｄｅｃ / １１ /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 ｃｙｂｅｒ － ｗａｒꎻ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Ｋａｒｒꎬ ‘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ｔｉｍｏｔｈｙ － ｋａｒｒ /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 ｃｙｂｅｒｗ＿ｂ＿８７０７５７. ｈｔｍｌ.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ｃ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９ꎬｐａｒａ. ７０.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有两种类型ꎮ «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涵盖了所有的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ꎻ此外ꎬ«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适用于“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

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ꎬ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

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动ꎬ能够招募和训练新战斗员ꎬ或制定了内部规则ꎮ〔５１〕 虽然这种团体不

需要达到国家武装部队的组织程度ꎬ但必须具备某种程度的等级制度和

纪律ꎬ并有能力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基本义务ꎮ〔５２〕

黑客或其他类似团体引发的问题是:完全在网上组织起来的团体能

否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团体ꎮ 如迈克尔施米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所言:

虚拟组织的成员也许素未谋面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ꎮ
但这类团体却能够针对政府(或有组织武装团体)采取协调一致的

行动ꎬ听从虚拟领导层的指挥ꎬ并且高度组织化ꎮ 例如:团体的一组

人可能负责查明目标系统的漏洞ꎬ第二组人负责开发针对这些漏洞

的恶意软件ꎬ第三组人负责具体行动ꎬ第四组人则负责维护应对反

击的网络防御系统ꎮ〔５３〕

然而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必须具备某种形式的负责任的指挥系统并具

备履行国际人道法的能力ꎬ这两项要求似乎使虚拟的有组织团体不可能

被认定为有组织武装团体ꎻ例如:这样的团体内很难建立有效的惩戒制

度来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ꎮ〔５４〕 换句话说ꎬ黑客团体或仅通过虚拟

的沟通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团体不大可能具备成为冲突一方所要求的组

织或指挥(和纪律)架构ꎮ〔５５〕

强度

发生在现行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背景下并与之相关的网络行动受

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引发的问题是(尽管似乎言之过早)ꎬ如果并未

３５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对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其判例法中考虑的各项指标性因素的考察ꎬ ｓｅｅ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ｓｋｏｓｋｉꎬＩＴ － ０４ － ８２ － Ｔꎬ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１９９ － ２０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ｉｍａｊꎬＩＴ － ０３ － ６６ － Ｔꎬ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ｓ ９４ － １３４ꎻ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ＨａｒａｄｉｎａｊꎬＩＴ － ０４ － ８４ － Ｔꎬ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 ６０.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ｓｋｏｓｋｉꎬ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０２.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ꎬｐ. ２５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５７.
见«塔林手册»中关于可予以考虑的各类团体的讨论ꎬ上文脚注 ２７ꎬ对规则 ２３ 的评

注ꎬ第 １３ ~ １５ 段ꎮ



采用除网络手段之外的其他方式ꎬ那么行动能否达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所要求的强度(假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冲突方)ꎮ

与(传统观点认为的)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分类相反ꎬ各方均认为只

有在敌对行为达到某种强度的情况下才能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前

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指出了一系列在评估冲突强度时应考虑的指标

性因素ꎬ如敌对行为的集体性质ꎬ动用军队而不仅仅是警察部队来对付

叛乱分子ꎬ攻击的严重性以及武装交火的情形是否越来越频繁ꎬ交火在

境内蔓延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ꎬ冲突各方都在分发武器ꎬ被迫逃离战区

之平民的数量ꎬ使用武器的类型ꎬ特别是重武器的使用ꎬ其他军事装备

(如坦克及其他重型车辆)的使用ꎬ破坏的程度以及炮击或交火造成的

伤亡人数ꎮ〔５６〕 单靠网络行动能够达到必需的强度要求吗?

还是要从与动能行动的比较说起ꎮ 网络行动完全有可能产生与动

能行动同样的严重后果ꎬ例如:用来打开水坝的闸门或造成飞机或火车

相撞ꎮ 在这类情况下ꎬ如果这种暴力行为不是零星的ꎬ就可能满足构成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件ꎮ

但网络行动本身不会造成上文提及的作为暴力程度指标的多种后

果(武装交火、部署军队、重型武器等)ꎮ 网络行动本身的后果可能就已

满足强度的要求ꎬ例如:通过反复攻击使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遭到大规模

破坏或受到灾难性影响ꎮ

总结

对发生在现行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框架内的、与动能行动并

行的网络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也许不存在争议ꎮ 在并未采取动能行动

的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纯粹的”网络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ꎬ但在

今后的实践中是否会出现多个这样的例子仍有待观察ꎮ

特别是尚不清楚国家实践会朝哪个方向发展ꎮ 鉴于各国在承认武

４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６〕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ＩＣＴＹ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ｉｍａｊ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ꎬ ｐａｒａｓ. １３５ － １７０ꎻ ＩＣＴＹ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Ｈａｒａｄｉｎａｊ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ꎬｐａｒａ. ４９ꎻ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 Ｂｏｓｋｏｓｋｉ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ꎬ
ｐａｒａｓ. １７７ － １７８.



装冲突局势ꎬ特别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方面不情不愿的态度ꎬ各国可能

倾向于回避武装冲突的说法ꎮ 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很多计算机网络攻击

可能是匿名的ꎬ以及责任归属的现实问题ꎬ还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

出现计算机网络攻击造成实际破坏的极端情况ꎬ其影响不过是对基础设

施的低层次的“不见血”的操控罢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国家对这类情形

也许会从执法和刑法的角度加以处置ꎬ而不会认为应由适用于武装冲突

的法律框架对其加以规范ꎮ

　 　 敌对行动规则的适用

网络行动如果发生在武装冲突背景下ꎬ就要受到国际人道法规则、
特别是敌对行动规则的约束ꎮ 网络武器有赖于新技术的事实本身不会

对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造成障碍ꎮ
但网络战对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前提———特别是军事目标和民用物

体的区分(以及区分的实际可行性)———构成了严峻挑战ꎮ 因此ꎬ与其

说问题在于敌对行动规则是否适用于网络战ꎬ不如说问题在于如何
∙∙

适

用ꎬ如何解释这些规则才能使其在这一新的领域切实可行ꎮ

　 　 哪些行为受到国际人道法上敌对行动规则的约束?

在讨论敌对行动规则(特别是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之
前ꎬ有必要先探讨一个近来颇具争议的问题ꎬ即ꎬ哪种行为ꎬ特别是哪种

网络行动应当适用敌对行动规则ꎮ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ꎮ 只有在某种网络行动受到区分原则约束的情

况下ꎬ才能禁止该行动以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ꎻ如果行动针对的是军事

目标ꎬ根据比例原则ꎬ该行动必须考虑到其对民用基础设施的附带影响ꎮ
引起这一争论的原因在于网络空间不同于传统战场ꎬ攻击的手段和

方法并不需要通过传统的运动部队或通常意义上的“暴力”ꎮ 因此ꎬ很
多网络行动可以通过扰乱攻击目标的运转对其产生严重影响ꎬ但不会对

攻击对象造成传统战争会带来的那种实际损害ꎮ

５５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因此ꎬ对平民居民而言ꎬ澄清这一问题非常关键ꎮ 根据人们对应受

敌对行动规则约束的网络行动类型的不同看法ꎬ下列行为在武装冲突背

景下ꎬ可能被禁止也可能属于合法行为:
—　 扰乱民用输电网或水处理系统(未造成实际损害)ꎻ
—　 攻击互联网银行系统ꎬ使其拒绝服务ꎬ严重影响数百万银行客

户获得银行服务ꎻ〔５７〕

—　 扰乱敌国股票交易所的网站ꎬ但不影响其交易功能ꎻ〔５８〕

—　 攻击私营航空公司的网上预订系统ꎬ使其拒绝服务ꎬ目的是造

成平民居民的不便ꎻ
—　 封锁半岛电视台或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ꎬ因其包含有助于对敌

方开展行动的信息ꎻ
—　 全民禁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ꎬ因其包含支持叛乱的宣传内容ꎻ
—　 关闭国内特定区域的互联网和手机网络ꎬ以抑制敌方的宣

传ꎮ〔５９〕

这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ꎬ国际人道法关于敌对行为的核心规则(即
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只适用于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之

“攻击”的行动ꎬ还是适用于更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其次ꎬ哪些网络

行动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攻击”?

６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７〕

〔５８〕

〔５９〕

这是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发生在爱沙尼亚的情形ꎬ参见 Ｌａｒｒｙ Ｇｒｅｅｎｅｍｅｉｅｒꎬ‘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ｒａｉ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ｖｅｒ ｃｙｂｅｒ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ｉｎｔｅｒ”’ꎬ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ｅｋꎬ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ｒａｉｓｅ － ｃｏｎｃｅｒｎ － ｏｖｅｒ － ｃｙｂｅ / １９９７０１７７４ꎮ

参见 Ｙｏｌａｎｄｅ Ｋｎｅｌｌꎬ‘Ｎｅｗ ｃｙｂ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 ｈｉｔｓ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ｉｒｌｉｎｅ’ꎬ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１６５７７１８４ꎮ

埃及政府为压制抗议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关闭了五天: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ｌａｃｋｏｕ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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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８１１２０４３ꎮ 中国政府为应对新疆和西藏的骚乱采取了类似的措施:Ｔａｎｉａ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ｃｋｓ ｄｏｗｎ ｏｎ ｔｅｘｔ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２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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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ｉｇ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ｃｕｔ ｏｆ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ｕｎｒｅｓｔ’ꎬ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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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ｒｅｓｔꎮ



适用敌对行动规则的条件:“攻击”、“军事行动”、“敌对行动”?
关于第一个问题ꎬ观点的分歧源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８ 条及其

后的条款所规定的敌对行为的一般规则ꎬ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

是习惯法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８ 条要求:
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ꎬ冲突各方无论

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

加以区别ꎬ因此ꎬ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
∙∙∙∙∙∙∙∙∙

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ꎮ (着

重号为作者所加)
其后的敌对行动规则主要是对攻击做

∙∙∙
出更为具体的限制ꎮ 例如: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

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ꎬ并接着规定“平民居民本身以

及平民个人ꎬ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ꎬ“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ꎮ «第
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对违反比例原则的攻击的定义是: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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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ꎮ 第 ５１
条第 ６ 款禁止“作为报复对平民居民或平民的攻击”ꎮ 第 ５２ 条规定:
“攻击应严格限于军事目标ꎮ”第 ５７ 条规定的预防原则要求“对于攻击”
应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ꎮ 很多其他条款也在限制交战国的权利时用了

“攻击”一词ꎮ〔６０〕

因此ꎬ第一种主张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敌对行动规则是否仅限于构

成“攻击”(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９ 条的定义)的敌对行为ꎬ还是适

用于更广义的军事行动ꎮ 一般来说ꎬ有三种观点ꎮ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结构和措辞表明ꎬ尽管第

４８ 条规定的是保护平民居民的一般原则ꎬ但这个一般原则通过随后的

条款得以“落实”ꎮ 只有构成攻击的网络行动才受到区分原则、比例原

７５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６０〕 参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１２ 条、第 ５４ ~ ５６ 条ꎮ



则和预防原则的制约ꎮ〔６１〕 对此ꎬ迈克尔施米特认为ꎬ某些军事行动有

可能故意针对平民ꎬ如“心理战”ꎬ他认为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军事行动都

要遵循区分原则ꎮ〔６２〕

尼尔斯梅尔策(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认为ꎬ有关“攻击”概念的争论并未

就此问题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ꎬ因为敌对行动规则不仅适用于严格意义

上的“攻击”ꎬ还适用于其他行动ꎮ 在他看来: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ꎬ国际人道法上的敌对行动规则所规定的

限制是否适用于网络行动ꎬ并不取决于该行动是否构成“攻击”(敌

对行动最主要的形式)ꎬ而是取决于行动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

上的“敌对行动”的一部分ꎮ〔６３〕

他认为ꎬ旨在打击敌方的网络行动ꎬ无论通过直接造成伤亡或破坏ꎬ
还是通过直接对其军事行动或军事实力造成不利影响ꎬ都应被视为“敌
对行动”ꎮ〔６４〕 例如:旨在干扰或彻底破坏敌方由计算机控制的雷达或武

器系统、后勤供应或通信网的网络行动构成敌对行动ꎬ即便行动并未造

成实际损害ꎮ 另外ꎬ出于一般收集情报的目的进行的网络行动不属于

“敌对行动”ꎮ 对于民用物体因网络行动而“非毁灭性瘫痪”ꎬ梅尔策并

无明确结论ꎬ但他指出目前的两难困境是:究竟应尽可能严格还是尽可

能宽松地进行法律解释ꎮ〔６５〕

梅尔策的观点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突出了敌对行动规则的根本宗

旨和目的ꎬ即“应尽可能使无辜的平民置身于敌对行动之外ꎬ他们应享有

８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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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８.
Ｉｂｉｄ.



免受敌对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ꎮ〔６６〕 另外ꎬ他并未回答一个最

关键的问题ꎬ那就是:干扰但并未破坏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敌

对行动的范畴ꎮ
希瑟哈里森丁尼斯(Ｈｅａｔｈｅｒ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Ｄｉｎｎｉｓｓ)认为ꎬ禁止以平

民和民用物体为目标并不仅限于“攻击”ꎮ〔６７〕 她指出ꎬ根据«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４８ 条和第 ５１ 条第一句及第 ５７ 条第一句ꎬ不仅应保护平民居

民免受“攻击”ꎬ而且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保护他们免受军事行动的影

响ꎮ 因此ꎬ她主张区分、比例和预防三原则同样适用于符合军事行动定

义的计算机网络攻击ꎮ 要构成军事行动ꎬ“计算机网络攻击必须与实际

使用武力相关ꎬ但攻击本身不需要造成暴力后果”ꎮ〔６８〕

尽管这些观点都主张扩大应当适用敌对行动规则的行动类型ꎬ但各

国在«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确实将区分和预防规则各自引言中的一般原

则同有关攻击的具体规则加以区别ꎬ而且各国显然认为有必要在该议定

书第 ４９ 条对攻击加以明确界定ꎮ 因此很难背离这种军事行动与攻击的

二分法ꎮ
尽管如此ꎬ丁尼斯的论点还是指出了一个事实:第 ４８ 条、第 ５１ 条和

第 ５７ 条中的一般性条款不仅对攻击也对军事行动作出了限制ꎬ否则很

难解释这些条款的内容ꎮ 对这些条款的系统解释意味着引言部分的内

容也是有意义的ꎬ并非多余之举ꎮ 此外ꎬ迈克尔施米特提出某些行动

(如心理战)可能针对平民ꎬ从而意味着某些“军事
∙∙

行动”可能以平民为

目标的观点是基于对“军事行动”概念的误解ꎮ 实际上ꎬ尽管某些网络

行动(如心理战)的确有可能针对平民居民ꎬ但这是因为这类行动不属

于议定书起草者所指的军事行动或敌对行动ꎮ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编写的«评注»第 ４８ 条中的“行动”一词指的是军事行动ꎬ指“武装部队

９５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６６〕

〔６７〕
〔６８〕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 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ꎬ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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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Ｈ. Ｄｉｎｎｉ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ｐ. １９６ － ２０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０１.



所有与敌对行动有关的调遣和行为”ꎮ〔６９〕 第 ５１ 条中的“军事行动”一词

指“武装部队实施的所有与敌对行动有关的调遣和活动”ꎮ〔７０〕 第 ５７ 条

中的“军事行动”应理解为“武装部队出于作战目的的任何举动、调动及

其他任何活动”ꎮ〔７１〕 换句话说ꎬ宣传、间谍或心理战之类的行动都不属

于敌对行动或军事行动的范畴ꎬ因此无须遵循区分、比例和预防三原则ꎬ

即便这些活动是由武装部队实施的ꎮ

因此ꎬ尽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７ 条中更为具体的一些

内容或许规定了攻击的特性ꎬ但其他军事行动不应彻底免除区分、比例

和预防义务的主张也不无道理ꎬ否则第 ４８ 条、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７ 条的引言

部分就成了多此一举ꎮ 但鉴于这个问题仍存在分歧ꎬ谨慎起见ꎬ还需要

进一步考察“攻击”的定义以及哪些类型的网络行动属于这一范畴ꎮ 实

际上ꎬ上文列举的多数网络行动都符合攻击的概念ꎬ如果以民用基础设

施为目标ꎬ均属于被禁止的行为ꎮ 我们将会看到上述例子中的多数行动

都相当于攻击ꎬ因此ꎬ是否只有“攻击”应受敌对行动规则的约束ꎬ还是

“敌对行动”或“军事行动”也应受此规则约束ꎬ这一问题并无实际意

义ꎮ

何为攻击?
如上所述ꎬ网络空间的行动与传统战争的区别在于攻击的手段和方

法不需要使用传统的运动部队或通常意义上的“暴力”ꎮ 但«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４９ 条第 １ 款所定义的攻击(反映了习惯国际人道法)是“不

论在进攻或防御中对敌人的暴力行为”ꎮ 在起草者看来ꎬ这一定义意味

着有形的暴力ꎬ至少从效果上看是这样ꎮ

首先ꎬ应当看到的是攻击必须是暴力行为ꎬ基于这一事实ꎬ现在普遍

０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６９〕
〔７０〕
〔７１〕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ａｒａ. １８７５.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９３６.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１９１.



认可的观点是:暴力指的不是攻击的手段ꎬ后者只包括动能手段ꎮ〔７２〕 导

致暴力后果的军事行动构成攻击ꎮ 例如:即使其中不涉及有形的暴力ꎬ
使用生物、化学或放射性制剂的行为无疑也构成攻击ꎮ〔７３〕 所以长期以

来的共识是:决定行为是否属于攻击的并非手段的暴力ꎬ而是后果的暴

力ꎮ〔７４〕 因此ꎬ即便是通过电缆或卫星传送数据流也可能属于“攻击”ꎮ
争议的问题在于网络行动的后果ꎮ 问题围绕那些并未像运动战那

样造成人员伤亡或摧毁或损坏物体的行动ꎬ这类行动在未对物体造成实

际损害的情况下使其无法正常运转
∙∙∙∙∙∙∙∙

ꎬ例如上文提到的例子ꎮ 这些例子表

明ꎬ网络行动不一定造成“暴力”后果ꎬ因为行动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或破

坏ꎮ 在上文的例子中ꎬ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后果充其量是间接的影响ꎬ
例如:关闭输电网可能导致重要服务(如医院)的供电中断ꎮ 某些情况

下ꎬ其后果仅限于对通讯能力的影响ꎬ可能只是影响信息的传递ꎬ也可能

进而影响某些商业活动ꎬ如银行系统受到干扰ꎮ 这类行动可被视为«第
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９ 条所指的“攻击”吗?

对此问题有两种观点ꎮ
根据迈克尔施米特较早一些的文章:

同任何其他行动一样ꎬ网络行动如果造成人员伤亡(无论是平

民还是战斗员)或对物体造成损害或破坏(无论军事目标还是民用

物体)ꎬ就属于攻击ꎮ〔７５〕

１６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ꎬｐ. ８４ꎻ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５.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ｕｓｋｏ Ｔａｄｉ 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２０ ａｎｄ １２４ (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ꎻ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０ꎬ ｐａｒａ. ３ꎻ Ｅｍｉｌｙ Ｈａｓｌａｍꎬ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７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Ｗｉｒｅ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８４６ꎬＪｕｎｅ ２００２ꎬｐ. ３７７ꎻ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０ꎬｐａｒａ. ３.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６.



他认为损害仅指实际损害ꎮ 计算机网络攻击如果只是造成不便ꎬ或
只是暂时影响物体的正常运转ꎬ则该行动不构成攻击ꎬ除非行动造成了

人员伤亡ꎮ 严谨地说就是行动如果仅仅是干扰了物体的运转ꎬ却并未造

成人员伤亡ꎬ也未使攻击对象受到实际损害或彻底、永久失效ꎬ则该行动

不构成攻击ꎮ〔７６〕

根据克努特德曼(Ｋｎｕｔ Ｄöｒｍａｎｎ)的观点ꎬ没有造成物体损毁的

网络行动也可能构成攻击ꎮ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对军事目标的定义ꎬ即“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
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物体ꎮ 从“失去效用”一词可

以看出“物体是因受到破坏而失效还是因其他原因而失效并不重

要”ꎮ〔７７〕 评论家则认为军事目标的定义与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ꎬ因为定

义本身首先假定存在攻击ꎬ但并未对攻击本身作出定义ꎮ〔７８〕 这种评论

忽视了一点ꎬ那就是“失去效用”意在包含“目的在于在未必毁坏某物体

的情况下使敌方无法使用该物体的攻击”ꎮ〔７９〕 这表明起草者意识到攻

击不一定旨在毁坏物体ꎬ甚至不打算对其造成损害ꎬ而是出于使敌方无

法使用该物体的目的ꎬ但不一定对其造成破坏ꎮ 例如:可通过网络行动

干扰敌方的计算机系统ꎬ使其空防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失效ꎬ但不一定损

２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迈克尔施米特现在的态度略有变化ꎬ他主张:“‘毁坏’一词包括那些虽未造成实

际损害却使物体‘破损’而致无法使用的情形ꎬ就像网络行动导致依赖于计算机的系统如不修

复就再也无法运转的情形”ꎻ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ｓ ａ Ｔｅｒｍ ｏｆ Ａｒ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ｉｎ ２０１２ 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Ｃ. ＣｚｏｓｓｅｃｋꎬＲ. Ｏｔｔｉｓꎬ
Ｋ. Ｚｉｏｌｋｏｗｓｋｉ (ｅｄｓ)ꎬ２０１２ꎬＮＡＴＯ ＣＣＤ ＣＯ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Ｔａｌｌｉｎｎꎬｐ. ２９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ꎬｐ. ２５２.

Ｋ. Ｄö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 ４.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ｔｈｅꎬＫａｒｌ Ｊｏｓｅｆ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Ａ. Ｓｏｌｆꎬ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ｏ １９７７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９ꎬＭａｒｔｎ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１９８２ꎬｐ. ３２５.



毁或破坏其实体基础设施ꎮ〔８０〕

更近一些的«塔林手册»将网络攻击定义为:“根据合理预期将导致

人员伤亡或物体损毁的网络行动ꎬ无论其出于进攻还是防御目的”ꎮ〔８１〕

但正如«评注»所表明的ꎬ专家们对于物体受到“损害”的确切含义ꎬ以及

物体的运转受阻是否属于“损害”或者哪种类型的运转受阻属于“损
害”ꎬ都存在分歧ꎮ〔８２〕

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不够全面ꎮ 首先ꎬ认为民用物体的失效(无论

通过何种方式致其失效)不会被视为受损的想法没有道理ꎮ 输电网由于

实际受损而中断还是由于控制输电网的计算机系统受到干扰而中断ꎬ不
应作为相关的标准ꎮ 与之相反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将是:炸毁一栋房子的

行为构成攻击ꎬ但破坏给成千上万人乃至无数人供电的输电网却不算攻

击ꎮ 其次ꎬ援引比例原则意味着附带后果ꎬ即过分地“附带使平民生命受

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
∙∙∙

”ꎬ这些正是敌对行动规则旨在保护平

民免于遭受的影响ꎮ “损害”不同于“破坏”ꎮ “损害”是指“使某物的价值

或效用受损”〔８３〕因此ꎬ通过干扰其依赖的计算机系统使某些系统运转

失灵的做法有可能构成损害ꎬ只要行为使其效用受损ꎮ 最后ꎬ就信息技术

而言ꎬ认为在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下必须使目标彻底、永久失效的观点

没有意义ꎮ 因为始终可以储存或更改数据ꎬ所以在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的

情况下是不可能永久、彻底地使某物体失效的ꎮ 故此ꎬ攻击应理解为包括

这种扰乱(即便是暂时的)物体运转但未造成实际损害或破坏的行动ꎮ
但对“攻击”的解释过于宽泛将意味着所有对民用计算机系统的干

扰都构成攻击:阻断电子邮件或社交网络通信ꎬ中断网上预订或购物系

统等ꎮ 将这类实质上属于扰乱通信系统的行为等同于攻击ꎬ可能超出了

３６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据报道ꎬ以色列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对叙利亚设施的空袭中采用了这种做法ꎬ该设施被认

为用于核武器研发计划ꎮ 在攻击期间ꎬ以色列侵入并控制了叙利亚的空防系统ꎻ参见‘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ｙｂｅｒ － Ｗａｒ’ꎬ ｉｎ Ｄａ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ｓꎬ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ｐ －
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５５０７５ꎮ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Ｒｕｌｅ ３０.
Ｉｂｉｄ.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０ꎬｐａｒａｓ. １０ － １２.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敌对行动规则设想的范畴ꎮ 这些规则传统上旨在防止现实世界中对民

用基础设施的损害ꎬ不包括对宣传、通信或经济生活的干扰ꎮ 如今平民

在生活中对通信系统的依赖模糊了这些界限ꎬ要区分哪些领域“纯属”
通讯而哪些超出了这一范畴ꎬ并非易事ꎮ

根据现有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及其宗旨和目的ꎬ可发现一系列区分行

动是否构成“攻击”的标志ꎮ
首先ꎬ如上文所述ꎬ“攻击”的概念不包括散布宣传资料、禁运、心理战

或经济战等其他非物理手段ꎮ〔８４〕 相当于间谍活动、散布宣传资料、禁运、
心理战或经济战等其他非物理手段的网络行动不属于“攻击”的范畴ꎮ

其次ꎬ国际人道法不禁止蓄意以军队、平民居民及经济生活为目标

的封锁或经济制裁ꎮ 因此ꎬ“攻击”一词不应包括相当于经济制裁的网

络行动ꎮ 这不是说此类行动在国际人道法上不受限制(例如ꎬ禁止毁坏

或移除对平民居民的生存或对保障人道救济的通过等义务而言不可或

缺的物体ꎬ或使其失效)ꎬ但由于此类行动不构成攻击ꎬ因此国际人道法

并不禁止其以平民为目标ꎮ
最后ꎬ敌对行动规则并不是要禁止所有

∙∙
干扰民用通信系统的行动ꎮ

例如:并非所有
∙∙

“拒绝服务”行动〔８５〕都相当于攻击ꎬ比如封锁电视节目的

播送或大学网站ꎮ 又比如只是对宣传活动造成干扰也不一定构成“攻
击”ꎮ 现实世界中类似于此类行动的情形可能是对无线电通信或电视节

目播送的干扰ꎬ而这种情形不会被视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攻击”ꎮ
为区分行动是否构成“攻击”ꎬ有时会提到“不便”这一标准ꎬ〔８６〕 比

４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８４〕
〔８５〕
〔８６〕

Ｍ. Ｂｏｔｈｅ ｅｔ ａｌ.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９ꎬｐ. ２８９.
指那些使目标计算机无法为普通用户或客户提供服务的网络行动ꎮ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Ｗｉｒｅ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４ꎬ ｐ. ３７７ꎻ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２０１０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ｄ)ꎬｐａｒａ.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ｈ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ａｍｗ / ａｂｏｕｔｍａｎｕａｌ. ｐｈｐ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 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Ｓｅｌｆ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０ꎬｐ. １５５.



照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不便(如宵禁或食物定量配给)不会被算作“附带

平民损害”ꎮ 尽管“不便”这一标准有其可取之处ꎬ但就干扰网络技术和

通信而言ꎬ对于哪些情形属于“不便”可能存在分歧ꎮ 例如:对网上预订

系统的干扰仅仅是造成不便ꎬ对此也许并无异议ꎬ但在干扰银行服务之

类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或许更为困难ꎮ 今后(特别是国家实践)将如何看

待这些干扰行为仍有待观察ꎮ

小结

简言之ꎬ网络行动不仅在造成人员伤亡或实际破坏或损害时构成国

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攻击”ꎬ在通过扰乱某物体依赖的计算机系统对其

运转造成干扰时也可能构成“攻击”ꎮ 因此ꎬ空防系统因网络行动而瘫

痪ꎬ输电网的运转受到网络行动的破坏或银行系统瘫痪ꎬ这些情形都构

成“攻击”ꎮ 但并非所有旨在扰乱基础设施运转的网络行动都构成“攻

击”ꎮ 如果行动的目标并非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的实体基础设施ꎬ而是旨

在封锁通讯ꎬ这种行动更类似于干扰无线电信号或电视节目播送———当

然ꎬ除非行动是攻击的一部分ꎬ如:封锁空防系统ꎮ 区别就在于在某些情

况下ꎬ网络的通信功能是唯一的目标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ꎬ网络空间之外

的现实世界中某物体的运转才是网络行动的目标ꎮ 尽管通过干扰网络

系统在现实世界造成破坏的行为构成攻击ꎬ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干扰通

信系统(如电子邮件系统或媒体)的问题ꎮ

　 　 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要求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应区分平民和战斗员ꎬ区分民

用物体和军事目标ꎮ〔８７〕 用国际法院的话来说ꎬ这是国际人道法的根本

原则ꎮ〔８８〕 攻击的对象只能是战斗员或军事目标ꎮ 这就意味着在部署和

５６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８７〕

〔８８〕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８ 条、第 ５１ 条、第 ５２ 条ꎻ让—马里亨克茨与露易丝多斯

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以下简称«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规则 １ － １０ꎮ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

ｐａｒａ. ７８.



实施网络行动时ꎬ军事目标是国际人道法唯一允许的攻击对象ꎬ例如:对
具体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的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ꎮ 通过网络空间发动

的攻击不得针对纯民用设施使用的计算机系统ꎮ
就保护平民居民而言ꎬ围绕网络空间的军事目标的一些讨论值得关

注ꎮ 实际上ꎬ网络行动似乎尤其适合用于攻击某些民用物体ꎬ因为它使

交战国能够打击某些之前也许难以触及的目标ꎬ例如:金融网络或医疗

数据网ꎮ〔８９〕 有人认为与传统战争相比ꎬ网络战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打击

清单的扩大”ꎮ〔９０〕 而且由于网络行动能够在不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下

使物体无法运转ꎬ一些评论家认为网络行动这种手段扩大了合法攻击对

象的范围ꎬ因其使各国得以攻击那些在其他情况下禁止攻击的物体ꎬ因
为攻击的后果是可逆的ꎮ〔９１〕 还有人主张:

网络武器潜在的非杀伤性可能影响对攻击合法性的评估ꎬ致使

违反区分原则的情形在这种新型战争中比在常规战争中还要常

见ꎮ〔９２〕

在此背景下ꎬ必须谨记国际人道法关于攻击物体的规则ꎬ并探讨计

算机网络攻击手段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特殊法律问题ꎮ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民用物体是指所有不属于军事目标的物体ꎮ〔９３〕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的定义ꎬ军事目标是指:
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ꎬ而且在

６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ꎬ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ｓｔｕｄｉｏ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０２０１０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这是 Ｅｒｉｃ Ｔａｌｂｏｔ Ｊｅｎｓｅｎ 采用的一种说法ꎬ‘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ｃｋ －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８ꎬ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ꎬｐ. １１４９ꎮ

Ｍａｒｋ Ｒ. Ｓｈｕｌｍａｎꎬ‘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１９９９ꎬｐｐ. ９６３ ｆｆ.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Ｔ. Ｇ. Ｋｅｌｓｅｙꎬ‘Ｈ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０６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４３９.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１ 款ꎬ体现了习惯国际法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
文脚注 ８７ꎬ规则 ９ꎮ



当时的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

利益的物体ꎮ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３ 款ꎬ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

应推定为不会用于对军事行动作出实际贡献ꎮ 因此ꎬ某个极为敏感的民

用基础设施(如:大多数化工厂)如果依赖于不开放的计算机网络ꎬ那么

该网络应推定为民用ꎮ

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的措辞明确要求ꎬ潜在的目标和“军事行动”之间应

有密切关系ꎮ “军事行动”一词意味着敌方的作战能力ꎮ 这种关系是通

过四个标准确立的ꎬ即性质、位置、目的和用途ꎮ “性质”指物体的本质

特征ꎬ例如:武器ꎮ 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物体也可能因所处的特定位置、目

的或当时的用途而对军事行动作出实际贡献ꎮ

在这方面应特别强调四个可能对民用基础设施而言意义重大的问

题:大多数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在实践中都是所谓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ꎬ

这是首要问题ꎻ生产军用软硬件的工厂是否属于军事目标的问题ꎻ以具

有所谓“持续参战能力”的物体为攻击对象ꎻ将媒体社交网络用于军事

目的(如关于攻击对象的信息)的法律后果ꎮ

网络空间的军民两用物体

所谓的军民两用物体(在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中没有这种说法)是指

既可用于民用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的物体ꎮ 由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ꎬ

这类物体属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所指的军事目标ꎬ是合

法的攻击对象ꎮ 常见的例子是民用基础设施中为军方行动提供补给的

部分ꎬ如:发电厂或输电网ꎮ

根据现在主流的观点ꎬ一个物体不可能同时既是民用物体又是军事

目标ꎮ 一旦用于军事行动ꎬ该物体就作为一个整体成了军事目标(除非

该物体“可分离”的部分仍为民用ꎬ如一家医院内不同的建筑物)ꎮ〔９４〕

７６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９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ＵＳＡ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ꎬ ｐａｒａ. ８. ３ꎻ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９ꎬｐａｒａ. １.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１９５６ 年提出的建议中ꎬ除了纯军用物资和设施外ꎬ

还提到了军事上极其重要或对作战而言至关重要的民用通信、运输或工

业ꎬ〔９５〕与此相反ꎬ现在普遍认为即使其军事用途与其民用目的相比微不

足道ꎬ该物体仍可构成军事目标ꎮ 例如:为军事行动提供燃料的工厂ꎬ即

便其提供的燃料所占比例很小ꎬ而且这一工作并非该工厂的主要职能ꎬ

它仍因此成为军事目标ꎮ

网络空间的危险显而易见:整个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即计算机、路由

器、电缆和卫星)实际上都同时用于民用和军事通信ꎮ〔９６〕 传输军事讯息

的海底电缆成为军事目标的后果是(根据国际人道法的其他规则ꎬ即比

例原则)海底电缆不仅可能成为旨在干扰军事通信的网络行动的目标ꎬ

还可能被摧毁ꎮ 同样ꎬ储存的数据中包括 ５％的军事数据的服务器也将

成为合法目标ꎮ 在云计算日益普及的今天ꎬ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ꎬ因为

云计算的用户通常不清楚自己的数据存在什么样的服务器里ꎬ以及该服

务器还存有哪些其他数据ꎮ 据报道ꎬ美国政府约 ９８％ 的讯息是通过平

民所有或经营的网络传递的ꎮ〔９７〕

网络基础设施的任何部分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风险确实存在ꎮ

实际上ꎬ尽管在某些情况下ꎬ国家也许会设法使敌方军事设施的某些特

定功能无法实现ꎬ但整个网络空间用于军事行动的事实却意味着在任何

武装冲突中ꎬ削弱敌方通信网络和上网功能的做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８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９５〕

〔９６〕
〔９７〕

在军事专家的帮助下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时限制平民居民遭受之危险的规则

草案»中拟定了一份清单并建议将其作为范本(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ꎬ其内容如下:１ 属

于下列类别的目标被视为具有普遍认可的军事重要性:(６)那些军事上至关重要的
∙∙∙∙∙∙∙∙∙∙

线路和

通信手段(铁道线路、公路、桥梁、隧道和运河)ꎻ(７)广播设施和电视台ꎻ军事上至关重要的
∙∙∙∙∙∙∙∙

电

话局和电报局ꎻ(８)对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的工业:(ａ)军备制造业(ｂ)军需品和军用物资

制造业(ｃ)构成其他
∙∙

对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的生产和制造中心的工厂ꎬ如冶金、工程和化

工ꎬ其性质或目的实质上是军用的
∙∙∙∙∙∙∙∙∙∙∙∙∙

ꎻ(ｄ)储存和运输设施ꎬ其基本职能是为( ａ)至( ｃ)提到的工

业服务ꎻ(ｅ)主要为国防
∙∙∙∙∙

提供能源的设施ꎬ如煤炭、其他燃料或原子能ꎬ以及主要为军方供应燃

气或电力的工厂(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 Ｇ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 Ｌａｈ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３.
Ｅｒｉｃ Ｔａｌｂｏｔ Ｊｅｎｓｅｎꎬ‘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ｓ’ꎬｉｎ

Ｔｅｘａ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８８ꎬ２０１０ꎬｐ. １５３４.



义ꎮ 这意味着使敌方无法接入网络空间的关键路径ꎬ损坏其主要的路由

器或使其无法接入主要通信节点ꎬ而非仅仅以军事基础设施的特定计算

机系统为攻击对象ꎮ〔９８〕 与天然的战场(如陆地或空中)不同ꎬ人为的网

络空间战场意味着交战国注重的不仅是武器的输送ꎬ还包括输送的路径

本身ꎮ〔９９〕 例如:在空中ꎬ只有飞机属于军事目标ꎻ但在网络战中ꎬ输送网

络武器(恶意编码)的实体基础设施也属于军事目标ꎮ
这种局面造成的人道后果对于平民居民的保护而言意义重大ꎮ 在

这样一个大部分民用基础设施、民用通信、金融、经济和贸易都依赖国际

网络基础设施的世界ꎬ冲突方要摧毁这种基础设施实在是再容易不过

了ꎮ 不需要证明银行网络用于军事行动或输电网为军民两用ꎮ 只需使

这些系统所依赖的主要电缆、节点、路由器或卫星瘫痪就够了ꎬ而且由于

这些路径被用于传递军事情报ꎬ因此属于军事目标ꎬ对其予以打击几乎

总是正当的ꎮ
«塔林手册»称:

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受到攻击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出现ꎬ因此目

前只在纯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ꎮ 相反ꎬ国际专家小组认为ꎬ从法

律和现实角度来看ꎬ对互联网的任何攻击实际上都必须只限于其中

某些独立的部分ꎮ〔１００〕

该手册还提到了预防原则和比例原则ꎬ在以互联网或其相当部分为

攻击对象时必须遵守这些原则ꎮ 尽管看上去似乎令人欣慰ꎬ但遗留的问

题是: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可以成为攻击对象ꎬ其任何一部分在用

于军事通信且对其加以破坏或使其失效可带来确定的军事利益时ꎬ是否

可以成为攻击的目标(同样应遵循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ꎮ
此外ꎬ网络空间的灵活性在于如果信息无法通过某个渠道传递ꎬ还

有多种其他路径和选择ꎬ而且信息通常可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ꎮ 正如

９６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ꎬ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 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３７ －
３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ｑｄｒ / ｉｍａｇｅｓ / ＱＤＲ＿ａｓ＿ｏｆ＿１２Ｆｅｂ１０＿１０００. ｐｄｆ.

Ｒ. Ｇ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 Ｌａｈ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９.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９ꎬｐａｒａ. ５.



«塔林手册»所言:

在这方面ꎬ网络行动带来了特殊的挑战ꎮ 试想一个同时用于军

事和民用目的的网络ꎮ 我们也许不可能知道网络的哪部分用于与

民用通信截然不同的军事通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整个网络(或至少

那些有理由认为可能用于通信的方面)构成了军事目标ꎮ〔１０１〕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某些情况下ꎬ整个互联网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能

成为军事目标ꎬ因为每个部分都可能用于传递军事情报ꎮ

将军民两用物体宽泛地解释为军事目标的通行做法在现实世界中

已经遇到了问题ꎮ〔１０２〕 在网络空间中ꎬ其后果可能进一步加剧ꎬ导致这样

一种极端状况的出现:再也没有什么民用物体ꎬ平民居民应享有免受军

事行动带来的危险的一般保护这一基本规则几乎成了空谈ꎬ军事行动只

受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的约束ꎮ

最后ꎬ如果世界上大多数网络基础设施都是军民两用ꎬ都有可能被

视为军事目标ꎬ则会引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ꎬ那就是武装冲突的地理界

限ꎮ 网络空间是真正的无边无界ꎬ无论何地的计算机系统都可能受到

(远程)攻击、操控或变成战争手段和军事目标ꎮ 必须牢记的是:这样做

的后果不仅仅是目标计算机系统可能对这些计算机进行反击ꎮ 理论上ꎬ

采用动能手段摧毁这些作为军事目标的计算机是允许的ꎮ 例如ꎬ利用僵

尸网络(ｂｏｔｎｅｔ)发动攻击ꎬ摧毁敌方的网络基础设施ꎮ 要实施这样的行

动ꎬ发动攻击的冲突方将远程控制全球上万台甚至无数台计算机ꎬ通过

这些计算机向目标计算机发送恶意软件ꎮ 如果这样的僵尸网络使其使

用的全球无数台计算机都成了可以攻击的军事目标ꎬ结果将会是某种意

０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１〕
〔１０２〕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９ꎬｐａｒａ. 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为“重申和发展国际人道法非正式高级别专家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ꎬ剑桥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 ２９ 日ꎬＨＰＣＲꎬ２００３ꎬ第 ３ ~ ６ 页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ｐｃ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 ｐｄｆ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Ａｒｋｉｎꎬ ‘ 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Ｖｅｒｍｏｎ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５ꎬ２００１ꎬｐ. ７８０ꎬ描述了 １９９１ 年对伊拉克电力设施的空袭造成的影

响ꎬ空袭不仅影响了民用电力供应ꎬ水配给、净化、排污和卫生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ꎻＲ. Ｇ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 Ｌａｈ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６.



义上的“全面网络战争”ꎮ 可想而知的后果是这些位于世界各地的计算

机全都成了军事目标ꎬ这种后果既背离了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中立法则

的基础(主要是背离其根本宗旨ꎬ即ꎬ使第三国及其居民免受敌对行动的

影响)ꎬ也不符合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对战场的地理限制ꎮ〔１０３〕 在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ꎬ中立法对受攻击的国家通过攻击中立领土的基础设施进行自

卫的权利作了某些限制ꎮ〔１０４〕 首先ꎬ受攻击的国家应通知中立国ꎬ并要求

其在合理期限内终止违法行为ꎻ其次ꎬ只有当违反中立的行为对受攻击

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直接的威胁ꎬ而且没有其他可行的、及时的应对威胁

的选择时ꎬ受攻击国才能采取措施终止违反中立法行为ꎮ 这些限制相对

而言较为宽松ꎬ为切实保护中立国的平民居民ꎬ可能要对这些限制作出

严格的解释ꎮ 中立法不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但如果计算机、电缆

或节点只要用于军事行动(因此通常构成军事目标)就被视为发生了武

装冲突ꎬ那么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场的地理界限将被彻底打破ꎮ

简言之ꎬ可以明确的是区分原则在网络空间中似乎不大可能起到保

护民用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所有依靠网络的民用基础设施的作用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比例原则(下文将会详述)将为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主要的法

律保护ꎮ〔１０５〕

网络空间中大多数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性肯定是最主要的关切ꎬ相比

之下ꎬ其他法律问题似乎没那么迫切ꎮ 但下文还是会谈及其中一些问题ꎮ

１７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场边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ꎬ远远超出本文的范畴ꎬ但网

络战在这方面造成的难题似乎不大可能解决ꎮ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ꎬ参见 ＩＣＲＣ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１ － ２２ꎻ 有关网络战的地缘意义的讨论ꎬ见
«塔林手册»ꎬ上文脚注 ７３ꎬ关于规则 ２１ 的评注ꎮ

源自«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册»第 ２２ 条ꎬ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 ｎｓｆ / ５２ｄ６８ｄ１４ｄｅ６１６０ｅ０ｃ１２５６３ｄａ００５ｆｄｂ１ｂ / ７６９４ｆｅ２０１６ｆ３４７ｅ１ｃ１２５６４１ｆ００２ｄ４９ｃｅ!
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ꎮ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２２(ｄ)ꎬｐａｒａ. ７ꎻ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９ꎬｐａｒａ. ２ꎻ Ｅ. Ｔ.
Ｊｅｎｓｅｎꎬ‘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ｃｋ －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ａｔ ｐ. １１５７.



制造用于军事行动的信息技术的公司

鉴于很多军事机构都在使用硬件和软件ꎬ制造这些软硬件的信息技

术公司可能会被视为“为战争提供支持的军事目标”〔１０６〕 (类似于兵工

厂)ꎮ 这也许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许多信息技术公司将成为合法的攻击目

标ꎬ因为其中多数公司都可能在为军方提供某种信息技术基础设施ꎮ〔１０７〕

例如:埃里克拓伯特延森(Ｅｒｉｃ Ｔａｌｂｏｔ Ｊｅｎｓｅｎ)问道ꎬ微软公司“通
过协助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为美国的战争活动提供支持”是否使其成为

合法的攻击目标ꎮ 在他看来ꎬ“该公司及其总部为军方提供其开展行

动必需的产品以及支持该产品的客户服务ꎬ这也许就足以断定它是军

民两用目标”ꎻ但他怀疑攻击这样的目标是否能带来明确的军事利

益ꎮ〔１０８〕

这个例子表明ꎬ不应过于强调信息技术公司与兵工厂的相似之处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中的相关标准是物体因其用途而对军

事行动有实际贡献ꎮ 首先ꎬ此类公司本身并非有形物体ꎬ而是法律实体ꎬ
因此问题应当是其所处的任何位置(现实中的建筑物)是否构成军事目

标ꎮ 其次ꎬ武器不同于信息技术工具ꎮ 武器由于其性质而成为军事目

标ꎬ但通用的信息技术系统不属于军事目标ꎮ 因此ꎬ或许应将那些确实

在制造可能被称为网络武器(指用于特定的计算机网络攻击的特殊编码

或规程)的工厂(如正在开发 “震网”一类的特定病毒的地方)和那些只

是为军方提供无异于其他军需品(如粮食)的通用信息技术产品的公司

２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ｐ.
８ ｆｆ.

据报道ꎬ美国国防部将召集愿为网络战提供新技术的承包商: Ｓｃｏｔｔ Ｓｈａｎｅꎬ上文脚注

３ꎮ
Ｅ. Ｔ. Ｊｅｎｓｅｎꎬ‘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ｃｋ －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ｐ.

１１６０ ａｎｄ １１６８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 Ｔ. Ｊｅｎｓｅｎꎬ‘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７ꎬｐ. １５４４:
“如果一家民用计算机公司制造、维护或支持政府的网络系统ꎬ那么似乎可以肯定敌方可认定

该公司符合第 ５２ 条的标准ꎬ可以作为攻击目标”ꎮ



区分开来ꎮ〔１０９〕

作战能力还是持续参战能力?
与传统战争相比ꎬ在网络战中ꎬ攻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吸引力可能更

大ꎬ因此必须牢记:民用物体只有在其对军事行动的贡献体现在冲突一

方的切实作战能力上时ꎬ才构成军事目标ꎮ 如果某物体仅仅是有助于增

强冲突一方的持续
∙∙

参战能力(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活动)ꎬ那么该物体不

属于军事目标ꎮ
根据美国的«海军行动法指挥官手册»ꎬ“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

的措辞被扩大和替换为 “对敌方的作战或持续参战能力有实际贡

献”ꎮ〔１１０〕 这种立场主要针对可能间接支持或维持敌方军事能力的经济

方面的目标ꎮ〔１１１〕 早在 １９９９ 年ꎬ美国国防部法律顾问在评估网络行动方

面的法律时就表示:
纯民用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ꎬ除非攻击部队能证明攻击

有望带来确定的军事利益ꎮ 在久拖不决的武装冲突中ꎬ敌方如

在经济、研发能力方面受损可能会对其战争活动产生影响ꎬ但对持

续时间较短、范围也有限的冲突而言ꎬ也许很难证明攻击经济目标

３７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塔林手册»对此问题也没有定论:“比较棘手的情况是某个工厂生产的物品虽然并

非特地为军方制造ꎬ但常常用于军事用途ꎮ 尽管所有专家都认为ꎬ关于此类工厂是否因其作用

而构成军事目标的问题取决于军方采购的规模、范围和重要性ꎬ但专家小组无法就具体的标准

得出明确结论ꎮ”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４ꎬｐａｒａ.

８. ２.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ꎬｉｎ Ｓ. Ｂｒｅａｕ ａｎｄ Ａ. Ｊａｃｈｅｃ － Ｎｅａｌｅ

(ｅｄｓ)ꎬ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２７７ － ３０７. 关于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ꎬｓｅｅꎬ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 Ｄｕｎｌａｐꎬ‘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ꎬ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Ｋｏｓｏｖｏ Ｅｒａ’ꎬ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８ꎬ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０ꎬｐ. ９ꎻ Ｊｅａｎｎｅ Ｍ. Ｍｅｙｅｒꎬ‘Ｔｅａ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Ｆａçａｄ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ｗ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ｎｄ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ｉ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１ꎬ２００１ꎬｐ. １４３ꎻ ｓｅｅ Ｊ. Ｔ. Ｇ. Ｋｅｌｓ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２ꎬｐ. １４４７ꎬ他主张重新

定义“军事目标”ꎬ以涵盖某些民用基础设施和服务ꎮ



能够带来任何预期的军事利益ꎮ〔１１２〕

此类观点都忽略了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法律上的限制ꎮ 损害敌方的

民用
∙∙

经济和研发能力的做法本身在国际人道法上是绝不允许的ꎬ无论这

样做是否能带来军事利益ꎬ也无论冲突持续多久ꎮ 否则战争将不受任何

限制ꎬ因为实际上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被视为对维持战争活动作出了贡

献ꎮ〔１１３〕 在网络战的背景下尤其应当铭记这一点ꎬ并有必要指出军事目

标的定义过于宽泛可能对平民居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ꎮ
媒体与“社交网络”
«塔林手册»谈到了社交网络用于军事目的这一棘手问题:〔１１４〕

出于军事目的使用社交网络的问题在近来的冲突中变得十分

突出ꎮ 例如: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组织武装抵抗行动ꎬ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传递具有

军事价值的信息ꎮ 以下三个问题必须引起警惕ꎮ 首先ꎬ必须谨记一

点:这一规则(即同时用于民用和军事目的的物体属于军事目标)
无损于比例规则以及攻击中应采取预防措施的要求其次ꎬ针对

社交网络采取的网络行动的合法性问题取决于此类行动是否达到

了攻击的程度ꎮ 如果行动没有达到攻击的程度ꎬ那么社交网络是否

构成军事目标的问题就没有实际意义最后ꎬ这并不意味着

４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ꎬ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Ｍａｙ １９９９ꎬｐ.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 ａｆ. ｍｉｌ / ａｕ / ａｗｃ /
ａｗｃｇａｔｅ / ｄｏｄ － ｉｏ － ｌｅｇａｌ / ｄｏｄ － ｉｏ － ｌｅｇａｌ. ｐｄｆ. 在最近的秘书长报告中ꎬ美国表示战时法的各项

原则“禁止攻击纯民用基础设施ꎬ对此类设施的干扰或破坏不会带来有价值的军事利益”ꎬ这种

立场充其量是暧昧的ꎮ 如果这种立场意在暗示ꎬ在摧毁或扰乱纯民用基础设施将带来有价值

的军事利益情况下可以攻击此类基础设施ꎬ那么这种立场与国际人道法相悖ꎬ因为国际人道法

从不允许攻击纯民用物体(秘书长的报告ꎬ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６６ / １５２ꎬ第 １９ 页)ꎮ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２ꎻ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Ｏｅｔｅｒꎬ‘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ａｔ’ 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４４２. ５.

例如ꎬ据报道ꎬ北约承认其利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社交网络提供的信息ꎬ
经与其他情报来源相互印证ꎬ来确定利比亚行动的打击目标:Ｇｒａｅｍｅ Ｓｍｉｔｈꎬ‘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ｒ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ＮＡ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Ｇａｄｈａｆｉ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ｌꎬ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ꎻ Ｔｉｍ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Ｂｌｉｔｚꎬ‘ＮＡＴＯ ｄｒａｗ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ｒｉｋｅ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或 Ｔｗｉｔｔｅｒ 本身可以成为攻击对象ꎻ攻击的目标只能是其

中用于军事目的的部分 (只要攻击符合武装冲突法的其他要

求)ꎮ〔１１５〕

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或 Ｔｗｉｔｔｅｒ 之类的社交网络定性为军事目标将带来一

系列问题ꎮ 事实上ꎬ由于此类网络容纳的数据量极其庞大(大部分与需

要打击的特定信息毫无关系)ꎬ似乎很难将任何一个这样的网络定性为

一个
∙∙

军事目标ꎮ 进一步的问题将是:鉴于此类网络所包含的数据并无组

织和系统可言ꎬ只攻击其中用于军事目的的部分在技术上是否可能ꎮ

媒体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难题ꎮ «塔林手册»称:

围绕媒体报道出现的问题很有意思ꎮ 如果此类报道对敌方的

行动有实际贡献ꎬ那么使其停止运作或许能够带来确定的军事利

益ꎮ 国际专家小组的一些成员认为ꎬ帮助传播此类报道的网络基础

设施构成军事目标ꎬ尽管他们同时警告:对这类基础设施的攻击必

须遵循攻击的相关规则ꎬ特别是比例原则以及攻击中的预防措

施他们特别强调ꎬ后一项要求通常使冲突方只能采取以封锁有

关广播为目的的网络行动ꎮ 其他专家认为网络基础设施与其对军

事行动的贡献之间的关系不足以使其成为军事目标ꎮ 国际专家小

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此类评估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ꎮ〔１１６〕

即便承认某个报道会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ꎬ也不应就此判定负责

的媒体公司或转发该报道的网络基础设施可以成为攻击对象ꎮ 就媒体

公司而言ꎬ接受其成为攻击目标的可能性也许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ꎮ

以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这样的国际广播公司为例ꎮ 首先ꎬ“对敌方行动

有贡献”的说法太过宽泛ꎬ而且不属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所要求的对敌方军事行动有直接贡献ꎮ 其次ꎬ即使媒体报道中包含战

术方面的信息(如关于特定目标的信息)ꎬ但因此便认为媒体公司本身

可以成为攻击对象的观点大有问题ꎮ 除了媒体公司之外ꎬ如果所有转发

５７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１５〕
〔１１６〕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 １１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３.



报道的网络基础设施都被视为军事目标ꎬ则全球的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

都成了攻击对象———同军民两用物体的情形一样ꎬ还是必须牢记一点:
将某物体视为军事目标意味着对其采用动能手段也是可以的ꎬ因此发出

报道的实际位置和位于该处的实体设施可能被破坏或摧毁ꎮ 最后ꎬ如前

所述ꎬ媒体公司的例子与战场的地理界限问题形成鲜明对照ꎮ 另外ꎬ中
立法对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一国能否以中立国的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设

置了一系列限制条件ꎮ〔１１７〕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和不分皂白的战争方法和手段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ꎮ〔１１８〕 不分皂白的攻击是指:
(１)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ꎻ
(２)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段或手段ꎻ或
(３)使用其效果不能按照国际人道法的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

或手段ꎬ并因此在此类每种情形下ꎬ攻击的性质都属于不加区别地打击

军事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ꎮ 冲突各方“因此绝对不得使用无法区分民

用物体和军事目标的武器”ꎮ〔１１９〕

如上所述ꎬ大部分网络空间可能被视为军民两用的事实很可能使军

用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区分都变得非常困难ꎮ 但即便是在军用和民用基

础设施仍能明确区分的情况下ꎬ也存在另一种风险:网络空间的互联性

导致的不分皂白的攻击ꎮ〔１２０〕 网络空间由世界各地无数相互连接的计算

机系统组成ꎮ 即便独立于民用系统ꎬ军用计算机系统也往往与商用、民
用系统相连接ꎬ并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依赖后者ꎮ 因此ꎬ对军用基础设

施发动网络攻击并将攻击或其影响仅限于该军事目标ꎬ也许根本无法做

到ꎮ 病毒和蠕虫等计算机网络攻击方式都可归入此类ꎬ如果其制造者未

对其影响加以限制ꎮ 使用可自我复制且无法控制的蠕虫病毒并因此可

６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见上文“网络空间的军民两用物体”一节ꎮ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Ｒｕｌｅ １２ꎻ ＡＰＩꎬＡｒｔ. ５１(４) .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７８.
Ｋ. Ｄö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 ５.



能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ꎬ违反国际人道法ꎮ〔１２１〕

一些评论家将这种关切斥为夸大其词ꎬ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

实:大多数网络行动只有在以非常具体、高度专业化的系统为目标时才

能达到效果ꎬ因此不会对其他计算机造成危害ꎮ 例如:“震网”病毒就是

专门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核设施编写的ꎮ〔１２２〕

事实上ꎬ病毒侵入的如果是一个不开放的军用系统ꎬ也许不会对外

界的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危险ꎮ 然而ꎬ完全可以想象冲突一方可能并未采

取此类措施ꎬ或其开发的网络武器对网络造成其或许未曾预见到的影

响ꎮ 有可能设计出能对目标进行区分的网络武器ꎬ并不意味着就不大可

能发生不分皂白的攻击了ꎮ 就连“震网”病毒(根据媒体的报道)也表明

控制病毒的影响是多么困难ꎬ据报道该病毒本无意感染目标核设施之外

的计算机ꎬ但不知何故ꎬ该病毒却在伊朗之外进行了自我复制ꎮ〔１２３〕 这种

情形(如果属实)表明控制病毒扩散是如何困难ꎬ尽管并未因病毒扩散

范围远远超出其制造者本意而造成任何危害ꎮ
因此ꎬ交战国承担着双重责任ꎮ 首先ꎬ不得使用性质上无法对目标

加以区分的网络武器ꎬ例如:能够进行自我复制且不可能加以控制的病

毒或蠕虫(与之类似的比如细菌武器)ꎮ 对此类武器的应用应在对该武

器的发展或取得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就已被禁止:如其在使用中无法区分

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ꎬ则该武器与国际人道法的要求相悖ꎮ〔１２４〕 其次ꎬ交
战国每次发动攻击时都应查明ꎬ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

∙∙∙∙∙∙∙∙∙
ꎬ使用的网络武器

是否能够并确实针对军事目标ꎬ以及其影响是否能够控制在国际人道法

要求的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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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蠕虫病毒可能无法针对特定军事目标(参考«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 １２(ｂ)、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第 ２ 项)ꎬ或其后果无法按照国际人道法的要求加以限制(参
见«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 １２(ｃ)、«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第 ３ 项)ꎮ

Ｔ. Ｒｉ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
Ｄ. Ｅ. Ｓａｎｇ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对议定书缔约国的要求ꎬ以及交战方不得使用不分

皂白的武器的一般义务ꎬ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ꎮ



　 　 比例原则

一方面考虑到大多数网络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性质ꎬ另一方面由于

网络空间的互联性ꎬ军方专用的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如受攻击可能对民

用基础设施造成影响ꎬ故此各方对武装冲突中网络行动对民用基础设施

的严重影响极为关切ꎮ 因此在对平民居民的保护方面ꎬ比例原则成了至

关重要的规则ꎮ

比例原则规定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ꎬ该条款

反映了习惯国际法ꎮ〔１２５〕 如果攻击“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

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ꎬ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

利益相比过分”ꎬ则该攻击受到禁止ꎮ

如上所述ꎬ对物体的“损害”是指“使某物的价值或效用受损”〔１２６〕因

此可以肯定ꎬ应当考虑的损害不仅包括实际损害ꎬ还包括民用基础设施

的失效(即便没有遭受实际损害)ꎮ 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攻击可能会

改变暂时后果在比例性评估中的分量”ꎬ〔１２７〕但这种说法在国际人道法上

没有法律依据ꎮ 正如盖斯(Ｇｅｉｓｓ)和拉曼(Ｌａｈｍａｎｎ)所言ꎬ任何其他解

读都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

毁坏一部民用车辆将构成法律上有意义的(尽管是微不足道

的)“附带损害”ꎬ而导致成千上万或无数家庭、公司及公用事业无

法使用互联网或其他通信服务ꎬ或使一国所有经济体都无法进行网

上金融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本身却不属于比例性

评估考虑的相关因素ꎮ〔１２８〕

但应当承认ꎬ在计算机网络攻击的确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损害(包

括暂时受到干扰)时ꎬ比例原则却又受到诸多限制(同其适用于传统战

８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７ꎬＲｕｌｅ １４.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ｏｎａ Ｈａｔｈａｗａｙ ｅｔ ａｌ. 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ｙｂｅｒ － Ａｔｔａｃｋ’ꎬ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００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２ꎬｐ. ８１７.
Ｒ. Ｇ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 Ｌａｈ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７.



争时一样)ꎮ

首先ꎬ所有适用比例原则的情形在何为与具体、直接军事利益相比

对民用物体过分的附带损害方面ꎬ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ꎮ 认

定攻击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与军事利益相比过分的附带损害的裁决似

乎非常少见ꎮ〔１２９〕 这并不是说比例原则对攻击完全没有限制ꎮ 但就网络

攻击而言该原则应如何解释仍有待观察ꎮ

一方面ꎬ也许会有人主张:由于网络行动仍处于初始阶段ꎬ人们对其

影响知之甚少ꎬ不能指望指挥官预见其后果ꎬ也很难认定在网络战中何

为“预期的”附带平民损失或损害ꎮ 另一方面ꎬ这种不确定性与其说是

性质上的ꎬ不如说是数量上的ꎬ正是由于网络世界相互连接ꎬ对民用基础

设施的影响才显而易见ꎮ 换句话说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预见到
∙∙∙∙∙

附带

损害ꎬ即使难以评估损害的确切范围ꎮ

其次ꎬ尽管现在对于应将攻击的后续影响(即攻击造成的间接的、第

二重或第三重影响)考虑在内基本上已没有争议ꎬ但对这一义务的程度

仍存在一定分歧ꎮ〔１３０〕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的

措辞(“可能”)ꎬ可以合理地认为可预见的
∙∙∙∙

损害ꎬ即便是长期的、第二重

９７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２９〕

〔１３０〕

Ｓｅｅ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Ｔ. Ｏ’ Ｄｏｎｎｅｌｌ ( ｅｄｓ)ꎬ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７６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６９:
‘ . . .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 ｈａｖ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ｗｈｅ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ｕｓａｂｌｅ ｏ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ＴＹꎬ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ꎬ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ꎬｐａｒａ. １９. 北约军队在 １９９９ 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对潘切沃

工业园及诺维萨德炼油厂的轰炸导致 ８ 万吨原油流入地面以及大量其他有害物质的泄漏ꎮ 对

此ꎬ该委员会认为ꎬ“很难评估所获军事利益的相对价值以及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ꎬ比例原则

的适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１４ꎬｐａｒａ. ４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ꎬ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８２.



或第三重损害ꎬ也应考虑在内ꎮ〔１３１〕 就网络空间而言ꎬ由于网络的互联

性ꎬ预见网络行动的影响可能比预见传统的动能武器的影响更加困难ꎬ
但同时也更为关键ꎮ 就实际角度而言ꎬ这一义务引发的主要问题是攻击

中应采取的预防措施:考虑到信息网络的互联性以及依赖这些网络的各

种系统ꎬ指挥官为评估计算机网络攻击的后续影响都应查明哪些情

况?〔１３２〕

　 　 预防原则

国际人道法上的预防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攻击中的预防和对攻击影

响的预防ꎮ〔１３３〕

攻击中的预防

在开展军事行动时必须始终防止行动波及平民居民、平民或民用物

体ꎮ〔１３４〕 国际人道法要求的特殊预防措施包括:尽可能查明攻击对象是

否属于军事目标ꎬ〔１３５〕并在选择战争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

措施ꎬ以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附带平民伤亡和对民用物体的损害ꎮ〔１３６〕

还要求冲突各方在攻击显然会造成过分的“附带损害”时取消或中止攻

击ꎮ〔１３７〕

因此ꎬ预防原则可能需要冲突各方采取措施ꎬ收集所有能够获得的

０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５１ꎬ ｐａｒａ. ６ꎻ Ｒ. Ｇ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
Ｌａｈ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６.

必须同无法控制其影响的不分皂白的攻击加以区别ꎮ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和第 ５８ 条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文脚注 ８７ꎬ规

则 １５ － ２４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１ 款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文脚注 ８７ꎬ规则 １５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１ 目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文脚

注 ８７ꎬ规则 １６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文脚

注 ８７ꎬ规则 １７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ꎻ«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ꎬ上文脚注 ８７ꎬ规

则 １９ꎮ



情报以查明攻击对象的情况以及攻击可能造成的附带影响ꎮ〔１３８〕 就网络

战而言ꎬ预防措施可包括勘测敌方的网络ꎬ〔１３９〕 这类措施往往是计算机网

络攻击方案的内容之一ꎬ至少在行动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目标计算机系统

时是这样ꎮ 如果能够获得的情报不够完整(由于网络空间的互联性可能

出现的情形)ꎬ那么攻击的范围也许只能限于那些已充分掌握其相关信

息的目标ꎮ〔１４０〕

预防原则可能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ꎮ «塔林手册»称:“考虑到网络

行动的复杂性和行动极有可能对民用系统造成影响ꎬ以及负责审批网络

行动的人员有时对其性质和影响的认识有限ꎬ行动策划者在可行的情况

下应寻求技术专家的协助ꎬ以判断是否已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ꎮ〔１４１〕 如

果不具备专门技能并因此无法评估目标的性质或附带的平民伤亡或损

害ꎬ攻击方也许应当放弃攻击ꎮ”

但很多出于防御目的的网络攻击可能属于自动按照既定程序应对

外来侵袭的网络行动ꎮ〔１４２〕 此类反击行动是自动的ꎬ只针对侵袭所源自

的计算机ꎻ由于此类行动是在处理技术问题ꎬ因此对计算机的性质为民

用还是军用并不关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考虑到此类网络攻击来自成千上

万台或无数台计算机ꎬ各国需要根据预防原则审慎评估此类“自动反

击”行为的合法性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ꎬ预防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这样一项义

１８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前南斯 拉 夫 国 际 刑 事 法 庭: « 致 检 察 长 的 最 终 报 告 (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ꎬ第 ２９ 段: “审查北约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轰炸行动的委员会” 在其最终报

告中这样阐述这一义务:“军事指挥官必须设立有效的情报收集系统ꎬ收集和评估与潜在目标

有关的信息ꎮ 指挥官还必须要求其军队在行动中利用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准确地辨别目标ꎮ 但

指挥官和实际参与行动的机组人员在判定应使用哪些可利用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方

面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ꎮ”
Ｅ. Ｔ. Ｊｅｎｓｅｎꎬ‘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ｃｋ －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

１１８５.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Ｒｕｌｅ ５３ꎬｐａｒａ. ６.
Ｉｂｉｄ. ꎬＲｕｌｅ ５２ꎬｐａｒａ. ６.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９ 条ꎬ此类防御行动也属于“攻击”ꎬ同样要遵循区分原

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ꎮ



务: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采用网络技术ꎮ 实际上ꎬ网络行动对平民或民

用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也可能不如运动战ꎮ 例如ꎬ扰乱某些军用和民用

服务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彻底摧毁基础设施要小一些ꎮ 但采用更尖端

技术(这里指的是网络技术)这一义务的范围并未完全确定ꎮ 事实上ꎬ

关于交战方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采用最精确或技术上最先进的武器

的问题ꎬ国际社会迄今仍未达成一致(相关讨论主要涉及精确制导武

器)ꎮ〔１４３〕 然而ꎬ预防原则所包含的义务不仅要求冲突各方遵循区分原

则和比例原则ꎬ还要求各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避免并无论如何减

少”附带的平民伤亡或损害ꎮ 在这类情况下ꎬ预防原则可能意味着指

挥官应选择当时可用的破坏性较小的攻击手段来实现其军事目

的ꎮ〔１４４〕

对攻击影响的预防

针对攻击影响的预防原则要求冲突各方ꎬ除其他外ꎬ“在最大可行的

范围内努力将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迁离军事

目标的附近地方”并“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ꎬ保护在其控制下的平

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不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危害”ꎮ〔１４５〕 这意味

着各国有义务将军用物体与平民及民用物体隔开ꎬ或(特别是在这种做

法不可行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军事行

动带来的危害ꎮ

根据«塔林手册»ꎬ该义务可能包括:“将军用与民用网络基础设施

隔离ꎻ将关键民用基础设施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与互联网隔离ꎻ对重要

２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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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ꎬ第 ３ 段ꎬ关于精确度较高或爆炸威力较小的武器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８ 条ꎻＩＣＲＣ:«习惯国际人道法»(第 １ 卷)ꎬ规则 ２２ 和 ２４ꎮ



的民用数据在其他地方进行备份ꎻ针对可预见的各类网络攻击预作安

排ꎬ以确保及时修复重要的计算机系统ꎻ对重要文物或宗教物品进行数

字录音ꎬ以便在其毁于武装冲突时据此进行重建ꎻ采取抗病毒措施保护

那些在军用网络基础设施受攻击时可能受损或被毁的民用系统ꎮ”〔１４６〕

主张隔离军用网络与民用网络的观点实际上很常见ꎮ〔１４７〕 美国国防

部的法律评估就建议:“在有选择的情况下ꎬ军用系统应与用于重要民用

目的的基础设施隔离”ꎮ〔１４８〕 但这样的要求不大现实ꎮ 互联网刚出现时

的网络建设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ꎮ 当然ꎬ封闭的军事网络的确存

在ꎬ一些高度敏感的民用基础设施也与外部网络分离ꎮ 但考虑到关于隔

离民用和军用物体的规则(«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本身所

固有的问题ꎬ即该规则只要求各国努力
∙∙

将军用和民用物体分离ꎬ而且只

需在最大可行的范围内
∙∙∙∙∙∙∙∙∙

ꎬ因此在国家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将其解释为各国

有义务隔离民用网络和军用网络ꎮ 尽管理论上也许可行ꎬ但由于现实中

难以操作且耗资巨大ꎬ这种做法将被看作«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８ 条意

义上的不可行的措施ꎮ 政府为此将不得不开发自己的军用计算机硬件

和软件ꎬ并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军事通信线路ꎬ包括电缆、路由器和卫

星ꎮ〔１４９〕

此外ꎬ隔离军用与民用网络基础设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二者是

完全不同的事物ꎬ应当截然分开ꎮ 严格来说ꎬ第 ５８ 条并不禁止军民两

用ꎬ该条款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是有区别的ꎬ即便

一些民用物体被用作军事目的ꎮ 在现实世界中ꎬ相当部分的关键基础设

施早就是军民两用的ꎬ如:输电网ꎬ以及很多情况下的输油管道、发电站、
公路网ꎮ 在网络空间中ꎬ该原则变得相对而言不再有意义ꎬ因为问题并

３８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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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位于同一地点ꎬ而是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ꎮ〔１５０〕

于是问题就在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８ 条第 ３ 款是否要求在网络

攻击中至少应当保护某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核电站、化工厂、医院)免受

损害ꎬ并要求各国采取行动来维持其正常运转ꎮ 例如:埃里克拓伯

特延森就建议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履行第 ５８ 条设定的义务ꎬ如在

地图上标示出会成为军事目标的民用系统、网络和工业ꎬ确保私营部门

得到充分保护ꎬ制定或维持“反击方案”或建立互联网性能战略储备ꎮ〔１５１〕

很多国家在保护其关键基础设施方面无疑都倾向于这个方向ꎬ尽管各国

政府不大可能把这种保护看作第 ５８ 条第 ３ 款意义上的被动预防措施ꎮ

　 　 结论

正如引言中所述ꎬ伴随网络行动将出现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ꎬ其影

响仍有待检验或进一步认识ꎮ 但信息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似乎对国际人

道法的适用带来了严峻挑战ꎬ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前提ꎬ即在武装

冲突中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能够而且必须加以区分ꎮ 对此应在现有基

础上进行更加开诚布公的讨论ꎬ以便清楚地知道各国打算如何遵循区分

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ꎮ
鉴于网络战对民用基础设施带来的危险ꎬ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实有法

和应有法上的解决方案ꎮ 其中一种方案建议各国明示“数码安全区”ꎬ
即各国认为网络行动不得攻击的民用目标ꎮ〔１５２〕 如各方同意ꎬ这种安全

区将类似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６０ 条所规定的非军事区ꎮ 为此ꎬ需开

启目前提倡的对话进程并建立互信机制ꎬ这一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畴ꎮ
亚当西格尔提出“某些领域(医院及医疗数据)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达

成一致ꎬ而另一些领域(如:金融系统、高压电网、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能

４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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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达成共识”ꎮ〔１５３〕 尽管这种方式也许值得一试ꎬ而且最终可能成为建

立互信机制的国际对话的内容之一ꎬ但对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的可行性

持怀疑态度恐怕不算是过于悲观ꎮ 鉴于目前多数看似网络空间的操控

和渗透行为都具有隐蔽性ꎬ关于禁止用于军事目的的网络领域的协议或

声明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信任仍是未知数ꎮ
由盖斯和拉曼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建议比照并扩大适用«第一附加议

定书»第 ５６ 条中的“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清单ꎮ〔１５４〕 这种做法可

适用于网络基础设施的特定组成部分ꎬ如:无数重要民用职能所依赖的

主要的互联网交换节点或中央服务器ꎮ 就像堤坝、核电站ꎬ即便属于军

事目标ꎬ也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ꎬ因为同攻击此类设施获得的军事利

益相比ꎬ人们更关心的始终是此举给居民带来的危险ꎮ 但两位作者也承

认这样的建议不大可能赢得各国的支持ꎮ 特别是摧毁网络基础设施或

使其无法运转虽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ꎬ但却难以主张其影响可与放射性

物质泄漏或大坝决堤之类的情形相提并论ꎮ 不过ꎬ如果的确会造成可与

上述情形相提并论的灾难性后果ꎬ那么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６ 条的

类比就为保护网络基础设施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依据ꎮ
进一步来讲ꎬ网络世界带来的挑战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对于网络

战的(某些)手段和方法是否应一概禁止ꎬ或通过国际条约加以规范ꎮ
如引言中所述ꎬ有些国家主张在这方面缔结新的条约ꎬ尽管应当允许和

应予禁止的行为范围并非始终十分明确ꎮ 网络安全专家和学者之间也

存在类似的争论ꎮ 一些人建议制定关于网络战的新条约ꎬ〔１５５〕 而另一些

５８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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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主张应缔结某种裁军条约ꎬ禁止所有或至少某些网络武器ꎮ〔１５６〕 其

他人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包括:条约将由于归责方面的困难而无法执

行ꎬ技术上无法区分网络战手段和网络间谍活动ꎬ被禁止之武器的危害

性可能还不如传统武器ꎬ以及无法进行核实ꎮ〔１５７〕

一些评论家提出了其他方案ꎬ如:“非正式的多边主义”ꎻ〔１５８〕 或建立

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网络安全组织ꎬ作为独立的国际合作平台ꎬ
目标是缔结控制网络武器的条约ꎮ〔１５９〕

现在还难以判断这些讨论的结果如何ꎬ尤其是各国是否愿意开诚布

公地讨论网络战的现实危险并愿意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ꎮ
与此同时ꎬ冲突方如果在武装冲突中选择了网络武器ꎬ就必须认识到现

有的法律框架(尽管有其局限性)是其应当遵守的最低限度规则ꎮ 他们

应据此指挥和训练自己的部队ꎮ 重要的是推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ꎬ进
一步认识到对发展中的技术的人道影响进行评估的必要性ꎬ并确保不得

６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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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保证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过早地使用这类技术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战是毫无疑问的ꎮ 但国际人道法能否为居

民提供充分的保护ꎬ特别是保护民用基础设施免受损害ꎬ则取决于在这

方面如何解释国际人道法(其起草者并未设想过此类行动)ꎮ 只有基于

善意的、极为谨慎的解释ꎬ才有可能保护民用基础设施免于成为直接目

标ꎬ或遭受对平民居民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损害ꎮ 即便如此ꎬ考虑到区

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的潜在不足ꎬ在对攻击性能和影响缺乏深

入了解的情况下ꎬ不能排除制定更严格规则的必要性ꎮ

７８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威廉布特比∗著 / 张膑心∗∗译

摘要

远距离的攻击并不是什么稀奇事ꎬ但随着某些新技术的问世ꎬ使得

可以在攻击者离武力实施地非常遥远的情况下实施攻击ꎮ 本文将分别

分析由于使用遥控飞机、自动攻击技术以及网络力量进行攻击而导致的

法律问题ꎮ 本文考察关于选择攻击目标的法律原则和规则ꎬ包括区分、
区别、比例以及预防措施的规则ꎬ本文认为这些规则均适用于远程攻击ꎬ
并进而探讨实施这些法律要求会遇到的困难ꎮ 本文还适当关注了国家

审查新武器和新的作战手段与方法的法律义务ꎬ这一义务也支持了这样

一种观点ꎬ即国家必须在现存法所建立的框架内评估新的攻击技术ꎮ 之

后ꎬ本文将讨论责任的概念如何适用于远程攻击ꎬ并考虑关键性的法律

问题是否其实是在于攻击的去人性化ꎬ而非攻击的远程性ꎮ
关键词:远程攻击ꎻ遥控飞机ꎻ无人驾驶飞机ꎻ网络攻击ꎻ自主攻击ꎻ

对新武器的法律审查ꎻ战争的手段或方法ꎻ责任

«卫报»在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一份报道中问道:“为什么北约在

周六清晨ꎬ在离阿富汗边境约 ３００ 码的莫赫曼德地区边防站杀死了 ２４

∗

∗∗

威廉布特比博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在英国皇家空军法律服务处副处长任上退休ꎬ军衔为

空军准将ꎮ 其博士论文“武器和武装冲突法”于 ２００９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ꎬ该出版社还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出版了布特比博士的第二本书«关于选择攻击目标的法律»ꎮ
张膑心ꎬ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ꎬ法学博士ꎮ



名巴基斯坦士兵?”〔 １ 〕该报道在考量了对该事件的多种不同解释之后声

称:“对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ꎬ即美军一直都在犯

致命的错误ꎬ虽然其拥有令人目眩的技术和强大的火力ꎬ但其地面情报

少得可怜ꎮ”据说在 ２０１０ 年ꎬ“美军的一次调查严厉批评了驻扎在

内华达的一支空军无人驾驶飞机控制人员小组以及驻阿富汗的美国地

面指挥官ꎬ因为他们在二月份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乌鲁兹甘省的一次军

事行动中将平民误认为是叛军ꎬ造成了多达 ２３ 名平民死亡”ꎮ〔 ２ 〕

我们将把“从一定距离发动的军事行动”这种现象称作远程攻击ꎬ现
在让我们转而讨论另一种远程攻击ꎬ即网络军事行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８ 日ꎬ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争议期间ꎬ网络行动〔 ３ 〕 即被运用于军事目

的ꎬ一系列明显经过协调的拒绝服务行动侵袭了爱沙尼亚的网站ꎮ 政府

和媒体网站先是出现 Ｐｉｎｇ 请求ꎬ然后是错误的网络查询ꎮ 接着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１８ 日ꎬ又发生了旨在造成拒绝目标网站服务的分布式攻

击行动(ＤＤｏｓ)ꎮ 这些网络行动的时机经过谨慎的选择ꎬ从而最大限度地

实现了其有效性ꎬ被攻击的网站出现了暂时无法访问的现象ꎮ 他们似乎

还使用了僵尸网络ꎬ而其明显的后果就是造成了精确的打击ꎮ〔 ４ 〕 有一些

爱沙尼亚网站是被所谓的爱国黑客损坏的ꎬ但如果要说哪个国家应该承

９８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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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ꎬ网络行动是指为了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目的而使用一台计算机来与另一台

计算机进行互动ꎮ 相应地ꎬ网络攻击是指使用计算机来攻击另一台计算机ꎬ从而造成暴力的后

果ꎬ包括财产的毁损或人员的伤亡ꎮ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９３ －９４.

Ｅｎｅｋｅｎ Ｔｉｋｋꎬ Ｋａｄｒｉ Ｋａｓｋａ ａｎｄ Ｌｉｉｓ Ｖｉｈｕｌ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ＣＣＤ ＣＯ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８ －２５. 该文第 ３９ ~ ４８ 页报道和讨论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８ 日的一次 ＤＤｏｓ 攻击ꎬ这次攻击的目标是自由欧洲电台驻白俄罗斯分部的网站ꎮ
该文第 ５１ ~６４ 页还报道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针对立陶宛的一次网络军事行动ꎮ



担责任的问题ꎬ则一直都没有得到解答ꎮ〔 ５ 〕 之后ꎬ在 ２００８ 年格鲁吉亚和

俄罗斯的武装冲突中ꎬ又发生了针对格鲁吉亚的网络军事行动ꎮ
２０１０ 年针对伊朗的震网病毒(Ｓｔｕｘｎｅｔ)行动或许是更具军事意义的网

络攻击行动之一ꎮ 震网病毒由一系列用来实施计算机网络攻击的组合部

分综合而成ꎮ 震网一定程度上是使用蠕虫作为传播工具ꎬ它会将自己植

入断开的网络ꎬ比如通过使用 Ｕ 盘或光驱ꎮ 它会寻找某一特定生产商的

计算机控制设备———在攻击伊朗的事件中它寻找的是由西门子制造的一

个控制系统———然后它会找到并将自己植入一个相关的节点ꎬ并实施事

先计划好的行动ꎮ 在２０１０ 年７ 月的行动中ꎬ恶意软件据说攻击了明显与伊

朗核项目相关的离心机ꎬ而且似乎造成了损害ꎮ〔 ６ 〕 像爱沙尼亚行动中那样

损害网站的行为可能不足以构成战争法意义上的攻击ꎬ〔 ７ 〕 但震网攻击却很

有可能由于其传闻中对离心机造成的损害而在法律上构成这样的攻击ꎮ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网络技术来实施攻击ꎬ即造成伤亡或毁损ꎬ

或使用远程操控〔 ８ 〕平台ꎬ或在将来使用自主无人操控平台来实施攻击ꎬ

０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Ｏｗｅｎｓꎬ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Ｄａｍ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Ｌｉｎꎬ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Ｐｏｌｉｃｙ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Ｕ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ꎬ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７３ －１７６.

一般的理解是这些关于损害的报道并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确认ꎮ Ｓｅｅꎬ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ｉｌｄｅｓꎬ‘Ｓｔｕｘｎｅｔ ｗｏｒｍ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ｓｓｅｔｓ”’ꎬ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１１３８８０１８ꎻ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ｒｏａｄꎬ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Ｅ. Ｓａｎｇｅｒꎬ‘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ｅｓｔ ｏｎ Ｗｏｒｍ Ｃａｌｌｅｄ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ｌａｙ’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２０１１ / ０１ / １６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１６ｓｔｕｘｎｅｔ.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参见«第一议定书»第４９ 条第１ 款ꎬ该款将攻击定义为暴力行为ꎬ不论是在进攻中还是在

防御中ꎮ
关于在当代军事行动中使用无人操纵平台发动攻击而带来的争议ꎬ参见 Ｋａｒｅｎ

ＤｅＹｏｕｎｇꎬ‘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ｉｔｅ Ｇａｉ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ｐ － ｄｙ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０９ / ０５ / ３１ /
ＡＲ２００９０５３１０２１７２. ｈｔｍｌꎻ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Ｄｒｏｎ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ｉｎ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Ｂｌｏｇꎬ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ｊｕｒｉｓ.
ｏｒｇ / ２００９ / ０６ / ０１ / ｔｈｅ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 ｄｒｏｎｅ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ｉ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ꎻ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ＤｅＹｏｕｎｇꎬ‘ＣＩＡ ｉｄｌｅｓ ｄｒｏｎ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ｃｉａ － ｉｄｌｅｓ － ｄｒｏｎｅ －
ｆｌｉｇｈｔｓ － ｆｒｏｍ － ｂａｓｅ － ｉ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２０１１ / ０７ / ０１ / ＡＧｐＯｉＫｕＨ＿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ꎮ 对基地组织的攻击经
常是通过无人操纵平台实施的ꎬ关于美国对这些攻击的战略重要性的评估ꎬ参见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Ｍａｚｚｅｔｔｉꎬ‘Ｏｂａｍａ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Ａｌ Ｑａｅｄａ’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３０ｔｅｒｒｏｒ. ｈｔｍｌꎮ



即构成本文所说的“远程攻击”ꎮ 远程的意思是说在这种攻击中ꎬ远程

操控机器的操作员ꎬ或是自主任务或网络攻击的发动者所处的位置离攻

击所造成的伤亡或损害的发生地有相当的距离ꎮ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在

武装冲突中运用这种技术来实施远程攻击是否会带来法律上的问题ꎮ
作者的出发点是ꎬ武装冲突中的网络攻击———即使用网络手段来对冲突

的敌方造成伤亡或毁损的军事行动———是受武装冲突法所规制的ꎻ因
此ꎬ对«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

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一议定书»)〔 ９ 〕 的缔约国来说ꎬ这种攻击就应

当受该条约第 ４８ ~ ６７ 条所订规则的约束ꎮ〔１０〕 对于非«第一议定书»缔
约国的国家来说ꎬ习惯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会适用———最重要的是区分原

则、区别原则、比例原则和攻击中的预防措施原则ꎮ〔１１〕 同样ꎬ上述这些

法律还规制使用无人操纵平台的攻击ꎬ这似乎也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ꎬ
无人操纵平台是指本身没有乘坐人员而由远距离的操作员控制或是使

１９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在日内瓦通过ꎮ
Ｆｏｒ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ꎬ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ｉｎ ＵＳ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Ｗａｒ’ꎬＶｏｌ. ８７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９.

在实践中ꎬ«第一议定书»第 ４８ ~ ６７ 条规定的许多规则都是习惯法性质的ꎬ也因此

对所有国家都有拘束力ꎬ参见 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１: Ｒｕｌ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ꎮ 虽然笔者认为«第一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第 ５５ 条和第 ５６ 条所订规则尚

未取得习惯法地位ꎬ但还是需要注意像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规则 １ 所体现的区分原则:“冲突各方必须

在任何情况下对平民与战斗员加以区分ꎮ 只可针对战斗员实施攻击ꎮ 禁止直接针对平民实施

攻击ꎮ”还需注意ꎬ国际法院将区分原则认定为“不可侵犯的国际习惯法原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５７ꎬｐａｒａ. ７９.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第 ３７ 页的规则 １１、第 ４０ 页的规则 １２、第 ４３ 页的规则 １３ 以及

第 ４６ 页的规则 １４ 均体现了区别原则ꎮ 这些规则分别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ꎬ定义了什么构成

这种攻击ꎬ然后体现了«第一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的规定ꎬ这两项列举了一

些不分皂白的攻击ꎮ 习惯法中还有一条规则ꎬ要求攻击者在攻击中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ꎮ 这

些预防措施的习惯法规则体现在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第 ５８ ~ ６５ 页的规则 １８ ~ ２１ 中ꎮ 关于选择攻击目

标方面的习惯法ꎬ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ꎮ



用自主导航和攻击技术的飞机、地面车辆、轮船或其他海洋船舰ꎮ〔１２〕 我

们将主要在空战领域讨论这些问题ꎬ因此将把这种由操作员控制的机器

称为“遥控飞机”ꎬ而我们提到的自主装置则是指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

作出攻击决定的平台ꎮ 因此ꎬ对这两种攻击方式而言ꎬ要讨论的问题均

在于:实施攻击的人不在攻击实效发生地这种情况是否会带来法律上的

问题ꎮ
本文将首先考察使用远程控制平台的攻击ꎮ 然后将简单介绍因使

用自主攻击技术造成的攻击中的预防措施问题ꎮ 本文第三节将总结«第
一议定书»中关于选择攻击目标的规则如何适用于网络攻击ꎮ 然后第四

节将分析远程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何在ꎮ 第五节将讨论这些不同种类的

攻击所导致的责任问题ꎮ 本文的最后一个实体性章节将探讨这些新技

术是体现了战争行为的一种质变ꎬ还是在已经确立的演进过程中的进一

步发展ꎬ从而在本质上提出了这一问题ꎬ即我们所讨论的真的是全新的

问题吗? 随后本文将尝试给出结论ꎮ

　 　 遥控飞机和相关法律

控制者远离攻击现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排除选择攻击目标的法律

对这种行动的适用ꎮ 区分原则、〔１３〕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１４〕 预防措施

２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

〔１３〕

〔１４〕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ｏ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ꎬ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第一议定书»第 ４８ 条要求“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ꎬ冲突

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ꎬ因此ꎬ冲
突一方的军事行动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ꎮ 就物体而言ꎬ«第一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为“军
事目标”下了定义ꎮ

根据«第一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ꎬ如果攻击不是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如果攻

击使用了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ꎬ或是使用了其效果不能按照国际法

的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ꎬ而因此在上述每个情形下ꎬ都是属于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

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的性质的ꎬ那么这种攻击就是不分皂白的攻击ꎬ并因此而受到禁止ꎮ 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则提到了会造成过分的附带平民伤害或平民物体损害的攻击ꎬ将其作为不分皂白的

攻击的一个例子ꎮ



规则以及更细致的要求保护特定人员和物体的规则〔１５〕 均适用于这种军

事行动ꎮ “捕食者”或“死神”无人驾驶飞机(无人机)的操纵者虽然位于

攻击地点数千英里之外ꎬ但其攻击决定也是基于传感器或其他来源的信

息而作出的ꎬ他也同样受包括攻击中预防措施规则在内的攻击规则的约

束ꎬ这和空战中的任何其他军事操作员ꎬ包括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并

无区别ꎮ
因此ꎬ无人机的操作员在进行军事行动时必须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

和民用物体ꎻ〔１６〕他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

施〔１７〕来“查明将予攻击的目标既非平民也非民用物体ꎬ而且不受特殊保

护ꎬ而是军事目标ꎬ并查明对该目标的攻击不是禁止的”ꎻ他在

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ꎬ必须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预防措

施ꎬ以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平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

物体受损害ꎻ〔１８〕他必须“不决定发动任何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附带平

民伤害或损害的攻击ꎻ〔１９〕 他如果发现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或是受特殊保

护的ꎬ或者发现攻击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平民伤害或损害ꎬ则应取消或

停止该攻击ꎻ〔２０〕 如果攻击可能影响平民ꎬ则除为情况所不许可外ꎬ他应

保证发出有效的事先警告ꎻ〔２１〕他还必须保证“为了取得同样的军事利益

有可能在几个军事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时ꎬ选定的目标应是预计对平民生

命和民用物体造成危险最小的目标”ꎮ〔２２〕 这些关于预防措施的规则作

３９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比如«第一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２ 款和第 ５２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禁止将平民居民、平民

个人或民用物体作为攻击对象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１ 款ꎮ
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１ 目使用的措辞是“尽可能”ꎬ英国将其理解为“考虑到当时

的所有情势ꎬ包括人道和军事的考虑而切实可行或实际可能的”一切措施ꎻＵＫ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
ｍａｄｅ ｏｎ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Ｉ ｏｎ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ｌｓｏ Ｅｒｉｔｒｅａ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ｗａｒｄꎬ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ꎬ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ｓ Ｃｌａｉｍ ２ꎬ２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 １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ｃａ － ｃｐａ. ｏｒｇ / ｓｈｏｗｐａｇｅ. ａｓｐ? ｐａｇ＿ｉｄ ＝ １１５１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３ 款ꎮ



为条约法而约束«第一议定书»的缔约国ꎬ而且ꎬ正如上文提到的ꎬ他们

也基本上构成习惯法并对所有国家有拘束力ꎮ 由以上分析可见ꎬ武装无

人机的控制者所负担的预防义务ꎬ与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被施加的义

务完全是一样严格的ꎮ 法律并不会因为没有人坐在驾驶舱内就减轻这

些义务ꎮ〔２３〕

　 　 自主攻击和相关法律

在当前的讨论中ꎬ“自主”一词是指自主作出攻击决定ꎬ比如由像飞行

器这样的、使用基于算法技术的无人操纵平台所作的自主攻击决定ꎮ〔２４〕

例如ꎬ这种技术可以被设定为能探测特定军事目标的识别点ꎬ比如坦克、大
炮或是武装人员运输车等ꎮ 如果该种技术在这种军事物体和民用物体之

间作出充分的区分ꎬ而且可以认为“尽可能”地实现了法律要求的这种区

分ꎬ那么似乎就可以说«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１ 目的要

求〔２５〕可能得到遵守ꎮ 根据上文引用过的英国的解释性声明ꎬ〔２６〕可以将军

事上的考虑纳入考量范围ꎬ以决定哪些是具有实际可能性ꎬ从而作为可能

的预防措施而要求采取的ꎮ 有人认为ꎬ因为这种决定过程中的自主因素

没有人的参与ꎬ这就使得贯彻这些预防性义务成为不现实的ꎬ因此应该认

为这些义务不具备军事上的可能性ꎻ在笔者看来ꎬ这种观点不尽如人意ꎬ特
别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来实施这种攻击就会使得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成为

可能了ꎮ 因此ꎬ更好的观点定然是ꎬ自主攻击必须遵守«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４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有意思的问题是没有人坐在驾驶舱内是让对规则的遵守变得更加容易还是更加困

难ꎮ 要回答这个问题ꎬ需要考虑如果使用了有人驾驶平台ꎬ在相关的情况下ꎬ决定采取某一特

定攻击的人是否有可能对攻击目标做出直接的而非基于传感器的观测ꎻ这种直接的观测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否会导致攻击决定方面的实质性变化ꎻ敌方行动是否可能将飞行员的注意力从

攻击任务上转移开ꎻ是否可能存在其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以及无数的其他相关问题ꎮ
“自主”一词有时用来指称一个平台上的导航系统ꎮ 在本文中ꎬ该词专指攻击方式ꎬ尤

其是指选择武器攻击目标的方式ꎮ
这一要求是习惯法性质的ꎬ参见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ꎬ规则第 １８ 以及前注 １１ꎬ布特比ꎬ第 ７３

页ꎮ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



条所规定的、本文上一节所总结的所有一系列的预防措施ꎮ

虽然正如上一段所讨论的那样ꎬ对«第一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１ 目的遵守或许是可以实现的ꎬ〔２７〕但当我们考量预防措施的评估

性规则ꎬ事情就变得有些麻烦了ꎮ 这些更进一步的预防性义务在本文上

一节中已经列举ꎬ此处不再赘述ꎻ这些义务带来了这样一个难题ꎬ即技术

是否能够将本质属于评估性的判断加以机械化ꎮ 这包括评估被选定实

施计划中的攻击的手段和方式实际上是否会最小化对平民的伤害和对

民用物体的损害ꎬ以及在某一特定时间对某一种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攻

击所预期造成的平民伤害和民用物体损害与预期的军事利益相比是否

是过分的ꎮ 英国及其他国家在批准«第一议定书»时的声明指出ꎬ军事

利益应当是指从攻击的整体来考量所获得的军事利益ꎬ〔２８〕 这就意味着

比例性评估所适用的不仅仅是对单个物体的单独攻击ꎮ〔２９〕

但是ꎬ如果一种作战手段或方法〔３０〕 使得无法采取法律所要求的这

些评估性预防措施ꎬ那么这种手段或方法就有可能被证明是在法律上不

可接受的ꎮ 不过ꎬ自主攻击方式并不必然排除这些预防措施的实施ꎮ 因

此ꎬ考虑发动自主攻击任务的策划者及行动决策者有可能可以考察计划

搜索区域内人们生活模式的相关资料ꎮ 在自主攻击任务开始之前ꎬ他们

将会审查这些资料ꎬ以评估在计划搜索时间内、在该地区使用该平台所

装载的武器对计划类别军事目标发动攻击所预期造成的平民伤亡和民

５９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Ｓｅｅ Ｂｉｌｌ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ｉｒ ’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äｒｅｓ 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ꎬＶｏｌ. ２４ꎬｉｓｓｕｅ ２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１.
ＵＫ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ｉ) ｍａｄｅ ｏｎ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Ｉ ｏｎ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８.
该声明是就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７ 条所做出的ꎮ 对单个的战争行为孤立考量“将会忽视现

代战争战略所带来的问题ꎬ现代战争战略总是基于一系列综合性的单独行动而组成一个终极

的复合军事行动不能将交战方整体的军事行动分割成太多个别的行为ꎬ否则的话ꎬ就会对

整体军事行动想要达到的行动目标视而不见了”ꎬ Ｓｔｅｆａｎ Ｏｅｔｅｒꎬ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ａｔ’ꎬｉｎ Ｄ. Ｆｌｅｃｋ (ｅｄ)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２ｎｄ Ｅｄｎ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８６ꎮ

特定平台会构成与相关导弹等关联的武器系统的一部分ꎬ因而会成为该种战争手段

的一部分ꎮ



事损害ꎮ 在计划阶段ꎬ就可以知道成功攻击算法技术被设置识别的目标

所能带来的预期军事利益ꎬ因此ꎬ根据相关区域的生活模式ꎬ可能可以在

任务计划阶段就遵守评估性的预防措施规则ꎬ从而使自主攻击技术的使

用更合法ꎮ 当计划搜索区域远离平民和民用物体的情况最为可能ꎬ比如

沙漠地区、偏远的草原以及偏远的海洋地区ꎮ 如果出于种种原因ꎬ生活

模式的资料清楚地表明在计划搜索时间内平民将会远离某一不那么偏

远的地区ꎬ那么这也可能构成上述情况ꎮ

相反ꎬ如果因为搜索区域处在拥挤的城市地区ꎬ或因为种种原因ꎬ在

攻击任务之前不能足够确定地预见到平民伤亡和民事损害ꎬ使得在袭击

的计划阶段不能作出最大限度减小平民伤亡和民事损害以及关于攻击

比例性的判断ꎬ那么就意味着无法实施评估性预防措施ꎬ导致的结果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实施自主攻击任务将会违反第 ５７ 条ꎮ

这里讨论的重点是以天然的军事物体为攻击对象的自主攻击ꎬ且这

些军事物体的性质要使其易于被机械性识别ꎮ 据目前所知ꎬ现在还没有

相应技术支持在军事人员与平民之间进行自主识别ꎮ 只有当自主攻击

技术在作出上述区分时具有足够程度的可靠性ꎬ而且在作出这种区分

后ꎬ就攻击该目标人员来说ꎬ该技术使得作出上文提到的评估性决定成

为可能ꎬ到那个时候ꎬ才有可能讨论对个人的自主攻击问题ꎮ 笔者还没有

听说过有任何这样的系统被实际部署ꎬ因此ꎬ笔者的结论是ꎬ至少现在可以

排除对人员的自主攻击ꎬ因为其无法遵守攻击中的预防措施规则ꎮ〔３１〕

６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１〕 但可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ｅｔｈ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ｓꎬ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Ｅｄ. )ꎬ２００９ꎬ该书讨论了旨在克服本文上一部分所探讨的问题的机器人决策技术ꎮ 还

有人认为自主攻击之前的技术要求有可能会成为法律上可接受的ꎬ参见 Ｔｏｎｙ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 Ｗｅｓｔꎬ‘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ｔ ｂｙ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 － ３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ｄｃｃｒｐ.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ＩＣ２Ｊ＿ｖ４ｎ２ ＿０２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ｐｄｆꎮ 还有人提出了使用无人机的一些道德上的义务ꎬ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Ｊ. Ｓｔｒａｗｓｅｒꎬ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Ｕｎ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４２ － ３４４.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ｒｋｉｎꎬ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３３２ꎬ该文分析了为什么人类会违反道德和法律上对攻击平民的禁止ꎬ并认为机器人攻击技术

很可能会避免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ꎮ



　 　 网络攻击和相关法律

计算机时代带来了另一个可在其中进行敌对行动的环境ꎮ〔３２〕 现代社

会及其武装部队对计算机系统的依赖使这种系统成为了攻击的首要目标ꎬ
或是成为了一种选择媒介ꎬ通过它可以攻击某些相关的物体或人员ꎮ〔３３〕

２００７ 年在爱沙尼亚、〔３４〕２００８ 年在格鲁吉亚〔３５〕以及 ２０１０ 年在伊朗〔３６〕 发

生的事件都表明ꎬ在未来数十年网络行动的攻击性使用将会日益成为战

争的重要因素ꎮ 如果使用一台计算机来攻击另一台计算机ꎬ或是将后者

作为一个渠道ꎬ通过它来对冲突敌方造成伤害或损害ꎬ那么就可以认为

这种网络行动构成军事行动ꎮ 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任何工具对武装

冲突的另一方造成伤亡或毁损都会使得该工具或计算机成为一种武器

７９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这里使用了“环境”一词ꎬ这是因为关于是否可以将网络空间描述成“领域”ꎬ还存在不

同的意 见ꎮ 参 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 Ｈａｙｄｅｎꎬ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 Ｃｙｂｅｒ”’ꎬ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１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 － ４ꎻ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Ａ. Ｓｈａｕｄꎬ‘Ａ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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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Ｅ. Ｔｉｋｋ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ｐ. １８ － ２５ꎻ ａｎｄ Ｗ. Ａ. Ｏｗｅｎｓ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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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ｉａꎬ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ꎻ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 Ｔｉｋｋ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ｐ. ６７ － ７９.

Ｊ. Ｆｉｌｄｅｓꎬ ‘ Ｓｔｕｘｎｅｔ ｗｏｒｍ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ｓｓｅｔｓ ’ꎬ 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１１３８８０１８ꎻ ａｎｄ Ｗ. Ｊ.
Ｂｒｏａｄ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



或战争手段ꎮ〔３７〕 受到损害或伤害的可能是被攻击计算机系统的使用

者ꎬ或是被攻击的系统本身ꎻ不管是哪种情况ꎬ都会使得该网络行动被认

定为网络攻击ꎮ 但就本文的目的来说ꎬ关键性的问题是ꎬ该军事行动的

发动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可能与预期的损害结果发生地点和发生时间有

相当的距离ꎮ 这就是远程的概念ꎬ即操作员远离其行为的结果ꎻ确定并

进而证明以下三个问题的困难更加剧了这种远程的概念:一是谁实施了

相关的网络军事行动ꎻ二是该行动如果是由国家或组织实施的ꎬ那么是

哪个国家或组织ꎻ三是行动的目的ꎮ
策划者或决策者在事先评估一项计划网络攻击的预期后果时ꎬ很有

可能会遇到困难ꎬ这种困难也会造成相关的法律问题ꎮ 要对计划攻击的

合法性作出理性判断ꎬ他们需要对发起攻击的计算机和作为攻击目标的

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有足够的了解ꎬ这样才足以确定该攻击事实上能

打击到预期目标ꎮ 他们还需要对用来实施攻击的特定网络力量的性质

有足够的了解ꎬ以保证其会以预期的方式打击目标ꎮ 另外ꎬ他们需要对

作为攻击目标的计算机系统、依赖该系统的用户及其关联网络有足够的

了解ꎬ以便能够评估计划攻击的比例性ꎮ 最后ꎬ如果在攻击中将要使用

的网络力量在到达目标系统的过程中可能影响到其他网络ꎬ那么还需要

评估对那些网络的预期影响ꎬ因为如果那些网络本身不是军事目标ꎬ那
么在决定发动网络攻击之前进行比例性评估时ꎬ就需要考虑对那些网络

的损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其用户的损害和伤害ꎮ
用这种方式来规划攻击的目标系统、依赖该系统的用户以及中间的

连接可能困难重重ꎮ 要秘密地进行这种规划可能更是难上加难ꎮ 而如

果要通过不对计划攻击进行任何比例性评估来保持行动的安全性ꎬ则又

很可能会因为本文上一节提到的那些原因而违反第 ５７ 条ꎮ

８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７〕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 ｓｅｅ Ｊｕｓｔｉｎ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６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１’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Ｎｏ. ８５０ꎬ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ꎬｐ. ３９７.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４.



　 　 远程的挑战何在

由上述分析可见ꎬ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本身并不会让攻击成为非法

的ꎮ 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远程性对策划者和决策者以下能力的影响ꎬ即其

采取法律要求的预防措施的能力ꎬ以及获取信息以便对计划中的攻击的

合法性做出理性评估的能力ꎮ 简言之ꎬ只有当使得远程攻击成为可能的

那些技术进步———无论它是网络、自主或是遥控技术———还有其他技术

能力与之配合ꎬ后者能够使得法律对所有攻击均要求的那些标准化的预

防措施成为可能ꎬ这种情况下ꎬ使用这种远程攻击技术才是合法的ꎮ 对

遥控军事任务来说ꎬ这一要求基本上已经达到并得到了证明ꎮ 正如本文

最开始的那几段所表明的ꎬ它显然也有出错的时候ꎬ但出错并不会质疑

该种战争方式本身ꎮ 武器法上的关键问题其实是该种方式能否根据既

定的法律要求被使用ꎮ〔３８〕

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表明的ꎬ在某些严格定义的特定情况下ꎬ自主攻

击也可以按照武装冲突法的要求来实施ꎮ 但在网络领域ꎬ则在很大程度

上要取决于其所计划使用的特定网络工具、该工具的特性、该工具造成

损害的效果是否能被合理地限制在预期攻击目标上ꎬ以及对作为攻击目

标的计算机系统是否有足够的了解ꎬ以便能够进行上文讨论过的那种适

当的预防措施方面的判断ꎮ
«第一议定书»要求“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

或方法时ꎬ缔约一方有义务断定ꎬ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ꎬ该新的武器、作
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第一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方的任何

其他国际法规则所禁止”ꎮ〔３９〕 既然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说被用来造成冲

突敌方伤亡或毁损的网络军事力量是第 ３６ 条意义上的作战手段ꎬ那么

显然就需要对这种军事力量进行法律审查ꎬ而在确定该种军事力量在性

９９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３８〕

〔３９〕

关于武装 冲 突 法 对 网 络 军 事 行 动 之 适 用 的 讨 论ꎬ 参 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 Ｄｕｎｌａｐ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 ｏｎ Ｌａｗ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ꎬ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８１ － ９９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３６ 条ꎮ



质上是否属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时候ꎬ就需要考虑到上一段所讨论的那些

问题ꎮ〔４０〕

　 　 责任问题

　 　 对远程攻击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关于远程攻击技术的法律讨论经常都是围绕着责任问题展开ꎮ 如

果出了什么错的话ꎬ由谁来负责? 在网络攻击的情况下ꎬ可能很难确定

究竟是谁、为什么目的而实施了攻击ꎮ 在有的情况下ꎬ可能可以找出发

起攻击的计算机ꎬ但制造了该网络武器之人的名字、将该网络武器送出

之人的名字ꎬ还有这些人所服务的国家、集团或其他组织则可能永远都

不为人知或是无法公之于众ꎮ 因此ꎬ在实践中ꎬ这些难题可能会使得在

某些网络攻击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定责任ꎮ

责任及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概念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ꎬ包

括在政治、外交层面、在媒体上或是在国际法及国内法上ꎮ 其形式可能

是包括指挥官责任在内的个人责任或是国家责任ꎮ

对一个事件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反映出或是推动对该事件的政治责

任ꎬ正如政治判断也同样可以影响媒体报道ꎮ 早期的媒体报道可能是基

于有误的信息、猜测和假定作出的ꎬ这种报道及其反响可能会在公众意

识中确定下来关于责任的某种看法ꎬ之后如果有了更可靠的信息ꎬ这种

看法可能也已经很难消除了ꎮ 这里很关键的是ꎬ政府要及早披露包括图

片在内的真实信息ꎮ 这就意味着在政策层面ꎬ国家如果要成功地参与现

代信息和媒体运动ꎬ就需要迅速备好可供披露的相关信息ꎮ 媒体倾向于

把责任归咎于国家ꎬ但如果在媒体保持积极兴趣的时间内出现个人责任

的证据ꎬ那么相关人员同样也可能吸引重要的媒体评论ꎮ

就法律责任的归属而言ꎬ事后的判断必须基于决策者在相关时间从

０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０〕 Ｗ. Ｈ.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ｐ. ６９ － ８５ ａｎｄ ３４５ － ３４７.



各种来源所能合理获得的信息而作出ꎮ〔４１〕 在使用遥控飞机进行攻击的

情况下ꎬ平台操纵者的攻击决定就应该是根据其考虑和作出决定时得到

的信息做出的ꎮ 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在控制者当时所知晓的情势下ꎬ他
所作出的攻击决定是否是合理的ꎮ 相关的问题可能包括当时是否没有

采取其他现实可行的预防措施ꎻ如果采取了该种预防措施ꎬ它是否会将

攻击目标确认为军事目标ꎻ该种攻击是否可以被预期为合比例的以及该

种攻击的实施是否最小化了平民伤亡和民事损害ꎮ〔４２〕

因此ꎬ如果相关设备运转正常ꎬ〔４３〕则平台的操作者应为其与该平台

相关的行为负责ꎮ 但比方说ꎬ如果操纵者收到的信息受到了系统错误的

负面影响ꎬ而又可以合理地认为是该错误造成错误的攻击决定ꎬ那么该

系统错误就很可能会使得该操纵者免于为该攻击承担责任ꎮ
与此类似ꎬ如果冲突的敌方实质性地妨碍了平台操作者的攻击任

务———无论是通过诈术、背信弃义的行为、自愿或非自愿的人盾还是其

他方式———则在确定由此造成的事件责任时ꎬ这也应当成为纳入考量的

一个因素ꎮ 因支持系统的错误、敌方行为或其他操作者控制范围之外的

原因所造成的错误而责怪该操作者似乎并不合理ꎮ 而该错误攻击是否

确实在操作者控制之外就是一个事实问题了ꎬ应在获得所有相关信息后

加以评估ꎮ 在确定遥控平台操纵者可能的责任时ꎬ需要考虑的因素似乎

与判断执行类似任务的飞行员责任时所要考虑的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ꎮ
并不存在“在攻击中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样一个战争罪ꎮ «罗马

１０１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４１〕
〔４２〕

〔４３〕

Ｓｅ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ＵＫ ｏｎ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Ｉ ｏｎ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８.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英国战争手册中的观点ꎬ这种观点认为«第一议定书»并未规定

在攻击中实施预防措施这一法律责任由哪一层级来承担ꎬ并认为某人是否承担这种责任应取

决于其是否能够自由决定实施攻击的方式ꎬ因此ꎬ从总指挥官及其负责计划的职员ꎬ到自己决

定开火的士兵个人ꎬ都有可能承担该责任ꎻ如果攻击目标本身就会使攻击违反比例原则ꎬ那么

执行攻击命令的人必须取消或停止该攻击ꎮ ＵＫ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ＵＫ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５. ３２. ９.

这是一项重要的免责声明———敌方部队可能会故意破坏图像、妨碍重要传感器的运

作或使用障眼法或其他策略来歪曲图片ꎮ



规约»项下的相关战争罪包括像指令攻击平民、〔４４〕 指令攻击民用物

体〔４５〕以及发动不成比例的攻击ꎮ〔４６〕 这些犯罪都要求故意这一要件ꎬ尽

管在特定的事实情势下ꎬ没有采取法律所要求的预防措施可能会是故意

攻击中的一个因素ꎬ但故意这一要件显然不能等同于没有采取预防措

施ꎮ 确定指挥官责任的法律依据也跟有人驾驶机轰炸这种传统军事行

动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一样ꎮ 在«罗马规约»项下ꎬ军事指挥官如果没能

对其实际指挥和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妥善地实施控制ꎬ而导致该武装力量

实施了犯罪ꎬ则该军事指挥官应为该犯罪承担刑事责任ꎮ 该条款要求该

军事指挥官知道ꎬ或者由于当时的情况理应知道ꎬ部队正在实施或即将

实施这些犯罪ꎬ而其未采取“在其权利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ꎬ

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ꎮ〔４７〕 虽然本文讨论的不履行ꎬ即没能采取

足够的预防措施并不构成«罗马规约»项下的战争罪ꎬ但关于指挥官应

当为这种不履行负责的论点也很可能会根据类似的标准被加以评估ꎮ

归根结底ꎬ问题在于指挥官是否知道或理应知道所采用的攻击方式阻碍

了采取法律要求的预防措施ꎮ 最可能的情况是ꎬ指挥官应该已经知晓这

一点ꎮ

　 　 对合法攻击的责任

一般来说ꎬ对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给冲突对方合法造成

伤亡或毁损的行为ꎬ是没有法律责任的ꎮ〔４８〕 这种行为必须遵守国际性

２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１９９８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１
目规定了“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的犯罪ꎮ

«罗马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２ 目规定了“故意指令攻击民用物体ꎬ即非军事

目标的物体”的犯罪ꎮ
«罗马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４ 目规定了“故意发动攻击ꎬ明知这种攻击将附

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ꎬ其程度与预期

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这一罪行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８７ 条ꎬ«罗马规约»第 ２８ 条ꎮ
行为的合法性排除了实施该攻击的国家的责任ꎻ«海牙第四公约»第 ３ 条要求存在

违法行为ꎮ 至于战斗员个人的责任ꎬ«第一议定书»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规定武装部队的成员是战斗

员ꎬ这就是说他们有权直接参与敌对行动ꎮ



武装冲突的法律才能是合法的ꎮ 因此ꎬ对军事目标的合法损害、对敌方

武装部队成员合法造成的伤亡、对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不

过分的预期平民伤亡和民事物体的损害ꎬ或者是对由像军事目标的运行

故障这样的失误或错误攻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或民事物体的损害ꎬ是不

存在法律责任的ꎮ
«第一议定书»第 ９１ 条〔４９〕 用类似的语言重复了 １９０７ 年«海牙第四

公约»第 ３ 条〔５０〕所规定的赔偿责任ꎮ 适用第 ９１ 条似乎意味着ꎬ如果因

为一个远程攻击行动没有尽可能采取相关预防措施ꎬ而造成了与预期的

具体和直接的军事目标相比过分的平民伤亡或过分的民事物体的毁损ꎬ
那么根据情况所需ꎬ就很有可能要对受影响的平民或民事机构负赔偿之

责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指出ꎬ仅仅违反武装冲突法是不够的ꎬ必须

存在损失或损害ꎬ而且只有在不可能恢复原状或回复到之前的状态时ꎬ
才适用赔偿ꎮ〔５１〕 这就意味着ꎬ为了要建立法律责任ꎬ请求人需要证明没

有采取法律所要求的预防措施、〔５２〕请求人遭受了应受赔偿的损失、该种

３０１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该条与 １９０７ 年«海牙第四公约»第 ３ 条的措辞类似ꎬ除了第 ９１ 条适用于对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或该议定书中任一条约的违反ꎬ这样它就明显适用于对«第一议定书»中选择攻

击目标相关规则的违反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第 ３６４６ 段指出ꎬ第 ３ 条的规定对应着国家责

任方面的一般法律原则ꎬ国际法委员会也赞同这一观点ꎬ参见国际法委员会对«国家责任草案»
第 ７ 条的评论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４ 段ꎮ

该条规定:“违反该章程规定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ꎮ 该方应对自己军队

的组成人员做出的一切行为负责ꎮ”
关于赔偿方面的安排的更详细讨论ꎬ参见«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ꎬ第 ３６５２ ~ ３６５９

段ꎮ
比如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赔偿委员会的决定ꎬ该决定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不利推

论做出的ꎬ它进一步肯定了厄立特里亚在其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５ 日对默克莱(Ｍｅｋｅｌｅ)实施空袭时没

有尽可能采取一切预防措施这一结论ꎬ并判定厄立特里亚对由此造成的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

的损害承担责任ꎬ参见 Ｅｒｉｔｒｅａ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ｗａｒ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ꎬ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ｓ Ｃｌａｉｍ ２ꎬ２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 １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ｃａ － ｃｐａ. ｏｒｇ /
ｓｈｏｗｐａｇｅ. ａｓｐ? ｐａｇ＿ｉｄ ＝ １１５１ꎮ



损失是因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ꎬ〔５３〕 并且该案情况要求给予赔

偿ꎮ
如果平民伤亡及(或)民用物体的损害是由设备的技术故障造成

的ꎬ比如错误的软件、制造上的缺陷或是任务准备阶段错误信息的插入

等ꎬ那么任何试图归咎个人责任的努力都很可能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ꎮ
军事人员的过失行为要受其军事纪律守则的制约ꎬ而对有过失行为的平

民所能采取的措施则取决于其雇佣合同ꎮ 但如果所发生的错误是这样

一种性质ꎬ即该事件不能被合理地定性为一种违法行为ꎬ则武装冲突法

并不要求对其支付赔偿ꎮ〔５４〕 尤其是很难将武器制造中的失误定性为那

种可据之以提出第 ９１ 条项下的赔偿请求的违法行为ꎮ〔５５〕 在特定案件

中能否在产品责任法项下提起请求将取决于相关国家特定立法的规定

以及请求人在该国民事法庭管辖范围内提起请求的能力ꎮ 这些问题不

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ꎮ

　 　 远程攻击是否等同于作战行为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改变?

如果攻击的远程性使得选择攻击目标的相关规则不具可操作性ꎬ或

４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３〕

〔５４〕

〔５５〕

“赔偿只能针对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有足够因果联系的损害联系的程度可能

会根据请求的性质及其他情况而有所不同”ꎬＥｒｉｔｒｅａ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７ꎬｐａｒａ.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ｃａ － ｃｐａ. ｏｒｇ / ｓｈｏｗｐａｇｅ. ａｓｐ? ｐａｇ＿ ｉｄ ＝ １１５１ꎮ 接

着ꎬ在同一份决定中ꎬ该委员会认定对这种必要联系最恰当的定性是“近因”ꎬ在决定这一标准

是否达到时ꎬ委员会将考虑实施了所涉国际不法行为的人是否可以合理地预见到相关事件ꎬ同
上ꎬ第 １３ 段ꎮ 负责审理的法院、法庭或委员会还要根据其职权范围来决定是否应当采用同样

的方法ꎬ来判断没能采取预防措施和随后发生的损伤、损害或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因果关

系ꎮ
但还是有可能基于道义上的理由而支付赔偿ꎬ比如在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７ 日北约的美国

飞机攻击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之后ꎬ据说就支付了这样的赔偿ꎬ参见 Ｋｅｒｒｙ Ｄｕｍｂａｕｇｈ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ｉｎ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 / ＲＳ２０５４７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ｈｐꎮ

参见 Ｔ.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ｎｄ Ｒ. Ｗｅｓ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ｃｉｔｉｎｇ Ａ. Ｍｙｅｒｓꎬ‘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ｉｒ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ꎬｉｎ Ｒｏｙａｌ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０ꎬＮｏ. １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７６ － ９６ꎬ该文认为“一旦无人航空系统得到了相关国家航空当局的认

证”ꎬ设计者的责任就履行完毕了ꎻＴ.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ｎｄ Ｒ. Ｗｅｓｔꎬｉｂｉｄ. ꎬｐ. ７ꎮ



是使人无法归咎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ꎬ又或是使人无法判断是否应当对

造成负面后果的攻击支付赔偿ꎬ那么这种远程性就具有法律上的意义ꎮ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ꎬ有些种类的远程攻击是不会造成这种挑战

的ꎮ 因此ꎬ当使用一架远程遥控飞机来攻击目标时ꎬ该远程遥控者———

通常被称为操作员———的角色与有人飞机的飞行员是类似的ꎬ这就使得

关于选择攻击目标的法律规则能够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适用ꎬ使得在操

作员故意攻击平民的情况下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ꎬ而且也可以评估并确

定赔偿责任ꎬ就如使用有人操控平台进行攻击一样ꎮ

而且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ꎬ人类从远古以来就一直试图在远距离外

进行战斗ꎮ 关于这种发展在伦理方面的担忧也自古就存在ꎮ〔５６〕 投石

机、加农炮、弩弓和长弓、火炮、空中轰炸以及遥控无人机都可以看成技

术上更加先进的方法ꎬ用来对敌军发动攻击ꎬ而同时让自己的部队承担

相对较小的风险ꎮ 这种试图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将敌方置于更高风险的

概念显然是很多战争方式的核心ꎬ这就意味着操作员的远程性本身相对

于在其之前的发展来说并不构成质变ꎬ因而也不构成具有法律意义的改

变ꎮ〔５７〕 这里的共同点或许在于ꎬ在个人、指挥官或是国家层面都能很容

易地确定攻击决定之责任归属ꎮ 这里也经常会出现复杂的问题ꎬ比如当

在一个联盟内部或在其他情况下ꎬ被派出执行任务的一国人员使用属于

另一国的平台实施攻击ꎻ〔５８〕但这种问题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ꎬ即命

令实施攻击的人以及实际进行攻击的人是可以确定的ꎬ因此是可以进行

本文所讨论的那种意义上的归责的ꎮ 这一点似乎并不会因为实施攻击

５０１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５６〕

〔５７〕
〔５８〕

伊多梅纽斯对弓的批评是“在远离我的敌人的地方进行战斗ꎬ这不是我的风格”ꎬ
ＨｏｍｅｒꎬＩｌｌｉａｄꎬ１３. ２６２ － ２６３ꎮ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 评论道ꎬ对抗性的场景是英雄主义的战争的核心ꎬ而弓

箭与此格格不入ꎬ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ꎬＯｆ 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ꎬ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４８ꎮ 或许我们对远程战争某些方面在伦理上的不

安感ꎬ其来源是荷马式的英雄主义战争观ꎮ
Ｂ. Ｊ. Ｓｔｒａｗｓ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３４３.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Ｃ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０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ｎｔｒｅａｔｙ. ｕｎ. ｏｒｇ / ｉｌｃ / ｔｅｘｔｓ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 ９＿６＿２００１. ｐｄｆꎬａｎｄ ｎｏｔｅ ｐａｒａ.
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的人和损害发生地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就发生改变ꎮ 问题跟距离似乎并

不那么相关ꎬ反而是跟完全的去人性化更有关系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我们可以说这些远程攻击的形式开始对选择攻击目

标的法律带来了挑战ꎬ这种情况的例子有:无法得知或可能无法得知网

络攻击者是谁ꎻ被袭击者无法确定是谁的违法行为导致了一个自主平台

没有去攻击军事目标ꎬ而是去攻击了平民居住区等ꎮ
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考虑一下自主攻击技术ꎮ 如果一个平台属于一

国的武装部队且由后者进行操作ꎬ那么对于该设备在战场上作为ꎬ该国

就应当承担跟使用较传统的、由人操纵的技术的导弹或炸弹所造成的伤

亡和损害相类似的责任ꎮ 换言之ꎬ«第一议定书»第 ９１ 条将决定是否存

在赔偿的法律义务ꎬ而在没有确定或尚未确定法律责任的情况下ꎬ国家

也保有决定是否支付道义上的赔偿的自由ꎮ
有的人可能会希望由此得出结论说ꎬ如果不论出于什么原因ꎬ一个

平台自主决定将平民或民用物体作为攻击目标ꎬ这就会分别初步构成对

«第一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２ 款和第 ５２ 条第 １ 款的违反ꎬ因而也就构成第

９１ 条意义上的违法行为ꎮ 但作者更同意另一种观点ꎬ即还要考虑控制

软件的设计、输入任务控制设备的信息、对算法技术的设定ꎬ以及任何其

他可以表明计划及指挥该任务之人意图让该机器攻击何种对象的信息ꎮ
根据这种观点ꎬ自主攻击的“目标”是指其目标识别设备被设计或意图

攻击的物体及(或)人员ꎮ 根据后一种观点ꎬ该机器是在使用其自主能

力来实现那些负责该任务的个人为其设定的目标或目的ꎬ这就意味着只

有在可以表明那些策划者和指挥官的攻击目标就是被保护的人或物体

的情况下ꎬ才可以确立第 ９１ 条项下的赔偿责任ꎮ
就对错误自主攻击的个人责任而言ꎬ似乎可以合理地下结论说ꎬ个

人通常会对其自己与自主平台、其导航及攻击行动有关的行为负责ꎮ〔５９〕

如果某人故意设定自主攻击目标获取软件ꎬ以使该平台将会以平民和

(或)民用物体为攻击目标ꎬ那么这将会构成战争罪ꎬ就好像怀着同样意

６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５. ３２. ９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Ｍａｎｕ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ｅｄ ａｔ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



图使用传统技术会构成战争罪一样ꎮ〔６０〕 但如果是没有采取法律所要求

的预防措施而造成了错误的自主攻击ꎬ则不大可能构成战争罪ꎻ如果可

以满足第 ９１ 条项下确立责任的要求ꎬ则可能需要支付赔偿ꎻ而且如果可

适用的武装部队纪律立法或民事雇佣合同中有相关规定ꎬ则对没有采取

预防措施负有责任的个人可能会因玩忽职守之类的原因而受到纪律处

分ꎮ

　 　 结论

由以上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ꎬ即既存的框架———无论是关

于战争罪、赔偿责任还是国内的武装部队或民事雇佣纪律———都应当能

够ꎬ因而事实上也理应适用于错误自主攻击的情况ꎮ 因此ꎬ在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使用自主技术故意实施不法攻击的人即违反武装冲突法ꎬ就如

以同样目的使用传统武器的人也即违反该法一样ꎮ 一个机器被设计为

自主行动并不免除对任务下命令之人、策划任务之人以及采取必要步骤

使任务得以实施之人对其自身行为的责任ꎬ而且正是那些个人的行为构

成了刑事违法性和赔偿责任得以成立的基础ꎮ
现在在小说里有对机器提起刑事程序的说法ꎮ 不过ꎬ随着人工智能

的概念不断成熟ꎬ可以想象将来会有那么一天ꎬ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ꎬ
人类在攻击决定中的作用是如此微小ꎬ以至于不能再合理地要求指挥官

和策划者对其负责ꎮ 在笔者看来ꎬ虽然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ꎬ但随着技

术变得更加复杂ꎬ随着决定的作出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智能而越来越少

地依赖人的看法和判断ꎬ或许可以预见责任的焦点将从策划者和指挥官

转向软件工程师及其创造的机器人了ꎮ

７０１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６０〕 据此提起的程序是否切实可行仍将取决于可获取的证据ꎮ



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
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斯图尔特凯西—马斯伦∗著 / 李强∗∗译

摘要

国际法一般禁止在国家间使用武力并尊重人权ꎬ武装无人机对此

造成重大威胁ꎮ 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ꎬ战场上使用武装无人机也许能

够满足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和比例的基本规则的要求(尽管事实证明

非法使用无人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归责问题是一项重大挑战)ꎮ 而在

战场之外ꎬ利用无人机进行袭击经常会侵犯基本人权ꎮ 因此ꎬ亟须更

清楚地阐明可适用的法律制度以及防止无人机技术进一步扩散的限

制措施ꎮ

关键词:武装冲突ꎻ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ꎻ无人机ꎻ人权ꎻ国际人道法ꎻ

执法ꎻ定点清除ꎻ无人驾驶飞行器

∗∗∗

有人把这类行动称作“暗杀”ꎮ 但它们不是ꎬ这个有偏见的词肯定

∗

∗∗

斯图尔特凯西—马斯伦(Ｓｔｕａｒｔ Ｃａｓｅｙ － Ｍａｓｌｅｎ)博士是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研

究院研究部主任ꎬ主要从事武器法以及如何促进非国家武装团体遵守国际规范方面的研究ꎮ
作者在此感谢安德鲁克拉彭(Ａｎｄｒｅｗ Ｃｌａｐｈａｍ)教授、尼尔斯梅尔策(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教授和

邦尼多彻蒂(Ｂｏｎｎｉｅ Ｄｏｃｈｅｒｔｙ) 对本文草稿提出的评论意见以及艾丽斯普里迪 (Ａｌｉｃｅ
Ｐｒｉｄｄｙ)所作的背景研究ꎮ 除非特别注明ꎬ所有因特网资源均访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ꎮ

李强ꎬ法学博士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ꎮ



是用错了地方ꎮ 暗杀是非法杀害ꎮ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１ 〕

在过去十年中ꎬ出于军事和反恐目的ꎬ无人机———无人驾驶飞行器

或无人驾驶飞机〔 ２ 〕———的使用呈现“爆炸式增长”ꎮ〔 ３ 〕 例如ꎬ有报告称

在 ２０１０ 年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当局授权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实施

的无人机袭击次数是 ２００９ 年(而这一年的无人机袭击次数比乔治布

什总统任期内的全部袭击次数还要多)的两倍多ꎮ〔 ４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初ꎬ
据说五角大楼控制下的无人机已有 ７５００ 架ꎬ约占美国全部军用飞机数

量的 １ / ３ꎮ〔 ５ 〕 而担负传统执法职责的警察部队在一国境内使用无人驾

９０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在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演讲ꎬ芝加哥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ｗｆａｒｅｂｌｏｇ.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ｔｅｘ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ｐｅｅｃｈ / ꎮ

根据 ２０１２ 年通过的美国联邦立法ꎬ“无人驾驶飞机”一词是指ꎬ“其运行无法从内部

或顶部直接进行人工操作的飞机”ꎮ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３１ (８)ꎬＦ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经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ꎮ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ＵＳ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０９ － ２０３４)’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０９ꎬｐ.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ｃｑ. ｏｓｄ. ｍｉｌ / ｐｓａ / ｄｏｃｓ /
ＵＭ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０９. ｐｄｆ. 应该没有其他意思ꎮ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ꎬ‘Ｈｉｄｄｅｎ Ｗａｒꎬ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
Ａｎｄ Ｆａｒ Ｆｅｗ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Ｋｉｌｌｅｄ’ꎬ ｉｎ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ｔ / ｎｏｄｅ / ４１９２７.

Ｗ. Ｊ. Ｈｅｎｎｉｇａｎꎬ‘Ｎｅｗ ｄｒｏｎｅ ｈａｓ ｎｏ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ꎬｓｏ ｗｈｏ’ 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ꎬ 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ꎬ２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ｌａ － ｆｉ － ａｕｔｏ －
ｄｒｏｎｅ － ２０１２０１２６ꎬ０ꎬ７４０３０６. ｓｔｏｒｙ. 在 ２０ 年内ꎬ英国皇家空军拥有的无人机数量有望与有人驾

驶飞机的数量持平ꎮ Ｎｉｃｋ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ＲＡＦ ｄｒｏｎｅ’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ｕｋ / ２０１１ / ｊｕｌ / ０５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ｒａｆ － ｄｒｏｎｅ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
ｄｅａｔｈｓ. 据报道ꎬ美国空军参谋长施瓦兹(Ｎ. Ａ.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少将曾表示ꎬ可以“想象”在可预见的

未来ꎬ空军中无人机操作员的数量会超过坐在驾驶室里的飞行员的数量ꎬ尽管他也曾预言ꎬ至
少 ３０ 多年内ꎬ空军仍需要传统的飞行员ꎮ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Ｂｕｍｉｌｌｅｒꎬ‘Ａ Ｄａｙ Ｊｏｂ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Ｋｉｌｌ Ｓｈｏｔ
ａ Ｗｏｒｌｄ Ａｗａｙ’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３０ / ｕｓ / ｄｒｏｎｅ － ｐｉｌｏｔｓ － ｗａｉｔｉｎｇ － ｆｏｒ － ａ － ｋｉｌｌ － ｓｈｏｔ － ７０００ － ｍｉｌｅｓ － ａｗａｙ.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驶飞行器的次数也在稳定增长ꎬ尽管增长没有那么迅速ꎮ〔 ６ 〕

在美国参与的武装冲突中ꎬ无人机〔 ７ 〕 最开始被大规模用于监视和

侦察: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越南战争〔 ８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波黑和科索

沃冲突〔 ９ 〕 ꎮ 最近的例子在 ２０１２ 年ꎬ有报告称叙利亚政权使用无人机来

确定反政府军的位置ꎮ〔１０〕 尽管无人机通常被用于这种任务(某些武装

部队仅出于此目的使用无人机)ꎬ但其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使用爆炸

０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ｒｏｎｅｓ ’ꎬ ｉｎ ＣＢＳＤＣ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 ２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ｂｓ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３ /
ｇｒｏｕｐｓ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 ｏｖｅｒ － ａｒｍｉｎｇ － ｏｆ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 ｄｒｏｎｅｓ / ꎻ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Ｋｅａｒｎｅｙꎬ ‘ Ｐｏｌｉ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ｎｉ ｄｒｏｎｅｓ’ꎬ ｉｎ ＢＢＣꎬ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 ｉｒｅｌａｎｄ － １５７５９５３７ꎻ ＢＢＣꎬ ‘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ｒｏｎ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ꎬ ２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ｅｎｇｌａｎｄ /
８３８０７９６. ｓｔｍꎻ Ｔｅｄ 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ꎬ‘Ｎｅｗ ｗｏｒｋ ｒｏｔｏｒ: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ｄｒｏｎｅｓ ｔｏ ｂｅ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ｂｙ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ｔ ｗｏｎ’ ｔ ｂｅ 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ｒａｚｚｉ ｕｓｅ ｔｈｅｍꎬｔｏｏ)’ꎬ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ꎬ
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１９２２５ /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 ｄｒｏｎｅｓ －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 Ｕ － Ｓ － ｐｏｌｉｃｅ － ｆｏｒｃｅｓ － ｔｉｍｅ － ｗｏｎｔ － ｌｏｎｇ － ｐａｐａｒａｚｚｉ － ｕｓｅ －
ｔｏｏ. ｈｔｍｌ. 美国 ２０１２ 年 «联邦航空管理局现代化与改革法案»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授予全美国的地方警察部队更多的权力以使用其拥有的无人

机ꎮ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ꎬ无人机的恰当定义是ꎬ“远程遥控的无人驾驶飞机或导弹”ꎬ

该词的词源来自古英语中意指雄性蜜蜂的一个单词ꎮ 在巴基斯坦ꎬ发出嗡嗡噪音的无人机被

普什图人称为 “黄蜂” (ｍａｃｈａｙ)ꎮ Ｊａｎｅ Ｍｅｙｅｒꎬ ‘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Ｗａ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ꎬ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２６ / ０９１０２６ｆａ＿ｆａｃｔ＿ｍａｙ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Ｃｅｎｃｉｏｔｔｉꎬ‘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ａｇｅ: Ｕ. Ｓ.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ｉｒ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ＵＣＡＶ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ｒｅ Ｍａｖ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Ｓｈｒｉｋ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ｉｎ １９７２’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ｗｅｂｌｏｇ)ꎬ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４ / ｔｈｅ － ｄａｗｎ － ｏｆ － ｔｈｅ － ｒｏｂｏｔ －
ａｇｅ / .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ＵＡＶｓ)’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ｏｐｉｃｓ.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ｔｏｐ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ｔｉｍｅｓｔｏｐｉｃｓ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ｕ /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Ｓｙｒｉ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ｕｓｅ ｄｒｏｎｅ ｉ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ｒｅｂｅｌ ｃｉｔｙ’ꎬｉｎ Ａ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ｂｃ. ｎｅｔ. ａ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２ / ５２ － ｋｉｌｌｅｄ － ｉｎ － ｓｙｒｉａ － ａｓ － ｔｒｏｏｐｓ － ｐｏｕｎｄ －
ｒｅｂｅｌｓ － ｓｔｒｏｎｇｈｏｌｄｓ / ４０６４９９０.



性武器定点清除〔１１〕有嫌疑的“恐怖分子”ꎬ尤其是在跨越边界的行动中ꎮ
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更大且更快的无人机ꎬ但与此同时ꎬ小型化

也为昆虫大小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纳米”无人机〔１２〕———的出现铺平

了道路ꎬ后者也可被用于定点清除ꎬ如可能使用毒物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研
究者们披露了一款蜂鸟无人机的原型机ꎬ时速可达 １１ 英里ꎬ且可停留在

窗台上ꎮ〔１３〕

机器人战争也即将发生ꎬ但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个人刑事责任明显很

困难(下文会予以讨论)ꎮ 在这方面ꎬ２０１１ 年一份媒体的报告就警告说ꎬ
美国正在准备部署全自动无人机〔１４〕———无须“人为操控”就能够确定目

标并进行打击(也就是说ꎬ无人机在启动后即不依赖于人的控制)ꎬ这可

能会成为自化学战的发展以来对战时法的最大挑战ꎮ〔１５〕 英国国防部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一份无人机内部研究资料就主张:“特别是ꎬ如果我们希

望让系统无须人为控制就能独立作出决定ꎬ就需要大量工作来说明此类

１１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按照奥尔斯顿(Ａｌｓｔｏｎ)的定义ꎬ定点清除是“国家或根据其法律行事的代理人或者

武装冲突中有组织的武装团体针对未在其实际拘留之下的特定个人有意地、有预谋地且故意

使用 致 命 武 力 ”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ꎬ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ꎬ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ꎬ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１４ / ２４ / Ａｄｄ. ６ꎬ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ｐａｒａ.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ｂｏｄｉｅｓ / ｈｒ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ｄｏｃｓ / １４ｓｅｓｓｉｏｎ / Ａ. ＨＲＣ. １４. ２４. Ａｄｄ６. ｐｄｆ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ꎬ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 梅尔策(Ｍｅｌｚｅｒ)断言ꎬ定点清除有五个共同的不可或缺的

要素:使用致命武力ꎻ杀戮的意图、预谋和故意ꎻ针对单独选定的人员ꎻ没有被拘留ꎻ杀戮可归因

于一个国际法主体ꎮ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３ – ４.

Ｊ.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Ｂｕ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 Ｓｈａｎｋｅｒꎬ ‘ Ｗａｒ Ｅｖｏｌ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ｏｎｅｓꎬ Ｓｏｍｅ Ｔｉｎｙ ａｓ

Ｂｕｇｓ’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２０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ｄｒｏｎｅｓ.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１＆＿ｒ ＝ １＆ｒｅｆ ＝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Ｗ. Ｊ. Ｈｅｎｎｉｇａｎꎬ‘Ｎｅｗ ｄｒｏｎｅ ｈａｓ ｎｏ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ꎬｓｏ ｗｈｏ’ 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ꎬ 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ｌａ － ｆｉ － ａｕｔｏ － ｄｒｏｎｅ －
２０１２０１２６ꎬ０ꎬ７４０３０６. ｓｔｏｒｙ.

Ｅｍｍａ Ｓｌａｔｅｒꎬ‘ＵＫ ｔｏ ｓｐｅｎｄ ｈａｌｆ ａ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ｔｈａｌ ｄｒｏｎｅｓ ｂｙ ２０１５’ꎬ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２１ /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 ｇｒｏｗｉｎｇ － ｆｌｅｅｔ － ｏｆ － ｄｅａｄｌｙ － ｄｒｏｎｅｓ / .



系统将如何合法运转ꎮ”〔１６〕同样ꎬ美国国防部在 ２００９ 年也确认:

因为国防部遵守武装冲突法ꎬ因此关于通过无人控制系统使用

武器方面ꎬ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ꎬ无人控

制系统作出的扣动扳机或发射导弹的决定不会是完全自动的ꎬ而是

在操作人员的全面控制之下ꎮ 尽管在有关开火顺序的很多方面可

能是全自动的ꎬ但作出开火的决定不可能全自动ꎬ除非合法性问题、

交战规则和安全关切已得到全面审查并得以解决ꎮ〔１７〕

考虑到无人机显然已是“既成事实”〔１８〕———的确ꎬ前中央情报局律

师已将“无人机杀手”称为“战争的未来”〔１９〕———本文就要分析使用无

人驾驶飞行器实施袭击的合法性ꎬ无论是域内袭击还是跨国界袭击〔２０〕 ꎬ

无论是在武装冲突期间还是在执法的情况下ꎮ 因此ꎬ本文将涉及诉诸战

争权、战时法以及执法规则(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相互之间的影响ꎮ 而

在本文的结尾ꎬ将简要讨论一下武装无人机和机器人的使用未来会给国

际法带来怎样的挑战ꎮ

在开始更为细致的讨论之前ꎬ有必要回顾一下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

定书»的第 ３６ 条ꎬ该条规定:

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ꎬ缔约

一方有义务断定ꎬ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ꎬ该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

２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Ｔｈｅ Ｕ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Ｎｏｔｅ ２ / １１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５ － ２ꎬｐａｒａ. ５０３. 该报告进一步表

示:“对何时能实现人工智能(相对于复杂且聪明的自动系统)的判断各不相同ꎬ但大家似乎一

致同意会在 ５ 年到 １０ 年之间ꎬ某些局外人则认为时间会更久ꎮ”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５ － ４ꎬｐａｒａ. ５０８.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１０.
Ｓｅｅ Ｅ. Ｂｕ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 Ｓｈａｎｋ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ꎬ“无人操作系

统将继续在 (美国的) 多样化安全需求中发挥关键作用ꎬ尤其是在反恐战争之中”ꎮ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ｉｉｉ.

Ａｆｓｈｅｅｎ Ｊｏｈｎ Ｒａｄｓａｎꎬ‘Ｌｏｆｔｉ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ＩＡ’ ｓ Ｒｅｍｏｔ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ｉｌｌｉｎｇ’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１０ － １１ 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ｗꎬＳｔ. Ｐａｕｌꎬ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ꎬ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ｄ ＝
１６０４７４５.

在其他方面使用无人机ꎬ例如ꎬ监视和侦察ꎬ本文将不予涉及ꎮ



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

规则所禁止ꎮ
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方法ꎬ由驻扎在几千英里之外的操作人员———通

常是平民———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射导弹本就应当受到那些试图研

发或获取无人机之国家的严格审查ꎮ 无论如何ꎬ第 ３６ 条规定的义务应

得到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所有缔约国的遵守ꎬ尽管可以说ꎬ“尊重

和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的一般义务应敦促每个国家都进行这样的法律

分析ꎬ无论其是否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ꎮ〔２１〕 不过ꎬ据报道ꎬ拥有无人机

的 ７０ 多个国家都还没有公开其自身对武装无人机合法性的分析———如

果它们已经作出过这种分析的话———无论这些武装无人机是用于武装

冲突还是用作执法目的ꎮ〔２２〕

　 　 无人机与诉诸战争权

诉诸战争权规制诉诸军事力量的合法性问题ꎬ包括一国利用无人机

袭击另一个国家或者未经另一国同意在其境内袭击非国家武装团

体ꎮ〔２３〕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第 ４ 款的规定ꎬ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

３１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２１〕

〔２２〕

〔２３〕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

没有找到第 ３６ 条构成习惯法的证据ꎬ似乎是由于缺少积极的国家实践ꎮ 尽管存在这样的空

白ꎬ但仍很难理解ꎬ禁止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或具有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武

器的习惯义务如何能得到尊重ꎬ除非一种武器的效能首先通过法律分析加以检验以确保其符

合国际人道法ꎮ 见让—马里亨克茨与露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ꎬ法
律出版社ꎮ 譬如ꎬ美国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ꎬ但仍然在其武器部署之前对该武器进

行详尽的审查评估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４２.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ｏｗｌａｎｄ (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ꎬ ‘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ꎬｉｎ ＣＮＮꎬ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ｔ /
ｎｏｄｅ / ７２１２５. 事实上ꎬ只是在 ２０１２ 年初ꎬ也就是第一次实施无人机袭击的 １０ 年之后ꎬ美国当局

才正式承认ꎬ存在使用武装无人机的秘密项目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在 Ｇｏｏｇｌｅ ＋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

举行的一次在线访谈中ꎬ奥巴马总统说ꎬ袭击以“名列积极恐怖分子名单上的人”为目标ꎮ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２ＴＡＳｅＨ７ｇＢｆＱꎬｐ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因此ꎬ正如卢贝尔(Ｌｕｂｅｌｌ)所注意到的ꎬ诉诸战争权的法律框架并非用于限制一国

在自己领土内使用武力ꎮ Ｎｏａｍ Ｌｕｂｅｌｌꎬ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



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ꎬ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ꎬ侵

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ꎮ

克莱尔等人将此条款概括为“规范武力使用的基本法律原则”ꎬ并

说它“反映了习惯国际法”ꎮ〔２４〕 不过ꎬ众所周知ꎬ«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

也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ꎬ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ꎬ

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ꎬ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

之自然权利ꎮ

在“尼加拉瓜”案中ꎬ国际法院在武装团体由一外国武装和装备的

情况下对武装攻击的定义做了如下阐释:

本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否认ꎬ在习惯法中ꎬ禁止武装攻击可适用

于一国派遣武装团伙进入他国领土的行为ꎬ但以此种行动由于它的

规模和影响ꎬ如由正规军实施ꎬ即可列入武装攻击而非纯粹的边境

事件者为限ꎮ 但本法院也并不认为ꎬ“武装攻击”的概念除了包括

武装团伙大规模实施的行为ꎬ还包括以提供武器或后勤或其他援助

的形式给予叛乱者的帮助ꎮ 这种帮助可被视为威胁或使用武力ꎬ或

者相当于对他国内部或外部事务的干涉ꎮ〔２５〕

因此ꎬ一国实施武装攻击的门槛似乎相对较高ꎬ要超出两国武装部

队(或者得到他国有限支持而在一国境内行动的武装团体)成员之间爆

发的“纯粹的边境事件”ꎮ 有些人甚至主张ꎬ一国针对位于他国领土之

上的个人实施非常有限和精准的无人机袭击并不构成«联合国宪章»或

习惯法意义上的武装攻击ꎬ该主张基于非常有争议的“预防性自卫”的

概念ꎮ〔２６〕 然而ꎬ在并非合法自卫的情况下ꎬ这种武力的使用毫无疑问与

４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４〕

〔２５〕

〔２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ｙｅｒꎬ Ｈａｋａｎ Ｆｒｉｍａｎꎬ Ｄａｒｒｙ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ꎬ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２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 )ꎬ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２７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 １９５.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ｎ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５７ － ３６３.



一般性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相当于违反了国

际法ꎬ除非“受害”国对该武力的使用表示同意)ꎮ〔２７〕 几乎可以肯定ꎬ在
没有安理会的授权或者并非合法的自卫时ꎬ频繁地实施跨界无人机袭击

(近似于轰炸)ꎬ就是对他国的武装攻击从而构成侵略ꎮ〔２８〕

不过ꎬ也有人强烈主张ꎬ即使单独一次无人机袭击也构成武装攻击

并且可能构成侵略ꎮ 确实ꎬ联合国大会第 ３３１４(ＸＸＩＸ)号决议就规定ꎬ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个国家的领土ꎻ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

家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都构成侵略行为ꎮ〔２９〕 １９８８ 年ꎬ９ 名以色列突击

队员将一名独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战略家杀死在其突尼斯的家

中ꎮ 在此实例中ꎬ联合国安理会就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构成公然违反«联
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ꎬ这进一步支持了上述主张ꎮ〔３０〕

如果单独一次无人机袭击也构成“武装攻击”的话ꎬ发射无人机的

国家就需要援引固有的自卫权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除非该国已取得

安理会必要的同意或授权)ꎻ否则它就有实施侵略行为的风险ꎮ〔３１〕 而当

声称自卫不是针对他国而是位于他国领土内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时ꎬ这种

局面就更加有争议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关于“隔离墙”案的咨询意见中ꎬ国际法

院似乎暗示ꎬ一国只能针对另一国援引自卫权ꎮ〔３２〕 不过ꎬ一种对法院意

见更为贴切的理解表明ꎬ国际法院并没有完全排除针对非国家武装团体

行使自卫权的可能性ꎬ因为后者在受威胁国家无法实施有效控制的地方

５１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关于合法地表示同意的详细条件ꎬ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７０ － ３７１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ꎬ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ｎ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５８ － １５９.
联合国大会第 ３３１４(ＸＸＩＸ)号决议ꎬ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附件ꎬ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６１１(１９８８)号决议ꎬ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通过ꎬ１４ 票赞成ꎬ１ 票弃权(美

国)ꎮ
侵略行为一般被定义为ꎬ在没有自卫的正当理由或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时ꎬ一国针

对他国使用武力ꎮ 被界定为侵略行为的行动明显受到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３３１４
(ＸＸＩＸ)号决议的影响ꎮ 根据 １９９８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８ 条(二)(２０１０ 年在坎帕拉

举行的第一次审查大会上通过)的规定ꎬ个人所犯的侵略罪是指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计划、准备、
发动或实施的侵略行为ꎮ 这种行为必须构成“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 ８ 条(二)第 １ 款]ꎮ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 １３９.



实施了针对该国的“恐怖”行为ꎮ〔３３〕 在随后的“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

案”中ꎬ国际法院规避了关于国际法是否允许“针对非正规部队实施的

大规模攻击”行使自卫权的问题ꎮ〔３４〕 但科艾曼斯法官在该案中所作的

个别少数意见比“隔离墙”案走得更远ꎬ他主张:
如果非正规部队实施的攻击ꎬ由于其规模和影响ꎬ如由正规军

实施即可列入武装攻击ꎬ那么«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的措辞并没有

阻止受害国行使固有的
∙∙∙

自卫权ꎮ〔３５〕

规范一国自卫权的传统习惯法源自早期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事

件ꎬ在该事件中ꎬ许多美国公民被杀害ꎬ他们从美国领土向当时的英国殖

民地加拿大运送人员和物资以支持叛乱者ꎮ〔３６〕 依据所谓的“卡罗琳标

准”ꎬ只有在处于“紧迫、形势压倒一切ꎬ既无别的选择也没有考虑时间”
的必要关头ꎬ一国才能行使合法的自卫权ꎬ此外ꎬ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

须符合比例ꎬ“因为被证明为必要的自卫行为必须仅限于该迫切需要ꎬ且
无疑应局限在该范围内”ꎮ〔３７〕 １８４２ 年美国国务院致送英国当局的这些

声明被广泛认可为对一国习惯法上自卫权的准确描述ꎮ〔３８〕

因此ꎬ如果声称自卫的一国使用武力要被判定为合法ꎬ那么必须同

时满足必要性和比例性这两个原则ꎮ 未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就意味着

６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法院(第 １３９ 段)提到了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袭击以后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３６８
(２００１)号和第 １３７３(２００１)号决议ꎬ注意到“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行使控制ꎬ正如以

色列自己所说ꎬ它认为成为修建“隔离墙”的原因的威胁来自领土内部而不是领土外部ꎮ 这一

情况与安全理事会第 １３６８(２００１)号和 １３７３(２００１)号决议所考虑的情况不同ꎬ因此ꎬ以色列无

论如何不能援引这些决议来支持它正在行使自卫权利的主张”ꎮ 在两个事例中ꎬ决议各自的序

言部分都承认“«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ꎮ
ＩＣＪ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 ｖ. Ｕｇａｎｄａ)ꎬ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 １４７.
Ｉｂｉｄ . ꎬ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Ｋｏｏｉｊｍａｎｓꎬｐａｒａ. ２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 － ｅｍｐ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Ａｌ － Ｑａｉｄａꎬ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ｉｎ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４ꎬ
２００３ꎬｐ. １７ꎻ ａｎｄ 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 ３５ꎻ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ｌａｐｈａｍꎬＢｒｉｅｒｌｙ’ｓ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Ｅｄｎ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４６８ － ４６９.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８４２ ｆｒｏｍ Ｍｒ.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
ｔｏ Ｌｏｒｄ Ａｓｈｂｕｒｔｏｎ.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Ａ. Ｃｌａｐｈａ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ｐ. ４６９ － ４７０.



使用武力本身甚至就可能构成侵略ꎮ 在 １９９６ 年“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

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ꎬ国际法院表示这两个相互依存的

要求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ꎮ〔３９〕 根据必要性原则ꎬ“受攻击(或在承认预

防性自卫的情况下受到迫在眉睫的攻击之威胁)的国家必须在特定情况

下除了诉诸武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阻止该攻击”ꎮ〔４０〕 另外ꎬ比例

性原则更加难以捉摸ꎬ因为尽管该用语一般意味着平衡(通常是相反的

概念)ꎬ但根据该咨询意见的上下文ꎬ其意图却相当不同:

自卫过程中对所采取措施的比例性要求关注的是措施与

其目的之间的关系ꎬ即阻止并抵抗攻击然而ꎬ认为构成武

装攻击的行为与反抗行为之间必须相称是错误的ꎮ 阻止并反抗攻

击所必需的措施很可能与受到的攻击并不相称只有根据其获

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才能衡量其合法性ꎮ 事实上ꎬ自卫过程中采取措

施的“必要性”和“比例性”的要求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ꎮ〔４１〕

在国际法院作出的其他判决中也间接提及了该观点ꎬ尤其是主张制

止武装攻击的有效性是比例性原则的决定因素ꎮ〔４２〕 在 ２００３ 年的“石油

平台”案(伊朗诉美国)中ꎬ该法院判定 :

至于比例性要求ꎬ如果法院认为它是对伊朗武装攻击“海岛

城”号油轮的必要回应ꎬ那么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的攻击可以被认为

７１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如本院在关于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

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所表示:‘有一项具体规则ꎬ规定自卫只许采取与武装攻击相称并为对付

武装攻击所必需的措施ꎬ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根深蒂固的规则’ꎮ”法院注意到这两个条件

“同样适用于«宪章»第 ５１ 条ꎬ不论使用的武力手段为何”ꎮ «国际法院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

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的咨询意见»ꎬ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８ 日ꎬ第 ４１ 段ꎮ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 Ｅｉｇｈ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Ｍｒ.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Ａｇｏ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 １)’ꎬ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９８０ꎬＶｏｌ. ＩＩ(１)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３１８ / Ａｄｄ. ５ － ７ꎬｐａｒａ. １２０.

Ｉｂｉｄ . ꎬｐａｒａ. １２１.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ｆ －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ｅｓｐ. ｐｐ. ７ － ８ꎬ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Ｌａｗ / ｉｌｐｆｏｒｃｅ. ｄｏｃ.



是相称的ꎮ 不过ꎬ对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这次攻击ꎬ它们被视为

且作为代号“螳螂行动”的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不明身份的

机构针对美国一艘军舰布设水雷ꎬ该舰虽未沉没但严重受损ꎬ不过

没有人员伤亡ꎬ作为回应ꎬ无论是整个“螳螂行动”还是作为其一部

分摧毁萨勒曼和纳赛尔石油平台的行动ꎬ在本案的情况下都不能被

视为在自卫过程中相称地使用了武力ꎮ〔４３〕

在自卫过程中合法使用武力的适用条件与精确标准仍是不确定

的ꎮ〔４４〕 然而ꎬ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情况ꎬ如果针对该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

胁相当于武装攻击ꎬ那么在跨国界行动(未经“恐怖分子”藏匿的领土所

属国同意)中使用武装无人机的国家只可合理主张正在行使自卫权ꎮ〔４５〕

因此ꎬ孤立的、更加有限的“恐怖”袭击威胁还不到这种程度ꎮ 这一点可

能有重大影响ꎬ尤其是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领土使用武装无人机而

言ꎮ 无论如何ꎬ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ꎬ一国旨在自卫而针对他国

或在他国领土上使用武装无人机如果要合法的话ꎬ看起来至少必须立即

向安理会报告ꎮ〔４６〕 然而ꎬ这种情形还尚未出现ꎮ〔４７〕

８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ＩＣＪ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Ｏｉ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７７.

包括关于由非国家团体低水平的累积攻击而引起的自卫权主张ꎮ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１１ꎬｐａｒａ. ４１.

正如奥尔斯顿所主张的ꎬ“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ꎬ其活动不卷入任何国家责任的

非国家团体才能实施这种能产生域外使用武力之权利的武力攻击”ꎮ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前注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４０.

“行使该自卫权时成员国采取的措施应立刻向安理会报告”奥尔斯顿甚至主

张ꎬ根据«联合国宪章»要求ꎬ事先必须寻求安理会的批准ꎮ 同上ꎬｐａｒａ. ４０ꎮ
此外ꎬ即使有大量事实为依据(当然肯定不是公开的声明)ꎬ似乎至少含蓄地默示承

认了在其领土上使用无人机的国家ꎬ使用无人机定位并打击“恐怖分子”的事实也不一定是普

遍的ꎮ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美国之音”的一次采访中ꎬ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声称ꎬ美国的导

弹袭击是“非法的、事与愿违的和不可接受的ꎬ并且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ꎬ尽管据称该导弹袭

击的实施得到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协助ꎮ ‘Ｏｂａｍａ’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Ｒｅｍａｒｋ Ｓｔｉ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ꎬ
ｉｎ ＶＯＡꎬ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ｐｅａｔｓ －
ｃｏｎｄｅｍｎ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ｄｒｏｎｅ － ｓｔｒｉｋｅｓ －１３８４１７４３９ / １５１３８６. ｈｔｍｌ.



　 　 无人机与国际人道法

如果在战场上使用无人机与诉诸战争权无关ꎬ那么相对而言ꎬ在战

时法中ꎬ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争议ꎬ因为使用巡航导弹或进行空中轰

炸与使用配备有爆炸性武器的无人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差异ꎮ〔４８〕 事实

上ꎬ依据联合国关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ꎬ尽管

“在大多数情况下定点清除侵犯了生命权ꎬ但在武装冲突的例外情况下ꎬ

这有可能是合法的”ꎮ〔４９〕 无论使用武装无人机属于侵略还是合法的自

卫ꎬ如果它发生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ꎬ并且已经满足了相关的联系标准

(见下文关于与冲突相联系的论述)ꎬ那么就应当依据有关的战时法ꎬ尤

其是国际人道法来加以判断ꎮ〔５０〕 也就是说ꎬ使用武装无人机至少必须

遵守适用于敌对行为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ꎬ特别是那些与攻击时的预防措

施、区分和比例性相关的规则ꎬ而且禁止使用依据国际人道法属于非法

的武器ꎮ 我们将依次来探讨这些规则ꎮ

　 　 攻击时的预防措施

尊重关于攻击时预防措施的规则与尊重适用于敌对行为的其他习

惯规则(尤其是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ꎬ以及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

９１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４８〕

〔４９〕
〔５０〕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美国的无人机已实际部署于阿富汗———据称第一例无人机袭击发

生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的入侵期间ꎬ以在喀布尔举行的一个基地组织高层会议为攻击目标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Ｊｏｈｎ Ｙｏｏꎬ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６ꎬ２０１１ / １２ꎬｐ. ５８ꎬｃｉｔ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Ｊａｍｅｓ Ｒｉｓｅｎꎬ‘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Ａｌ Ｑａｅｄａꎻ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Ａｉ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Ｋ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Ｕ. Ｓ. Ｂｏｍｂｓ’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ｐ. Ａ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１ / １１ / １７ / ｗｏｒｌｄ / 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ｂｉｎ － ｌａｄｅｎ －
ａｉｄ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ｋｉｌｌｅｄ － ｂｙ － ｕｓ － ｂｏｍｂ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ꎬ在利比亚的武装冲突中ꎬ也用到

了无人机袭击ꎬ最著名的一次是当年 １０ 月在苏尔特(Ｓｉｒｔｅ)郊外袭击护送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

迈尔卡扎菲(Ｍｕａｍｍａｒ Ｇａｄｈａｆｉ)的车队ꎮ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１０.
因此ꎬ为确定依据诉诸战争权行使自卫时采取措施的合法性ꎬ依据战时法为非法的

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不相称的应对措施ꎮ



和不必要痛苦性质的作战手段或方法)之间有直接的联系ꎮ 根据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于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研究成果ꎬ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

攻击时预防措施的大多数规则都具有习惯法的性质ꎬ且在非国际性和国

际性武装冲突中均可适用ꎮ 这些规则的核心是在进行军事行动时ꎬ必须

履行“经常注意”这项义务ꎬ从而“不损害居民、平民和民用物体”ꎮ 就这

一点而言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ꎬ以期避免ꎬ并无论如何ꎬ减少平

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ꎮ〔５１〕 «第一附加议

定书»第 ５７ 条还规定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应“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

时ꎬ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ꎮ〔５２〕

出于以下几个理由ꎬ可以认为ꎬ无人机袭击符合攻击时预防措施的

要求ꎮ 首先ꎬ由无人机发回的视频可以“实时”监控目标ꎬ直到攻击前的

最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都可以监测到目标附近有无平民ꎮ〔５３〕 其次ꎬ通
过使用附着在(或“喷”在)车辆、行李或装备上ꎬ甚或是作为潜在攻击目

标的人员或其中之一身上的追踪装置ꎬ似乎至少无人机要袭击的某些目

标已被精确定位了ꎮ 再次ꎬ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阿富汗)ꎬ附近的军

队也会负责监控目标ꎮ 最后ꎬ除了“地狱火”导弹具备热高压属性外〔５４〕 ꎬ
无人机发射的大多数导弹的爆炸半径据信都比战斗机标配的其他常规

弹药要小ꎮ 虽然这些因素并不能消除平民伤亡的风险ꎬ但它们无疑体现

０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ꎬ前注 ２１ꎬ规则 １５ꎮ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ꎬ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ꎮ
与此相反ꎬ据报道ꎬ一位不愿具名的前白宫反恐官员声称ꎬ“在巴基斯坦上空‘有如

此之多的无人机’ꎬ对哪一个才是攻击目标ꎬ远程遥控的操作员们经常突然爆发争论ꎬ诱发了

‘指挥控制问题’”ꎮ Ｓｅｅ Ｊ.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根据一个美国国防工业网站的介绍ꎬＡＧＭ － １１４Ｎ 型“地狱火”导弹使用了热高压

(金属增强装药)弹头ꎬ能够把气流从岩洞中抽吸出来、摧毁建筑物或者制造“相当大面积的空

中爆炸”ꎮ ‘ＵＳ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ＯｒｄｅｒｓꎬＦＹ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ꎬ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ｉｌｙꎬ１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ＵＳ －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 － Ｍｉｓｓｉｌｅ － Ｏｒｄｅｒｓ － ＦＹ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 ０７０１９ / .



了将平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减到最小的可能的预防措施ꎮ〔５５〕

然而ꎬ确实发生过重大失误ꎬ２０１０ 年在阿富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就

造成了 ２３ 名阿富汗平民死亡ꎬ另有 １２ 人受伤ꎮ〔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美军披

露了关于此次伤亡事件的报告ꎬ认为“掠夺者”无人机操作人员汇报的

“不准确和不专业”导致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对平民男子、妇女和儿童群体的

空袭ꎮ〔５７〕 报告中说ꎬ包括一名旅长和一名营长在内的 ４ 名美军军官受

到了警告处分ꎬ２ 名尉官也受到了纪律制裁ꎮ 袭击发生后ꎬ斯坦利麦

克里斯托将军向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致歉ꎬ并表示将会采取一

系列训练措施ꎬ旨在减少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ꎮ 麦克里斯托将军还要

求空军的指挥官对“掠夺者”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展开调查ꎮ〔５８〕

关于无人机袭击中到底有多少平民丧生的问题ꎬ出现了高度的两极

１２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不过ꎬ在这方面要注意奥尔斯顿提出的警告:“无人机”的支持者们主张ꎬ既然无人

机有更大的监视能力并且比其他武器更加精准ꎬ因此它们能更好地预防附带的平民死亡和伤

害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ꎬ但仍显片面ꎮ 无人机袭击的精度、准度与合法性取决于构成攻

击决定之基础的人类情报ꎮ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前注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８１. 事实上ꎬ正如

丹尼尔比曼(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所主张的:“为了减少伤亡ꎬ一流的情报工作是必需的ꎮ 操作人

员不仅必须知道恐怖分子在哪ꎬ还必须知道谁和他们在一起以及谁可能处于爆炸半径之内ꎮ
这种水平的情报经常是缺乏的ꎬ而且恐怖分子经常故意利用儿童和其他平民作为人体盾牌ꎬ这
使得平民死亡的可能性更大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Ｂｙｍａｎꎬ‘Ｄｏ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Ｗｏｒｋ?’ꎬ ｉ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２００９ / ０７１４ ＿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
ｂｙｍａｎ. ａｓｐｘ.

‘Ｆｉｒｓｔ Ｄｒｏｎ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Ｆｉｒｅ Ｄｅａｔｈｓ’ꎬｉｎ ＲＴꎬ１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ｔ. ｃｏｍ /
ｕｓａ / ｎｅｗｓ / ｆｉｒｓｔ － ｄｒｏｎ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 ｆｉｒｅ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美国国防部得出结论ꎬ军事人员之间大量

传达的错误导致了此前 ４ 月份的一次无人机袭击ꎬ该次袭击误杀了部署在阿富汗的两名美军ꎮ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ꎬｉｎ ＲＴꎬ１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ｔ. ｃｏｍ / ｕｓａ / ｎｅｗｓ /
ｄｒｏｎ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０５７ / .

Ｄｅｘｔｅｒ Ｆｉｌｋｉｎｓꎬ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３０ｄｒｏｎｅ.
ｈｔｍｌ. 该份由麦克黑尔(Ｔ. Ｐ. ＭｃＨａｌｅ)少将签署的报告查明ꎬ位于内华达州的“掠夺者”无人机

的操作人员以及该地区“运转不良的战地指挥所”未能向现场指挥官提供卡车上有平民的证

据ꎮ 根据华盛顿和阿富汗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的说法ꎬ正在监控无人机视频的情报分析

员发送了两次电脑信息ꎬ警告无人机操作人员和现场指挥所说ꎬ车上可以看到儿童ꎮ
Ｉｂｉｄ.



分化ꎮ〔５９〕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ꎬ奥巴马当局采用了

一种计算平民伤亡的方法ꎬ即“实际上把受袭击地区所有达到从军年龄

的男性都算作战斗员除非他们死后有明显的情报证明他们是无辜

的平民”ꎮ〔６０〕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ꎬ奥巴马总统的最高反恐顾问约翰
布伦南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发表的 “特别声明”的准确性值得严重怀疑ꎬ因为

他声称ꎬ在此前的 １２ 个多月中没有出现“一件附带平民死亡”事件ꎮ〔６１〕

　 　 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可以说是贯穿于一切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最基本原则ꎬ它在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要比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容易得多ꎮ 但迄今为

止ꎬ似乎仅在两起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可确认使用了无人机袭击ꎬ即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美国及其盟友针对阿富汗(不同于基地组织〔６２〕 的塔利班

２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ｈｒｉｓ Ｗｏｏｄｓꎬ‘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Ｎ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ｒｏｎｅ ｄｅａｔｈ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ｄｏｎｔ
ａｄｄ ｕｐ’ꎬ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１７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ｎｎ － ｅｘｐｅｒｔｓ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 ｄｒｏｎｅ － ｄｅａｔｈ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ｄｏｎｔ － ａｄｄ － ｕｐ / .

Ｊｏ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Ｓｈａｎｅꎬ‘Ｓｅｃｒｅｔ “Ｋｉｌｌ Ｌｉｓｔ” Ｐｒｏｖｅｓ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ｂａｍ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９ /
ｗｏｒｌｄ / ｏｂａｍａ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 － ｗａｒ － ｏｎ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ｈｔｍｌ? ＿ｒ ＝ １＆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负责监控伤亡人数的新闻调查局ꎬ根据‘可信的媒体报道’计算出 ２０１１ 年有 ６３ 名

至 １２７ 名非军人死亡ꎬ而美联社最近一项调查发现的证据表明ꎬ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以来 １０ 次最大

规模的袭击中ꎬ至少有 ５６ 名村民和部族警察身亡ꎮ 但分析家、美国官员甚至许多部族人员都

相信无人机正变得日益精确ꎮ 在当年的 １０ 次袭击中ꎬ仅有一次当地的新闻媒体声称有平民死

亡ꎮ 其余身亡的人———保守估计有 ５８ 人———都是军人ꎮ” Ｄｅｃｌａｎ Ｗａｌｓｈꎬ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ａｎｄ
Ｉｈｓａｎｕｌｌａｈ Ｔ. Ｍｅｈｓｕｄꎬ‘Ｄｒｏｎｅｓ ａｔ Ｉｓｓｕｅ ａｓ Ｕ. Ｓ. Ｒｅｂｕｉｌｄｓ Ｔｉｅｓ ｔ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９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ｄｒｏｎｅｓ － ａｔ － ｉｓｓｕｅ －
ａｓ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ｔｒｉｅｓ － ｔｏ － ｍｅｎｄ － ｕｓ － ｔｉｅｓ.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强力捍卫无人机袭击ꎬ并声称

平民伤亡的数字被严重夸大ꎬ例如ꎬ见:Ｇｒｅｇｏｒｙ Ｓ. ＭｃＮｅａｌꎬ‘Ａ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ｉｎ Ｃ.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ꎬＪ. Ｄ. Ｏｈｌｉｎꎬａｎｄ Ａ.
Ａｌｔｍａｎｎ (ｅｄｓ)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３２６ － ３４６ꎮ

在本文作者看来ꎬ２００１ 年至今与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战斗最好被归类为单独的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ꎮ



部队)的打击〔６３〕 以及 ２０１１ 年北约成员国部队针对利比亚的打击ꎮ 不

过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打击伊拉克(作为美国及其盟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

政权的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部分)期间也可能实施了无人机袭击ꎮ〔６４〕

撇开这些例子不谈ꎬ很明显ꎬ武装冲突期间的绝大多数无人机袭击

发生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如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驻阿富汗美军和英军实

施的无人机袭击ꎻ〔６５〕驻巴基斯坦〔６６〕 、索马里〔６７〕和也门〔６８〕 的美军实施的

无人机袭击ꎮ 在伊拉克ꎬ美国国务院至今还在使用仅用于监视目的的非

武装无人机ꎻ〔６９〕 过去在那里也曾使用过武装无人机ꎬ但引发了很多争

议ꎮ〔７０〕 在印度ꎬ无人机被用于帮助印度特种部队追踪毛主义武装分子ꎬ

３２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由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选举出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ꎬ与塔利班的冲

突从性质上就改变了ꎮ 至于如何界定阿富汗的武装冲突ꎬ例如ꎬ见: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β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ꎬ‘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ｅｓｐ. ｐｐ. １３ ｅｔ ｓｅｑ.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ＵＡＶｓ)’ꎬ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ꎬ ｌａｓ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２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ｌｌ /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ｕａｖ － ｉｎｔｒｏ. ｈｔｍ.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据信都使用了非武装的“苍鹭”无人机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ａｎａｄａ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Ｈｅｒｏｎ ＵＡＶｓ’ꎬ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ｉｌｙꎬ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Ｃａｎａｄａ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 ｆｏｒ － Ｈｅｒｏｎ － ＵＡＶｓ － ０５０２４ / .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Ｕ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ｋｉｌｌｓ “１６”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ｉｎ ＢＢＣꎬ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１９３６８４３３.

针对索马里青年党部队的首次无人机袭击据信发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ꎮ Ｄｅｃｌａｎ
Ｗａｌｓｈꎬ‘ＵＳ ｂｅｇｉｎ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８.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Ａｈｍｅｄ Ａｌ Ｈａｊꎬ ‘ Ｋｈａｌｅｄ Ｂａｔｉｓ Ｄｅａｄ: Ｕ. 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ｌｙ Ｋｉｌｌｓ Ｔｏｐ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ꎬｉｎ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２ / ｋｈａｌｅｄ － ｂａｔｉｓ － ｄｅａｄ ＿ ｎ ＿ １８５０７７３. ｈｔｍｌꎻ ａｎｄ Ｈａｋｉｍ
Ａｌｍａｓｍａｒｉꎬ‘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Ｕ. 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ｋｉｌｌ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ꎬ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ａｙ’ꎬｉｎ ＣＮＮꎬ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ｅａｓｔ / ｙｅｍｅｎ － ｄｒｏｎｅ － ｓｔｒｉｋ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 Ｕ. Ｓ. Ｄｒｏｎｅｓ Ｐａ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ｋｉｅ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
Ｏｕｔｒａｇｅ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０１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ｉｒａｑ － ｉｓ － ａｎｇｅｒｅｄ － ｂｙ － ｕｓ － ｄｒｏｎｅｓ － ｐａ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 ｉｔｓ － ｓｋｉｅｓ.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Ｊ.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但据说他们使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都是非武装的ꎮ〔７１〕

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ꎬ有关区分的规则(区分合法的军事目标与平

民和民用物体)通常调整的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敌对行为ꎮ 根据四

个«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３ 条的规定ꎬ只能攻击那些合法的军事目标ꎬ
包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ꎬ这还得到习惯国际法(以及可能的

话ꎬ还包括 １９７７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３ 条第 ３ 款)的补充ꎮ〔７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

解释性指南»在某些方面也极具争议ꎮ 似乎没有人主张国际人道法禁止

攻击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一方的一国武装部队ꎮ〔７３〕 更加有争议的

是ꎬ主张作为该冲突之另一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军事)成员也必须

满足所谓的“持续作战职责”这一必要标准ꎮ〔７４〕 原则上ꎬ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攻击那些履行持续作战职责的人(不过这种一般性的许可也要遵守

有关军事必要的规则)ꎮ 正如奥尔斯顿所说:
考虑到具体的条约用语ꎬ把直接参加限定为“参加期间”而非

“任何时候”ꎬ持续作战职责这一标准的建立实际上是一种值得质

疑的身份确定方法持续作战职责这一标准的建立还会带来错

４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Ｎｉｓｈｉｔ Ｄｈｏｌａｂｈａｉꎬ ‘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ｉｎ ｓｋｙ ｇｉｖｅｓ ｆｉｌｌｉｐ ｔｏ Ｍａｏｉｓｔ ｈｕｎｔ’ꎬ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 Ｉｎｄｉａ)ꎬＣａｌｃｕｔｔａꎬ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 / １１２０１１７ / ｊｓｐ /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ｏｒｙ＿１５０１５５３９. ｊｓｐ.

美国不是 １９７７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ꎬ但阿富汗是ꎮ 就算美国赞同该议定

书ꎬ可能也只能主张ꎬ依据该议定书第 １ 条ꎬ这项国际文件只适用于阿富汗ꎬ并且(或者)排除其

域外适用于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攻击ꎮ 这是因为根据第 １ 条ꎬ该议定书适用于“在缔约一方

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ꎬ从而使其能进行

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

间的一切武装冲突”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阿富汗该议定书至少对所有缔约国的适用性ꎬ例如ꎬ
见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ＵＬＡ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ꎬｅｓｐ. ｎｏｔｅ 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ｖａ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ｃｈ / ＲＵＬＡＣ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ｐｈｐ? ｉｄ＿ｓｔａｔｅ ＝ １６ꎮ

Ｓｅｅ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３０ － ３１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ꎬ
ＩＣＲ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Ｓｅｅ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２７ － ２８. “有组织的武装团体这一术语仅指非国家当事方的武装或军

事部门ꎬ即其功能意义上的武装部队”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２.



误攻击某人的风险ꎬ譬如该人可能已经脱离其战斗职责ꎮ〔７５〕

更进一步的挑战是ꎬ如何从法律和实践上确定这些成员的身份ꎮ 正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解释性指南»所指出的: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在判断个人在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中的成员身

份时ꎬ决定性标准是其是否为该团体承担了涉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的持续职责(以下简称持续作战职责)(该职责)将非国家当事

方的有组织作战部队的成员同那些仅仅是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

接参加敌对行动或者只担任政治、行政或其他非战斗职责的平民区

分开来ꎮ〔７６〕

那些仅仅是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仅在其参

加期间才能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ꎮ 不过ꎬ在其他时间ꎬ当然可以通过执

法行动逮捕他们ꎬ并依据国内法对其实施的犯罪加以指控ꎮ 那些只担任

政治、行政或其他非战斗职责的人不是合法的攻击目标ꎬ除非且直到他

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ꎬ而且仅在其实施此类行为的期间ꎮ〔７７〕 如果不确

５２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７５〕
〔７６〕

〔７７〕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ｓ. ６５ － ６６.
ＩＣＲ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４ꎬｐ. ３３. 根据梅尔策的观点ꎬ持续作战职责

“也可根据确凿的行为来识别ꎬ例如:某人为支持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再三直接参加敌对行

动ꎬ相关情形表明其行为构成持续职责ꎬ而不是在某一行动期间自发、零星或临时担负的任

务”ꎮ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５ꎻ ａｎｄ ｓｅｅ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 ４２ꎬ２０１０ꎬｐ. ８９０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

与此相反ꎬ沃特金准将建议大大扩大符合该定义的人员类型ꎬ尤其是要包括专门承

担“战斗服务支持” 职责的人ꎬ包括厨师和行政人员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ｔｋｉｎ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Ｌｏ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ＣＲＣ “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 ４２ꎬ２０１０ꎬｐ. ６９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ｗ. ｎｙｕ. ｅｄｕ / ｅｃｍ＿ｄｌｖ１ / ｇｒｏｕｐ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ｎｙｕ＿ｌａｗ＿ｗｅｂｓ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ｃｍ＿ｐｒｏ＿０６５９３２. ｐｄｆ. Ｓｅｅ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ｐ. ８４８ － ８４９.



定其身份ꎬ该人应被视为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ꎮ〔７８〕

据此ꎬ针对在阿富汗计划、指示或实施攻击美军的基地组织成员使

用致命武力ꎬ可推知这依据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的规则是合法的ꎮ 但以

其子女、妻子作为攻击目标就是非法的ꎬ除非他们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

(且仅在此期间)ꎮ〔７９〕 在攻击基地组织成员时ꎬ还可能附带杀伤平民ꎬ其
合法性取决于依据比例原则做出的决定(见下文)ꎮ

如果攻击期间未作此种区分ꎬ则是非法的攻击ꎬ可成为战争罪的证

据ꎮ〔８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英国利德律师事务所(Ｌｅｉｇｈ Ｄａｙ ＆ Ｃｏ. )和帮助囚

犯争取缓刑的慈善组织“缓刑组织” (Ｒｅｐｒｉｅｖｅ)就共同代表努尔汗对英

６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７８〕

〔７９〕

〔８０〕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解释性指南»的第 ８ 项建议ꎬ“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ꎬ确

定目标人员是否是平民ꎬ以及如果是ꎬ该平民是否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ꎮ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ꎬ

必须推定该人受到免遭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ＩＣＲ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４ꎬｐｐ. ７５ －

７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ｅｓｐ. ｐｐ. ８７４ － ８７７. 莱德森(Ｒａｄｓａｎ)

主张:“除了在特殊情况下ꎬ只要能排除合理怀疑从而确定目标是基地组织或类似恐怖组织中

担负作战职责的战斗员ꎬ中央情报局就可以打击ꎮ 事实上ꎬ无人机袭击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的

机会以通过人身保护令或其他程序诉诸法院的处决手段ꎮ”Ａ. Ｊ. Ｒａｄｓ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３. 令

人遗憾的是ꎬ他后来又主张:“当然ꎬ我所说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发动袭击的一般规则存在例外ꎮ

依据特殊情况的类别ꎬ我把这些例外进行了总结概况ꎮ 譬如ꎬ目标可能在基地组织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ꎮ 无人机操作员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人可能是本拉登———但毫无疑问并不是

本拉登ꎮ 即便如此ꎬ与中层恐怖分子相比ꎬ杀死本拉登带来的军事利益可以证明错误地伤

害平民的额外风险的正当性ꎮ”(同上ꎬｐ. ５. )
就这一点而言ꎬ梅尔策注意到美国的理解ꎬ后者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

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上下文声称:“短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１)意指可能对敌人

造成伤害的直接和实际的战场行动ꎬ因为所从事的活动与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之间有直接的因

果关系ꎻ(２)不包括间接参加敌对行动ꎬ譬如收集和传递军事情报、运输武器、弹药或其他补给

或者在前线部署ꎮ”Ｓｅｅ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 ８８８ꎬａｎｄ ｎｏｔｅ ２２６.
就这一点而言ꎬ有人称ꎬ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袭击以葬礼或那些援救无人机袭

击受害者的人为攻击目标ꎬ这是极度令人担忧的ꎮ 新闻调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包括目击证

人报告在内的三个月的调查找到的证据表明ꎬ至少有 ５０ 名平民在跑过去帮助受害者时在紧接

着的袭击中身亡ꎮ 在故意针对葬礼和送葬者的袭击中ꎬ还有超过 ２０ 名平民受到了攻击ꎮ”Ｃｈｒｉｓ
Ｗ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ａｍｂꎬ‘Ｏｂａｍａ ｔｅｒｒｏｒ ｄｒｏｎｅｓ: ＣＩＡ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ｃｕ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ꎬｉ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０４ / ｏｂａｍａ － ｔｅｒｒｏｒ － ｄｒｏｎｅｓ － ｃｉａ － ｔａｃｔｉｃｓ － ｉ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ｉｎｃｌｕｄｅ －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 ｒｅｓｃｕｅｒｓ － ａｎｄ －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 / .



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提起诉讼ꎬ努尔汗的父亲马利克达乌德汗

２０１１ 年在巴基斯坦“主持一次和平的部族长老会议时”死于无人机袭

击ꎮ〔８１〕

２００９ 年ꎬ据媒体报道ꎬ美国国防部扩大了“一体化联合攻击优先目

标名单”ꎬ 把大约 ５０ 名被怀疑出钱资助塔利班的阿富汗毒枭也包括在

内ꎮ 该名单是五角大楼核准的恐怖分子花名册ꎬ在此次扩大之前ꎬ名单

上已有 ３６７ 人ꎮ〔８２〕 尽管从事耕种、传播和销售毒品的这些人都是罪犯ꎻ

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愿意或以其他方式资助恐怖活动ꎬ也并不能因此就说

他们在阿富汗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ꎮ〔８３〕 因此ꎬ使用无人机袭击犯有此

类罪行的个人是非法的ꎮ

　 　 比例原则

即使依据国际人道法一个目标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ꎬ也会产生比例

性问题ꎮ 这既可能影响到可以合法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ꎬ甚至

还可能有效阻止正在发起的攻击ꎮ 依据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ꎬ违

反比例原则构成不分皂白的攻击ꎮ〔８４〕 无论是«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

还是 １９７７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都没有提及该项规则ꎬ但它被视为国际

人道法的习惯规则ꎬ不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还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ꎮ 依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的规则 １４:

禁止发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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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

害过分的攻击ꎮ

当然ꎬ问题是何为“过分”?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关于 １９７７

７２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ＧＣＨＱ ｓｔａｆｆ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ꎬ ｉｎ 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 Ｅｃｈｏꎬ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ｉｓｉｓ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 ｃｏ. ｕｋ / ＧＣＨＱ － ｓｔａｆｆ － ｒｉｓｋ －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 ｗａｒ － ｃｒｉｍｅｓ / ｓｔｏｒｙ － １５５０５９８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Ｊ.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Ｓｅｅ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ꎬ‘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６８.
见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５１ 条第５ 款第２ 项和第 ５７ 条第２ 款第１ 项第３ 目ꎮ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中ꎬ对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的评注在考察了该文本

的缘起后指出:

当然ꎬ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与预期的军事利益之间的不相称产生

了微妙的问题ꎻ在某些情况中是不成问题的ꎬ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

中ꎬ就会显得模棱两可ꎮ 当出现后一种情况时ꎬ应当优先考虑平民

居民的利益〔８５〕

众所周知ꎬ不同国家对何为“相称”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同的看法ꎮ

即使是亲密的军事盟友ꎬ例如英国和美国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有实质

的分歧ꎮ 一个很有启发的例子是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发生在阿富汗的一次袭

击ꎬ当时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无人机在赫尔曼德省袭击“叛军领导人”

时导致 ４ 名阿富汗平民丧生、２ 名平民受伤ꎬ这是首例被确认的、英军

“收割者”无人机要为平民伤亡负责的行动ꎮ〔８６〕 根据新闻报道ꎬ英国国

防部发言人表示:

我们对任何涉及平民伤亡的意外事件都深表遗憾ꎬ我们也会采

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ꎮ ３ 月 ２５ 日ꎬ英国“收割

者”无人机的任务是攻击并摧毁两辆载货小卡车ꎮ 此次袭击杀死了

２ 名叛乱分子ꎬ摧毁了小货车运载的大量爆炸物ꎮ 不幸的是ꎬ还有 ４

名阿富汗平民因此丧生ꎬ２ 名阿富汗平民受伤ꎮ 为尽可能减少平民

伤亡的风险并且调查一切确已发生的事件ꎬ我们有着严格的规程ꎬ

而且还会根据经验经常予以更新ꎮ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ＩＳＡＦ)启动调查以确定是否可从该事件中吸取

任何教训ꎬ或找出行动程序中存在的错误ꎮ 该调查报告指出ꎬ英国“收割

者”无人机地勤人员的行为符合程序以及英国的交战规则ꎮ〔８７〕

尽管如此ꎬ一个显然是来自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告知英国«卫

８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８５〕

〔８６〕
〔８７〕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ｓ.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
Ｉｂｉｄ.



报»ꎬ“如果我们知道车辆附近有平民的话”ꎬ攻击“就不会发生”ꎮ〔８８〕 因

此ꎬ尽管该目标(也就是说ꎬ个别叛乱分子至少藏身于其中一辆载货小卡

车内)依据国际人道法可能不是非法的ꎬ但英国似乎认为ꎬ如果他们知道

有平民在现场ꎬ攻击两名叛乱分子就是不相称的ꎮ
与这个例子形成对照的是塔利班领导人巴图拉马苏德的事例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中央情报局杀死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名中层指挥

官罕沃兹瓦利马苏德ꎮ 他们计划利用其尸体“作为诱饵”来追踪巴

图拉马苏德ꎬ因为后者有望参加罕沃兹瓦利马苏德的葬礼ꎮ 多达

５０００ 人参加了葬礼ꎬ不仅包括塔利班武装分子ꎬ还有大量平民ꎮ 美国再

一次实施了无人机袭击ꎬ造成多达 ８３ 人死亡ꎮ 据报告其中有 ４５ 人是平

民ꎬ包括 １０ 名儿童和 ４ 名部族领导人ꎮ 这次袭击引发了关于是否遵守

了禁止不分皂白攻击的义务这样的严重问题ꎮ 但这一次ꎬ巴图拉马苏

德毫发未损地逃脱了ꎬ不过据报告ꎬ他和妻子在六周后死于中情局发动

的另一场袭击ꎮ〔８９〕

　 　 合法武器的使用

无论是在国际性抑或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习惯法都禁止使用本

身属于滥杀滥伤的武器以及属于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武

器ꎮ〔９０〕 一般而言ꎬ通常由无人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似乎不会违反上

述两项规则的任何一项ꎮ〔９１〕 不过ꎬ正如上文所指出的ꎬ如果可能会使用

热高压“地狱火”导弹ꎬ就应确保给予警示ꎮ 这种热高压导弹需要根据

与武器相关的两个一般原则加以进一步考虑:其效果所及的地域范围以

９２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
Ｃ. Ｗ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 Ｌａｍｂ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 根据梅耶的说法ꎬ在设法杀死巴图拉马苏德

之前ꎬ中央情报局已发动了 １６ 次导弹袭击ꎬ造成多达 ３２１ 人死亡ꎮ Ｓｅｅ Ｊ.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ꎬ 前注 ２１ꎬ规则 ７０ 和 ７１ꎮ
考虑到无人机袭击经常发生在人员密集的地区ꎬ如果导弹的爆炸半径增加ꎬ对于能

否遵守禁止不分皂白攻击的规则就会有更大的担心ꎮ



及对人造成的后果ꎮ〔９２〕 此外ꎬ由于无人机只是平台ꎬ其他武器也可能

被———而且也确实被———使用ꎬ这也有可能与武装冲突中禁止使用非法

武器的规则相抵触ꎮ

　 　 与冲突的联系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ꎬ特别是那些针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的袭击ꎬ
可以在法律上被视为阿富汗武装冲突框架内的敌对行为吗?〔９３〕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在线评论中ꎬ美国总统奥巴马称ꎬ在巴基斯坦境内由中央

情报局而非军方实施的无人机袭击〔９４〕 ꎬ是“在努力精确并且集中打击那

些实施恐怖的积极分子”ꎬ美国不是“发动了一整串毫无计划的袭击”ꎬ
而是锁定“藏身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非常恶劣地形中的基地组织嫌

疑人”ꎮ〔９５〕 不过ꎬ“恐怖分子”并不必然是从事了武装冲突的人(更别说

上文提到的甚至与此更加无关的毒枭了)ꎮ 在武装冲突与明确的非国家

当事方之间必须存在明确的联系ꎬ而不是使用现在全球流行但十分不清

晰的“反恐战争”这样的概念ꎬ尤其是目前的美国当局已经不再经常提

及这样的措辞ꎮ〔９６〕 正如梅尔泽已指出的:
一个团体是否卷入敌对行为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诉诸了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符合武装冲突局势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ꎬ还取决于这种

０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热高压武器被形容为“在任何军队的武器装备中都属于最可怕的武器:热高压炸

弹ꎬ是一种可怕的爆炸物ꎬ会燃烧目标上方的空气ꎬ接着通过初次爆炸吸光人类赖以存活的氧

气”ꎮ Ｎｏａｈ Ｓｈａｃｈｔｍａｎꎬ‘Ｗｈｅｎ ａ Ｇｕ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Ｇｕｎ’ꎬｉｎ Ｗｉｒｅｄꎬ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ｒｅｄ.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ａｗ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３ / ０３ / ５８０９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最后一次访问ꎬ但是此

后该网页不见了)ꎮ
相比之下ꎬ如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成员正计划并实施进入阿富汗的跨界突

袭ꎬ或者美国正在实施无人机袭击来支援巴基斯坦政府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ꎬ那么它们就与特定的武装冲突明显相关ꎮ
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据说是从其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附近的一个郊区设

施来加以控制的ꎮ Ｓｅｅ Ｄ. Ｗａｌｓ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Ｏｂａｍ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ＵＳ 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Ｑ＆Ａ – ｖｉｄｅｏ’ꎬ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ｖｉｄｅｏ / ２０１２ / ｊａｎ / ３１ /
ｏｂａｍａ － ｕｓ － ｄｒｏｎｅｓ － ｖｉｄｅｏ.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ｐ. １１３ꎬｅｓｐ. ｎｏｔｅ ５ꎬａｎｄ １１４.



暴力是否旨在支持交战一方对抗另一方(交战联系)ꎮ〔９７〕

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一次演讲中ꎬ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谈到

了无人机袭击的问题ꎮ 按照他的说法ꎬ美国政府的“合法权限并不局限

于阿富汗战场”ꎮ 霍尔德先生说ꎬ在有些情况下ꎬ“在外国境内使用致命

武力打击作为基地组织或其关联部队的高级行动领导人的美国公民以

及积极参与策划杀害美国人的美国公民ꎬ这种行动是合法的”ꎮ〔９８〕 这种

情况包括:通过全面彻底的审查ꎬ已确定了“对美国有实施暴力攻击的迫

在眉睫之威胁”的个人ꎬ而且“抓捕该人事实上不可行”ꎮ 而第三点就是

“该行动以符合相关战争法原则的方式加以实施”ꎮ〔９９〕

针对“对美国有实施暴力攻击的迫在眉睫之威胁”的基地组织或关

联部队高级行动领导人的定点清除行动ꎬ其合法性仍有局限ꎬ而且这种

局限性可能多少是受欢迎的ꎬ因为它暗示着ꎬ除非暴力攻击的威胁是“迫
在眉睫的”ꎬ否则攻击就不合法ꎬ但这仍然引出一系列问题ꎮ 首先ꎬ何为

“迫在眉睫的”威胁? 其次ꎬ在巴基斯坦境内死于无人机袭击的人多数

并非高级领导人ꎬ而是中低层的武装分子ꎮ 这些袭击的合法性在哪里?
还是说该标准只是在涉及美国公民利益时才去限制无人机袭击? 这是

针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吗?〔１００〕 最后ꎬ基地设在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在

阿富汗针对美军的攻击被美国政府视为恐怖袭击了吗? 尽管恐怖主义

的定义仍然十分有争议ꎬ但许多人都主张ꎬ攻击不属于一国武装部队成

１３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 ８４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４２７.

“关联部队”的概念还需要澄清ꎮ 美国如果公开缩小旨在消灭的基地组织领导层成

员名单的范围ꎬ而不是把任何公开或私下支持基地组织的目标或者用自己的方法表示同情的

人都列入其中ꎬ就会站在更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ꎮ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ｒｉｃ Ｈｏｌｄｅｒ ｄｅｆｅｎｄｓ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ꎬ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９１２５０３８ /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Ｅｒｉｃ － Ｈｏｌｄｅｒ － ｄｅｆｅｎｄｓ － ｋｉｌｌｉｎｇ － ｏｆ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ｔｅｒｒｏｒ －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ｈｔｍｌ.

正如莱德森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的生命和美国人的生命同等重要ꎬ那么正当程

序的模式(或国际人道法使用的术语‘预防’)就应跨界适用ꎮ 反过来说ꎬ如果控制不足以防止

杀害美国人ꎬ那么也就不足以防止杀害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或也门人ꎮ” Ｓｅｅ Ａ. Ｊ. Ｒａｄｓａ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１０.



员的平民ꎬ是恐怖主义的明显特征之一〔１０１〕 ꎬ同时还必须存在试图在一个

或多个问题上影响政府政策这一特征ꎮ 不过ꎬ这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对

“恐怖主义”的理解ꎮ
再者ꎬ司法部长的声明没有涉及这类袭击是否构成武装冲突一部分

的问题:“以符合相关的战争法原则的方式”实施行动的口头承诺并不

意味着国际人道法就可以适用ꎮ 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ꎬ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接受这样的主张ꎬ即认为冲突属于打击基地组织的

全球战争ꎬ因此«日内瓦公约»不适用ꎻ而且ꎬ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判定ꎬ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适用于奥萨马本拉登的前保镖兼司机萨

利姆艾哈迈德哈姆丹ꎬ他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在阿富汗境内
∙∙

被美军俘

获ꎮ〔１０２〕 该判决并不意味着任何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无论其身

在何处———都作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人被卷入了对抗美国的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无论是直接拥护还是间接支持暴力的意识形

态ꎮ〔１０３〕

　 　 无人机袭击与国际人权法

关于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无人机袭击ꎬ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及影响已在

上文加以探讨ꎬ本部分将审视国际人权法对使用武装无人机的影响ꎮ 在

战场之外首次利用无人机实施的定点清除中ꎬ据信一共杀死了 ６ 名基地

组织成员ꎬ其中就包括加伊德森炎阿尔哈利撒ꎬ又被称作阿布阿

２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ＵＮꎬ‘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４ (ＵＮ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ꎬｐａｒａｓ.
１５９ － １６１.

Ｕ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ꎬＨａｍｄａｎ ｖ.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ꎬ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６７ － ６９.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 Ｅ.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ꎬ ‘ Ｓ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Ｄｒｏｎｅ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Ｌｅｔｈ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１ － ３５ꎬｉｎ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ꎻ ａｎｄ ａｓ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ｒｉ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Ｈｏｌｄｅｒ Ｓｐｅｌｌｓ Ｏｕｔ Ｗｈｙ
Ｄｒｏｎ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Ｕ. 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ꎬ ｉｎ ＮＰＲꎬ 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ｒ.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０６ /
１４８０００６３０ / ｈｏｌｄｅｒ － ｇｉｖｅｓ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ｆｏｒ － ｄｒｏｎｅ － ｓｔｒｉｋｅｓ － ｏｎ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里ꎬ他被怀疑策划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美国海军军舰“科尔号”的爆炸案ꎮ〔１０４〕

这 ６ 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死于也门ꎬ当时他们正行进在也门首都萨那

以东约 １６０ 公里的也门北部省份马里布ꎬ美国中情局控制的无人机发射

了一两枚“地狱火”导弹ꎬ〔１０５〕 摧毁了他们乘坐的吉普车ꎮ〔１０６〕 从那时起ꎬ
使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清除就成为巴基斯坦的常规事件ꎬ尽管在也门以及

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这类事件ꎬ但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ꎮ〔１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中情局的一架无人机在也门杀死了拥有也门血统的激进阿訇安瓦尔
奥拉基ꎬ该事件相当有争议ꎬ因为他是美国公民ꎮ〔１０８〕 在早先针对他的一

次无人机袭击失败后ꎬ其家人发起法律质疑ꎬ试图阻止美国不经任何司

法程序就处决其公民ꎮ〔１０９〕

下文中的第一部分将讨论人权法如何在武装冲突外的执法局势中

规制武力的使用ꎬ而第二部分则分析在武装冲突的框架内与国际人道法

一起作为战时法组成部分的国际人权法———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

３３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Ｓｅｅ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３ꎻ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 Ｓ. ｋｉｌｌｓ Ｃｏｌｅ ｓｕｓｐｅｃｔ’ꎬｉｎ ＣＮＮꎬ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０４ / ｗｏｒｌｄ / ｙｅｍｅｎ. ｂｌａｓｔ＿１＿ｃｉａ － ｄｒｏｎｅ － ｍａｒｉｂ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ｋｉｌｌｅｒｓ? ＿ｓ ＝ ＰＭ:ＷＯＲＬＤ.

ＡＧＭ － １１４ 型“地狱火”属于反装甲空对地导弹ꎬ可通过空基、海基或陆基平台发

射ꎮ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 ＩＩ Ｍｉｓｓｉｌｅ’ꎬ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ｕｎｄａｔｅｄ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ｍａｒｔｉｎ. ｃｏｍ / ｕ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ＩＩ.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该型导弹于 １９７８ 年首次进行制导发射ꎬ其最初被设计为由直升机发射的“自主导引”武
器ꎮ ‘ＡＧＭ － １１４Ａ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ꎬ ｉｎ Ｂｏｅｉｎｇ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ｅｉｎｇ. 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ｂｎａ / ｈｅｌｌｆｉｒｅ. ｈｔｍ.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ＩＡ “ｋｉｌｌｅｄ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ꎬｉｎ ＢＢＣꎬ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ꎻ
ａｎｄ ‘Ｕ. Ｓ.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Ｋｉｌｌｓ ６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ꎬ ｉｎ Ａ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ｂｃｎｅｗｓ. ｇｏ. ｃｏｍ / ＷＮＴ / ｓｔｏｒｙ? ｉｄ ＝ １３００２７＆ｐａｇｅ ＝ １.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ꎬ吉
普车的残骸在“沙漠里散了一地”ꎮ

以色列部队已经使用无人机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定点清除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Ｔｈｒｅ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ꎬｉｎ ＣＮＮꎬ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ｇａｚａ － ｓｔｒｉｐꎻ ‘Ｇａｚａ ｔｒｕｃｅ ｇｅｔｓ ｏｆｆ ｔｏ ａ ｓｈａｋｙ ｓｔａｒｔ’ꎬ ｉｎ ＣＮＮꎬ２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２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ｗｏｒｌｄ＿ｍｅａｓｔ＿ｉｓｒａｅｌ － ｇａｚａ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１＿ｇａｚａ － ｔｒｕｃｅ －
ｐｏｐｕｌａｒ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ｍｅｄｉｃａｌ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 ＝ ＰＭ: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ＵＡＶｓ)’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Ａｎｗａｒ ａｌ － Ａｗｌａｋｉ’ꎬ ｉｎ ＢＢＣꎬ３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１１６５８９２０.



的———作用和结果ꎮ

　 　 执法中的人权法适用

依据国际人权法ꎬ两个重要原则规制执法环境中一切武力的使用:

必要性和比例性ꎮ 尽管无论在诉诸战争权还是国际人道法的语境下都

在使用这些术语ꎬ但在国际人权法的语境下它们的精确含义是明显不同

的ꎮ 就像奥尔斯顿所说的那样:“只有在保护生命所必需(使致命武力

相称
∙∙

)且没有其他手段(如俘获或以非致命的方式使其失去能力)可以

阻止对生命的威胁(使致命武力必要
∙∙

)时ꎬ一个国家的杀戮才是合法

的ꎮ”〔１１０〕进一步的要求是ꎬ使用致命武力试图阻止对生命的威胁必须是

迫在眉睫的ꎮ〔１１１〕 因此ꎬ国际人权法规制故意使用致命武力的方法一般

包括 １９９０ 年«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以下简称«基本

原则»)〔１１２〕中规定的标准ꎮ 第 ９ 项基本原则的最后一句规定:“无论如

何ꎬ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而确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

器ꎮ”〔１１３〕

不过ꎬ该一般原则受到两方面的制约ꎮ 其一ꎬ«基本原则»的目的

不在于规制武装冲突局势中武装部队的行为ꎬ这是战时法调整的范

畴ꎮ 其二ꎬ美国国内判例设定的有意使用致命武力的门槛并不怎么严

４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３２. 正如梅尔策已指出的ꎬ在
执法“环境”下ꎬ“比例性”标准要求的不是使用潜在致命的武力对清除具体的威胁是否“必
要”ꎬ而是考虑到威胁的性质和规模它是否“正当”ꎮ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１１５.

１９９０ 年«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９ 项原则规定:“执法人员不得对

他人使用火器ꎬ除非为了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睫
∙∙∙∙

的死亡或重伤威胁ꎬ为了防止给生命带

来严重威胁的特别重大犯罪ꎬ为了逮捕构成此类危险并抵抗当局的人或为了防止该人逃跑ꎬ并
且只有在采用其他非极端手段不足以达到上述目标时才可使用火器ꎮ”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ꎬ古巴哈瓦那ꎬ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７ 日ꎮ 美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ꎬ但同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该«基本原则»ꎬ并邀请

各国政府“给予尊重ꎬ在其国家立法和惯例范围内加以考虑”ꎮ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５ / １６６ 号决议

(Ａ / ４５ / ＰＶ. ６９)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不投票通过ꎬ执行段落四ꎮ
第 ８ 项原则规定:“各种非常情况诸如国内政局不稳或任何其他紧急状况均不得作

为任何违背上述各项基本原则的理由根据ꎮ”



格ꎬ同样也被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更为自由地加以解释(尤其在反

恐行动方面)ꎮ〔１１４〕 在“田纳西州诉加纳案”〔１１５〕 中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表示:
如果警官有充足的证据相信ꎬ嫌疑人无论对警官还是对他人都

有严重身体伤害的威胁ꎬ那么使用致命武力阻止其逃脱从本质上说

就不是不合理的ꎮ 因此ꎬ如果携带有武器的嫌疑人对警官有威胁或

者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已实施了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

犯罪ꎬ如果是防止其逃脱所必需ꎬ那么在尽可能给予一些警告之后ꎬ
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力ꎮ〔１１６〕

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均支持«基本原则»中列明的

更高标准ꎮ 例如ꎬ英国有针对自杀式人体炸弹嫌疑人的“射杀”政策ꎬ但
它明显满足上述更高的标准ꎬ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不仅带来死亡威

胁ꎬ还可能符合迫在眉睫的标准ꎬ这是与威胁水平紧密相随的不可分割

的要素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伦敦警官杀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青年让查尔

斯德梅内塞斯ꎬ因为他被误认为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ꎬ并被近距离

５３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不过ꎬ委员会似乎混淆了可以使用火器的情形(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与

可以有意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形ꎮ 事实上ꎬ执法人员为保护自身或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重伤

威胁而使用致命武力也是合法的ꎬ在主张这一点时ꎬ委员会援引了第 ９ 项基本原则ꎬ该原则

把有意使用致命武力严格限制在为保护生命而绝对不可避免的范围内ꎮ 某些主要的学者似

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 ９０３ꎻ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 ｐｐ. ６２ꎬ１９７ꎻ ａｎｄ 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 ２３８ .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ｖ. Ｇａｒｎｅｒ ꎬ４７１ ＵＳ １ꎬＡｐｐ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ＣｉｒｃｕｉｔꎬＮｏ. ８３ － １０３５ (２７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５) . 在该案中ꎬ一位警官射杀了一名手无寸铁的 １５ 岁少

年ꎮ 嫌疑人被装有空尖子弹的点 ３８ 口径手枪击中后脑ꎬ当时他涉嫌盗窃正在逃跑ꎮ 在他身

上发现了据称从一所房屋里拿走的价值 １０ 美元的现金和珠宝ꎮ
法院认可了«示范刑法典»ꎬ并据此援引:“使用致命武力是不合法的除非(１)逮

捕针对的是重罪ꎻ(２)执行逮捕的人有权作为治安官行事或正在协助他认为有权作为治安官行

事的人ꎻ(３)行为人相信所使用的武力没有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的实质风险ꎻ(４)行为人相信

(ａ)针对犯罪实施的逮捕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ꎻ或者( ｂ)如果迟疑ꎬ要被逮捕

的人就有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实质风险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Ｍｏｄｅｌ Ｐｅｎａｌ Ｃｏｄｅ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０７
(２)(ｂ)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ｒａｆｔ １９６２)ꎬ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ｖ. Ｇａｒｎｅｒ ａｔ ｐａｒａ. １６６ꎬｎｏｔｅ ７.



地打了 ７ 枪〔１１７〕 ꎬ此案发生后ꎬ伦敦警察局前局长史蒂文斯勋爵在一家英

国小报上向公众公开了 ２００２ 年他在任时通过的一项政策ꎮ〔１１８〕 他告诉

那家英国报纸ꎬ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袭击以后ꎬ他派往以色列和其他国家〔１１９〕

的队伍在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后了解到了“可怕的真相”ꎬ阻止自杀式

炸弹袭击者的唯一方式就是“迅速彻底地杀死其大脑”ꎮ 而此前ꎬ警官

们主要向犯罪人的身体开火ꎬ“通常是两枪ꎬ使其丧失行动能力和反抗能

力”ꎮ〔１２０〕 ２００５ 年ꎬ时任伦敦警察局长的伊恩布莱尔爵士表示ꎬ射击嫌

疑人的胸部毫无意义ꎬ因为炸弹最有可能藏在那里ꎬ而且会爆炸ꎮ〔１２１〕

迫切性问题对无人机袭击来说十分重要ꎬ尤其是考虑到谁会成为美

国名单上的清除目标具有主观随意性ꎬ而且缺乏透明度ꎮ〔１２２〕 因此ꎬ司法

部长霍尔德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讲话中称ꎬ利用无人机袭击美国公民的授

权需要经过“全面审查”ꎬ以确定一个人有“针对美国实施暴力攻击的迫

在眉睫之威胁”ꎬ且“俘获实际上并不可行”ꎬ他似乎在寻求结合两种不

同的法律制度———适用于执法环境的制度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制度ꎮ

２０１０ 年ꎬ高洪柱就表示:

这是经过本届政府深思熟虑的观点———当然ꎬ这也是我担任法

６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Ｄｅ Ｍｅｎｅｚｅｓ ｐｏｌｉｃｅ “ ｔｏｌｄ ｔｏ ｓｈｏｏｔ ｔｏ ｋｉｌｌ”’ꎬ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ｎｅｗｓ / １５６４９６５ / Ｄｅ － Ｍｅｎｅｚｅｓ － ｐｏｌｉｃｅ －
ｔｏｌｄ － ｔｏ － ｓｈｏｏｔ － ｔｏ － ｋｉｌｌ. ｈｔｍｌ. 该事件表明ꎬ即使针对恐怖嫌犯进行全天候、直接或间接的监

控ꎬ依然有犯致命错误的潜在可能性ꎮ
该政策代号为“奎托斯行动”(Ｏｐｅｒａｎｔｉｏｎ Ｋｒａｔｏｓ)ꎬ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半神奎托

斯命名ꎬ意为力量或权力ꎮ
据报道是俄罗斯和斯里兰卡ꎮ
‘Ｄｅｂａｔｅ ｒａｇｅｓ ｏｖｅｒ “ ｓｈｏｏｔ － ｔｏ － ｋｉｌｌ”’ꎬ ｉｎ ＢＢＣꎬ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１ / ｈｉ / ｕｋ / ４７１１７６９. ｓｔｍ. 史蒂文斯勋爵说:“我们生活在独特的时代ꎬ这个时代

有着独特的罪恶ꎬ我们与不可名状的残暴敌人开战ꎬ我毫不怀疑ꎬ该原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正确ꎬ尽管犯错的结果是悲惨的甚至考虑废除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ꎮ”
譬如泰瑟电击武器这样的非致命武器也不建议使用ꎬ以防它可能引爆爆炸物ꎮ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ｋ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ＰＡ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５.

Ｓｅｅ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２０. 还有一个明显的风险ꎬ
定点清除会作为对过去的犯罪的致命报复ꎮ 关于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一个有关的案件ꎬ例如ꎬ
见: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前注 １１ꎬｐ. １７８ꎮ



律顾问期间的经验———美国的精确打击ꎬ包括利用无人驾驶飞行器

实施的致命行动ꎬ符合一切可适用的法律ꎬ包括战争法ꎮ〔１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纽约时报»报道了“恐怖星期二”的存在ꎬ在这个时间

美国总统要决定谁将成为美国一般通过无人机袭击来清除的对象:

这是来自情报机构最新的图表中所呈现的敌人:在也门与西

方有联系的 １５ 名基地组织嫌疑人ꎮ 他们的面部照片和个人简介

类似于中学年报的设计布局ꎮ 有几个是美国人ꎮ 有 ２ 个还是十

几岁的孩子ꎬ包括 １ 名已经 １７ 岁但看起来还十分稚嫩的女孩

子ꎮ〔１２４〕

考虑到国际人权法对有意使用致命武力施加的重大限制ꎬ奥尔斯顿

得出结论:“在武装冲突以外的局势中ꎬ使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清除几乎从

来不可能是合法的ꎮ 在一个国家拥有控制权的自身领土上用无人机实

施定点清除ꎬ也十分不可能符合人权法对使用致命武力施加的限制ꎮ”此

外ꎬ在一国自身的领土之外ꎬ“在实际战事以外ꎬ几乎没有什么局势可以

让预防性自卫的标准得到满足另外ꎬ无人机杀死目标以外的任

何人(例如在附近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人)依据人权法都构成任意剥夺生

命ꎬ从而导致国家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ꎮ〔１２５〕

对卢贝尔来说ꎬ ２００２ 年在也门杀死阿尔哈利撒就是非法的ꎬ因为他

侵犯了 １９６６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生命权ꎮ〔１２６〕

　 　 武装冲突中或与武装冲突相关的可适用之国际法的适用

除了依据诉诸战争权对在他国境内使用武力之合法性作出的任何决

７３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在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上的发言ꎬ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华盛顿特区ꎬ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 / ｌ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１３９１１９. ｈｔｍꎮ

Ｊ.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Ｓ. Ｓｈａｎｅꎬ‘Ｓｅｃｒｅｔ “Ｋｉｌｌ Ｌｉｓｔ” Ｐｒｏｖｅｓ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ｂａｍａ’ 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９ /
ｗｏｒｌｄ / ｏｂａｍａ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 － ｗａｒ － ｏｎ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ｓ. ８５ꎬ８６.
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ｐ. １０６ꎬ１７７ꎬ２５４ － ２５５.



定以外ꎬ国际人权法是确定武装冲突局势外使用无人机合法性的首要国

际法渊源ꎮ 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ꎬ就体现必要联系的行为而言ꎬ至少不可

克减的权利会继续充分加以适用ꎬ而其他可以克减的权利则以“紧急情势

所严格需要者”为限ꎮ〔１２７〕 武装无人机袭击是最明显的对生命权的威胁ꎬ因
此ꎬ纵然这些袭击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量其他人权ꎬ本文的分析仍

集中于该项“最重要”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是这样形容的)ꎮ〔１２８〕

武装冲突中人权法的可适用性

正如 １９６６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规定的生命权频频被引

用ꎬ国际法院于 １９９６ 年发表的一段有关生命权的言论亦是如此ꎬ它指出: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保护不因在战争时期而停止ꎬ

除非援引«盟约»第 ４ 条ꎬ在国家紧急时期可以克减某些规定ꎮ 但

是ꎬ尊重生命权并非这样一项规定ꎮ 原则上说ꎬ一个人的生命不容

任意剥夺这项权利也适用于敌对状态ꎮ 至于什么是任意剥夺生命ꎬ
这个准则应当取决于可适用的特别法ꎬ即取决于武装冲突中所适用

的关于敌对行为的法规ꎮ 例如ꎬ在战争中使用某种武器造成生命的

丧失ꎬ是否应当视为违反«盟约»第 ６ 条任意剥夺生命ꎬ只能依照武

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来决定ꎬ而不能依据«盟约»本身的规定来推

断ꎮ〔１２９〕

有几个国家向法院主张ꎬ«盟约»———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人权———
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局势ꎬ但未获成功ꎮ 该观点在今天已很少听到了ꎬ
从总体上已被否定ꎮ〔１３０〕

８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２９: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ꎬＵＮ
Ｄｏｃ. ＣＣＰＲ / Ｃ / ２１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１ꎬ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６: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ｆ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ꎬ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２.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ｐａｒａ. ２５.
尽管以色列和美国持此立场ꎬ例如ꎬ见: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ｐ. ７９ － ８０ꎮ 至于«美洲人权公约»ꎬ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已详细指出ꎬ
“生命权的外延在武装冲突的环境下可能会发生改变ꎬ但是禁止任意剥夺生命仍然是绝对

的ꎮ «公约»明确规定生命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中止ꎬ包括武装冲突与合法的紧急状态”ꎮ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Ｄｏｃ.
ＯＥＡ / Ｓｅｒ. Ｌ / Ｖ / ＩＩ. １１６ (ｄｏｃ. ５ ｒｅｖ. １ ｃｏｒｒ. )ꎬ２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ａ. ８６.



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

相比之下ꎬ国际法院认为ꎬ判断生命权是否遭到侵犯取决于作为

特别法的武装冲突法ꎬ〔１３１〕这种主张依旧赢得了广泛的支持ꎮ 从表面来

看ꎬ这似乎构成全面服从国际人道法ꎮ 然而ꎬ有大量理由可以质疑这

种主张ꎮ 正如克里斯汀托穆沙特所指出的〔１３２〕 ꎬ法院的这一表述“有
点短视”ꎬ〔１３３〕因为在面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这一问题时ꎬ它无

法基于对国际人道法的解释“明确断定” ꎬ“在行使自卫权的极端情况

下”ꎬ这种威胁或使用“是合法还是非法”ꎮ〔１３４〕 正如他和其他人已经注

意到的ꎬ国际法院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相互关系的评价已被随后的判

决修正〔１３５〕 ꎬ尤其是在关于“隔离墙”案(２００４)〔１３６〕 的咨询意见和“刚果领

土上的武装活动”案(２００５)〔１３７〕中ꎮ 根据奥尔斯顿的观点ꎬ既然国际人道

９３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关于 该 原 则 适 用 的 讨 论ꎬ ｓｅｅꎬ ｅ. ｇ. Ｎａｎｃｉｅ Ｐｒｕｄ ’ ｈｏｍｍｅꎬ ‘ Ｌｅ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
Ｏｖ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ｏｍｕｓｃｈａｔ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ｆｅ –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Ｃ.
ＴｏｍｕｓｃｈａｔꎬＥ.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ꎬａｎｄ Ｓ. Ｏｅｔｅｒ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ｆｅꎬＢｒｉｌｌ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２０１０ꎬｐ. １１.

沙巴斯(Ｓｃｈａｂａｓ)的说法是“最多有点笨”ꎮ 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Ｓｃｈａｂａｓ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ｆｅ’ꎬ ｉｎ Ａ. Ｃｌａｐｈａｍ ａｎｄ Ｐ. Ｇａｅｔａ ( ｅｄ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ꎮ 卢贝尔对国际法院的批评甚至更加严厉ꎬ称为

“一种也许是无能的方法”ꎮ 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前注 ２３ꎬｐ. ２４０. 米拉诺维奇(Ｍｉｌａｎｏｖｉ )则要求特别法

“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两个词就说清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法律门类要予以放弃ꎬ
因为它造成的混淆大于澄清”ꎮ Ｍ.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 ꎬ‘Ｎｏｒ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ꎬ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ＸＩＸ / １ꎬＯｒｎａ Ｂｅｎ － Ｎａｆｔａｌｉ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ｐ. ６.

同上ꎬｐａｒａ. １０５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ｉｒ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ꎬ‘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ꎬ２０１２ 年ꎬ没有日期ꎬ第 ３９ 段ꎮ

同上ꎬ正如第 １０６ 段所述:“至于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之间的关系ꎬ因此ꎬ存在三种可

能情况:某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道法的事项ꎻ其他权利可能专属于人权法事项ꎻ另外一些

法律可能专属于国际法这两种分支的事项ꎮ 为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ꎬ本法院必须考虑到国际

法的这两种分支ꎬ即人权法和作为特别法的国际人道法ꎮ”
ＩＣＪ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 ( ＤＲＣ ｖ.

Ｕｇａｎｄ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 ２１６.



法和人权法均适用于武装冲突ꎬ定点清除是否合法就取决于可适用的特

别法如果国际人道法没有相关规则ꎬ或者该规则不清晰且其含义无

法依据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加以确定ꎬ那么最好从人权法中寻找指引ꎮ〔１３８〕

其他学者ꎬ包括本文作者在内ꎬ走得甚至更远ꎮ 例如ꎬ米拉诺维奇指

出ꎬ相较于关于“隔离墙”案与“核武器”案的咨询意见ꎬ２００５ 年国际法院

在“刚果”案的判决中并没有说国际人道法是特别法ꎬ而且他还希望国

际法院是有意“遗漏”的ꎮ〔１３９〕 在 ２０１１ 年«欧洲国际法杂志»的一篇博客

中ꎬ他表示:
一个更大胆的方法是共同适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ꎬ该方

法可能会问及是否存在一些杀戮确实符合国际人道法ꎬ但依据国际

人权法却仍属于任意ꎮ 换言之ꎬ在武装冲突期间ꎬ国际人权法能向

那些国际人道法下合法的杀戮施加额外的要求吗? 这些要求虽然

比国际人道法的规定更为严格ꎬ但是否还是要比在常态下且为常态

而制定的人权法稍微宽松些? 我认为ꎬ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得

到肯定的答复ꎮ〔１４０〕

事实上ꎬ在“核武器案”的咨询意见中ꎬ法院已明确表示可适用于武

装冲突的法律(战时法)并不限于国际人道法ꎮ〔１４１〕 仅仅通过遵守国际人

道法的视角来解释武装冲突局势中的生命权可能过于简单了ꎬ关于这一

点的进一步证据来自于“任意剥夺”的含义ꎮ 至于 １９６６ 年«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盟约»ꎬ该术语据说包含 “非法和不公正以及反复无常和不合

０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ａｒａ. ２９.
Ｍ.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 ꎬ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４ꎬｐ. ６.
Ｍ.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 ꎬ‘Ｗｈｅｎ ｔｏ 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ｉｎ ＥＪＩＬ Ｔａｌｋ!ꎬ 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ｊｉｌｔａｌｋ. ｏｒｇ / ｗｈｅｎ － ｔｏ － ｋｉｌｌ － ａｎｄ － ｗｈｅｎ － ｔｏ － ｃａｐｔｕｒｅ / .
因此ꎬ在其咨询意见的第４２ 段ꎬ国际法院提到“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的要求ꎬ其中

特别包括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ꎮ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确实特别包括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ꎬ
但它们是如此有限ꎬ其中还包含了国际人道法和(“人道的”)裁军法的要素ꎮ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ｐａｒａ. ４２.



理等要素”ꎮ〔１４２〕

不过ꎬ该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ꎮ 从限制暴力和促进人性的角度来

说ꎬ虽然人权法中有大量内容可以被引入人道法(例如ꎬ在适用马顿斯条

款的过程中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道原则”以及“公众良知的要求”)ꎬ
但在这里ꎬ并不意味着ꎬ依据国际人道法通常是合法的武器ꎬ依据国际人

权法就会莫名其妙地非法ꎮ 譬如ꎬ卢贝尔就指出ꎬ关于选择武器的法律

无疑属于国际人道法的范畴ꎬ而不会受到人权法的干扰ꎮ〔１４３〕 (鉴于国际

人道法规定催泪瓦斯和膨胀子弹都属于非法的作战手段和方法ꎬ但不知

为何ꎬ根据国际人权法ꎬ它们却可以合法地用于执法行动ꎬ因此ꎬ甚至可

以说ꎬ人权法的干涉有削弱人道法的危险ꎮ)
尽管如此ꎬ人权法对战时法内容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ꎬ且日益加深ꎬ

尤其是在以前被认为属于国际人道法“保留地”的领域ꎬ这种影响不应

被视作威胁ꎬ而是对“９１１”事件后世界新的法律环境中某些国家所信

奉的更为激进之行为的必要平衡ꎮ〔１４４〕 限制并非懦弱的表现ꎬ而是力量

的表现ꎮ 就无人机而言ꎬ“９１１”事件以前ꎬ据说中央情报局拒绝部署

“掠夺者”无人机用于监视以外的任何事情ꎮ 就在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

前一周ꎬ据报道ꎬ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提及无人机时

还评价说:“使用这样的武器对中央情报局局长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错

误”ꎮ〔１４５〕 可以说ꎬ这一言论相当具有预见性ꎮ

１４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ＮｏｗａｋꎬＵ. Ｎ.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ＣＣＰ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Ｎ.
Ｐ. ＥｎｇｅｌꎬＫｅｈｌꎬ１９９３ꎬｐ. １１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９３.

Ｎ. Ｌｕｂ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 ２４２.
“９１１”袭击以后观察各国态度的另一种方式是ꎬ在可适用于执法行动的人权法应

当适用的局势中适用了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ｉｍｏｎꎬ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ｃｒ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ꎬ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２ꎬｐ. ３４５.



　 　 结论

无人机能使国家用相对较小的成本和更低的风险ꎬ更有效率地实施

定点清除ꎮ 在“科孚海峡案”〔１４６〕中ꎬ国际法院表示:
作为武力政策的体现ꎬ所谓的干涉权ꎬ过去已经造成了最严重

的滥用ꎬ且无论国际组织现有的缺陷是什么ꎬ它都不可能在国际法

中找到一席之地ꎮ 在这里它采取的特定形式的干涉可能仍旧是不

容许的ꎻ从本质上说ꎬ因为它只能由最强大的国家来行使ꎬ可能很容

易致使国际司法本身的实施误入歧途ꎮ〔１４７〕

无论是利用无人机还是其他手段ꎬ各国实施的定点清除都太频繁

了ꎬ看起来更像是在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上一个一个地划掉名字ꎮ 事实

上ꎬ正如梅尔泽注意到的:“归根结底用大多数社会体系所共同的道

德标准去衡量ꎬ即使是在目前法律秩序的框架内实施的定点清除ꎬ其性

质也通常更容易与犯罪行为而非可接受的政府政策联系在一起ꎮ”〔１４８〕用
前中央情报局律师的话来说:“必须谨慎控制政府的杀戮权ꎬ否则它可能

演变为比恐怖主义更糟糕的暴行ꎮ”〔１４９〕

２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科孚海峡案”缘于两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在科孚海峡触发水雷(４５ 名英军军官

和水手阵亡ꎬ另外有 ４２ 人受伤)ꎬ随后英国皇家海军在该海峡(位于阿尔巴尼亚领海)展开扫雷

行动ꎮ 国际法院判决阿尔巴尼亚为该爆炸负责并向英国提供损害赔偿ꎬ但同时判决扫雷行动

侵犯了阿尔巴尼亚主权ꎮ
ＩＣＪ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ｖ.

Ａｌｂａｎｉａ)ꎬ(Ｍｅｒｉｔ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９ꎬｐ. ３５.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４３５.
Ａ. Ｊ. Ｒａｄｓ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８. 英国国防部于 ２０１１ 年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在无人控制系统普及以前(如果还不是太晚)ꎬ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ꎬ并且通过消除某些

恐怖的做法或者至少敬而远之ꎬ来确保我们没有冒丧失人性以及更可能开战的风险ꎮ”Ｔｈｅ Ｕ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Ｎｏｔｅ ２ / １１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５ － 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ｏｒｔｏｎ －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ｂ
Ｅｖａｎｓꎬ‘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ｐｒｏｍｐｔ ＭｏＤ ｔｏ ｐｏｎｄ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ｋｉｌｌｅｒ ｒｏｂｏｔ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ａｐｒ / １７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 ｄｒｏｎｅ － ｓｔｒｉｋｅｓ － ｍｏｄ － ｅｔｈｉｃｓ.



这种控制意味着ꎬ对于非法无人机袭击而言ꎬ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

是个人层面ꎬ都具有国际法律责任ꎮ 但当平民被杀ꎬ既违反了国际人道

法关于区分和比例性的规则又侵犯了基本人权时ꎬ谁来承担刑事责任

呢? 是无人机的操作员吗? 还是现场的“观察员”(如果有的话)? 还是

那些负责指认军事目标的人(他们可能是收费的线人)? 抑或是从法律

上授权袭击的律师? 还是说以上所有人? 如果袭击是非法的ꎬ这是否构

成国际刑法中的共同犯罪集团ꎬ或者构成上述人员中的一人或多人帮助

或教唆实施一项国际犯罪?

更值得关注的是全自动无人机的前景ꎬ这种无人机可以在无人控制

的情况下基于一系列引导程序作出袭击的决定ꎮ〔１５０〕 那么ꎬ谁来为此负

责? 是无人机的生产商吗? 还是软件设计程序员? 截至目前ꎬ还有太多

的问题亟待回答ꎮ

此外ꎬ非国家武装团体开发或获得无人机技术只是时间问题〔１５１〕 (或

者通过黑客攻击一国控制的无人机操作程序并获取控制权)ꎮ〔１５２〕 难道

３４１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２０１０ 年美国空军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全世界的部队都在日益探索遥控飞行器的广
泛使用ꎬ对它们的军事利用迅速增长ꎬ包括监视、袭击、电子战及其他ꎮ 这些遥控飞行器包括固定
翼和螺旋翼飞机、飞艇、混合式飞机以及其他种类ꎮ 它们日渐拥有强大的自主能力ꎬ不仅允许远
程遥控人员全面实现其任务意图ꎬ还允许这些系统自主地适应当地环境以最好地完成上述目
标尽管在可见的未来人类仍将对袭击的决定保持控制ꎬ但先进的科技将使更高程度的自主
性成为可能ꎮ 反之ꎬ由于伴随技术标准而开发出的适当的检验和确认方法允许其使用自主程度
更高的系统ꎬ这些遥控飞行器也必然会被开发利用ꎮ”ＵＳ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ꎬ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ꎬＤｏｃ. ＡＦ /
ＳＴ － ＴＲ － １０ － ０１ － ＰＲꎬＶｏｌ. Ｉꎬ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４ꎬ４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ｏｍ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ｉｌｌｅｒ Ｒｏｂｏｔｓ’ꎬ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２２ /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 ｆｕｔｕｒｅ － ｋｉｌｌｅｒ － ｒｏｂｏｔｓ.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声称ꎬ１０ 月 ６ 日被以色列国防军击落在以色列的

无人机是该团体发射的ꎮ 谢赫哈桑纳斯鲁拉(Ｓｈｅｉｋｈ Ｈａｓｓａｎ Ｎａｓｒａｌｌａｈ)坚称ꎬ该无人机是伊

朗制造并且飞到了以色列的“敏感地区”ꎮ ＢＢＣꎬ‘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ａｄｍｉ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ｄｒｏｎｅ ｏｖｅｒ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１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１９９１４４４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美国的研究者们按照国土安全部的要求ꎬ通过“黑客”手段攻击了全球

定位系统(ＧＰＳ)并控制了一架正在飞行的无人机ꎬ获得了 １０００ 美元的报酬ꎮ 得克萨斯州立大

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个团队还使用了“电子欺骗”———一种让无人机把来自黑客的信号误认为由

全球定位卫星发送的技术ꎮ ２０１１ 年在伊朗ꎬ可能就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

机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ｕｓｅ ｓｐｏｏｆｉｎｇ ｔｏ “ｈ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ａ ｆｌｙｉｎｇ ｄｒｏｎｅ’ꎬｉｎ ＢＢＣꎬ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１８６４３１３４.



这些团体不会积极设法在这一杀戮领域迎头赶上吗? 正如布鲁金斯研

究院一位高级研究员在 ２０１１ 年警告的那样:
认为只有负责任的国家才会拥有无人机则是忽略了武器技术

发展的漫长历史ꎮ 与美国敌对的流氓团体或国家有能力制造或者

获得他们自己的无人机ꎬ并且利用它们对我们的领土或海外的士兵

发动攻击ꎬ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ꎮ〔１５３〕

潘多拉的魔盒已被打开ꎬ但毫无疑问ꎬ更糟糕的情况尚未出现ꎮ

４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５３〕 Ｊｏｈｎ Ｖｉｌｌａｓｅｎｏｒꎬ ‘Ｃｙｂｅｒ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ꎬ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１ / ０７０５＿ｄｒｏｎｅｓ＿ｖｉｌｌａｓｅｎｏｒ. ａｓｐｘ.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

分类与合法性

廖显恩∗著 / 李强∗∗译

摘要

本文重新探讨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在国际人道法下的地位与合

法性问题ꎮ 虽然在现代战场中出现了技术先进的无人操控武器系统ꎬ但

人们对这些武器可能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战还缺乏足够认识ꎮ 本文

对把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都理解为“武器”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ꎬ试图

探讨这两种武器系统地使用会对现有的法律分类产生怎样的影响ꎮ 接

下来ꎬ本文在探讨某些情况下部署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时具体

分析了这些武器的使用问题ꎮ 最后ꎬ由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造成的损

害很难归责ꎬ所以本文也提出了使用这些武器系统导致的有罪不罚问

题ꎮ 当务之急是制定法律和政策来规制这些先进武器系统的开发与部

署ꎬ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有罪不罚情形ꎮ

关键词:无人机 ꎻ军用机器人技术ꎻ机器人士兵ꎻ自主武器系统ꎻ自

动武器系统ꎻ遥控武器系统ꎻ有罪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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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使部署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成为可能ꎬ这引发了一系列重

大法律问题ꎬ而先进的武器系统在研究和资助项目中的优先性又使这些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ꎮ 技术上的日益成熟以及先进武器系统的进一步扩

散也加剧了这些法律问题的复杂性ꎮ

乍看上去ꎬ这些新的战争技术似乎可以通过更严格地遵守区分原则

和比例原则来减少武装冲突中的附带伤害和损害ꎮ 虽然这种能力应该

受到欢迎ꎬ但令人惊讶的是ꎬ围绕此类技术使用所进行的法律考量中ꎬ却

没有思考一些从逻辑上讲应该先行考虑的问题ꎬ即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

被归类为“武器”是否仍具意义ꎻ目前的法律分类是否足以规制其使用ꎻ

以及使用这类武器系统会给现有的法律制度带来怎样的挑战ꎮ〔 １ 〕 抛开

纯粹的理论探讨不谈ꎬ提出这些问题对在武装冲突和其他复杂暴力局势

中理解这类技术进步的性质来说十分重要ꎬ这也是制定适当的法律规则

所不可或缺的ꎮ

技术先进的军事平台的出现之所以会给目前武器与“作战手段和方

法”的概念带来挑战ꎬ是因为这些平台过滤和分析情报、得出结论以及作

出决定的能力ꎮ 简言之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都具有自主性的特点ꎮ 虽

然这一点在自主武器系统上体现得最为明显ꎬ目前它已可以影响人类的

决定ꎬ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会自行决定是否使用致命武力ꎬ但是当代的

遥控武器系统也有能力不同程度地脱离人类的直接控制行事ꎬ人工监督

的必要性和相关性也随之减少ꎮ〔 ２ 〕 的确ꎬ一旦被部署ꎬ当代遥控武器系

统运行的独立性已把人类的作用减低到只剩下暂停或终止攻击ꎮ

上述能力使这些技术先进的军事平台成为一个明显有别于此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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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该术语和框架源于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 (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通

过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第 ３６ 条以及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ꎮ
本文只区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ꎮ 这是为了区别仍保留人类对武器系统的直

接控制的遥控武器系统以及完全脱离人类直接控制的自主武器系统ꎮ 根据武器系统自主性的

不同程度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分为三个单独的种类:远程遥控武器系统、自动武器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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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军事装备形式的种类ꎮ 纵观历史ꎬ从弓箭到弹道导弹ꎬ武器一直以来

都是被动和无自主能力的工具ꎬ人类为了施加暴力、损害和伤害对其直

接加以操控ꎮ 但是ꎬ随着自主和小范围遥控武器系统的出现ꎬ使用武力

并确保军事破坏能力可能只需要极少的(如果有的话)人工决策或监

督ꎮ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似乎处于“武器”和“战斗员”这两个现有的法

律分类之间ꎮ 仅仅将其归类为武器ꎬ既未承认这类武器系统不会以直接

的方式施加暴力而是作为部署武器的平台ꎬ也没有抓住其在武力使用方

面不同程度的自主性ꎮ 反过来ꎬ给予战斗员这一分类的人道保护又意味

着将机器排除在外ꎮ 这说明ꎬ要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归类为战斗员ꎬ

存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障碍ꎮ 仅作为武器来规制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ꎬ

充其量也就是产生一个片面的、因而也不充分的机制ꎬ无法解决它们带

来的真正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合法性进行评价要依据其目前

的用途和挑战:在武装冲突环境中定点清除“恐怖”嫌疑人ꎻ军队的平民

化ꎻ以及这些武器系统把网络战从虚拟世界扩展到现实世界的可能性ꎮ

这些都属于新的作战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一更广的范畴ꎬ本期«评论»

中的其他文章会予以讨论ꎮ

最后ꎬ我们有必要解决与军队部署中自主能力相伴而来的责任问题ꎮ

法律上的责任概念包含几个不同的层面ꎮ〔 ３ 〕 因此ꎬ尽管在严格的因果关

系意义上ꎬ有可能让机器对产生的具体结果或后果负责ꎬ〔 ４ 〕 但对于从角

色、义务或能力方面来理解责任ꎬ这些后果并不必然伴随着人类活动通常

会产生的那种法律或道德责任ꎮ〔 ５ 〕 就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而言ꎬ人与机

器的这种差异在使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而产生的使用武力的责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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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 ４ 〕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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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 ꎬｐ. ２１４.
Ｉｂｉｄ . ꎬｐｐ. ２１１ －２３７. 角色责任之所以可能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相关ꎬ是因为该系统

的效能是基于其目标完成情况而加以评估的ꎮ 不过ꎬ这似乎与角色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分离相冲

突了ꎬ最终导致严重扩大了使用此类武器系统的结果责任ꎮ



造成了严重后果ꎬ反过来又导致挥之不去的关于有罪不罚的指控ꎮ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ꎬ从目前的表现来看ꎬ国际人道法还不足以规制

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日益增长的使用ꎮ 尽管部分原因是国际人道法

在赋予军事必要性重要地位这一问题上的放任态度ꎬ但国际人道法无法

应对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其在结构上无力应对武装冲突的新手段和新方

法所带来的挑战ꎮ 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分类问题ꎬ但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

希望所在ꎮ 这是因为ꎬ如果各方愿意就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在法律分类

方法方面进行谈判、接受该方法ꎬ并使之合法化ꎬ并就使这类武器系统产

生的责任分配和归责制度达成一致ꎬ那么国际人道法的现有体系可以容

纳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ꎮ 在开发与部署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这一关

键时期ꎬ特别需要及时、严肃、慎重地思考这些问题ꎮ 现在解决这些问题

有助于避免已经困扰当代私营军事公司产业对于有罪不罚的类似指称ꎬ
因为该产业也涉及有关法律分类与归责机制的问题ꎮ〔 ６ 〕

本文首先概述当代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发展现状ꎬ并提供了一些

历史背景ꎮ 接着ꎬ本文总结了推动这些先进武器系统更加自主化的压

力ꎬ这种压力将使更多此类武器系统在不久的将来得到部署ꎮ 然后ꎬ为
了审查其合法性ꎬ本文重点分析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被归类为武器ꎬ
或者更宽泛地说ꎬ被归类为作战手段和方法是否适当ꎮ 按照这一思路ꎬ
本文接下来阐述了把目前的武器法适用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产生的

各种问题ꎮ 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暂时放入定点清除“恐怖”嫌疑人的

行动以及不远的将来更大规模扩散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产生的某些法

律影响中加以考虑ꎮ 最后ꎬ本文将讨论这样一种主张ꎬ即在战场上遵守

人道原则方面ꎬ先进的武器系统可能比人更优越ꎬ同时重点强调关于自

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及其制造的有罪不罚的可能性之间长期存在的责任

空白ꎮ 本文得出结论ꎬ国际人道法就其目前的表现来看还不足以规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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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日益增长的使用ꎮ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现状

由于军事技术上的保密性ꎬ很难确定目前军用机器人技术的先进程

度ꎮ 此外ꎬ即使有可能获知它们当代的能力ꎬ这些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可

以迅速地让所获情况过时ꎮ〔 ７ 〕 在本文中ꎬ仅有必要简单概述一下大量

正在或最近已在战场上使用的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ꎮ 譬如ꎬ罗纳德阿

金描述了一系列由许多不同公司生产的武器化无人驾驶军用运载工具ꎬ
它们目前正在陆地、海洋和空中服役ꎮ〔 ８ 〕 在陆地ꎬ可用的武器化系统从

三星集团旗下航空株式会社生产的 ＳＧＲ － Ａ１ 型智能监控和安保机器

人(可通过或不通过人类决定使用致命或非致命武力)到美国公司研发

的非自主的小型地面机器人( ｉＲｏｂｏｔ Ｐａｃｋｂｏｔ)与魔爪特种武器观测侦察

探测系统(ＴＡＬＯＮ ＳＷＯＲＤＳ)平台ꎮ〔 ９ 〕 在空中ꎬ最著名的武器化无人

驾驶飞行器莫过于美国空军的 ＭＱ － １ 型“掠夺者”无人机和 ＭＱ － ９ 型

“收割者”无人机ꎮ〔１０〕 这些无人机因其在定点清除“恐怖”嫌疑人时发

挥的作用而臭名昭著ꎬ据报道ꎬ仅在巴基斯坦其就应为奥巴马政府第一

个任期开始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的 １８ 个月的期间内超过 ７００ 人的死亡负

责ꎮ〔１１〕 此外ꎬ辛格还补充说ꎬ外层空间很快就会成为机器人战争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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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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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ａ’ꎬ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ｏｍ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ｄｒｏｎｅ － ｄａｔａ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定点

清除和远程武器系统”的章节ꎮ



冲突区域ꎮ〔１２〕 综合来看ꎬ无人驾驶军用运载工具正日益满足各种军事

任务的需要ꎬ并且很快会在战场上变得无处不在ꎮ
迄今为止ꎬ这些武器系统更多的是遥控而非自主:由人类远程控制

而非自主行动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ꎬ遥控武器系统就已被投入使

用ꎬ〔１３〕从国际人道法的视角来看ꎬ相对没有什么争议ꎬ因为它们最终都

在人类操作员的全面控制之下ꎮ〔１４〕 换言之ꎬ从严格意义上说ꎬ遥控武器

系统与其他常规武器系统相比ꎬ不可能从事任何超出国际人道法范畴的

额外活动ꎮ 相反ꎬ正是日益提高的自主程度明确把自主武器系统与遥控

武器系统及其前身区别开来ꎮ 在美国ꎬ这一过程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用以对抗苏联常规武器系统的威胁ꎮ〔１５〕 尽管研发的步伐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于和平红利而趋缓ꎬ但随着这些军事技术的成熟以及日益认

识到其在未来武装冲突和其他复杂环境中可能发挥的一系列作用ꎬ这很

快又重新激起人们对先进武器系统的兴趣ꎮ 因此ꎬ由于事实证明了这些

先进武器系统的作用ꎬ并伴随朝着武器自主性方向的初步尝试ꎬ对它们

的研究、开发和部署在新千年突然高涨ꎮ〔１６〕

与遥控武器相对较长的历史相比ꎬ只是近年来技术的发展才使日益

自主的武器系统成为可能ꎮ 然而ꎬ并非只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小

０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Ｐ.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１２０ － １２２. 在这一背景下ꎬ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禁止在

轨道或天体上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ꎬ但１９６６ 年联合国大会第２２２２ 号决议通过

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 ４ 条只禁止在

天体上进行的常规军事活动ꎮ 依据该条约ꎬ这就为在轨道上合法进行常规军事活动的可能性

留下了口子ꎮ
Ｆｏｒ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ｓｅｅ Ｐ.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４６ － ６５ꎬａｎｄ 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ｐｐ. １３ － ３２.
尽管是遥控ꎬ但全面和直接的人类控制应该构成伴随使用这些武器系统而来的责任

的基础ꎮ 最没有争议的种类是那些“被用于除提供动力以攻击敌方人员和物体以外的任何目

的”的无人驾驶运载工具ꎮ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２９ － ２３０.

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ｐｐ. ２３ － ２４.
Ｉｂｉｄ . ꎬｐｐ. ３３ － ５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ꎬＬｏｓ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Ｋｉｌｌｅｒ Ｒｏｂｏｔｓ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ｐ. ６ －
２０.



步ꎬ将自主性引入武器系统已给国际人道法带来了诸多独一无二的挑

战ꎮ 这是因为ꎬ迄今为止人类在决定开展或实施暴力活动方面的主宰地

位正在受到自主武器系统的挑战ꎮ 此外ꎬ自主决策能力也将先进武器系

统从被动的军事装备提升为主动的战斗员ꎮ 在这一点上ꎬ应当强调的

是ꎬ这里反对的不是其杀戮或重伤的独立能力ꎬ〔１７〕 而是武器系统本身能

够决定
∙∙

或者严重影响人的决定ꎬ无论其是否施加了暴力ꎮ 然而ꎬ这种决

策能力既没有伴随着责任ꎬ也没有归责原则ꎬ从而降低了遵守敌对行为

规则的意愿ꎮ 这一点从国际人道法的现状对该法的充分性提出了质疑ꎬ
因为该法的分类尚不适合容纳能够施加暴力的非人类决策体ꎮ 就非法

损害的责任分配和归责而言ꎬ这些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也对国际刑法提

出了挑战ꎮ〔１８〕 自主武器系统的归类困难尤其体现在困扰该话题的术语

混淆方面ꎬ而尝试把现行法律适用于下文要讨论的武器系统类别更使这

一问题难上加难ꎮ 不过ꎬ最重要的是简单阐明推动自主化趋势的某些压

力ꎬ用以表明这不可能只是个暂时的现象ꎮ

　 　 未来的发展轨迹

２００１ 年ꎬ美国国会已经作出了一个对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决定ꎬ即不久的将来ꎬ无人驾驶战斗机将占有可观的比例ꎮ〔１９〕 后来在

２００７ 年ꎬ美国国会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又在国防部的采办项目中为无人

系统规定了较强的政策优惠:人控项目的开发现在需要通过一个认证方

１５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１７〕

〔１８〕

〔１９〕

譬如ꎬ武器施加暴力的独立能力在地雷上就体现得很明显ꎬ由于不分皂白性或者停

战后威胁仍然存在ꎬ这种能力通常都受到反对ꎮ
譬如ꎬ很明显ꎬ«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只考虑包括实施它所确立的国际犯罪的自

然人ꎮ 见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本法院根据本规约对自然人
∙∙∙

具有管辖权ꎮ”尽管这可以解释为排除

了诸如公司之类的法人ꎬ但自主武器系统的出现给下面这两种假定都带来了挑战:一是只有自

然人才能成为犯罪人ꎻ二是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的规定还会一直站得住脚ꎮ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１０６ – ３９８ꎻ １１４ Ｓｔａｔ. １６５４Ａ – ３８) . 该条规定:“(一)目标:武装部队的目标是实现无人技术、
远程遥控技术应用于战场ꎬ譬如:(１)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现役纵深打击力量飞机编队中三分之一的

飞机应为无人驾驶飞机ꎻ(２)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现役地面战斗车辆中三分之一应为无人驾驶车辆ꎮ”



案证明无人系统不能履行系统要求ꎮ〔２０〕 国防部随后(２００７ 年)就制订

了一个协作计划ꎬ在未来的 ２５ 年中开发并部署一批日益成熟的无人系

统ꎮ〔２１〕 这些政策激励弥补了军事效能的不足ꎬ还为战场上部署自主武

器这一愿望提供了明确的现实驱动力:先进武器系统的生产、运行和维

护成本不仅更低ꎬ而且被认为比低科技含量的、由人直接操控的武器系

统更加有能力和有效率ꎮ〔２２〕 此外ꎬ有人曾提出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使

得在减少征兵数量的情况下加强了国家军事实力ꎬ降低了友军置身危险

的概率ꎬ从而显著降低伤亡数字ꎬ消除军事部署的民众阻力ꎮ〔２３〕

有明显的压力在推动着自动化向前发展ꎮ 譬如ꎬ阿明克里斯南就

指出了在遥控系统中甚至使最基础的程序自动化所产生的力量倍增效

应ꎬ一个人从此能够控制几个遥控武器系统ꎮ〔２４〕 而凭借这类系统的感

知性能优势ꎬ从而提升了人类战斗员的作战能力ꎬ这种自动化的推动力

又被进一步加强了ꎮ 罗纳德阿金就暗示ꎬ先进系统能够分析并整理大

量情报ꎬ从而能更快更好地进行反馈ꎬ他还进一步指出ꎬ自主系统也许还

能够“独立、客观地监督战场上所有交战方的道德行为ꎬ并报告其可能观

察到的违法行为”ꎮ〔２５〕 许多西方国家由于削减军事预算ꎬ便进一步强化

这些可见的利益ꎮ〔２６〕 军队也会争抢先进的技术系统以弥补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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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４１(ｂ)(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７(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１０９ － ３６４ꎻ １２０ Ｓｔａｔ. ２０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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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ｒ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６ꎬｐ. １２６.

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ｐｐ. ３５ － ３７.
Ｒ.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
Ｓｅ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Ｎｉｃｋ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Ｍｏ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４ꎬ２００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ｕｔ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 / ｊａｎ / １７ / ｍｏｄ － ４２００ － ａｒｍｅｄ － ｆｏｒｃｅｓ － ｃｕｔｓ? ＩＮＴＣＭＰ ＝ ＳＲＣＨ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能力ꎮ

最后ꎬ尽管这并不直接影响合法性问题ꎬ但仍应注意的是ꎬ自主和遥

控武器系统的发展并非为诸如美国甚或更宽泛地说西方北约国家等传

统军事技术先进国家所独享ꎮ〔２７〕 例如ꎬ伊朗最近披露了其第一款无人

驾驶轰炸机ꎬ中国也展览了新型的无人机ꎬ引起了更宽泛的战略意义问

题ꎮ〔２８〕 这种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不仅打乱了当前军事能力的平衡ꎬ而

且还产生了微妙的法律后果ꎮ 这是因为ꎬ一旦这些技术被扩散ꎬ对自主

和遥控武器系统缺乏法律规制或规制不充分的情形就更加难以矫正了ꎮ

　 　 术语的障碍: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

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在使用这些我到目前为止始终用于这一话题的

术语ꎬ但现在详细阐述这些术语及其可适用的法律定义仍很重要ꎮ 这说

明ꎬ按照目前的认识ꎬ国际人道法是无法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进行一

致分类的ꎮ

首先ꎬ必须注意的是ꎬ“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２９〕 这些术语在国际

人道法或其他可适用的法律文件中的规定并不全面ꎮ 它们并没有从法

律上给出一个定义ꎬ而是依赖于塑造这些术语的稳定且可识别的特性ꎮ

“武器”的字面意思很明显ꎻ词典中对武器的定义首先是“被设计或用于

制造身体伤害或物理损害的事物”ꎮ 其次是“在冲突或对抗中赢得优势

３５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２７〕

〔２８〕

〔２９〕

据现在所知ꎬ至少有 ２０ 个国家拥有军用机器人技术重大研究项目ꎮ Ｓｅｅ 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ｐ. １３.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 Ｉｒａｎ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ｍｂｅｒ ｄｒｏｎｅ ’ꎬ 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１１０５２０２３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ꎻ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ｈｕｓｅ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ｉｔｓ ｎｅｗ ｄｒｏｎｅ ｆｌｅ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Ｗｉｒｅｄ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ｒｅｄ.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２８ /
ｃｈｉｎａ － ｕｎｖｅｉｌｓ － ｎｅｗ － ｄｒｏｎｅｓ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 若想简要了解美国如何输掉机器

人技术革命ꎬ以及日益增加的非国家团体对军用机器人技术的利用ꎬ见 Ｐ.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２３７ － ２７８ꎮ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ꎮ



或保卫自身的一种手段”ꎮ〔３０〕 因此ꎬ施加暴力的物理工具与用于此目的

的技术相结合ꎬ道出了暗示一种基本联系的早期语源ꎮ 的确ꎬ忽略武器

使用的环境来考虑它的特性是毫无意义的ꎬ这一点也反映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中ꎮ〔３１〕

可以推断ꎬ人们普遍认为的对什么是“武器”的理解源于这样的事

实:直接相关的公约和条款中从未界定该术语ꎮ〔３２〕 然而ꎬ评论家们提到

了国际法下“武器”的含义ꎮ 威廉布斯比认为ꎬ武器是“作战的工具ꎬ
杀戮、重伤和毁灭的工具”〔３３〕 ꎬ而贾斯汀麦克勒兰德则认为ꎬ该术语

“意味着可适用于军事目标或敌方战斗员的攻击能力”ꎮ〔３４〕 根据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指南»ꎬ“‘作战手段和方法’一语指代战争工具及其使用

的方式”ꎮ〔３５〕 «指南»还援引各国的军事文件来进一步阐明该术语ꎬ特
别是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文件ꎬ规定的定义都也是参照其他资料

得出的ꎮ 澳大利亚的«条令»规定ꎬ“武器”是“战斗中用以摧毁、伤害、击
败或威胁敌人的进攻或防守的工具ꎮ 它包括武器系统、军需品、子弹药、
弹药、定位装置以及其他损害或伤害装置”ꎮ〔３６〕 美国国防部战争法工作

４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５.
譬如ꎬ依据国际法ꎬ人们关心的不是武器的固有特性ꎬ而是其使用的方式:“(«第一

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旨在防止使用
∙∙

在任何情况下都违反国际法的武器ꎬ并限制使用
∙∙

在某些情

况下会违反国际法的武器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Ｇｅｎｅｖａꎬ‘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６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１９７７’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８６４ꎬ２００６ꎬｐ. ９３３.

的确ꎬ甚至在对第 ３６ 条的评注中ꎬ Ｊｅａｎ ｄｅ Ｐｒｅｕｘ 大量使用“武器”一词ꎬ也没有详细

阐明它的特征或尝试下一个定义ꎮ 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ｌｌｏｕｄ ｅｔ ａｌ.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Ｋｌｕｗｅｒꎬ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ｓ. １４６３
－１４８２.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修正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也是如此ꎮ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１.
Ｊｕｓｔｉｎ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６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Ｎｏ. ８５０ꎬ２００３ꎬｐ. ４０４. 这
一内涵尤其值得注意ꎬ因为依据该定义ꎬ武器不能用于攻击平民ꎮ 显然ꎬ该方法需要拓展以考

虑武器的其他用途ꎮ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９３２ꎬｆｎ. １.
Ｉｂｉｄ . ꎬｐ. ９３７ꎬｆｎ. １７.



组区分了“武器”和“武器系统”这两个术语ꎮ 前者是指“一切具有伤害、

损害、毁灭或者使人或财产失去效能的预期效果的武器、弹药、物资、工

具、机械或装置”ꎬ而后者则被更广泛地理解为包括“武器本身及其运行
∙∙∙∙

所必需的组件
∙∙∙∙∙∙

ꎬ包括新的
∙∙∙∙

、先进的或刚问世的技术
∙∙∙∙∙∙∙∙∙∙

”ꎮ〔３７〕 本文采纳武器

和武器系统之间的这种区分ꎮ 这是因为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不能仅仅

被狭义地归类为武器ꎬ因为它们并不像地雷或巡航导弹那样以直接的方

式施加损害或伤害ꎮ 相反ꎬ它们恰恰可被归类为武器系统ꎬ因为它们被

用作部署实际武器的中介平台ꎮ 最后一点ꎬ美国战争法工作组的定义仅

限于完全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军用系统ꎻ从武器系统的范围来看ꎬ这从实

质上恰好排除了非暴力的支持系统ꎬ譬如监控平台ꎮ

接下来转向作战手段和方法ꎬ至少就依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进行的合法性审查而言ꎬ很明显该术语与武器本身杂糅在一起ꎮ 凯瑟

琳拉万德写道:“新武器———所提的作战手段
∙∙

ꎬ不能脱离其使用的方

式———即也不考虑与其相关的作战方法
∙∙

———而孤立地进行审查ꎮ”〔３８〕用

语之间的关联性源于第 ３６ 条的扩张性ꎬ该条没有明确区分“武器”和

“作战手段”ꎻ换言之ꎬ第 ３６ 条措辞冗长是为了尽可能地广撒网ꎮ 另一

方面ꎬ作战“方法”ꎬ“通常被理解为意味着使用武器的方式”ꎮ〔３９〕 贾斯

汀麦克勒兰德通常建议“手段”和“方法”这两个用语应结合起来理

解ꎬ以“包括那些本身不构成武器ꎬ但对其所属部队的攻击能力有直接影

响的装备”ꎮ〔４０〕 尽管他提到的例子是扫雷车ꎬ但合并解读术语时ꎬ手段

和方法应扩展到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ꎬ以构成严格法律审查的基础ꎮ 这

是因为ꎬ先进武器系统可以用新的方式使用现有的常规武器ꎬ从而可能

５５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９３７ꎬｆｎ １７.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Ｌａｗａｎｄꎬ‘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Ｎｏ. ８６４ꎬ２００６ꎬｐ. ９２７. 原来就有着重

号ꎮ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Ｄａｏｕｓｔꎬ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ａｎｄ Ｒｉｋｋｅ Ｉｓｈｏｅｙꎬ‘Ｎｅｗ Ｗａｒｓꎬ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８４６ꎬ２００２ꎬｐ. ３５２.

Ｊ.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４ꎬｐ. ４０５.



设法规避法律审查的整体方法ꎬ这将在下文予以讨论ꎮ 这显然是处理自

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有效方法ꎬ因为在“军用技术的思考与研究中ꎬ原子

本体论正被基于系统、网络和群的思想所取代”ꎮ〔４１〕 换言之ꎬ由于这些

系统之间的关联性ꎬ坚持武装与非武装系统之间或者自主与遥控系统之

间的严格区分ꎬ可能是站不住脚的ꎮ

撇开关于“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术语问题不谈ꎬ自主决策的能

力仍将这些技术先进的系统推到“战斗员”概念的边缘ꎮ 在最近的«哲

学与技术»特刊中ꎬ评论者们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中ꎬ对此问题的混淆是很

明显的ꎮ 譬如ꎬ阿戈帕加罗使用了“机器人士兵”〔４２〕一语ꎬ明显背离了

国际人道法现有的分类ꎬ尽管这清楚地暗示出自主武器系统拥有战斗员

能力的可能性ꎬ但该特别主题中其他一些作者则仅将它们视为武器ꎮ〔４３〕

德国军事手册规定ꎬ“战斗员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ꎬ也就是使用武器

或武器系统履行必要职责的人”ꎬ这就体现出作战手段和方法与战斗员

之间混淆的可能性ꎮ〔４４〕 尽管这种界定被用于区分属于武装部队成员的

非战斗员ꎬ但该定义体现出来的循环论显然说明了界定“武器”和“武器

系统”的困难ꎮ 不过ꎬ关键之处在于ꎬ除了明确提及“人”以外ꎬ被视为武

器或武器系统操作员的战斗员定义也表明ꎬ把自主武器系统归类为战斗

员的潜在可能性ꎬ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ꎮ

本文不打算把自主武器系统视作战斗员ꎬ因为这将给国际人道法带

６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Ｍａｒｋ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ꎬ‘Ｆｒｏｍ Ｋｉｌｌ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ｏ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ｗａｒｍｓꎬｏｒ Ｗｈ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Ｒｏｂｏｔｓ’ꎬ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２４ꎬ
２０１１ꎬｐ. ２７３.

Ｕｇｏ Ｐａｇａｌｌｏꎬ ‘ Ｒｏｂｏｔｓ ｏｆ Ｊｕｓｔ Ｗａｒ: Ａ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２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０７ － ３２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ａｘｍａｎ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ｏｔ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 １２６ꎬ２０１２.

Ｌｉｎｄａ Ｊｏｈａｎｎｓｏｎꎬ‘ Ｉｓ ｉｔ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ＵＡＶｓ) ｉｎ
Ｗａｒ?’ꎬ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２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７９ － ２９１ꎻ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ｓ Ｓｃｈｕｌｚｋｅꎬ‘Ｒｏｂｏｔｓ
ａｓ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Ｊｕｓｔ Ｗａｒｓ’ꎬ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２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９３ － ３０６.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ａ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Ｒｕｌｅｓꎬ 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ꎬｐ. １３ (下称 ‘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



来深远影响ꎮ 相反ꎬ要点在于强调武器系统自主性的潜在本体影响ꎬ质
疑将其严格作为“武器”的分类ꎮ 拥有自主能力的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

的使用显然给当代国际人道法带来了挑战ꎮ

　 　 将现行武器法适用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

前文处理了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分类有关的术语问题ꎬ本部分则

要分析如何遵守当前规制武器的可适用的法律ꎮ〔４５〕 首先ꎬ应当注意的

是ꎬ目前既没有明确禁止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ꎬ也没有任何国际规则来

规制武装冲突局势中这类武器系统的使用ꎮ 无人驾驶战斗飞行器有可

能违反具体的条约限制ꎬ因为其某些特征与巡航导弹和轰炸机类似ꎮ 譬

如ꎬ拥有某些参数的陆基巡航导弹为 １９８７ 年«中导条约»所禁止ꎮ〔４６〕 不

过ꎬ无人驾驶战斗飞行器毕竟不同于巡航导弹ꎬ因为前者还要返回基地ꎬ
而且其还拥有可改变飞往目标路线的飞行控制系统ꎮ 同样ꎬ无人驾驶战

斗飞行器也不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４７〕 所说的轰炸机ꎬ因为在航程和

有效载荷方面均有差别ꎮ 这些区别让美国当局认为ꎬ无人驾驶战斗飞行

器一般而言并不违反这些具体的条约义务ꎮ〔４８〕

７５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本文没有深入探讨把自主武器系统归类为战斗员的问题ꎮ 还应该注意的是ꎬ交战各

方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９３１. 另见 １９０７ 年

«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 ２２ 条ꎬ«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ꎮ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ｅｒ －
Ｒａｎｇ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ꎬ１９８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ｗｗ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ｒｍｓ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ｉｎｆ２.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ｎｅｘ: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Ａｒｍｓ’ꎬ１９９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ｗｗ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ｒｍｓ / ｓｔａｒｔｈｔｍ / ｓｔａｒｔ /
ｄｅｆｉｎｉ. ｈｔｍｌ＃３６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

不过ꎬ美国确实放弃了部署由以色列研发制造的“哈比” (Ｈａｒｐｙ)无人机ꎬ就是担心

违反 １９８７ 年«中导条约»ꎮ Ｓｅｅ Ｈ. Ｇｕｌａｍ ａｎｄ Ｓ. Ｌｅ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 １３０ꎻ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ｙ Ｌａｚａｒｓｋｉꎬ
Ｌｅｇ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ꎬｉｎ Ａｉ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０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ｒｐｏｗｅｒ.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ａｆ. ｍｉｌ / ａｉ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 ｃｃ / ｌａｚａｒｓｋｉ.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



　 　 对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审查

正如上文提到的ꎬ可直接适用之规则的缺失并没有免除对武器本身

固有特性或其在“某些或任何情况下”的用途进行法律考量的义务ꎬ因

为所有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都必须进行法律审查ꎮ 尽管直到 １９７７ 年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 ３６ 条才明确规定了这一要求ꎬ但其根源可追溯

至 １８６８ 年«圣彼得堡宣言»ꎬ该宣言被视为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特定

武器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ꎮ〔４９〕 要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使用”进

行法律考量ꎬ这被视为习惯国际人道法ꎮ〔５０〕 国际法院在其 １９９６ 年发表

的咨询意见中详尽阐明了这些标准:

构成人道主义法体系的各项文书的主要原则如下ꎮ 第一项原

则的目的是保护平民和平民目标ꎬ并规定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

区别ꎻ各国绝对不可把平民作为攻击的目标ꎬ因此绝不得使用不能

辨别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武器ꎮ 根据第二项原则ꎬ禁止对战斗员

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因此禁止使用对他们造成这种伤害或不必要地

加重他们痛苦的武器ꎮ 根据第二项原则ꎬ各国并非毫无限制可以自

由选择使用武器ꎮ〔５１〕

既然«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被认为包含了审查武器的习惯法

义务ꎬ它就构成一个可用的起点ꎮ 尽管该条的措辞本身没有具体阐明

“作战手段和方法”这一术语的范围或含义ꎬ但该条的评注对此作了解

释:

“作战手段和方法”一语包括最广义上的武器ꎬ以及使用这些

８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９〕

〔５０〕

〔５１〕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ｅｌｆｆ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０ꎬｐ. ５３.

Ｊ.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Ｒｕｌｅｓ ７０ ｔｏ ８６ꎬｐｐ. ２３７ － ２９６.
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ꎬ 参 见 Ｄａｖｉｄ Ｔｕｒｎｓꎬ ‘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１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２０１ －
２３７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１９９６ꎬｐａｒａ. ７８.



武器的方式ꎮ 武器可能由其本身的用途就是非法的ꎬ或者仅在特定

条件下非法然而ꎬ精确打击武器也可能发生针对平民居民的滥

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禁止的就不是武器ꎬ而是其使用的方法或方

式ꎮ〔５２〕

同样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南»也规定ꎬ“武器的合法性不仅取

决于其设计或意欲达致的目的ꎬ还取决于该武器在战场上预期使用的方

式 ”ꎮ〔５３〕 这些渊源表明ꎬ表面看合法或者此前已通过法律审查的武器ꎬ

随后也可能以非法的方式被使用ꎮ 这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法律审

查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不能严格被归类为武器ꎬ因为

它们一般作为部署此前已通过法律审查的现有武器的中介平台ꎮ 然而ꎬ

在通过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加以部署时ꎬ使用这些常规武器的方式已被

彻底改变ꎻ因此ꎬ就应该进行新的法律审查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新的作战

手段和方法ꎮ

威廉布斯比初步分析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ꎮ〔５４〕 不

过ꎬ他主要关注无人系统部署或控制武器的能力问题ꎮ 尽管«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３６ 条也要求审查无法控制武器之系统的合法性ꎬ但他认为ꎬ

这些系统没有可能违反任何相关的规则ꎮ〔５５〕 回到他所说的“无人驾驶

战斗飞行器”ꎬ他呼吁人们关注相关的法律考量问题ꎮ 如果攻击之前的

决定由人作出ꎬ他发现没有人会提出相关的问题ꎮ〔５６〕 正是与攻击有关

的自主决策“必须由武器审查者依据国际法所要求的攻击前的预防措施

来考量”ꎮ〔５７〕 在这种情况下ꎬ法律审查者必须考虑该系统遵守区分平民

和战斗员之要求的能力ꎮ 他强调:

人的决定ꎬ其中一些还在无人机执行任务之前作出ꎬ必须适当

９５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Ｊｅａｎ ｄｅ Ｐｒｅｕｘꎬｉｎ Ｃ. Ｐｉｌｌｏｕｄ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２ꎬｐａｒａ. １４０２.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９３８.
Ａ ｃｕｒｓ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ｐ. ２２９ － ２３２.
Ｉｂｉｄ . ꎬｐｐ. ２２９ － ２３０.
Ｉｂｉｄ . ꎬｐ. ２３０.
Ｉｂｉｄ . ꎬｐ. ２３０.



地限定任何无人机攻击的时间、地点、目标及手段ꎬ而算法ꎬ依赖其

先进性与可靠性ꎬ能够有效地把对目标的攻击限定为软件所承认的

合法的军事目标ꎮ〔５８〕

虽然威廉布斯比关于依据国际人道法确定合法性的主张也许是

相当正确的ꎬ但他没有深入考虑遥控武器系统的行动产生的责任问题ꎮ
最后ꎬ诺埃尔夏奇提醒人们注意武器审查的孤立性引起的滑坡效

应ꎬ特别是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领域:
以 ＭＱ１“掠夺者”无人机为例ꎮ 军法署最开始审查通过是因其

执行监控任务ꎮ 之后当它装备“地狱火”导弹时ꎬ军法署认为ꎬ因为

此前“掠夺者”无人机和“地狱火”导弹均审核通过ꎬ所以它们二者

的结合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如果武装机器人能让士兵远离

危险并且装备的武器也已经是合法的ꎬ那么对部署携带武器的机器

人可能在法律上就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ꎮ〔５９〕

尽管这种形式的推理对其他武器和武器系统组合的法律审查来说

可能是合适的ꎬ但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适用这种方法却没有认识到其

在武装冲突这一特定环境中急剧转变的可能性ꎮ〔６０〕

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最低限度也要符合避免不必要和过分伤害原

则〔６１〕以及区分原则〔６２〕 ꎮ

　 　 过分且不必要的伤害

依据国际人道法ꎬ禁止具有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作战

手段和方法ꎮ 这也被规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研

０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Ａ ｃｕｒｓ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２３３.
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 ｏｒ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ｏｆ Ｄｏｏｍ: ＡＩ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ｒ’ꎬ ｉｎ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Ｖｏｌ. ２３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７.
基于这些事实ꎬ因为“掠夺者”无人机严格说来属于遥控武器系统ꎬ合并审查可能不

是问题ꎬ因为它不太可能对此前已通过法律审查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作出重大改变ꎮ 与之相反ꎬ
自主武器系统就有可能给合法性审查带来重大改变ꎮ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ｐ. ５５ － ６８.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６９ － ８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Ｊ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ꎬｐ. ２５７.



究的第 ７０ 条规则中ꎮ〔６３〕 威廉布斯比认为ꎬ该问题与当前的背景无

关ꎬ因为部署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武器合法性问题是独立进行审查

的ꎮ〔６４〕 如果武器系统本身不会造成“不必要且过分”的伤害ꎬ这当然是

正确的ꎮ 然而ꎬ有可能存在一些例外ꎬ譬如ꎬ如果一个自主或遥控武器系

统本身就是武器(例如美国军方的“弹簧刀”无人机)〔６５〕 ꎬ那么遥控和自

主武器系统就的确不大可能挑战该项原则ꎮ

　 　 区分

第 １１ 条和第 １２ 条规则囊括了构成区分原则基础的习惯国际人道

法ꎬ并为禁止使用属于不分皂白性质的武器的第 ７１ 条规则所支持ꎮ〔６６〕

就目前的技术能力而言ꎬ机器人专家诺埃尔夏奇写道:“没有任何自主

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系统拥有可以区分战斗员与无辜平民的必要技

能ꎮ”〔６７〕１９８８ 年 ７ 月美国巡洋舰“文森斯号”(ＵＳＳ 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击落伊朗

航空 ６５５ 号民航班机ꎬ导致机上 ２９０ 人全部遇难ꎬ凸显出自主和遥控武

器系统在辨识威胁方面的糟糕记录ꎮ〔６８〕 这艘军舰配备有自动化的“神
盾”战斗系统ꎬ该系统在舰上操作人员授权使用武器之前就将民航客机

标记为“假想敌”ꎮ〔６９〕 在 ２００３ 年入侵伊拉克期间ꎬ几乎相同的情形导致

两架盟国飞机坠毁ꎬ当时美国“爱国者”导弹装置将飞机误认为伊拉克

火箭弹ꎮ〔７０〕 因此ꎬ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ꎬ证明即使在人类作出进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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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ｐ. ２３７ － ２４４.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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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ｐ. ２４４ － ２５０.
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Ｇｒｏ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ｉｎ ＲＵＳＩ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Ｖｏｌ. １１ꎬ２００８ꎬｐ. ８７.
Ｐ.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１２４ － １２５.
Ｉｂｉｄ . ꎬｐ. １２５.
Ｉｂｉｄ . ꎬｐ. １２５. 尽管其关注的是误伤问题ꎬ因此从能否够辨识平民和战斗员的意义上

说ꎬ这并不涉及区分ꎬ但该事件确实表明该领域当前系统的不成熟性ꎮ



击的最终决定的情况下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也没有能力履行区分要

求ꎮ〔７１〕

　 　 预防的要求

第 １７ 条规则中包含的另一项要求进一步支持了区分原则ꎬ即冲突

各方在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时ꎬ要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平

民附带受伤害以及民用物体附带受损害ꎮ〔７２〕 正如威廉布斯比所指出

的ꎬ审查自主武器系统的合法性ꎬ预防措施可能是相关度最高的理由ꎮ

它要求人类介入决策过程ꎬ要么“起决定作用”ꎬ要么通过限定攻击的

“时间、地点、目标及手段”ꎬ从而让武器系统能够把攻击对象仅仅局限

于合法的军事目标ꎮ〔７３〕 不过ꎬ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情况:在前种情况

下ꎬ存在持续不断的人类监控ꎬ而后者则不同ꎬ人类的决策仅在攻击的初

始阶段介入ꎮ 这种差别在第 １９ 条规则 〔７４〕所述的环境中变得相当重要:

在后一种情况下ꎬ正如布斯比所承认的ꎬ除非初始的一整套限制措施在

整个行动过程中持续有效ꎬ否则可能还是需要人类的决策ꎮ〔７５〕

　 　 比例原则

我们来进一步探讨比例原则ꎮ 虽然某些评论家试图以造成过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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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由此看来ꎬ美国出现了一个判例ꎬ证明了机器人作出判断的优越性并要求人类尊重

该判断ꎬ这可能是十分不同寻常的ꎮ Ｉｎ Ｋｌｅｉｎ ｖ. ＵＳ. (１３ Ａｖ. Ｃａｓ. １８１３７ [Ｄ. Ｍｄ. １９７５]) . 该案中

法院认为ꎬ在过失的情况下ꎬ同时飞行员没有必要使用自动驾驶仪着陆时ꎬ不使用该系统可能

不符合良好操作规程ꎬ从而可能会成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据ꎮ Ｉｎ Ｗｅｌｌｓ ｖ. Ｕ. Ｓ. (１６ Ａｖ.
Ｃａｓ. １７９１４ [Ｗ. Ｄ. Ｗａｓｈ. １９８１]) . 该案中法院推断驾驶员存在过失是因为证据显示该驾驶员

在危机情况下将自动驾驶转为手动控制ꎮ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ｐ. ５６ － ５８. 这一规则还得

到第 １８ ~ ２１ 项规则的补充ꎬ同上ꎬｐｐ. ５８ － ６７ꎮ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２３３.
“如果发现目标不是军事目标ꎬ或者发现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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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或三种情形均有ꎬ冲突各

方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取消或停止该攻击ꎮ”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Ｒｕｌｅ １９ꎬｐｐ. ６０ － ６２.

Ｗ.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２３３.



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为背景分析相称性ꎬ但包括约拉姆丁斯坦在内

的许多人都批评这种方法ꎬ因为比例原则考虑的是平民附带遭受的伤害

和民用物体附带遭受的损害与所追求的军事目标之间的关系ꎮ〔７６〕 因

此ꎬ比例性问题应独立于区分原则来提出ꎮ 尽管«第一附加议定书»没
有专门提及比例性一语ꎬ但其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确实有这样的表述ꎬ
禁止可预见的、与预期的军事利益相比过分的平民或民用物体附带受伤

害和损害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又重述了该

义务ꎬ而且«罗马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４ 目明确规定这种“明显

过分的”生命损失、伤害或损害构成战争罪ꎮ 因此ꎬ比例性是一个重要的

考虑ꎬ因为存在对平民不合理影响的潜在可能性ꎮ
至于与该标准有关的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ꎬ诺埃尔夏奇写道:

“不存在这样的传感器或计算能力能让机器人作出这种(比例性)决

定ꎬ也没有任何可知的度量标准可以客观衡量不必要的、过分的或不

相称的痛苦ꎮ 这些都需要人类来判断ꎮ”〔７７〕 这就针对自主和遥控武器

系统提出来一个问题ꎻ目前ꎬ人必须充分介入决策层以满足比例性标

准ꎮ
在目前使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作战方法方面ꎬ把区分与比例性

相结合引发了严重的合法性问题ꎮ 在晚近由遥控武器系统实施的定点

清除的实例中ꎬ没有能力遵守区分和比例性规则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ꎮ
同样ꎬ由于糟糕的传感器和计算能力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在辨识丧失

战斗力之人的身份方面也存在困难ꎻ这可能导致对丧失战斗力(或者通

过投降试图丧失战斗力)的个人施加进一步的暴力ꎬ从而违反国际人道

法关于对杀无赦的禁止性规定ꎮ〔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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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ꎬｐ. ５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Ｎ.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７ꎬｐ. ８８ .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Ｒｕｌｅ ４６ꎬｐ. １６２ꎻ Ｒｕｌｅ ４７ꎬｐ.

１６４ꎬａｎｄ Ｒｕｌｅ ６５ꎬｐ. ２２５.



　 　 定位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

为了充分处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问题ꎬ有必要考虑它们

目前的使用情况ꎮ〔７９〕 虽然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并非天生非法ꎬ但使用

这些系统的方式可能会是这样ꎮ 如果这类武器系统持续被牵涉进有争

议的法律实践ꎬ那么就有正当理由来重新审查其合法性问题ꎮ 下面特别

列举了三个相关的用途及其带来的挑战ꎮ

　 　 定点清除与遥控武器系统〔８０〕

虽然围绕定点清除的实践已有诸多争议ꎬ但目前尚不存在一个被普遍

接受的定义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法律顾问曾认为“定点清除”是指ꎬ“可归

因于一个国际法主体并有意、有预谋和故意使用致命武力杀死被选择出的

不在实施该行为之一方实际控制下的个人”ꎮ〔８１〕 联合国关于法外处决、即

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前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也强调了该实践在合

法性上的争议ꎬ他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关于定点清除行动的法律依据:

在他国领土上通过无人机攻击实施的定点清除日益普遍ꎬ并且

让人深感不安ꎮ 美国政府应当披露这种清除行动的法律依据ꎬ并确

定旨在降低附带平民伤亡和保证政府能准确攻击目标人员的保障

措施ꎮ〔８２〕

４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Ｃ. Ｐｉｌｌｏｕｄ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２ꎬｐａｒａ. １４０２.
有证据显示ꎬ美国正研制能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定点清除任务的装置ꎮ Ｓｅｅ Ｇ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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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５.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ꎬ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ꎬ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ｅｎｅｖａꎬ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ｗｅｂｃａｓｔ / ｕｎｈｒｃ / １１ｔｈ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Ａｌｓｔｏｎ ＿ＳＴＭＴ.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不到一年以后ꎬ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以奥巴马当局所持的明

确立场回应:
我只能说ꎬ这是经过本届政府深思熟虑的观点

∙∙∙∙∙∙∙∙∙∙∙∙∙
———
∙∙∙

当然
∙∙

ꎬ这也
∙∙

是我担任法律顾问期间的经验
∙∙∙∙∙∙∙∙∙∙∙∙∙

———
∙∙∙

美国的精确打击
∙∙∙∙∙∙∙

ꎬ包括利用无人
∙∙∙∙∙∙

驾驶飞行器实施的致命行动
∙∙∙∙∙∙∙∙∙∙∙∙

ꎬ符合一切可适用的法律
∙∙∙∙∙∙∙∙∙∙

ꎬ包括战争
∙∙∙∙

法
∙

ꎮ〔８３〕

探讨高洪柱关于美国定点清除实践之主张的有效性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ꎮ〔８４〕 更确切地说ꎬ相关问题关心的是在一场域外清除恐怖嫌疑人

的持续行动中使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合法性审查ꎮ〔８５〕 换言之ꎬ虽
然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一般来说能够满足对新武器的合法性要求ꎬ但在

最初的法律审查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考虑在定点清除行动中会使用这类

武器系统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要求各国“断定ꎬ在某些或所有

情况下ꎬ其使用是否被禁止”ꎬ而对该条的评注则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ꎬ
“该条意在要求各国分析ꎬ考虑到其正常或预期的用途ꎬ一种武器的使用

是否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都被禁止ꎮ 不要求一国预见或分析出一种武

器所有可能滥用的情况ꎬ因为几乎任何武器都可能以被禁止的方式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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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８６〕 然而ꎬ本文作者的立场是ꎬ如果遥控武器系统被视为武器ꎬ并且

与定点清除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第 ３６ 条就要求重新评估其合法

性ꎬ因为当被用作执行一个法律上有争议的实践的工具时ꎬ“(其)正常

或预期的用途”可能发生转变ꎮ
使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使三个特定法律问题———尽管它们是定

点清除实践所固有的———变得更加复杂ꎮ 第一个是区分军事目标和民

用目标的要求ꎬ把目标打上“恐怖嫌疑人”的标签对此提出了挑战ꎮ 在

武装冲突中ꎬ属于这个所谓的分类中的人表面来看都是平民并受到保

护ꎬ除非他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ꎻ具体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被视为拥

有“持续作战职责”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的个人在任何时候均可被攻

击ꎮ〔８７〕 围绕遥控武器系统区分合法的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之能力的

不确定性引发了对平民保护遭受侵蚀的严重关切ꎮ
第二个在使用武力方面与比例性相关的问题是ꎬ防止针对平民或民

用物体使用过分武力ꎮ 在定点清除的背景下这个考虑显得尤为重要ꎬ因
为被清除的“恐怖”嫌疑人可能与平民混杂在一起或者处于民用物体中

间ꎮ 据报道ꎬ远程遥控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所实施的定点清除应为大量伤

亡负责ꎮ〔８８〕 虽然中央情报局的官方统计数据声称拥有平民零伤亡的清

白记录ꎬ但该声明是相当有争议的ꎮ〔８９〕 这也为下述主张提供了某些事

实基础ꎬ即由于未能满足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提出的要求ꎬ在推行定点

清除制度时使用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是非法的ꎮ
第三个是与拒绝纳降或目标作为丧失战斗力之人的身份相关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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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相称武力的不可避免性ꎮ〔９０〕 试图向遥控武器系统投降存在固有的

难题ꎬ但这些难题能够被克服ꎬ就像辛格提供的例子中所描述的那样ꎬ在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ꎬ伊拉克战斗员就有效地向美国一架远程遥控的无人

驾驶飞行器表示投降ꎮ〔９１〕 确切地说ꎬ问题在于ꎬ投降的意图或作为丧失

战斗力之人的身份能否被更自主的武器系统所识别ꎬ在这种武器系统

中ꎬ人的关注变得日益疏离甚至不复存在ꎮ 最后ꎬ向自主或遥控武器系

统投降的问题也引发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投降制度发生在敌对战斗员

之间ꎮ 如果战斗员不能向对方的武器本身投降ꎬ这就产生了向这样一种

系统投降的可能性问题ꎬ或者反过来说ꎬ自主或遥控武器系统是否始终

被归类为纯粹的武器ꎮ

　 　 军队平民化

军事和战略的历史一直以来的特征即是国家及其军事机构企图垄

断物质和技术手段并借此部署有组织的力量ꎮ〔９２〕 而与这种垄断倾向截

然不同的是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在开发、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缺乏控制

则赤裸裸地说明了其地位的模糊性ꎻ确实ꎬ让人感到荒谬的是ꎬ在军事机

器人领域技术飞速进步的同时却并没有随之尝试对其使用和分配加以

规制ꎮ 部分原因在于ꎬ民用研究和开发已经成为大量相关技术的基础ꎬ

而且实际机器的生产也由民用设施来完成ꎮ 此外ꎬ平民还错综复杂地介

入这些系统的维护和实际使用ꎮ〔９３〕 因此ꎬ军事机构垄断相关技术或能

力的意图可能只是徒然ꎮ

平民对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开发、生产、维护和使用的所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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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参与可能会显著扩大合法军事目标类别的范围ꎮ 首先ꎬ如果自主

和遥控武器为了军用和民用两种功能而被设计或生产的话ꎬ这就创造了

一个可能十分宽泛的两用设施的分类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的措辞可理解为允许把一切两用设施的分类视为合法的军事目

标ꎮ〔９４〕 其次ꎬ操作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平民在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期间可能丧失其免受直接攻击的保护ꎬ从而很可能受到国内起诉ꎮ〔９５〕

还需重点注意的是ꎬ就合法的军事目标而言ꎬ尊重法律的考量实际上可

能会遮盖平民首当其冲地承受当代武装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趋势ꎮ

这反过来又制造了以平民和民用物体作为替代攻击目标的压力ꎬ尤其是

考虑到前者日益增多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以及后者军民两用的情况ꎮ

除了纯粹的国际人道法方面的考虑ꎬ军事力量渗透到民用领域可能

造成军事化缓慢转向执法和警察行动ꎮ〔９６〕 此外ꎬ这种技术的唾手可得

也让它们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譬如ꎬ反捕鲸运动成员就使用无人侦察

机来追踪日本的捕鲸船ꎬ而且 “无人机和其他类型的无人驾驶飞行

器还被发射用于执行农作物检查或海洋哺乳动物调查等民事任

务”ꎮ〔９７〕 确实ꎬ在美国ꎬ无人机技术的民用被认为不可避免ꎬ而联邦航空

管理局还提议制定新的规则ꎬ把所有小型无人机都纳入国家空域管

理ꎮ〔９８〕 必须强调的是ꎬ这些系统目前尚未被武器化ꎬ因此也就不属于自

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范畴ꎬ尽管如此ꎬ仍应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无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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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系统最初都被用于侦察目的ꎬ随后才被武器化ꎮ 因此ꎬ如果民用领域

的无人机———譬如警察使用的无人机———后来被武器化并导致民用领

域的微妙军事化ꎬ则并不会出乎意料ꎮ
网络战: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界限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部署使网络战可以拥有非常具体和真实的

后果ꎮ 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ꎬ网络战通过虚拟手段来实施军事行动ꎮ 它

包括民族国家利用网络空间来实现与他们使用常规军队所追求的本质

上相同的目的:针对一个竞争国获得优势或者防止一个竞争国获得超过

本国的优势ꎮ〔９９〕

目前ꎬ这种形式的军事冲突主要存在于“信息战部队ꎬ他们开发病毒

攻击敌方的电脑系统和网络ꎬ制定战术保护友军的电脑系统和网

络”ꎮ〔１００〕 因此ꎬ网络战
∙∙∙

是一个正确的称谓ꎻ它现在还没有被视为武装冲

突的一种形式ꎬ因为它只局限于网络空间的虚拟领域之内ꎬ但它带有战

争的许多其他印记ꎮ 这是因为网络战的目的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

中赢得先手无论我们能否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ꎬ能否确保有效的

信息链”ꎮ〔１０１〕

虽然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可能在现实世界产生重要且普遍的影响ꎬ但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出现可能直接把网络战(伴随着更低门槛的网络

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并入现实世界的武装冲突ꎮ 这是因为ꎬ构成自主

和遥控武器系统基础的电脑系统在网络攻击中尤为脆弱ꎬ这反过来也意

味着ꎬ这些武器系统可能会在现实世界的物理攻击中被黑客挟持ꎮ 最近

发生在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的“键盘记录器” (“Ｋｅｙｌｏｇｇｅｒ”)电脑

９６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Ｓｕｓａｎ ＢｒｅｍｎｅｒꎬＣｙｂｅｒ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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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Ｑｕｏｔｉｎｇ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ｏｒꎬ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１.



病毒感染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点ꎮ〔１０２〕 尽管还无法确定这是否真是一次有

针对性的攻击ꎬ而且它似乎是善意的ꎬ但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脆弱性

已被凸显出来ꎮ 考虑到这些系统面对网络攻击时特有的脆弱性ꎬ最近伊

朗人就声称通过黑客攻击系统的方式击落了一架先进的美国隐形无人

机ꎬ这凸显出拥有现实后果的网络攻击带来的潜在危险ꎮ〔１０３〕

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行动责任相关的难题又进一步使这些网

络问题复杂化ꎮ 责任问题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ꎮ 其一ꎬ简单来

说ꎬ对严格地远程操控的武器系统的控制不断受到质疑ꎬ因为其信息系

统有被侵害的可能性ꎮ 这引发了是否有可能把这样一个系统的责任确

凿无疑地归因于其控制者的问题ꎮ〔１０４〕 其二ꎬ难题源于网络战自身的性

质ꎮ 撇开与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有关的额外难题不谈ꎬ不同于“现
实世界ꎬ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ꎬ它知道其处于该状态ꎬ而且最有可能

的是ꎬ它还知道和谁处于战争状态”ꎬ当谈论到网络战时ꎬ也许根本不可

能确定“谁应对攻击负责以及为什么他们要发动攻击”ꎮ〔１０５〕 这引发了对

网络空间的严重关切ꎬ通过网络的匿名特征宣泄真实暴力的可能性也许

使潜在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人逍遥法外ꎮ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优越性以及责任问题

在提及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潜在缺陷后ꎬ还必须要同等考虑它们

在遵守区分和比例原则方面可能会比人类做得更好ꎮ 对于机器人的杀

０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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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换言之ꎬ这样一个系统的控制者有能力为该系统的行为负责吗? 显然ꎬ如果该系统

拥有任何程度的自主性ꎬ这个问题就被放大了ꎮ
Ｓ. Ｂｒｅｍｎ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９ꎬｐ. ７.



伤力可以被恰当地规制ꎬ以至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可能更优于人类ꎬ

机器人专家罗纳德阿金对此持乐观态度ꎮ〔１０６〕 同样ꎬ关于区分原则的

标准ꎬ贾斯汀麦克勒兰德写道:

需要审慎加以考虑的一个领域是使用“自主”武器时区分标准

的适用ꎮ 这类武器有能力在辨识和攻击目标方面无需任何人类的

介入而在不同程度上作出决定ꎮ 所谓的“决策者”的缺失并不必然

意味着该武器不能以符合区分原则的方式加以使用ꎮ 目标的发现、

识别和确认阶段均可依赖有能力区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的传感器ꎮ

通过组合数个传感器
∙∙∙∙∙∙∙∙∙

ꎬ该武器区分目标的能力就能得到极大提
∙∙∙∙∙∙∙∙∙∙∙∙∙∙∙∙∙

高
∙

ꎮ〔１０７〕

就区分而言ꎬ准确确定合法性取决于系统自身的特点ꎬ但这里应当

注意的是ꎬ正如诺埃尔夏奇所暗示的那样ꎬ如果评估输入数据的电脑

系统不能进行适当的分析ꎬ只加强传感能力可能毫无作用ꎮ〔１０８〕

罗纳德阿金进而注意到ꎬ相比于人类战斗员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

统有能力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ꎮ〔１０９〕 譬如ꎬ这些武器系统能够把一系

列传感器数据合并输入并且评估威胁和确认目标ꎬ还有可能为这些武器

系统编写程序来限制其攻击ꎬ即便其自身面临风险ꎬ直到可以高度确定

攻击符合区分原则ꎮ 同样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也可能装备与区分时的

预防措施相结合的非致命武器ꎬ重新平衡比例性的考虑ꎮ 最后ꎬ此类系

统能够抵制不利的心理影响ꎬ这种影响可能致使人类参与者实施某些非

法行为ꎮ

因此ꎬ尽管罗纳德阿金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正确的ꎬ机器可以拥有

更大的能力遵守国际人道法ꎬ这反过来也可以激励人类士兵尊重国际人

１７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Ｒ.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９ － ３６ ａｎｄ ２１１ － ２１２.
Ｊ.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４ꎬｐｐ. ４０８ － ４０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Ｎ.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７ꎬｐｐ. ８７ － ８８. 不仅有必要“通过准确的电脑计算来界定平

民ꎬ我们还需要来自传感装置的一切可用的相关信息这些也许能告诉我们那是人ꎬ但无法

告诉我们太多其他的信息”ꎮ
Ｒ.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ｐ. ２９ － ３０.



道法ꎬ但该方法忽略了它们违反国际人道法后如何承担责任这一基本问

题ꎮ 彼得凯恩写到ꎬ应从历史和未来两个时间方向看待责任问题ꎻ前

者关注犯罪后行为的可归责性ꎬ而后者用以描述犯罪前的义务和责

任ꎮ〔１１０〕 把该责任理念适用于当前的探讨ꎬ显然ꎬ展望未来ꎬ自主和遥控

武器系统绝对具有更大的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能力ꎮ 这是因为ꎬ只有遵守

相关法律要求的义务或责任才能被编程并写入武器系统ꎮ 历史上的责

任概念确实在当前的法律语境中无法适用ꎮ 换言之ꎬ虽然可能将遵守国

际人道法更高水平的义务或未来责任编入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ꎬ但如果

该法遭到违反ꎬ将很难追究过去的法律责任(即使并非不可能)ꎮ 因此ꎬ

使用此类武器系统导致的有罪不罚的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了ꎮ

对此类归责所作出的可能的尝试让与追究历史责任相伴而来的困难

变得更加复杂ꎮ 尽管人工决策有可能提升此类武器系统自身的水准ꎬ但

随之引发的责任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ꎮ 显然ꎬ惩罚一台机器无论是从

目的还是从适当性来看都是令人怀疑的ꎮ 然而ꎬ如果把惩罚的重心重新

回归到与这些机器有最密切联系的自然人身上ꎬ那些人就有成为替罪羊

的风险:拥有自主决策能力可以打破合理地把责任归于那些人的因果链ꎮ

因此ꎬ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有更高的能力遵守国际人道法ꎬ但其承担违法

责任的水平却必然要低得多ꎮ 这会导致武装冲突中的有罪不罚现象ꎮ

由于法律对责任问题采取的是分化法ꎬ这就使与责任相关的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ꎮ 也就是说ꎬ这种做法试图将责任归于一个具体、明确的实

体ꎮ 而这显然与网络和集群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ꎮ〔１１１〕 这对自主和遥控

武器系统引发的责任产生了很大影响ꎬ正如马克库克伯格所言:

在网络中ꎬ(军事)活动并非单一、孤立的特工在单独的行动中

发挥作用ꎮ 相反ꎬ这种作用(如果这仍是一个合适的术语)是分布

式的、聚集的并且是突出的ꎮ 它不可能被分解为部(象征系统)、节

２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０〕

〔１１１〕

Ｐｅｔｅｒ Ｃａｎｅꎬ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１ － ３４.

Ｍ.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 ２７３.



点(象征网络)或者“蜂”(象征群)ꎮ 部、节点或蜂都无法控制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是特工)ꎬ但系统、网络或群作为一个整体就

可以行动ꎮ〔１１２〕

因此ꎬ当前法律责任的概念根本不足以解决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数

量上升引发的问题ꎮ 而使用这些武器系统的后果上升到国际犯罪水平

时ꎬ这一缺陷就变得更加突出ꎮ

　 　 结论

虽然本文关注的是由于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出现而引起的许多可

能意想不到的困难ꎬ但仍有必要强调这些武器系统强化人道原则并且更

加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可能性ꎮ 在凸显武装冲突中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相

较于人的弱点所具有的潜在优越性方面ꎬ罗纳德阿金无疑是正确的ꎮ

此外ꎬ这些系统的功用持续得到展示ꎻ这保证了它们在战场上的前途ꎮ

不过ꎬ也很容易被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明显的综合优越性与必然性

所迷惑ꎬ以致国际人道法未能充分认识到因其出现所显现出的分类上的

偏差ꎮ 正如戴维肯尼迪指出的:“人道规则很可能批评太少———其实

施依赖于共同颁布这些规则的军事和政治机构的合意ꎮ 在规则内发动

战争可能很少会限制武力使用以致遵守人道规则更多是关乎合法性问

题而非抑制武力ꎮ”〔１１３〕也正如上文所讨论的ꎬ国际人道法对这些新式武

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继续适用性是很明显的ꎮ 然而ꎬ问题是国际人道法

只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不是清楚明确的规则和条例ꎮ 戴维肯尼迪又再

一次谈到了这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人道标准似乎太过模糊从而无法制约

那些决定使用武力的人ꎬ太过灵活从而没有包含具体的人道承诺ꎮ 在战

３７１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１１２〕
〔１１３〕

Ｍ.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 ２７３.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２９６ － ２９７.



争的混乱中ꎬ除了清晰的规则ꎬ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起作用ꎮ”〔１１４〕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ꎬ因此还无须适用

肯尼迪对国际人道标准的批评ꎮ 眼下仍有可能制定可直接适用于使用

这些武器系统的明确规则ꎬ并界定其未来发展可容许的界限ꎮ 我们不能

直至灾难发生的关头才被迫去考虑重要的责任问题ꎬ现在就加以限制并

确立归责的方法将会缩小未来有罪不罚的余地ꎮ 最后ꎬ宣布可适用的规

则需要辅以监督和执行机制ꎮ 这将存在巨大的障碍ꎬ因为各国不太可能

对其所拥有的可能带来军事优势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或在该手段和方法

的研发过程中ꎬ对其施加限制ꎮ 正如西奥多梅隆告诫的那样:“战争法

人道化方面的巨大进步在条约和宣言所做的承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另一方面ꎬ残酷且通常是野蛮的实践也确实在战场上出现ꎮ”〔１１５〕

国际人道法中的人道层面正面临着威胁ꎬ这不仅是因为自主和遥控武器

系统的出现ꎬ而且还因为没有认识到它与以往的武器并不属于同一类

别ꎬ而且它有可能彻底改变“作战手段和方法”现有法律分类ꎮ
本文主张ꎬ当代国际人道法不足以规制某些技术先进的武器系统ꎬ

而目前的法律分类也由于拥有自主能力的自主武器系统的出现而受到

挑战ꎮ 考虑到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不完全符合目前国际人道法的分类ꎬ
因此这些系统应当构成一个新的一般分类ꎮ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确实

不符合对武器的法律理解ꎬ而且给目前 关于“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

理解带来了微妙却十分重要的变化ꎮ 因此ꎬ可能不宜扩大现有的分类以

囊括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ꎮ 而是可能需要制定新的规则以确保利用这

些先进武器系统在人道方面的潜在优势ꎬ明确确立使用这些系统而引发

的责任规则ꎬ以促进遵守并防止出现有罪不罚的情况ꎮ 当使用自主和遥

控武器系统导致国际犯罪指控时ꎬ确立使用此类系统的责任架构也就尤

为必要了ꎮ

４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１４〕

〔１１５〕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ｐ. ２９７.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Ｍｅｒ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Ｌｅｉｄｅｎꎬ
２００６ꎬｐ. ８５.



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初步的法律评估

那须仁∗著 / 朱利江∗∗译

摘要

纳米技术被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战争中ꎬ预计将对现有国际人

道法规则的适用和解释产生影响ꎮ 本文根据国际人道法的四项基本原

则———(一)确保武器合法性的义务ꎻ(二)区分ꎻ(三)比例性ꎻ(四)预防

措施———分析了广泛使用纳米技术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战ꎮ 本文最

后确定了因广泛使用纳米技术而引发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三个相关领域ꎮ
关键词:纳米技术ꎻ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ꎻ环境保护ꎻ区分原则ꎻ比

例性ꎻ预防措施

技术发展和武装部队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是战争史的一个特点ꎮ
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受军事需求的刺激ꎬ也可能是直接为了满足军事需

求ꎮ 另外ꎬ军事领域以外的技术发展也会对战争行为和军事前景产生影

响ꎮ 例如ꎬ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软件的创新ꎬ发达国家的军事战术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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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改变ꎮ〔 １ 〕 纳米技术就被公认为是下一代的转型技术ꎬ将对现代

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ꎮ〔 ２ 〕 纳米技术被引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

战争中ꎬ预计还会对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适用和解释产生影响ꎬ并且

提出“从该技术的具体特征及其可能具有的可预见的人道影响来看ꎬ上
述规则是否足够清晰这样一个问题”ꎮ〔 ３ 〕

本文基于现阶段实际可行的科学研究ꎬ分析了纳米技术材料的广泛

应用以及纳米技术的其他潜在应用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战ꎮ〔 ４ 〕 这种

评估可能只是初步的ꎬ因为纳米技术的潜力尚未得到完全发掘ꎮ 为此ꎬ
本文首先介绍了纳米技术与现代战争行为有关的各种应用ꎬ尤其关注通

过常规武器进行的武装攻击ꎮ〔 ５ 〕 其次ꎬ本文分析了纳米技术对国际人

道法四项基本规则的适用产生的冲击和影响ꎮ 本文最后确定了因广泛

６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１ 〕

〔 ２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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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 １０ － ３１.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 关于技术对国际人道法一般影响的早

期研究ꎬ特别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Ｗａｒ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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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本文并不涉及纳米技术将来各种推测性的应用ꎬ例如通用分子组装和自主纳

米机器人等ꎬ尽管本文中有些事实很适用于它们ꎮ 关于对纳米技术在科学方面可能的应用的

全面描述ꎬ例如ꎬ见 Ｊüｒｇｅｎ Ａｌｔｍａｎｎ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６ꎻ Ｊｕｎ 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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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在生物、化学或核武器方面的应用需要根据相关的条约制度进行专门的法

律分析ꎬ因此并不属于本文关注的对象ꎮ



使用纳米技术而引发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三个相关领域ꎮ

　 　 纳米技术对战争的重要性

纳米技术是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科学领域ꎬ横跨工程、量子物理、光
学、化学和生物等多个学科ꎬ它基本是在原子和分子层面、在 １ 纳米到

１００ 纳米(１ 纳米等于 １０ － ９米)的大小范围内、在一个或多个外形尺寸方

面对物质进行操控ꎮ〔 ６ 〕 工程纳米材料(ＥＮＭｓ)和纳米颗粒(ＥＮＰｓ)拥有

一些独一无二的特性ꎬ例如阻燃性、抗尘性、增强的电导率以及更轻的重

量但更高的硬度和强度ꎬ因此在各种商业销售的产品中应用非常广

泛ꎮ〔 ７ 〕

然而与此同时ꎬ人们对其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的毒性深

表忧虑ꎮ〔 ８ 〕 目前ꎬ关于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毒性还没有定论ꎬ但
是人们已经发现了强有力的科学证据ꎬ证明某些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

粒对人体和环境的确具有毒性ꎮ 譬如ꎬ多壁碳纳米管〔 ９ 〕 、银质纳米材料

７７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关 于 纳 米 技 术 的 不 同 定 义ꎬ 例 如ꎬ 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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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ａ / ｐｄｆｓ /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 / ｅｐａ －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０２０７.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ꎮ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关
于新兴纳米技术的项目会定期更新各种采用纳米技术的消费品名录ꎬ可访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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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１０〕 、二氧化钛纳米颗粒〔１１〕 、纳米锌颗粒粉〔１２〕 、纳米钴颗粒〔１３〕

以及纳米镍颗粒〔１４〕 ꎮ 如果吸入这些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ꎬ通常会

引起肺炎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ꎮ〔１５〕 科学研究还表明ꎬ某些纳米材料和

纳米颗粒还具有致癌性、细胞毒性和基因毒性ꎮ〔１６〕 而且ꎬ这些健康和环

境方面的危险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ꎬ因为纳米颗粒被释放到环境中后可

能会随着空气和水的流动而扩散ꎮ〔１７〕

纳米技术对于军事的重要性特别在于其应用可加强军事能力ꎬ

８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Ｍａｑｕｓｏｏｄ Ａｈａｍｅｄꎬ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Ｓ. Ａｌｓａｌｈｉ ａｎｄ Ｍ. Ｋ. Ｊ.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ꎬ ‘ Ｓｉｌｖｅ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ꎬＶｏｌ. ４１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８４１ －
１８４８ꎻ Ｓｕｓａｎ Ｗ. Ｐ. Ｗｉｊｎｈｏｖｅｎ ｅｔ ａｌ. ꎬ‘Ｎａｎｏ － ｓｉｌｖｅｒ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ｉｎ Ｎａｎ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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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士兵的生存能力(例如ꎬ更轻、更强的耐热装甲和衣物)ꎻ〔１８〕

部队防护能力(例如ꎬ更强的伪装〔１９〕 、飞机涂装无法探测的涂

料〔２０〕 、爆炸物探测器〔２１〕 、生物 /化学传感器〔２２〕 )ꎻ
部队机动能力(例如ꎬ通信设备的微型化〔２３〕 、能源生产和储备能

力的提高〔２４〕 )ꎻ
穿透能力(例如ꎬ纳米高能爆炸物〔２５〕 、涂装纳米材料的穿甲投射

物〔２６〕 )ꎻ以及

９７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美国军队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了一个叫做“士兵纳米技术研究所” ( ＩＳＮ)的研

究中心进行研究上的合作ꎬ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ꎬ以提高士兵的存活率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ｍｉｔ. ｅｄｕ / ＩＳＮ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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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 ２４.

Ｆｏ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ｓｅｅ Ｍａｒｇｅｒｅｔ Ｅ. Ｋｏｓａｌꎬ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４３ – ５２.

Ｊ.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Ｐ. Ｊ. Ｄｏｒｔｍａ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２８
美国国防部把电化学方面的电源纳米技术应用作为其纳米技术研究和发展项目的

首要 目 标 之 一ꎮ Ｓｅ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ｉｒｐ / ａｇｅｎｃｙ / ｄｏｄ / ｎａｎｏ２００７.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Ｄ. Ｒａｙｎｏｌｄｓꎬ ‘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ｅｎｅｍ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ａｌ ｈｉｇｈ ｇｒｏｕｎｄ’ꎬｉ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６ꎬ２００５ꎬｐ. ９９ (凭借纳米结构的爆炸物和燃油添加剂以及催化剂和太阳能光

伏ꎬ纳米能量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爆炸)ꎻＡｎｄｒｚｅｊ Ｗ. Ｍｉｚｉｏｌｅｋꎬ ‘Ｎａｎｏ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ꎬ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ＭＰＴＩＡＣ)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ꎬ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２ꎬｐ. ４３.

一种可能使用了“纳米钢” (ＮａｎｏＳｔｅｅｌＴＭ)的先进穿甲投射物已经在美国获得了专

利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ａｎａｇａｎꎬ‘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ｒ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ｇｌａｓｓ ａｌｌｏｙｓ’ꎬＴｈｅ
Ｎａｎｏ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Ｉｎｃ. ꎬ ＵＳ Ｐａｔｅｎｔ ７４８２０６５ꎬ ２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ｒｅ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７４８２０６５.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



纯军事的应用(例如ꎬ“纳米飞行器”〔２７〕 、自引导子弹〔２８〕 )ꎮ
因此ꎬ纳米技术的军事应用既涉及进攻能力ꎬ也涵盖防御能力ꎮ 即使

据称是防御方面的应用ꎬ例如增强的装甲和伪装能力ꎬ也能提供某些行动

和战术上的优势ꎬ这对国际人道法现有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可能产生影响ꎮ
纳米技术在商业销售的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ꎬ也意味着在当代环境

中开展的军事行动有可能以纳米技术产品为目标ꎬ或者作为附带损害对

其加以摧毁ꎮ 譬如ꎬ建筑材料就可能包含纳米技术产品ꎬ诸如隔热涂料、
抗菌油漆以及自洁净玻璃等ꎮ〔２９〕 工程金属纳米材料也可能被广泛用于

太阳能发电站和水过滤工厂以提高其产能和效率ꎮ〔３０〕 即使工程纳米材

料已牢固植入了更大型的建筑结构ꎬ从而很难把它们与建筑结构组件区

分开来ꎬ但通过动力学手段加以攻击或遭受火灾时ꎬ剧烈的物理冲击也

仍然有可能导致有害的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被意外释放ꎮ〔３１〕 一旦

释放ꎬ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就有可能被吸入人体ꎬ还可能进入环境ꎬ

０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纳米飞行器”是一种极小的、超轻的且能执行军事任务的飞行器ꎬ由美国国防先进

项目研究所(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研发ꎮ Ｓｅｅ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Ｄａｖｉｓꎬ‘Ｎａｎｏ 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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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２００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 ａｆ. ｍｉｌ / ａｕ / ａｗｃ / ａｗｃｇａｔｅ / ｃｓｔ / ｂｈ＿ｄａｖｉｓ.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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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Ｖｏｌ. ２９ꎬ２００９ꎬｐ. ２５９２. 实际上ꎬ加拿大消防部门认为释放出来的工程纳米材料和

纳米颗粒对健康有严重危害ꎮ ＳｅｅꎬＥｄ Ｂａｌｌａｍꎬ‘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ｅｌｌｓ ｄａ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ｅｒｓ’ꎬ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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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纳米材料就极有可能进入食物链ꎬ并最终在人体中积聚ꎮ〔３２〕 目前ꎬ

关于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在环境中长期留存的可能性、在生物体内

的累积以及探测和清除的可能性方面ꎬ资料还非常有限ꎬ尤其是有关那

些已经历了积聚和转换的风化了的纳米颗粒的资料ꎮ〔３３〕 特别是ꎬ当工

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散布到空气和水中时ꎬ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长

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ꎬ而且这种损害不容易消除ꎮ

在现代战争中ꎬ因使用特定类型的武器而产生的对健康和环境的担

忧并非纳米技术所独有ꎮ 例如ꎬ对金属粉尘所造成间接影响的担忧ꎬ无

论这些粉尘可能以何种方式释放ꎮ 更直观的例子是“海湾战争综合

症”ꎬ就被怀疑是暴露于贫铀弹释放出的有毒化学物质所引起的ꎮ〔３４〕 科

学证据还表明ꎬ高密度惰性金属炸弹(ＤＩＭＥ)释放出的高能带电重金属

钨合金(ＨＭＴＡ)粉末可能导致肿瘤ꎬ并具有遗传毒性效应ꎮ〔３５〕 但是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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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毒化学品与工程纳米材料或纳米颗粒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ꎬ后者

不仅仅是在武器方面的军用ꎬ而且更重要的是ꎬ它们的广泛民用很有可

能造成有毒物质的大范围释放ꎬ从而极大地增加暴露风险ꎮ
意识到应用纳米技术的一系列好处ꎬ特别是在涉及能源安全和水资

源安全等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时ꎬ再加上工商业对发展纳米技术也有着

浓厚的兴趣ꎬ因此各国监管机构基本不可能禁止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

粒的应用ꎮ〔３６〕 尽管如此ꎬ一些国家最近已开始根据“使用情境”对工程纳

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在消费者产品中的应用进行监管ꎮ〔３７〕 然而ꎬ国内监管

无法有效预防由于武装攻击而释放的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对人

体和环境造成的广泛危害ꎬ除非这种监管是专门用来应对这种情形的ꎮ〔３８〕

　 　 纳米技术和国际人道法原则

目前ꎬ尚不存在专门的国际条约来规范纳米技术用于军事或其他目

的ꎬ也不太可能产生一项规范或禁止纳米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预防性军

控条约ꎬ〔３９〕因为国际军控条约倾向于对技术发展作出反应且在范围方

２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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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曾尝试禁止使用多壁碳纳米管以及银质纳米材料ꎬ但失败了ꎬ对此情况的详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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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局限ꎬ只禁止或规范那些在设计、目的和特性方面比较明确的特定

武器ꎮ〔４０〕

然而ꎬ纳米技术的应用已被局限于如下范围ꎬ即用来发展或提高那

些已被现有军控条约所禁止的武器ꎬ例如生物武器〔４１〕 、化学武器〔４２〕 、不
可检测的碎片〔４３〕 、激光致盲武器〔４４〕 、杀伤人员地雷〔４５〕 、战争遗留爆炸

物〔４６〕以及最近的集束弹药ꎮ〔４７〕 纳米技术如果被用于这些领域的武器

研发ꎬ就要受到相关条约的规范ꎮ 例如ꎬ纳米技术可以制造出比此前所

知的更加强大的激光ꎮ〔４８〕 纳米技术设计和操控具有特定属性的分子的

能力ꎬ可以生产能够造成明确不良后果的各种生物或化学制剂ꎬ包括使

人暂时丧失人体机能直至死亡ꎬ还可以生产能够轻易控制生物或化学制

３８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Ｆｒｉｔｓ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７９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５１８ꎻ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Ｌ. Ｈ.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ꎬ‘Ａ ｎｏｎ － ｌｉｑｕｅｔ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 ｔｈｅ ＩＣＪ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１６ꎬ
１９９７ꎬｐ. ９０.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

武器的公约»ꎬ１０１５ ＵＮＴＳ １６３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生效)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ꎬ１９７４ ＵＮＴＳ ４５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生效)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第一号议定书)»ꎬ１３４２ ＵＮＴＳ １３７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生效)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议定书(第四号议定书)»ꎬ１３８０ ＵＮＴＳ ３７０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生效)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ꎬ２０５６ ＵＮＴＳ ２１１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议定书(第五号议定书)»ꎬ２３９９ ＵＮＴＳ １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生效)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集束弹药公约»(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生效)ꎮ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Ｄｕｘｂｕｒｙ ｅｔ ａｌ. ꎬ‘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ａｒ －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Ｌａｓ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ｃｅ Ｇａｓ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ｐｔｉｃｓ’ꎬ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１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９２１ － ９３４.



剂传播的多层生化载体ꎮ〔４９〕

另外ꎬ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原则倾向于针对使用作战手段或方法产生

的后果ꎮ〔５０〕 “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手段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这项一般原

则就已被编纂进国际人道法文件ꎮ〔５１〕 这项一般原则与其他国际人道法

规则必须依据马顿斯条款加以解读ꎮ〔５２〕 虽然只是“人道原则”和“公众

良心要求”无法为禁止使用特定武器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ꎬ〔５３〕但是由于

新技术正日益影响着武器及其投射系统的研发与改进ꎬ而这正是国际

４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Ｊｕａｎ Ｐａｂｌｏ Ｐａｒｄｏ － Ｇｕｅｒｒａ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ｇｕａｙｏꎬ ‘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ｉｎ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８ － ５９ꎻ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Ｋｏｓａｌꎬ ‘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ꎬＶｏｌ. ６６ꎬ Ｊｕｌｙ /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５８ － ６９. Ｃ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ｉｎｓｏｎꎬ ‘ Ｉｓ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２ꎬ２００４ꎬｐ. ２９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ꎬ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Ｃ. Ｇｒｅｅｎ (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ꎬＵＳ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ＮｅｗｐｏｒｔꎬＶｏｌ. ７１ꎬ１９９９ꎬｐ. １９２.

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ꎬＣＴＳꎬＶｏｌ. ２０５ꎬ１９０７ꎬｐ. ２７７(１９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生效)ꎬ第 ２２ 条(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ｅｌｆｆ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３ｒｄ ｅｄ. 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７３ － ８２)ꎻ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ꎬ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ꎮ

１８６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小于 ４００ 克的爆炸性弹丸的宣言»
(ＣＴＳꎬＶｏｌ. １３８ꎬ１８６８ － １８６９ꎬｐ. ２９７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Ａ.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Ｒ. Ｇｕｅｌｆ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ꎬｐｐ.
５４ － ５５)ꎻ«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２ 款ꎬ它规定:“在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议所未包括的

情形下ꎬ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

支配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ꎬ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２ｎｄ ｅｄｎ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０１ꎻ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ａｌｆ ａ ｌｏａｆ ｏ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ｐ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ꎬ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１ꎬ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８７ꎻ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Ｍｅｒｏｎꎬ ‘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Ｃｌａｕｓｅ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ａｎｄ ｄｉｃ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４ꎬ２０００ꎬ ｐ. ７８. Ｃ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４０５ － ４０９ ( Ｊｕｄｇｅ
Ｓｈａｈａｂｕｄｄｅｅｎ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



人道法文件的起草者们无法预见的情形ꎬ马顿斯条款已显得尤为重

要ꎮ〔５４〕

有鉴于此ꎬ本文下面各节将讨论纳米技术的发展给国际人道法四项

基本规则带来的法律挑战:(一)确保武器合法性的义务ꎻ(二)区分ꎻ

(三)比例性ꎻ(四)预防措施ꎮ

　 　 武器的合法性〔５５〕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的规定ꎬ在发展和取得武器的每一

个阶段评估其合法性时ꎬ各国都必须考虑因使用武器造成的与健康有关

的影响ꎮ 这种评估必须基于所有相关的科学证据ꎬ同样适用于纳米技

术ꎮ〔５６〕 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性质” (或者“故意造成不必要痛

苦”)的武器、投射物或物质的原则〔５７〕 以及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

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的原则ꎬ〔５８〕 是根

据国际人道法评估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之武器合法性的关键ꎮ〔５９〕 为

了审查这类武器ꎬ只能依据该武器打算于其中使用的广泛和一般的情况

来分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ꎬ而非在特定攻击的行动背景下评估对武

５８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Ｓｔｕａｒｔ Ｗａｌｔｅｒｓ Ｂｅｌｔꎬ‘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ｏｖｅｒ Ｋｏｓｏｖｏ: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ꎬＬｅｘ Ｌａｔａꎬｏｆ ａ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Ｎｏｒｍ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ｕ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ꎬｉｎ Ｎａｖ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４７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４０.

关于对这一问题更详细的分析ꎬ见 Ｈｉｔｏｓｈｉ Ｎａｓｕ ａｎｄ Ｔｏｍ Ｆａｕｎｃｅꎬ‘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 －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２０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０ꎬ３４ － ４３.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６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１９７７’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１８ – １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 ＿０９０２.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２ 款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ꎮ
Ｃｆ.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１４. (作者称这项原则仍然是“灵感的重要来源”)



器的特定使用是否违背区分、比例性和预防原则ꎮ〔６０〕

禁止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原则首次出现在 １８６８ 年«圣彼得堡宣

言»的序言中ꎬ〔６１〕但这项一般原则只是起草者们突发奇想的空泛表达而

已ꎬ并没打算施加法律义务ꎮ〔６２〕 不过在随后的条约中ꎬ它被正式采纳为

一项有拘束力的规则ꎬ〔６３〕并从那时起获得了习惯国际法的地位ꎮ〔６４〕 这

项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ꎬ不考虑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的区别ꎮ〔６５〕 现在ꎬ
这项禁止性规定已被纳入 １９９８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ꎬ并成为一

项战争罪ꎮ〔６６〕 这项原则与发展武器时利用纳米技术密切相关ꎬ因为这

类武器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ꎮ
然而ꎬ在武器方面的纳米技术应用究竟哪一种是非法的ꎬ确实取决

于对何谓“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解释ꎮ 一种解释可能采取主观

的方法ꎬ通过分析新武器设计的主要目的ꎬ以确定其是否会造成与其军

事效益不相称的伤害或痛苦ꎮ〔６７〕 这种占主流的观点表明ꎬ必须在遭受

６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Ｂｉｌｌ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 ｉｓ ｉ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 (ｅｄ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２００７ꎬｐ. ３０３.

它规定ꎬ“由于武器的使用无益地加剧失去战斗力的人的痛苦或使其死亡不可避

免因此ꎬ这类武器的使用违反了人类的法律”ꎮ
Ｆ.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０ꎬｐ. ５１１.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第二公约»(ＣＴＳꎬＶｏｌ. １８７ꎬ１８９９ꎬｐ.

２２７)ꎬ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４ 日生效ꎬ第 ２３ 条第 ５ 款ꎻ１９０７ 年«海牙章程»第 ２３ 条第 ５ 款ꎮ 尽管作准的

法文文本都是一样的(ｍａｕｘ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ｓ)ꎬ但这两个文件中一致的短语在翻译时有所不同ꎮ 这两

个条约的英文译本ꎬ见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ꎬ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８９９ ａｎｄ
１９０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１５ꎬｐ. １１６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２ 款把这

两个表述同时呈现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ꎬＶｏｌ. １ꎬｐｐ. ２３７ －２４４.
Ｓｅ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３ꎬｐ. ２５７ꎬｐａｒａ. ７８.
见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２１８７ ＵＮＴＳ ３)ꎬ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

效ꎬ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１９ 目和第 ２０ 目ꎮ
这是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年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大会期间各国普遍所持的观点ꎮ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Ｗ. Ｈａｙｓ Ｐａｒｋｓꎬ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 ’ꎬ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８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７６ － ８２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Ｆｅｎｒｉｃｋꎬ‘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ｄｅｓｔ ｂｕｔ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ｒｅａｔｙ’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２７９ꎬ１９９０ꎬｐ. ５００.



的伤害或痛苦的程度与选择特定武器的军事必要程度之间进行权

衡ꎮ〔６８〕 另一种解释采用更为客观的方法评估国际人道法中“过分伤害”
或“不必要痛苦”ꎬ更多地强调与战斗期间丧失战斗力的战斗员所遭受

的必要损害相比ꎬ被害人遭受了过分的伤害ꎮ〔６９〕

纳米技术军事应用是否合法取决于采取的方法ꎮ 当纳米技术的应

用旨在提高武器的穿透能力时更是如此ꎬ比如温压弹ꎬ可用以摧毁深入

地下加固结构或建筑物内目标ꎬ却可能会造成健康和环境方面的不利影

响时ꎮ 譬如ꎬ由于打击躲藏在加固场地里的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比考虑

爆炸造成的严重痛苦或者对战斗员或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造成的

热损伤更加重要ꎬ使用纳米高能温压弹可能就是合理的ꎮ
在这项国际人道法原则中ꎬ“伤害”和“痛苦”之间存在微妙的区别ꎮ

前者是指直接的身体伤害ꎬ而后者可能会导致永久性伤害或者身体损毁

的发生ꎮ〔７０〕 这种区别以及强调永久损伤或身体缺陷ꎬ越来越具有重要

意义ꎬ因为考虑到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情况ꎬ只要看一下这种新

武器的构造就会发现ꎬ技术进步正使科学评价这种武器对人体造成的全

７８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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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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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损伤效果变得更加困难ꎮ〔７１〕 实际上ꎬ据报道ꎬ将“痛苦”的含义扩展至

包含敌对行动结束后损害后果的想法ꎬ曾经影响了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

条约谈判ꎬ尤其是在眼盲退伍军人对社会的长期影响方面ꎮ〔７２〕 适用这

项原则时对“痛苦”进行扩大解释ꎬ则可以阐明在作战期间释放有毒工

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所造成的健康和环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ꎬ而这种

社会成本在战后会转嫁给重建和平工作ꎮ〔７３〕 然而ꎬ围绕工程纳米材料

和纳米颗粒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ꎬ尤其是在这种武器与危害的因果关系

方面ꎬ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ꎬ因此要证明“痛苦”的存在是一项十

分艰难的任务ꎮ〔７４〕 这是因为ꎬ要充分解释不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累积的有毒效果ꎬ是存在种种困难的ꎮ
由于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毒性可能扩散到自然环境ꎬ包括土

壤和水体中的微生物ꎬ并对食物链产生后续影响ꎬ因此还必须根据«第一

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评估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之武器的合法

性ꎮ 该款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

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ꎮ〔７５〕 这些标准被理解为必须全部满足ꎬ从而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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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０ꎬ１９９６ꎬｐ. ４８５. 同样的影响也出现在有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条约中ꎬ尤
其是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ꎮ

Ｃｆ. Ｃａｒｌ Ｅ.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ａｌ. ꎬ ‘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９ꎬ２００８ꎬｐ. ５８.

Ｃ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６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评注认为ꎬ该议定书中的“自然环境”这一表述指的是“在生物

有机体和无生命的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的系统”ꎮ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ａｒａ. １４５１.



任何特定的攻击为非法造成了严重阻碍ꎮ〔７６〕 尽管如此ꎬ用纳米技术制

造或改进的武器(也可以说由于通过常规动力学手段蓄意攻击用纳米技

术制造或改进的物体)释放的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是否有可能

满足这些标准ꎬ目前尚无定论ꎮ 这是因为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独一

无二的特性ꎬ例如高释放性〔７７〕 、通过积聚或附着在环境中预先存在的悬

浮微粒上而具有的远距离传播的可能性〔７８〕 以及较低的溶解性ꎮ〔７９〕 与

有毒化学制剂不同ꎬ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在环境中并不会溶解或降

解ꎮ 也不同于生物制剂ꎬ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根本不需要活体作为

传送媒介就可以远程传播ꎮ
与禁止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不同ꎬ这一旨在保护环境的条款被理

解为设定了一个认定违法的“本应知晓”的标准ꎬ没有为权衡军事必要

或比例性留下任何空间ꎮ〔８０〕 鉴于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传播所造

成的广泛、长期而严重的环境危害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ꎬ因此ꎬ需

９８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Ｓｅｅ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ａｒａ. １４５７ꎻ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０ꎬｐｐ. ３４７ – ３４８. 这可以和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

目的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１１０８ ＵＮＴＳ １５２)(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生效)进行比较ꎬ该公约

用的是一种选择性的表述方式(“广泛、长期或严重”)ꎮ 该公约并不禁止或规范纳米技术的使

用ꎬ除非为了敌对目的该技术被专门用于改变环境ꎮ 对该公约的分析ꎬ例如ꎬ见 Ｊｏｚｅｆ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ꎬ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７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ｉ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Ｈ. Ｗｅｓｔｉｎｇꎬ(ｅｄ. )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ꎬ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ꎬ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８４ꎬ
ｐ. ５３ꎮ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 Ｂｅ ｍｅｒ ｅｔ ａｌ. ꎬ‘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ｆ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ｒｃ ｇｕ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ꎬｉ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ꎬＶｏｌ. ５４ꎬＮｏ. ６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６０７ －６１４.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ｉｐｅｎｂｕｓｃｈ ａｎｄ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Ｋａｓｐｅｒꎬ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ꎬＮａｎ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ｎｖ. ｃｏｍ /
ｎａｎ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ＮＡＮ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ｎａｌ － ＥＣ.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ꎻ ＵＳ ＥＰＡ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 ｐ. ３３. Ｃｆ. Ｌａｎ Ｍａ － Ｈｏｃｋ ｅｔ ａｌ. ꎬ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ｉｎ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１０ꎬ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８３３ – ８４８. (该文注意到ꎬ对许多物质来说ꎬ积聚效应限制了纳米颗粒的暴露)

Ｓｅｅ Ｖ. ＳｔｏｎｅꎬＨ.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Ｍ. Ｊ. Ｃｌｉｆｔꎬ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 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ａｎｏ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３３１ – ３４０. (该文表明ꎬ由于溶解率很低ꎬ超细颗粒比微粒更有毒ꎬ更容易引发炎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ｒ: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 Ｙ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２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７２ － ７３.



要在何种程度上知晓使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之武器的潜在后果还尚

不明确ꎮ 如果未能达到这一标准ꎬ那么就必须要从以下方面出发来考虑

所有健康或环境关切了ꎬ即是否可对禁止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加以扩

展ꎬ将这些关切也纳入“痛苦”的范畴ꎮ

　 　 区分

区分原则的核心内容是ꎬ战斗员要明确与平民区别开来ꎬ后者不能

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ꎮ〔８１〕 这项原则详细规定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８
条ꎮ 该条款规定:“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
加以区别ꎬ因此ꎬ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ꎮ”〔８２〕这项原

则施加了两项不可分割的义务:一方面ꎬ要求各国只针对战斗员发动军事

攻击ꎻ另一方面ꎬ为了使各国能够遵守第一项义务ꎬ要求它们使用各种手段

区分战斗员与平民ꎬ包括“身着具有可见特征的服饰”ꎮ〔８３〕

隐身技术已被引入军用飞机以降低可见性和被雷达、红外线或其他

探测波束探测到的可能性ꎮ〔８４〕 但是ꎬ纳米制造技术有可能通过光学伪

装(通常也被称为自适应伪装)进一步提高这种隐身技术ꎮ〔８５〕 在所有三

个光谱(可见光、夜视频谱、热辐射 /红外频谱)中使用光学伪装隐藏士

兵及其设备ꎬ就可以做到完全的隐形ꎬ任何传统的作战手段都无法探测

到ꎬ除非研发出新的探测技术ꎮ〔８６〕 伪装是作为战争诈术而被允许使用

０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区分原则已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３ꎬｐ. ２５７ꎬｐａｒａ. ７８ꎻ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４ꎬＶｏｌ. １ꎬＲｕｌｅ １.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８ 条ꎮ 另见 １９０７ 年«海牙章程»第 １ 条第 ２ 款(要求战斗员“有
可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

∙∙
的固定明显的标志”)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第 ４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第 ２ 目(“备有可从远处识别
∙∙

之固

定的特殊标志”)ꎮ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 ５２８ꎬｐａｒａ. １６９３.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Ｔａｅ － Ｗｏｏ Ｌｅｅ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Ｗｅｓｔｐｏｒｔꎬ２００９ꎬＶｏｌ. １ꎬｐｐ. １７８ – １８０.
Ｓｅｅ Ａ. Ｄｉ Ｆａｌｃｏ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Ｓｅｅ Ｈ. Ｓｈｉ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２１１１０３. (作者暗示碳纳米管的低折射率在漆黑的

环境中能吸收光和掩蔽物体)



的传统军事欺骗战术的一个典型例子ꎮ〔８７〕 它并未受到禁止ꎬ因为没有

违反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而且ꎬ它也不能被视为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ꎬ因
为它并没有诱使敌人相信其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ꎮ〔８８〕

然而ꎬ如果被掩蔽的战斗员从平民聚居区发起攻击ꎬ那么对方反击

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向攻击发起的方向开火ꎬ根本无法识别或区分战斗员

与平民ꎮ 因此ꎬ对方就无法遵守区分原则ꎮ 在战斗员从民用建筑物开火

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难题ꎻ不过ꎬ增强的光学伪装可有效剥夺对方

探测到合法军事目标的机会ꎮ 这就可能引发挑战区分原则适用的重大

问题ꎮ 因此ꎬ必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使用掩蔽装置ꎬ以防给平民带

来危险ꎮ〔８９〕

另外ꎬ纳米技术应用于全部或部分军用设施ꎬ并没有给区分原则的

适用带来挑战ꎮ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只能针

对合法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ꎬ因为这样的目标“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

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ꎬ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
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ꎮ 因此ꎬ任何设施、装置或建筑

物ꎬ无论是否采用或者如何采用了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ꎬ都无法避

免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６ 条为水坝、堤坝和核电站规定了特殊的保

护ꎬ因为担心攻击这些工程和装置会释放危险力量进而对平民居民造成

严重的损害ꎮ〔９０〕 然而ꎬ另一些发电站ꎬ例如采用纳米技术改进的太阳能

１９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ＵＫ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４ꎬｐ. ６４ꎻ Ｌｅｓｌｉｅ Ｃ. Ｇｒｅｅｎꎬ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２ｎｄ ｅｄｎ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１４６ – １４７ꎬ１８６ – １８７.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７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ꎮ
虽然它笼统地提及“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ꎬ但是“即” («第一附加议定书»

中文版把该条款英文版中的“ｎａｍｅｌｙ”翻译成了“如”ꎬ这是错误的ꎬ应该是“即”———译者注)这
个词以及在该条约谈判过程中各方的意图都表明ꎬ受保护的物体只是该条款列明的那些物体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ｐ. ６６８ – ６６９ꎬｐａｒａｓ. ２１４６ – ２１５０ꎻ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０ꎬｐ. ３５４.



发电站ꎬ〔９１〕则并不属于这类受到特别保护的物体ꎮ 即使对采用纳米技

术改进的太阳能发电站发动攻击可能导致释放有毒的工程纳米材料和

纳米颗粒ꎬ进而进入环境系统和人体ꎬ这种环境和健康的风险也并不能

使这样的发电站免于直接的军事攻击ꎮ 相反ꎬ正如下文要讨论的ꎬ那些

效果更有可能与比例性原则和预防原则有关ꎮ
因此ꎬ无论是否采用纳米技术进行了改进ꎬ目前还没有发电站受到

国际人道法免受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可以说ꎬ未来针对采用纳米技术改进

的发电站发动攻击可能会导致危险力量的释放ꎬ这促使人们呼吁修正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６ 条以扩大其法律保护范围ꎮ 另一种选择是ꎬ社
会可以让发电系统更加分散ꎬ每家每户都有太阳能电池板ꎮ 那样的话ꎬ
只是每个家庭生产的电力有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并不必然使民房

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ꎮ〔９２〕

　 　 比例性

比例性原则已经被公认为是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规范

作战行为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ꎮ〔９３〕 尽管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文本

中并没有出现“比例性”这一术语ꎬ〔９４〕 但是该原则的要旨作为不分皂白

的攻击的一个例子体现在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中ꎬ还作为应当采取的

预防措施之一ꎬ体现在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中ꎬ即禁止“发动任

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

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ꎮ 在权

２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正如上文指出的ꎬ工程金属纳米材料被广泛认为极有可能提高太阳能发电站的产能

和效率ꎮ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Ｗ.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ꎬ ‘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ｉｎ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Ｓｕｍｍｅｒ / Ｆａｌｌ １９９７ꎬｐ. １０５.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４ꎬＶｏｌ. １ꎬＲｕｌｅ １４.
关于为何避免提及比例性的详细说明ꎬ见 Ｌｔ Ｃｏ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Ｆｅｎｒｉｃｋꎬ‘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９８ꎬ１９８２ꎬ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６ꎻ Ｆｒｉｔｓ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ꎬ Ｐａｒｔ ＩＩ ’ꎬ ｉ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ꎬ１９７８ꎬｐ. １１７ꎮ



衡两种不同的价值———预期的军事利益与可能的附带损失———时ꎬ评估

是否“过分”时所固有的主观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ꎬ甚至该原则

的实用性也一直饱受批评ꎮ〔９５〕

与纳米技术的影响相关的问题是ꎬ在评估比例性时ꎬ必须考虑多大

范围的攻击“影响”ꎬ因为世界各国的监管者们主要担心的是使用纳米

技术带来的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影响ꎮ〔９６〕 附

带造成的平民损失的范围越大ꎬ就越难基于比例性原则来为所造成的损

害辩解ꎮ 在评估比例性时ꎬ军事攻击的间接成本和长期影响(有时又被

称为“回弹效应”)经常容易被忽视ꎬ因为与直接损害相比ꎬ间接影响不

太容易被看到而且更加难以确认ꎮ〔９７〕 然而ꎬ比例性原则基于人道理念

而且深受人权规范发展的影响ꎬ〔９８〕在这个意义上ꎬ更清醒地意识到军事

攻击的间接和长期影响ꎬ就会给传统做法的正当性带来挑战ꎮ 例如ꎬ亨

利舒和戴维维普曼就认为ꎬ在评估比例性时ꎬ不应仅仅因为该物体

是一个军事目标就忽视由于摧毁军民两用设施(如发电站)而造成的民

用功能的损失ꎮ〔９９〕 晚近ꎬ考虑到近期技术改进的影响ꎬ迈克尔施密特

建议ꎬ“既然有办法来限制那些我们正感受到的回弹的显著直接附带损

害和伤害”ꎬ就应给予回弹效应或衍生后果更多的人道关注ꎮ〔１００〕

环境关切已为比例性这项一般原则所承认ꎮ 在“威胁或使用核武器

３９１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关 于 这 个 话 题 的 文 献 非 常 多ꎮ Ｓｅ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ꎬ Ｊｕｄｉｔｈ Ｇａｒｄａｍꎬ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ꎬ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９８ – １２１.

Ｓｅ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ｉ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ｆ １９７７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Ｒｏｗｅ ( ｅｄ. )ꎬ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Ｗａｒ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３ꎬｐ. ７９.

Ｓｅｅ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Ｍｅｒｏｎ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Ｌｅｉｄｅｎꎬ
２００６ꎬｐ. ６７.

Ｈｅｎｒｙ Ｓｈｕ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ｉｐｐｍａｎꎬ‘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ｄｕａｌ － ｕｓ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３５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５６５ꎬ５７３ –

５７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ｎ Ｙａ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２ꎬ１９９９ꎬｐ. １６８.



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ꎬ国际法院注意到ꎬ“为了打击合法的军事目

标ꎬ各国在评估必要性和比例性时必须考虑环境因素”ꎮ〔１０１〕 然而ꎬ国家

考虑环境因素应达到何种程度还非常不清楚ꎮ 如果结合«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来解释比例性原则ꎬ相关的考虑因素就只局限于“对

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ꎮ 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不同ꎬ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提到的环境因素施加的仅仅是一种注意

义务ꎬ而且关注的是居民的健康和生存ꎮ〔１０２〕 这意味着ꎬ即使使用的作战

手段或方法中并不涉及纳米技术ꎬ在攻击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的设施

时ꎬ无论其是否为合法的军事目标ꎬ指挥官也有义务注意不对环境造成

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或生存ꎮ

在这里ꎬ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情况下考虑的环境影

响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ꎮ 第一ꎬ指挥官必须考虑那些可能妨害居民生存

或者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的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环境损害ꎬ例如引发先天

缺陷、退化或畸形ꎮ〔１０３〕 因此ꎬ我们必须思考:(１)攻击是否可能包括摧毁

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的设施ꎻ(２)在爆炸时释放的工程纳米材料和纳

米颗粒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ꎻ以及(３)与这些物

质接触会对人体和基因造成怎样的影响ꎮ 然而ꎬ这些物质与更大的物质

之间变形、积聚和融合的过程给准确理解健康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带来了

巨大的科学难题ꎮ〔１０４〕 在未来的冲突中ꎬ指挥官在战场上将会面临“科学

４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３ꎬｐ. ２４２ꎬｐａｒａ. ３０.
该条款的全文如下:“在作战中ꎬ应注意

∙∙∙
保护自然环境不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

害ꎮ 这种保护包括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这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
∙∙∙∙∙∙∙∙∙∙

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ꎮ”关于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与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的区别ꎬ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ｉｎ Ｄｅｎｖ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
２８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２７５ – ２７７.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ｐ. ６６３ – ６６４ꎬｐａｒａ. ２１３５.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Ｆａｄｒｉ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ｄ Ｎｏｗａｃｋꎬ‘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Ｖｏｌ. １３ꎬ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１４５ – １１５５ꎻ
Ｊａｙｏｕｎｇ Ｊｅｏ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 ｉｎ Ｓａｕｒａ Ｓａｈｕ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ａｓｃｉａｎｏ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ｐｐ. ３２０ – ３２４ (作者指出ꎬ很少有对空气中的接触所作

的研究) .



迷雾”ꎬ不得不基于不确定的风险可能而履行注意义务ꎮ
第二ꎬ这种注意义务存在某些判断的回旋余地ꎮ〔１０５〕 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ꎬ比例性原则才可以说在涉及环境附带损害方面可以适用ꎮ〔１０６〕 这

一点在 １９９８ 年«罗马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４ 目中有明确的表

述ꎬ该目在其战争罪定义中规定:
故意发动攻击ꎬ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

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ꎬ其程度与预期

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ꎮ
这样一来ꎬ作为战争罪的一个构成要件ꎬ在有限的范围内ꎬ环境损害

已经被纳入对比例性的评估中ꎮ〔１０７〕 然而ꎬ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

粒的释放或与其接触造成的环境和健康损害的性质和全部范围在科学

上还具有不确定性ꎬ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ꎬ即仅有的那些

科学证据是否足以认定存在“明知”以及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有害影响

如何被视为“过分”ꎮ 这些问题同样适用于国际人道法中的比例性要

求ꎬ即使其对“明知”这项要件的表述更加松散ꎮ〔１０８〕

因此ꎬ由于这两项限制条件ꎬ在规范作战行为以限制或防止因军事

攻击造成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传播而可能引起的广泛、长期

和严重的环境损害方面ꎬ适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就显得

非常不切实际ꎮ 相反ꎬ«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并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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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ＩＣＲ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 ６６３ꎬｐａｒａ. ２１３３.
Ｃ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ｔｈｅ ｅｔ ａｌ.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８７９ꎬ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５７７ – ５７８.

Ｍ.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２ꎬｐ. ２８３.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评估比例性时更

加宽泛地考虑了环境影响ꎮ ＩＣＴＹꎬ‘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１２６２ – １２６３ꎬｐａｒａｓ. １５ – ２２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ＩＣＴＹ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ｔｈｅꎬ ‘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３１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４４ – ４５.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５ 款第 ２ 项ꎬ第 ５５ 条第１ 款以及第５７ 条第２ 款第 １ 项

第 ３ 目(用的表述是“可能”)ꎮ



求可能的环境损害必须是广泛、长期或严重的ꎬ因此可以说ꎬ附带损失的

范围完全可以包括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给环境和健康造成的潜在

影响ꎬ尽管该范围还取决于如何宽泛地解释附带损失ꎮ

　 　 预防措施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和第 ５８ 条规定了两类不同的预防义务ꎬ
分别是:攻击中的预防措施和防卫中的预防措施ꎮ〔１０９〕 人们普遍接受ꎬ在
计划或决定攻击时采取预防措施这项义务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ꎮ〔１１０〕

第 ５７ 条的措辞规定了比例性原则ꎬ在这个意义上ꎬ前文所讨论的同样的

法律问题也会产生ꎬ即由于武装攻击释放的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

粒造成的健康和环境损害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平民损失ꎮ 采取预防措

施的义务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ꎬ即应在多大范围内预见到间接影响或

回弹效应———换言之ꎬ就采取预防措施而言ꎬ要求何种程度的“明知”ꎮ
有趣的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认为ꎬ

即使某些军事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在科学上存在不确定性ꎬ仍然需要遵守

预防措施原则ꎮ〔１１１〕 对于这一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发展起来的“预防措施

原则”的解释在多大范围内已被接受为国际人道法中采取预防措施义务

的解释ꎬ目前尚无定论ꎮ〔１１２〕 不过ꎬ在当代纳米技术世界适用预防措施原

则将会给军事行动带来重大挑战ꎬ因为它要求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

尽可能减少因武装攻击而造成的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的释放ꎬ
即使对于它们实际的毒害效应尚不存在科学上的定论ꎮ 仅仅因为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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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Ｆｏ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ｓｅｅ Ｊｅａｎ － Ｆｒａｎｃçｏｉｓ Ｑｕéｇｕｉｎｅｒꎬ ‘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Ｎｏ. ８６４ꎬ
ｐｐ. ７９３ – ８２１.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４ꎬＲｕｌｅ １５.
Ｉｂｉｄ. ꎬＲｕｌｅ ４４.
Ｃｆ. Ｍ. Ｂｏｔｈｅ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６ꎬｐ. ５７５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ｓｇａｇｎｅéꎬ‘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２５ – １２６ꎻ Ｗｉｌ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
Ｈａｇｕ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７ꎬ１９９４ꎬｐ. ５２.



的健康和环境损害对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而言属于过分ꎬ就

期待做出停止攻击的决定ꎬ是相当不切实际的ꎮ

还需要在防卫中的预防措施这一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ꎮ «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５８ 条要求缔约国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在其控制下的

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不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

”ꎮ 虽然该

义务也可以被视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ꎬ〔１１３〕 但现实是ꎬ现代社会中各国

的主管机构几乎很少会关注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及其对平民生活的

影响ꎮ〔１１４〕 在纽约发生“９１１”恐怖袭击之后ꎬ由于从倒塌的建筑物中释

放出大量的有毒灰尘ꎬ与此相关的癌症死亡人数大增ꎬ这个例子足以说

明这种疏忽的严重性ꎮ〔１１５〕 鉴于战争期间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

的释放可能会造成迫在眉睫的健康和环境危胁ꎬ就更应认识到ꎬ采取预

防措施保护平民免受武装攻击影响的义务或许会有可能鼓励和促进制

定更全面的纳米技术规章ꎬ将预防和控制有毒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

暴露囊括其中ꎮ

　 　 结论

就现代战争中国际人道法的实施而言ꎬ无须担心纳米技术ꎬ特别是

如果用纳米技术制造或改进的更先进、更精确和更有效的武器及其投射

系统减少了直接的平民伤亡时更是如此ꎮ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传统观

点ꎬ即战争的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ꎬ使最大限度的敌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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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 － 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４ꎬＲｕｌｅ ２２. Ｃｆ. Ｗ. Ｈａｙｓ Ｐａｒｋｓꎬ
‘Ａｉｒ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３２ꎬ１９９０ꎬｐ. １ꎬａｔ ｐ. １５９ (该文称这项

规定并不是一项义务) .
ＩＣＴＹ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７ꎬｐ. １２７１ꎬｐａｒａ. ５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 Ｖ. Ｒｏｇｅｒｓꎬ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２ｎｄ ｅｄｎ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１２０ －１２６.
Ｓｅｅꎬ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ＴＣ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Ｕ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ꎬＶｏｌ. ７７ꎬＮｏ. １７７ꎬ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６１３８ －
５６１６８.



战斗力ꎮ〔１１６〕 不过ꎬ现代战争的重点已经更多地转移到以精确打击为重

点、以打击效果为基础的军事行动ꎬ强调的是得到某种结果ꎬ而不是绝对

地摧毁敌军ꎮ〔１１７〕 可以说ꎬ军事理论的这种转变强调的是ꎬ在适用国际人

道法的基本规则时ꎬ更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应当或不应

当考虑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粒给健康和环境带来的潜在有害影响ꎮ
本文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ꎬ由于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ꎬ会

在三个方面引发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问题ꎮ 第一ꎬ工程纳米材料和纳米颗

粒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在考察一项武器的

合法性、评估一次攻击是否过分以及作出攻击决定期间采取预防措施时

所要求的“明知”程度问题ꎮ 第二ꎬ应在多大范围内考虑武装攻击造成

的健康和环境影响ꎬ并没有明确的指南ꎬ但故意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

影响或可预见到此后果时除外ꎮ 这是因为ꎬ在考虑何谓过分伤害或不必

要痛苦以及在评估攻击是否过分时ꎬ应当考虑的间接、长期影响的范围

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ꎮ 第三ꎬ除非各国主管部门承认将战时局势纳

入更全面的纳米技术规章的重要意义ꎬ否则区分原则和采取预防措施的

义务就更难得到遵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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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１１７〕

见 １８６８ 年«圣彼得堡宣言»序言ꎮ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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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

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彼得阿萨罗∗著 / 韩阳∗∗译

摘要

本文分析了近期就自主武器系统确立国际禁止性规定的相关文献ꎬ

试图回应一些学者所表达的关切ꎬ即出于各种原因ꎬ这种禁止性规定可

能是存在问题的ꎮ 基于不仅是道德更是法律上的人权和人道原则ꎬ本文

对此类禁止性规定提供的理论依据表示支持ꎮ 特别是ꎬ在规制武装冲突

的国际人道法中能够找到对人类判断的内在要求ꎮ 的确ꎬ这种要求是隐

含在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军事必要原则之中的ꎬ而这些原则就规定在

诸如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中ꎬ并为习惯国际法所确立ꎮ 类

似的原则也隐含在国际人权法中ꎬ后者始终保障全人类的某些人权ꎬ无

论其国籍或当地法律为何ꎮ 笔者认为ꎬ有关生命和正当程序的人权以及

克减上述人权的限制条件ꎬ意味着一系列与自动化和自主技术相关的具

体义务ꎮ 特别是ꎬ个人与国家在和平时期以及战斗员、军事组织和国家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都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ꎬ不赋予机器或自动化程序脱

离人类基于道德与法律合法性的判断而使用致命武力的权力或能力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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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ꎬ在有可能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威胁的一系列自动化和

自主武器系统兴起之前ꎬ把此种义务确立为国际规范并规定于条约中将

会是有益的ꎮ
关键词:机器人ꎻ无人机ꎻ自主武器系统ꎻ自动化ꎻ致命决策ꎻ人权ꎻ武

器控制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笔者和约斯特阿特曼、诺尔沙基以及罗伯斯派

洛创立了机器人武器控制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ＡＣ)ꎮ〔 １ 〕 此后不久ꎬ我们发

布了使命宣言ꎬ包括呼吁讨论建立国际制度禁止自主武器系统:
鉴于军用机器人发展迅猛及其给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战争中

的平民造成的紧迫危险ꎬ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即刻着手就武器控制制

定进行讨论ꎬ以减少这些系统所造成的威胁ꎮ 我们提议ꎬ讨论应涉

及以下内容:禁止发展、部署和使用自主式无人武器系统ꎻ应禁止由

机器做出杀人决定ꎮ〔 ２ 〕

从那时起ꎬ哲学家、法律学者、军官、决策者、科学家和机器人学家们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ꎮ 最初的讨论聚焦于现有自主武器系统无法满足

国际人道法的要求ꎬ并猜想未来的技术能否满足这些要求的可能性ꎮ 特

别令人关注的是ꎬ自主系统能否符合«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区分原则

和比例原则ꎬ是否有可能让人对该系统可能造成的不法伤害承担责任ꎮ
根据初步的讨论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是否需要制定一项明确禁止这些

技术的国际条约来补充国际人道法ꎮ 尽管绝大多数人和大量学者、律
师、军官以及工程师都赞同致命的系统不应是自主式的ꎬ但仍有一些人

持这样的立场ꎬ即建立禁止自主武器系统的国际制度是不成熟的、没必

０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１ 〕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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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ꎬ甚至是不道德的ꎮ〔 ３ 〕 笔者认为ꎬ这种立场是错误的ꎬ并提议我们

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来禁止这些系统ꎮ 笔者主张ꎬ我们负有这样的道德和

法律义务:阻止将致命的权力授予无监管的非人类系统ꎬ并在提升人类

决策者的道德表现方面投入我们的科学和工程研发资源ꎮ 为了支持这

一主张ꎬ本文基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ꎬ为建立禁止自主武器系统

的国际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人权除被载于大量国际和国内法中并受

其保护之外ꎬ它还拥有独立于现有法律的道德地位ꎬ因此能够为扩展法

律以应对新兴技术引起的问题提供合理的指导ꎮ 笔者认为ꎬ可以根据以

下原则确立禁止自主武器系统的国际制度:建议使用致命武力的决定权

不能合法授予一个自动化程序ꎬ这一职责必须属于人类ꎬ其有义务在剥

夺他人生命之前作出经过深思熟虑且有理有据的决定ꎮ
这一原则对包括国内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大量法律

都有影响ꎮ 目前开发自主武器系统的意愿主要受军事应用的驱动ꎬ就此

而言ꎬ笔者将侧重于国际人道法的影响ꎮ 不过ꎬ该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国

家在国内警察行动、人群控制、边境控制、看守囚犯、保护设施和领土或

其他潜在的致命活动中使用自主武器系统ꎬ同时也适用于个人或组织在

涉及武力使用的一系列安全领域中使用这些系统ꎮ 同样ꎬ虽然在践踏或

否认其他人权的自动化决定方面笔者也坚持类似的主张ꎬ但笔者主要还

是关注自动化活动中的生命权ꎬ譬如逮捕、拘留及行动限制ꎻ搜查、监视

及跟踪ꎻ驱逐出境ꎻ驱逐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ꎻ拒绝给予医疗保健、公众

集会、出版和言论自由以及选举的权利ꎻ以及其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

１０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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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权利ꎮ〔 ４ 〕

　 　 自主武器系统

在最近的武装冲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日益增长的对高度自动化

技术的使用ꎬ最明显的就是美军在许多国家使用远程遥控武装无人机ꎮ
这些作战飞机能够进行大量复杂的自动飞行ꎬ包括全自动起降、ＧＰＳ 定

向、在指定高度围绕 ＧＰＳ 定位地点环飞ꎬ同时还具备多种自动化图像采

集和处理能力ꎮ 尽管这些系统是高度自动化的
∙∙∙∙

ꎬ但并不能被视作是自主
∙∙

的
∙

ꎬ因为它们仍然要在人类的监督和直接控制下运行ꎮ〔 ５ 〕 此外ꎬ尽管装

备了具有一些自动化能力的武器ꎬ如激光制导导弹和 ＧＰＳ 制导炸弹ꎬ但
是这些系统锁定目标并开火的决定仍然依赖于人类的直接控制ꎮ 本文

最关注的是ꎬ使这些锁定目标并开火的决定完全自动化的道德和法律后

果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将“自主武器系统”定义为在没有人类直接监督和

直接参与致命决策的情况下ꎬ能够锁定目标并开始使用潜在致命武力的

任何系统ꎮ〔 ６ 〕 根据这一定义ꎬ目前的远程遥控飞机ꎬ例如“掠夺者”和

“收割者”无人机ꎬ就不属于自主武器系统ꎮ 然而ꎬ那些目前仍处于人类

２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４ 〕

〔 ５ 〕

〔 ６ 〕

目前ꎬ被国际法所承认的人权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中规定的权利ꎮ
“国际人权宪章”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盟约»ꎮ
“自主”这一术语被工程师用于指代无须人类直接控制或监督就可运行的系统ꎮ 工

程师也使用“自动化”一语来区分涉及没有太多反馈信息的重复、结构化和程式化运行的无监

督系统或程序(如洗碗机)与动态、非结构化并在以各种传感器反馈的信息为基础的开放环境

中运行的“机器人”或“自主”系统(如自动驾驶的汽车)ꎮ 不管有多少区别ꎬ所有这些系统除了

依赖不可预知的传感器数据以外都遵循几乎全部固定和确定的算法说明ꎬ以及有时用于学习

和纠错的被限制得很死的概率计算ꎮ
笔者使用“自主武器系统”一语而不仅仅是“自动化武器”来表明ꎬ该系统可被分割

为虽然能一起工作形成一个自主武器系统但各不相同的要素ꎮ 例如ꎬ几乎位于世界任何地方

的一台计算机都能够接收无人侦察机发回的信息并利用该信息启动和指令处于另一地点的制

导武器系统实施袭击ꎬ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人类的介入或监督ꎬ因此这就构成自主武器系统ꎮ
也就是说ꎬ自主武器系统的组成部分———传感器、自动锁定目标并决策以及武器———并不需要

直接组装在一起或处于同一地方ꎬ只需通过通信线路相互连接即可ꎮ



控制之下的活动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自动化ꎬ这一点正变得日益清晰ꎬ
有很大可能在目标选择和针对目标使用致命武力的决定方面排除人类

的直接介入ꎮ 远程遥控飞机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ꎬ因为现在还有大

量的陆基、海基和潜水系统也可能被武装ꎬ还有诸如炮塔和守卫等固定

防御系统以及各种模式的网络攻击ꎬ同样可能被自动化ꎬ以便在选择目

标或授权针对一个目标使用致命武力时无须人类直接介入就能发动致

命武力ꎮ
尽管有各种可以说不包含人类直接介入致命决策的军事武器和实

践的实例ꎬ这新一轮技术能力的浪潮还是在国际法领域和军事专家中引

起了对这类可能系统的道德与法律正当性的严重关切ꎮ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前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在意大利圣雷莫举

行的一次会议上就表示:
真正的自主系统具有人工智能ꎬ必须能够执行国际人道法ꎮ 尽

管人们对这一领域有相当大的兴趣并投入了可观的研究经费ꎬ但这

样的系统仍未被武器化ꎮ 其研发反映出巨大的编程挑战ꎬ已经证明

是不可能的ꎮ 这类系统的部署将反映一种思考模式的转变以及敌

对行为中一种质的重大改变ꎮ 这也提出了在开发或部署这种系统

之前需要考虑的一系列基本的法律、道德和社会问题ꎮ 可以对机器

人进行编程ꎬ使其在战场上的行为比人类更道德同时也谨慎得多ꎮ
但是ꎬ如果在技术上不可能对自主武器系统进行可靠的编程以确保

其在战场条件下能以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方式运行ꎬ那将会怎

样? 将现有法律规则适用于新技术引起质疑:鉴于技术的独

特———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性质以及考虑到它可能拥有的可预

见的人道影响ꎬ规则是否足够清晰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国家将会选择

或已经选择适用更加明确的规范ꎮ〔 ７ 〕

３０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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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伦贝格尔所解释的那样ꎬ人们对自主技术能否在技术上遵守

现有的国际人道法存在严重顾虑ꎮ 虽然很多军事专家都承认致命武器

系统方面的技术正朝着更大自主性的方向发展ꎬ但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办

公室的决策者们在内的大多数人还是对此表达了强烈的道德关切:

对自主武器加以限制从而确保合乎道德地交战是最基本的ꎬ但

开发可安全制动
∙∙∙∙

的自主武器则是更加艰难的任务ꎮ 运行军事系统

的战争环境是混乱和复杂的ꎬ自主系统必须能在其中适当运转ꎮ 敌

军的调整、通信不畅、环境的危险、战场中的平民、网络攻击、故障以

及战争中的“摩擦”ꎬ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自主系统有可能面临预料

之外的情况并可能采取计划外的行事方式ꎮ 由于它们缺乏更多的

背景情报与常识ꎬ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ꎬ如果其面对的情况超出了

预定的设计参数ꎬ那即便是相对复杂的算法也会出错ꎮ 由于很难预

见系统投入运行后可能发生的所有小故障或突发行为ꎬ因此现代计

算机的复杂性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ꎮ〔 ８ 〕

由于即便是“人工智能”的自主系统也必须事先进行编程ꎬ而且其

至多仅拥有非常有限的学习和调整能力ꎬ因此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设

计出有能力处理战争迷雾和战争矛盾的系统ꎮ 当我们为保护武装冲突

中平民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影响时ꎬ就会产生一些道德和法律问题(尤其

是要符合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军事必要原则的要求)ꎬ

并且导致使用致命武力的责任确定和问责都极为困难ꎮ

自主武器系统引发了大量道德和社会关注ꎬ包括不对称战争、从战

斗员到平民的风险再分配以及降低国家发动战争门槛的可能性等问

题ꎮ〔 ９ 〕 这类武器趋向于把操作它们的战斗员移出冲突地区ꎬ降低其拥

４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８ 〕

〔 ９ 〕

Ｐａｕｌ Ｓｃｈａｒｒｅꎬ‘Ｗｈｙ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ꎬ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Ｉｓｓｕｅ ６１ꎬ２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ꎬ２０１１ꎬ
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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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伤亡风险ꎬ但同时它们也趋向于降低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和风

险ꎮ 这可能会导致发动战争的门槛整体降低ꎮ 自主武器系统还有可能

造成地区或全球的不稳定和不安全ꎬ加剧军备竞赛ꎬ扩散到非国家参

与方ꎬ或导致超出人类政治意图的冲突升级ꎮ 没有人类监督就能使用

致命武力的系统即使在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已认为此类行动不适当时

也依然能这样做ꎬ从而导致超出人类直接控制的冲突意外爆发或升

级ꎮ〔１０〕 因此ꎬ这些系统给国际稳定和国际机构管理冲突的能力带来

了严重威胁ꎮ
根据现有的国际人道法ꎬ在这些系统的法律可接受性方面ꎬ〔１１〕首要

的问题似乎是自主系统能否符合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ꎮ〔１２〕 鉴于这些系

统的复杂性以及我们无法预见它们在复杂的操作环境中、意外的情况下

和混乱不清的局势中可能怎样行事ꎬ因此还存在进一步的难题———我们

如何测试和验证新设计的自主武器系统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要求ꎬ就像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规定的那样ꎬ〔１３〕以及更一般地说如何规制新

５０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通过类比ꎬ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股票市场的“闪电崩盘”ꎬ其中的自

动化高频交易系统使道琼斯指数加速下跌了 １０００ 点(９％ )ꎬ这是史上单次最大降幅ꎮ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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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７ 条关于平民居民的保护和攻击时预防措

施的规定ꎮ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ꎬ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ｌａｗ /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１＿２. ｈｔｍ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关于新武器的规定ꎬ全文如下:“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

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ꎬ缔约一方有义务断定ꎬ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ꎬ该新的武器、作
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所禁止ꎮ”



武器和战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ꎮ〔１４〕

这类系统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人员从而导致在特定情况下无

人会为自主武器系统的行为负责ꎬ或者该系统的行为是如此出人意料以

致让操作人员为该系统实施的行为负责是不公平的ꎬ这是需要单独考虑

的问题ꎮ〔１５〕 因此ꎬ这类系统可能会排除确立任何个人刑事责任的可能

性ꎬ这种类型的责任要求有道德意志并需要确定犯意ꎮ〔１６〕 自主武器系

统在人类操作员的监督下或根据其命令而引发暴行或悲剧的情况下ꎬ也

可能破坏指挥官责任和监督下属之义务的基础ꎬ从而使其人类指挥官免

于承担本来被视为战争罪的责任ꎮ 因此ꎬ让国家为设计和使用这类系统

负责并在国际层面对其加以规范ꎬ这一点正变得日益重要ꎮ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ꎬ作为国际共同体ꎬ我们必须决定如何

看待这类系统ꎮ 把它们视为旧技术的新扩展ꎬ还是向新技术的质变? 目

前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足以应对致命的自主技术吗? 或者说它

们需要轻微的扩展或是重大修订? 禁止自主武器系统可取吗? 或者它

可能干扰具有更强的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能力之武器的发展?

笔者的观点是ꎬ自主武器系统代表着军事技术质的转变ꎬ恰恰是因

为它们排除了在使用致命武力过程中人类的决断ꎮ 因此ꎬ在缺乏人类决

断和审查的情况下ꎬ它们有侵害人权的威胁ꎮ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通过编

纂明确禁止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规则来澄清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ꎮ

此外ꎬ这些理由还能驳斥迄今为止所有的批评ꎮ 澄清和编纂的好处包

括:

(１)通过起草一个什么可以自动化、什么不能自动化的原则性范

围ꎬ避免滑向自主武器系统的深渊ꎻ

６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４〕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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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未来在技术发展方面的投资趋向更加以人为本的设计ꎬ从而

能够在武装冲突中加强道德和法律行为ꎻ

(３)遏制这些新技术可能给规制武装冲突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造成

的极端不稳定ꎻ

(４)确立该项法律原则:自动化程序无法满足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

时所需的审慎考虑的道德要求ꎮ

因此ꎬ国际社会基于人权保护规范和其他保护个人的规范ꎬ鼓励建

立禁止自主武器系统的国际制度是可取的ꎮ

　 　 致命决策

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容许使用自主武器系统ꎬ在提出这种

主张时有必要阐明自主武器系统如何不能满足武装冲突中合法杀戮的

必要和充分条件ꎮ 还有必要完善自主武器系统的概念ꎮ 暂时可将自主

武器系统定义为ꎬ无须人类操作员、控制员或监督员做出具体的、有意识

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就能使用致命武力的任何自动化系统ꎮ

诚然ꎬ这种系统并非史无前例ꎬ因为已存在各种各样被用于武装冲

突的该系统的雏形ꎬ包括地雷和其他触发式陷阱ꎬ还有某些制导导弹和

一些自动防御系统ꎮ 事实上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系统本身并非“武

器”ꎬ而是配备了武器或控制武器的自动化系统ꎮ 因此ꎬ它们向有关武器

和武器控制的传统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ꎬ因为传统上倾向于将武器看成

工具或器具ꎬ或关注其破坏力ꎮ 与此相反ꎬ自主武器系统迫使我们从“系

统”的角度思考ꎬ这种系统可能包含大量传感器、信息处理和武器部署等

配置ꎬ并集中于动用武力的程序ꎮ〔１７〕

美军内部一直有一项政策ꎬ就使用致命武力而言必须服从人类的决

７０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１７〕 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６ 条的表述中ꎬ自主武器系统可作为“新的武器、作战手段

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审查ꎮ 这意味着ꎬ以新的方式使用现在已被审核通过的武器ꎬ即自

动锁定目标或开火ꎬ本身也要作为一种新的手段或方法而接受审查ꎮ



策圈ꎮ “人类决策圈”这一短语来自于人因工程学领域ꎬ表示一个人是

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当提到致命武力时ꎬ最关键的是包含做出任何

使用致命武力之决定的决策环的系统ꎮ 在军事术语中ꎬ该决策环被称为

“杀伤链”ꎬ美国空军将其定义为包含六个步骤:发现、定位、跟踪、瞄准、

攻击和评估ꎮ〔１８〕 最近的讨论已转向“人类决策圈”模式ꎬ在这种模式下

人类可能要监督在这个六步循环中自动完成多项任务的一个或多个系

统ꎮ 这种转变似乎在“人类决策圈”模式中的人类直接控制与自主武器

系统之间创建了一个中间状态ꎮ 然而ꎬ确定特定系统是否为自主武器系

统的关键步骤是ꎬ无论在瞄准阶段还是在攻击阶段它是否独立于人类直

接控制而自动运行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认为在未经人类深思熟虑和具体考

量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目标并使用潜在的致命武力的系统就是“自主武器

系统”ꎮ

该定义承认ꎬ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正在确立自动决策与使用武器

或致命武力之间的因果联系ꎬ反过来说ꎬ正在让自动化系统直接控制的

致命武力脱离人类决策ꎮ 将人类决策的责任授予旨在夺取人类生命的

自主系统才是根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ꎮ

要注意的是ꎬ让人参与致命决策的过程是必要条件ꎬ而不是充分条

件ꎮ 合法的致命决策过程还必须满足下列要求ꎬ参与核实合法目标并针

对它们使用致命武力的人类决策者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思熟虑、要经

过适当训练并且见多识广、要负责并且能承担责任ꎮ 让一个没怎么经过

训练的人坐在已经罗列出指定目标列表并要求其核实这些目标的屏幕

前ꎬ按下按钮授权针对上述目标使用致命武力ꎬ这可能很容易ꎮ 在没有

时间深思熟虑而被迫迅速作出决定时ꎬ或者在没有获得充分的相关情报

并据此作出意义重大的决定时ꎬ或者在经受极端的身体和精神压力时ꎬ

这样的人可能不会比机器人好多少ꎮ 在评估个人决定的适当性时ꎬ我们

８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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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考虑这类因素ꎬ尽管我们仍然要追究他们的责任ꎬ但却不大可能

让他们对在这种环境下作出的决定和任何意想不到的后果负责ꎮ 因为

这些因素减轻了决策者的责任ꎬ使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增加了不得不在此

类情况下作出决策的可能性ꎬ而其本身是无须承担责任的ꎮ 笔者认为ꎬ
从工程和设计伦理的角度来看ꎬ故意设计缺乏负责任的和可问责的代理

人程序的系统本身就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ꎮ 就确立我们评估致命决策

的标准而言ꎬ不应将我们准予人类在胁迫下行事的考虑与此类标准的理

想模式混为一谈ꎮ 此外ꎬ我们可以贬低人类在此类决策中的表现还不

如自主系统的水平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降低评判这些决定的标

准ꎮ
虽然在国际条约中定义自主武器系统的详细措辞必然要通过谈判

过程来确定ꎬ但是这样一部条约的核心应当是确立如下原则:对于那些

处于每一次武力使用之下的生命而言ꎬ未经明智且审慎的人类决策ꎬ不
得剥夺人的生命ꎬ因此ꎬ任何排除人类介入决策过程从而没有满足上述

原则的自动化系统都要予以禁止ꎮ 这项提议在武器控制领域是无先例

可循的ꎬ因为它并不关注一个特定的武器ꎬ而是作出使用该种武器之决

定的方式ꎮ 以前的武器控制条约关注特定武器及其效果ꎬ或一个武器必

然具有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性质ꎮ 正相反ꎬ禁止自主武器系统关注的是不

在人类直接监督和自主控制之下把使用致命武力的权力授予一个自动

化程序的问题ꎮ

　 　 在合法杀戮中需要人类决断

在武装冲突中剥夺他人生命要被视为合法ꎬ就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

的要求ꎮ 特别是武装冲突各方有义务适用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ꎮ 关于

自主系统遵守这些原则的能力ꎬ已有大量讨论ꎮ 最雄心勃勃的提议是ꎬ
我们能对自主武器系统进行编程ꎬ要求它们遵守国际人道法以及具体的

９０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交战规则和指挥官针对给定任务的命令ꎮ〔１９〕 依据以约束为基础的编程

传统ꎬ该提议认为ꎬ国际人道法可以转换为编程规则ꎬ以严格确定在特定

情况下何种行为是被禁止的ꎮ 因此ꎬ一个假设的“道德官”就可以介入ꎬ

以防止自主武器系统实施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的行为ꎮ 阿金进一步主

张ꎬ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主武器系统可以选择自我牺牲而我们却不能期

待人类做出相同的事情ꎬ这些系统可能会避免许多人类才有的错误和缺

点ꎬ因此ꎬ它们也许能比人类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表面来看ꎬ这个提议相当有吸引力ꎬ甚至连克伦贝格尔都承认其极

具诱惑力:

当我们讨论这些新技术时ꎬ也看到了它们提供更强有力保护的

潜在优势ꎮ 尊重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意味着必须采取«第一附加议

定书»第 ５７ 条规定的攻击时的某些预防措施ꎮ 这包括ꎬ攻击一方有

义务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ꎬ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ꎬ以期避

免ꎬ并无论如何减少附带平民伤亡和损害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与使用

常规武器相比ꎬ网络行动或部署远程遥控武器或机器人可能会造成

更少的附带平民伤亡和损害ꎮ 在实践中ꎬ更充分的预防措施也是可

行的ꎬ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武器部署在安全距离之外ꎬ经常有时间仔

细选择攻击目标和攻击时间ꎬ以尽可能减少平民伤亡和损害ꎮ 有人

可能主张ꎬ在这种情况下ꎬ该规则要求指挥官考虑其是否能通过使

用这样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如果可行的话) 获得同样的军事优

势ꎮ〔２０〕

虽然它确实有利于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加强对平民及其财产的保

护ꎬ但是必须注意我们由此得出的关于允许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推论ꎮ

这个看似简单的主张中含有大量假定ꎬ这可能会误导我们对国际人道法

目的和意义的理解ꎮ

武装冲突期间ꎬ国际人道法的最终目标是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直接

０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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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敌对行动的人ꎬ并限制使用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ꎮ 人们很容易认

为ꎬ这可以客观、直接地加以衡量ꎮ 我们倾向于认为ꎬ区分原则像一个分

类规则———世界是由平民和战斗员组成的ꎬ然而存在一项复杂的规则ꎬ

可以确定地将每个人归入一个类别或另一个类别ꎮ〔２１〕 但事实比这要复

杂得多ꎮ 我们以确定何谓“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这一难题为例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过仔细考虑ꎬ对于什么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行

为”制定了一整套指南ꎬ而且实施该行为的平民不享有国际人道法正常

情况下赋予平民的保护ꎮ〔２２〕 为了断定一个平民属于合法的目标ꎬ这些

指南列出了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１)损害下限ꎻ(２)直接因果关系ꎻ

(３)交战联系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南对每一个条件都进行了详细

阐述ꎬ但在这里ꎬ笔者只需做一简单概述:

某一具体行为要想达到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所规定的损害
∙∙

下限
∙∙

ꎬ则必须很可能对武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或军事能力造成不

利影响ꎮ 在没有军事损害时ꎬ如果某一行为很可能造成享有免受直

接攻击之保护的人员死亡、受伤或物体毁损ꎬ那么也可以达到这一

下限ꎮ 在这两种情况下ꎬ达到规定下限的行为还必须满足直接因果

关系和交战联系的要求才能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如果可以合理地预料到所涉具体行为ꎬ或者该行为作为一次具

体的协同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将直接(即在一个因果步骤内)

造成规定的损害下限ꎬ那么就可以满足直接因果关系的要求ꎮ 然

而ꎬ即使是满足直接因果关系
∙∙∙∙∙∙

要求并达到规定损害下限的行为ꎬ要

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也还需满足第三个要求ꎬ即交战联系

要想满足交战联系
∙∙∙∙

的要求ꎬ一项行为必须是专门为了造成规定

１１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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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关于自主武器的文献更倾向于使用“辨别”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一词ꎬ而不是区

分原则ꎬ这意味着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中的“辨别任务”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ꎮ Ｓｅｅ Ｎｏ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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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下限ꎬ以支持武装冲突一方并损害另一方ꎮ 作为一项一般规

则ꎬ下列行为或活动所造成的损害缺乏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所需

的交战联系:(１)保卫自己或他人免受国际人道法所禁止之暴力侵

害ꎻ(２)对人员或领土行使权力或职权ꎻ(３)反对此类职权的民间骚

乱ꎻ(４)平民间的暴力
损害下限
∙∙∙∙

、直接因果关系
∙∙∙∙∙∙

和交战联系
∙∙∙∙

这三项要求结合在一起ꎬ
使我们能够对以下两种活动作出可靠的区分: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

动的活动ꎻ虽然发生在武装冲突之中ꎬ但并非敌对行动的一部分ꎬ从
而不会导致丧失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的活动ꎮ 然而ꎬ即使某一行为

构成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ꎬ在应对时所使用的武力之种类和程度也

必须符合国际人道法及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ꎮ〔２３〕

这些指南尝试提出一种手段来确定谁是合法目标而谁不是ꎮ 然而ꎬ
这些甚至都不是所谓的规则———它们被称作“指南”ꎬ因为它们通过多

层次的解释和裁判来协助引导一种道德力量ꎮ 为了确定在特定情况下

的特定个人是否满足上述每项条件ꎬ就需要对复杂的局势进行综合理

解ꎬ包括:潜在损害的战术和战略影响ꎬ以及其他可能受到威胁之个人的

身份ꎻ因果结构和因果关系的性质以及与某人行为的直接因果影响ꎻ个
人的意图和行动被界定为军事行动与否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ꎬ
例如ꎬ是在行使当局的官方职责还是进行个人自卫ꎮ

说我们可以把国际人道法规则编进计算机程序ꎬ其真正含义是什

么? 仅仅是简单地把规范人类行为的书面法律变成制约机器行为的程

序代码吗? «日内瓦公约»的下一个附加议定书应当直接写成计算机代

码吗? 或者说国际人道法还有什么是无法被编程的? 对这个问题人们

很容易采取工程学的方法ꎬ把战斗员的决定和行动视为“黑匣子”ꎬ把人

类士兵与机器人士兵相比较ꎬ并声称根据国际人道法犯错更少的士兵是

“更道德的”士兵ꎮ 这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常见的辩论策略ꎮ
然而ꎬ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ꎮ 经验问题是ꎬ计算机、机器或自动化

２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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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是否能够作出
∙∙∙∙∙∙

每一个事关生死的决定并且其表现得到认可ꎮ 但道德

问题则是ꎬ计算机、机器或自动化程序究竟是否应该作出
∙∙∙∙∙∙

这些生与死的决

定ꎮ 除非我们能原则上证明机器不应当做出这样的决定ꎬ否则我们会一

直想知道ꎬ是否或何时能有一些聪明的程序员也许可以设计出一套能做

这些事情的计算机系统ꎬ或者至少我们何时会允许机器做出这种决定ꎮ
在这里ꎬ人工智能的历史对我们有借鉴意义ꎬ因为它告诉我们ꎬ这类

问题总体上说属于顽疾ꎬ但如果我们能非常仔细地限定并简化问题ꎬ我
们本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ꎮ 不过ꎬ我们还可以把人工智能已成功解决的

问题(如象棋)与适用国际人道法的要求时面临的问题进行比较ꎮ 尽管

国际人道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ꎬ但它们还是十分不同于

象棋规则ꎬ因为国际人道法需要大量的解释性裁判以便在任何特定的局

势中能恰当地适用ꎮ 此外ꎬ规则适用的背景、可用情报的性质和质量以

及替代竞争或规则冲突时的解释ꎬ每天可能很不同ꎬ即使是在同一场冲

突或同一天中ꎮ
我们不妨主张ꎬ智慧是人类独有的ꎬ但如果有人能够足够具体地定

义它ꎬ或者把它缩减为一个具体的任务ꎬ那么经过编程的计算机有可能

会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ꎮ 如果我们这么做ꎬ我们有必要改变智慧的定

义ꎬ重新把一项复杂的技能定义为一项具体任务的性能ꎮ 我们是否根据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智慧可能不那么重要ꎬ尽管这样做当然会

有某种社会和文化后果ꎮ 但就道德和剥夺人的生命而言ꎬ我们真的想重

新定义道德以容纳自主武器系统吗? 如果我们允许自动化系统有权决

定是否杀死某个人ꎬ会有怎样的危险? 没有人类决断ꎬ我们如何确保这

种杀戮不是任意的?
把国际人道法规则自动化有可能会削弱其在规范人类道德行为方

面发挥的作用ꎮ 这也能解释为何设计师为了消除歧义和道德评价的目

的试图保持“人类决策圈”ꎮ 正如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任英国驻伊拉克

皇家空军指挥官的布莱恩布里奇爵士所说:
根据武装冲突法ꎬ有评估比例性的要求ꎬ据此期望处于传递链

最后一环的人利用理性判断评价该局势以作出最后的评估ꎮ 后现

３１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代冲突让我们面临着模糊不清的非线性战场ꎮ 因此ꎬ我们不能

把人类ꎬ如指挥官、分析师和那些努力克服模糊性的人从决策圈中

剔除ꎮ 对于“人类决策圈”的争论比这还要广泛ꎮ〔２４〕

旨在规范武装冲突中人类和人类组织行为的国际人道法ꎬ其性质意

味着战斗员都是人类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该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ꎮ 尽管

国际人道法的起草者尽了最大努力使其清晰和准确ꎬ但使用该法还是需

要多层次的解释ꎬ以便能在特定的局势中有效实施ꎮ 国际人道法用启发

式的指南来补充其规则以便让人类遵循ꎬ明确要求战斗员换位思考其行

动造成的影响ꎬ在诉诸人性时施以怜悯和决断ꎮ 为了做到这一点ꎬ法律

不会具体地计算ꎬ而是向战斗员施加一项义务ꎬ审慎考虑
∙∙∙∙

其行动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ꎮ

　 　 正义无法实现自动化

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不完善的ꎬ需要解释和未来的审查ꎮ 不管一

部法律或规则怎样的仔细、经过深思熟虑或出于善意ꎬ法律制度不是ꎬ也

不可能是完美的ꎮ 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制度ꎬ本身旨在由人类机构用于

管理人类事务ꎮ 大量的人———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证人、陪审团———

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到解释和裁判的复杂过程中ꎬ以确保法律制度正常运

行ꎮ 简言之ꎬ他们积极参与评估一套抽象的规则与任何特定的具体情况

之间的匹配性ꎮ 正当程序权本质上就是有这样一种可以公开追究责任

的审议程序的权利ꎮ

我们可以设想用计算机程序取代人力ꎬ并自动作出决定ꎮ 但是笔者

认为ꎬ这将从根本上破坏正当程序权ꎮ 正当程序权的本质是有权质疑规

则以及该规则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得到了恰当适用ꎬ并有权要求明达的人

具有理性并通情达理ꎮ 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有时会犯错误吗? 当然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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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人类的理解、理性和判断力超过任何能够想到的固定规则或计算

机系统ꎮ 此外ꎬ如果考虑到特定案件中的主张、上诉以推翻司法判决的

可能性以及意见和判例法形成法律解释的方式ꎬ我们必须承认作出司法

判决需要考虑不同的、互不兼容的甚至矛盾对立的观点ꎬ并从中洞察真

相ꎮ 目前还没有已知的计算机系统或算法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ꎬ让它们

这样做也不太可能ꎮ

更重要的是ꎬ人类的裁判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

任何司法制度要适用于人类ꎬ那么它必须依靠人类的理性ꎮ 正义本身不

能被授予自动化的程序ꎮ 尽管涉及行政和法律程序的各种任务的自动

化可能会提高人类作出裁判的能力或效率ꎬ但这并不能免除人类考量证

据、仔细权衡不同解释并达成明智意见的义务ꎮ 实际上ꎬ把司法行政事

务自动化的大多数努力没有改善人类的表现ꎬ而是大大贬低了它ꎮ〔２５〕

把司法程序中人类裁判的这些必要方面自动化ꎬ将会使司法失去人性ꎬ

原则上应当予以抵制ꎮ

原则上应抵制在司法程序中把人类推理自动化ꎬ在谈到这一点时ꎬ

笔者认为ꎬ不存在我们应该接受的可以替代人类的自动化系统ꎬ这种系

统也无法达到衡量表现的标准ꎮ 简言之ꎬ就司法制度、国家或其代理人

作出关于个人人权的决定而言ꎬ最终的代理人和国家官员本身必须是

人ꎮ 人们赞同这一原则是基于道德理由也是基于法律原因ꎬ因为该原则

与独立于道德立场的司法制度本身是相辅相成的ꎮ

在军队内部有很多层次的授权ꎬ上到总司令ꎬ下到列兵ꎬ但是每一个

层次都有一个负责人ꎬ既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ꎬ又承担使用武力的责任ꎮ

指挥官责任的性质不允许一个人在判定特定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否适当

时放弃其道德和法律义务ꎮ 一个人可以将这种义务转移给另一个负责

人ꎬ但该人接着就有了监督其下属行为的义务ꎮ 由于自主武器系统并不

是负责任人ꎬ因此根本不能授予它们这种权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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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ꎬ区分原则不能仅被视为遵守区分战斗员和平民这一

项规则ꎬ还要考虑如果使用致命武力ꎬ人会失去生命ꎮ 在这方面ꎬ对人类

而言在剥夺生命之前有必要做出明智的决定ꎮ 这在比例性决定中体现

得更明显ꎬ必须要在平民和战斗员的生命价值与军事目标的价值之间加

以权衡ꎮ 这些价值都不是固定的ꎬ在某些方面ꎬ这些价值是从道德层面

进行设定的ꎬ并最终变为比例性判断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声称自主武器系统在道德上优于人类士兵ꎬ

尽管在辨别任务中它可能从技术上能少犯错ꎬ或者能找到使军事目标中

立化的手段ꎬ从而能最大限度降低不成比例损害的风险ꎮ 这不是说这些

目标不可取ꎮ 如果确实存在比任何人类或一般战斗员都能更好区分平民

和战斗员的技术ꎬ那么就应利用这些技术协助战斗员适用区分原则ꎬ而不

是用它们来淘汰人类的判断ꎮ 同样ꎬ如果一项技术能够确定行动方案ꎬ能

以最小的附带损害实现军事目标ꎬ并最小化任何不相称的损害ꎬ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负责作出使用致命武力选择的人类战斗员可以使用这种技术ꎮ

任何自动化程序ꎬ不管有多好ꎬ即使明显好过人类的表现ꎬ在其能合

法使用致命武力之前都应接受人类的审查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这显然是

技术上的要求ꎬ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ꎬ自主系统不会达到人类的表现水

平ꎮ 但是更重要的是ꎬ这是一项道德要求ꎬ在很多重要的情况下还是法

律要求ꎮ 因此ꎬ笔者主张ꎬ总体上有义务不允许自主系统在没有人类直

接监督和控制的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力ꎮ

有人认为ꎬ自主武器系统提供的手段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

要比目前武装冲突中的手段更具优势ꎬ这一主张有两种基本策略ꎮ 笔者

将大量不同的主张分为两类:(１)务实的观点指出了武装冲突中致命决

策的弊端ꎬ并赞同通过使这些决策自动化而作出可能或假设的技术改

进ꎻ〔２６〕 (２)认为这种系统暗示着总体降低战斗员和 /或平民的风险ꎬ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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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更小的伤亡加以衡量时ꎬ使用这种系统即有道德上的必要ꎮ 这种主张

过去支持精确制导武器ꎬ〔２７〕 最近又支持“掠夺者”无人机和遥控操作的

致命武器ꎮ〔２８〕

更加精确的武器就比不太精确的武器更道德吗? 用附带损害风险

低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一个军事目标和用高风险或者必定会造成大量

附带损害的地毯式轰炸攻击相同的目标ꎬ人们很容易在这两个选项中作

出选择ꎬ应当选择精确制导弹药ꎮ 在同等条件下ꎬ这是作出的道德和法

律上的选择ꎮ 当然ꎬ“在同等条件下”有很多种情况ꎮ 因此ꎬ在决定如何

攻击一个目标时ꎬ应选择更精确的武器而不是不太精确的武器ꎬ但是在

这种选择中武器是没有道德独立性的ꎮ 最终ꎬ是评判选择使用武器的人

是否道德ꎮ 即便最精确的武器也可能被非法或不道德地利用ꎮ 这种精

确度提供的是更道德行为的一种可能性ꎬ而不是一种肯定或保证ꎮ
这可能看起来像某种语义学主张ꎬ但它是一个关键的不同ꎮ 使用更

精确的技术无法免除我们的道德责任ꎮ 但正如使用其他自动化系统一

样ꎬ如巡航控制或自动驾驶ꎬ我们仍然主张操作员对其操作的系统、使用

或不使用自动化系统的最终决定以及这些选择的适当性负责ꎮ 事实上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这些技术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和武

装无人机的例子ꎬ实际增加了我们确保适当选择目标以及平民免遭危险

的道德负担ꎮ 而确实ꎬ随着我们的技术日益先进ꎬ我们应该设计它们来

强化我们的道德行为ꎮ
通过自动化把人类全部剔除在外或至少让使用致命武力的决策自

动化ꎬ以此来提升战争的道德性ꎬ这种主张是很怪异的ꎮ 这些主张的修

辞技巧就是指出战争中人类的道德缺陷———绝望和恐惧的行为ꎬ在压

力、胁迫之下和身处战争迷雾中而犯错ꎮ 下一步行动就是呼吁可消除这

类错误的技术解决方案ꎮ 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ꎬ尽管事实上该技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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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ꎮ 这也忽略了我们所看到的新型自动化技术的两个关键要点ꎮ 第

一ꎬ遥控系统无须自动作出致命决策即可让士兵摆脱战争的直接风险ꎬ

我们也可避免许多心理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错误ꎮ 第二ꎬ如果在辨识任

务或比例计算中ꎬ存在一个自动化系统比人类做得更好ꎬ它可以很容易

地被用作一个咨询系统来协助并告知人类决策者ꎬ而不必赋予它独立于

人类决策而使用致命武力的权力ꎮ〔２９〕

　 　 反对禁止自主武器系统的主张

在最近的一项政策简报中ꎬ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对禁止自主武器系统

的提议提出了批评ꎮ〔３０〕他们的结论是ꎬ虽然建立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国

际规范很重要ꎬ但禁止并不是最好的方式ꎮ 然而ꎬ他们的主张和许多结

论存在大量问题ꎮ 其主张的要点基于两个假设:

承认这些技术不可避免但渐进的发展ꎬ是解决与其相关的法律

和道德困境的关键ꎻ美国解决上述困境的政策应该就建立在这些假

设上ꎮ 对这些系统进行某种程度的逐步开发和部署ꎬ以及某些系统

的精确度创造的人道优势ꎬ使得一些提出的应对措施———如禁止性

条约———不仅无法实行ꎬ而且还饱受道德质疑ꎮ〔３１〕

在这里ꎬ我们看一下几个反对制定国际禁止性条约提议的主张ꎮ 首

先ꎬ他们坚持从假设出发ꎬ即这些技术不可避免ꎬ而它们的发展是渐进

的ꎮ 然而ꎬ即使有大量充分的理由可以驳斥他们的主张时ꎬ他们也没有

提供任何证据或论据来支持这两种假设ꎮ 然后ꎬ他们进一步主张ꎬ这些

系统中某些可能拥有人道优势ꎬ因此禁止它们不仅“行不通”而且“道德

上成问题”ꎮ 刚刚已解释过为什么主张即使是最精确的自主武器系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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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危及人权这并非是“道德上成问题”ꎬ笔者接下来想集中于他们的两

个初步假设和这种假设对国际禁止制度的可行性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ꎮ

　 　 自主武器系统不可避免吗?

为什么我们应该假设自主武器系统不可避免呢? 这实际上可能意

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科学技术的哲学家和史学家ꎬ笔者经常碰到关于科

学发现或技术革新“不可避免”的主张ꎮ 这种主张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历史的追溯性ꎬ用我们对过去技术的理解来思考未来ꎮ 也就是说ꎬ
回头看我们似乎很容易就可以说ꎬ灯泡、电话或任何你喜欢的技术的发

明都是不可避免的ꎬ因为这事实上确实发生了ꎮ 很难想象ꎬ如果它没有

发生的话世界会是什么样子ꎮ 然而ꎬ当我们仔细观察历史的细节ꎬ在大

多数情况下ꎬ一项科技能否在技术上取得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ꎮ 在大多

数情况下ꎬ革新的成功无法保证一定会采用该技术ꎬ其最终使用的手段

和方式总是取决于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ꎮ 事实上ꎬ当我们去审视大量的

技术失败时ꎬ的确在第一个成功商业化的灯泡出现以前ꎬ它经历了许多

失败的尝试ꎬ很清楚的是ꎬ实际上可以被称为是“不可避免”的科技ꎬ即
便有的话也是少之又少ꎮ 而且即使是灯泡的成功ꎬ其广泛应用也取决于

电力设施的革新与发展ꎬ以及大量其他的家用电器ꎬ如烤面包机等ꎮ 现

在技术的发展要快得多ꎬ但它们只是动态和不可预测的ꎮ
也许安德森与韦克斯曼的意思是ꎬ这些技术似乎非常有可能被开

发ꎮ 这似乎更有道理ꎮ 事实上ꎬ简单化的系统也已经能实现自主武器系

统的基本要素ꎬ但这些系统不符合现有关于区分和比例的国际法律标

准ꎮ〔３２〕 但即便无视现有的法律限制ꎬ我们可以创建自主致命技术的事

实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使用它们ꎮ 考虑到各种自主武器系统已经成为

可能ꎬ他们可能会声称其采用将不可避免ꎮ 但这种假设会掩盖技术发明

与广泛采用之间的重要区别ꎮ 当然ꎬ存在某些采用这种技术的强大动

力ꎬ包括降低军事人员所面临风险的愿望ꎬ以及降低各种军事行动和军

９１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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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能力所需的人力成本和人员数量ꎮ

或者更坚决一些ꎬ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可能的意思是ꎬ我们应该假定ꎬ

出现能够满足区分和比例标准要求的自主武器系统是不可避免的ꎮ 但

是ꎬ这是关于尚不存在的技术能力的一种经验性主张ꎬ衡量指标也还不

存在ꎮ 作为纯粹的经验问题ꎬ这些技术可能会ꎬ也可能不会出现ꎬ我们甚

至无法达成可接受的衡量标准来评估其表现ꎬ所以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

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呢?〔３３〕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技术能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ꎬ这一点相当不

确定ꎮ 声称机器人士兵具有道德优势的主张听起来很像人工智能初期

出现的主张ꎬ电脑总有一天会战胜人类象棋大师ꎮ 而且ꎬ比最初的预测

晚四十年后ꎬＩＢＭ 公司 的“深蓝”计算机的确设法击败了加里卡斯帕

罗夫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国际象棋和国际人道法之间有重要的区别ꎮ 国

际象棋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基于规则的游戏ꎬ很容易计算分析ꎮ 说到底ꎬ

国际象棋游戏既不是解释的问题ꎬ也不是社会规范的问题ꎮ 国际法ꎬ尽

管也有规则ꎬ但不像国际象棋ꎮ 法律总是需要解释和裁判ꎬ从而将其适

用于真实世界的局势ꎮ 历史上的先例和确定的标准有助于做出这些解

释和裁判ꎬ但无法严格确定一定会作出这样的解释和裁判ꎮ 判例法、程

序、辩论和上诉能够捍卫旧原则或建立新惯例ꎬ从而建立规范和原则ꎬ即

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和原则的意义不断变化ꎮ

因此ꎬ坚持自主武器系统不可避免的假设实际上是相当有害的ꎮ 一

方面ꎬ这种假设会使建立国际禁止制度似乎自动就变得不切实际或不可

行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我们假设被禁止的系统会存在并被使用ꎬ那我们为

什么还要费心地去禁止它们? 当然ꎬ它们并不存在ꎬ也没有被使用ꎬ而且

即使它们已经被使用ꎬ下一步它们仍然会被禁止ꎮ 并非不可行或不切实

际ꎬ禁止能相当有效地把革新的轨迹转向更有用且真正有道德的系统ꎮ

０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３〕 作为对比ꎬ看看电动汽车ꎬ这项技术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了ꎮ 即便随着最近混合动

力汽车和某些高性能电动汽车的流行ꎬ也几乎没有人赞同这样的主张ꎬ我们更新换代成电动汽

车是不可避免的ꎮ 这就是一项已经成为可能的技术ꎬ即它是存在的ꎮ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ꎬ我们可以足够清楚地定义自主武器系统的类别ꎬ然
后讨论一项条约如何适用或不适用于某些模棱两可的情况ꎬ如反应装

甲、反弹道导弹防御或监督系统ꎮ 不能指望一项禁止制度就可以禁止武

装冲突中对自动化技术的每一起利用ꎬ而是要建立国际规范ꎬ把使用可

以自动做出致命决策的系统非法化ꎮ 禁止地雷和集束弹药的国际制度

不可能完全清除地雷和集束弹药及其在武装冲突中的使用ꎬ但这些制度

使制造商通过生产它们获利变得更加困难ꎬ而军队在不造成国际反响的

情况下使用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ꎮ
此外ꎬ自主武器系统不可避免性的假设似乎使这种系统得到接受

∙∙∙∙
成

为定局ꎮ 然而在这里ꎬ最终的问题是ꎬ可接受性的国际标准将会是什

么———国际社会认为的行为规范会是什么ꎮ 假设发展和使用所述技术

是不可避免的ꎬ其目的是为了封堵关于推行、发展和使用这些技术是否

明智和可取的进一步讨论ꎮ 简言之ꎬ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不是必

然的———没有任何技术是ꎮ 是的ꎬ这只是可能的情况ꎬ如果并非必然的

情况ꎬ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禁止它们ꎬ但它们仍然需要巨大的投资来发

展ꎮ 即使我们无法阻止某些技术创造ꎬ我们也始终能够对其使用的道德

和法律可接受性持一种立场ꎮ 不能由此推断ꎬ就因为一项技术的存在ꎬ
所以其使用也是合法的ꎮ

　 　 如果自主武器系统正渐进发展又会怎样?

我想回到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坚持的第二个假设ꎬ即自主武器系统的

“渐进式”发展ꎮ 就他们的主张而言ꎬ本文打算做些什么工作呢? 再一次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ꎬ从某种意义上说ꎬ所有的技术发展都是渐进的ꎮ
这为什么会改变我们应对其道德和法律影响的方式? 也许安德森和韦

克斯曼只是试图缓解这样的恐惧:在某些巨大的技术飞跃中ꎬ士兵将会

被机器人取代ꎮ 随着他们主张的展开ꎬ下述内容变得更加清晰:他们的

想法是ꎬ转向自主武器系统会像“婴儿学步”一样逐渐发生ꎬ每一步都会

被仔细考虑和审查ꎮ 这是滑向这种危险观点的一个相当富有创造性的

转换ꎮ 他们不说这些技术很危险ꎬ因为他们鼓励我们把越来越多权力授

１２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予自动化系统ꎬ最终会导致非法的自动化系统事实上拥有锁定并杀死人

类的权力ꎬ而是宣称这类系统将会是合法的ꎬ因为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

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ꎮ 他们似乎认为ꎬ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推理的结果ꎬ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调整做到这一点ꎬ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

哪个调整会太糟糕ꎮ

把这一观点看作是会最终导致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结果似乎更合

理ꎮ 这会让我们更谨慎地寻找最根本的原则ꎬ从而能阻止我们坠入一个

不愿看到的结果ꎮ 确实ꎬ就自主武器系统而言ꎬ我们可以划定一个原则

性的界限ꎮ 这个界限是ꎬ对任何能使用致命武力的系统来说ꎬ人类需要

有意地在每一情况下都参与作出是否实际使用致命武力的决定ꎮ 在我

们可能会模糊上述系统与各种共享和监督控制的技术系统的界限时ꎬ我

们还可以这种方式设计那些系统ꎬ从而使界限更清晰、决定更明智ꎮ〔３４〕

　 　 建立规范的必要性

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就禁止自主武器系统可能造成影响的结论是错

误的ꎬ但关于就其使用建立规范的重要性以及作出某些限制的必要性的

结论则是正确的:

无论是打算施加不现实的、无效的或危险的禁令还是倾向于少

加或不加限制ꎬ在对这些技术的国际期望让这些看法更坚定以前ꎬ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ꎮ〔３５〕

他们意识到ꎬ这些技术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道德领域ꎬ而在机器人

和自动化的时代ꎬ国际社会将会接受什么样的新作战规范仍是个未知

数ꎮ 他们同样正确的是ꎬ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和发展大量新技术的引

领者ꎬ正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ꎬ它应该确立先例和规范ꎬ塑造武装冲

突的未来ꎮ 更明显的是ꎬ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并没有明确表明禁止自主武

器系统是如何不切实际ꎬ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禁止是无效的或

２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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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的ꎮ 我们来逐一探讨这些主张ꎮ

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不切实际这一主张究竟有没有道理? 是这种禁

止在实践中难以执行吗? 所有的武器控制条约都面临着执行方面的挑

战ꎬ禁止自主武器系统应该也不会例外ꎬ比其他条约更难或更容易执行ꎬ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ꎬ这并非不切实际的ꎮ 或者说他们认为在政治上难

以找到对这种禁止制度的支持者吗?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ꎬ尤其是在军官

和决策者中ꎬ以及国防工业的工程师和执行者中ꎬ有许多人支持这样的

禁止制度ꎮ 而且ꎬ以我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来看ꎬ普遍都对自动化武器

系统存在强烈的道德上的忧虑ꎬ同时也害怕它们带来的潜在危险ꎮ 因

此ꎬ在寻求公众和官方的广泛支持方面ꎬ这种禁止制度至少不是不切实

际的ꎮ

事实上ꎬ我们认为这种禁止制度“不切实际”的唯一途径就是ꎬ接受

安德森和韦克斯曼作出的关于这些系统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无端假设ꎮ

如果我们认为这已成定局ꎬ那么尝试阻止不可避免的事物似乎确实是不

切实际的ꎮ 但关于一项新兴技术没有什么是必然的ꎬ其所具有的能力尚

不存在ꎬ与其相关的规范也还未建立ꎮ

安德森和韦克斯曼还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预见到对自主武器系统

的反对ꎮ

第二种反对是基于道德的ꎬ认为把人的道德控制完全剔除于开

火环节之外ꎬ本身就完全是错误的ꎮ 一台机器ꎬ无论多么优秀ꎬ也无

法完全取代一个真正的道德载体ꎬ即一个拥有良心和道德判断能力

的人类(即使人类的行为方式有缺陷)ꎮ 在这方面ꎬ本文的标题特

意把“机器人”和“战士”并列强调ꎬ因为ꎬ就这一反对意见来说ꎬ这

恰好是从来不应尝试的ꎮ

这是一个难以处理的观点ꎬ因为它会因为人们或接受或反对的

道德原则而终止ꎮ〔３６〕

３２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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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说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原则ꎮ〔３７〕 根据该原则ꎬ
除了一个人自身的道德直觉外ꎬ没有接受它的任何正当理由ꎮ 但我认

为ꎬ本文的上述讨论已表明ꎬ抵制自主武器系统的道德原则事实上通过

各种以人为本的表述和要求而隐含在国际人道法中ꎮ 此外ꎬ它也同时隐

含在法律结构、司法程序和正当程序中ꎮ 我们要求人类作为一种法律力

量存在ꎬ应独立于其作为道德力量的道德要求ꎮ
虽然作出杀戮的决定是重大问题ꎬ但绝不仅止于此ꎮ 剥夺人类生命

的决定仅在非任意剥夺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ꎬ而且没有人类的控制、监
督和负责就无法保证使用武力是非任意的ꎮ 因此在没有人类理性、决断

和怜悯的参与下进行的杀戮是不道德的ꎬ也应该是非法的ꎮ

　 　 结论

就维护人类的道德、尊严、正义和法律而言ꎬ我们不能接受由一个自

动化的系统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生命ꎮ 我们应通过禁止自主武器系统

来尊重这一点ꎮ 在提及杀戮时ꎬ依据主动剥夺他人生命时所固有的道德

权衡ꎬ每个个案都值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ꎮ
由于科技的进步ꎬ人类对世界有了更大的控制权ꎮ 伴随新控制权而

来的ꎬ是更大的责任ꎮ 对影响人类和环境福祉的技术来说这似乎很明

显ꎬ对军事技术来说也同样如此ꎮ 虽然先进军事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意

味着它们将被或可能被更谨慎、更道德地加以使用ꎬ但这种可能性是存

在的ꎮ 可是新的能力也会带来伦理道德的潜在倒退ꎬ而非进步ꎮ 最终ꎬ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ꎬ在战争中我们道德进步的性质取决于我们的科

技ꎬ而不仅仅是让参加战争的战斗员有更少的伤亡ꎬ这远远超出了国际

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要求ꎮ 在选择我们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的武器和

战术时ꎬ对于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并为之战斗的世界ꎬ以及能够创造这

个世界的合法条件ꎬ我们也要进行道德选择ꎮ 在作出这种选择时ꎬ我们

４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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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决抵制这样的主张:任何目的要么是想要的ꎬ要么是不想要的ꎬ实
现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ꎮ 我们还必须承认ꎬ我们改变世界或

者抵制改变的手段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ꎮ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创

造一个没有武装冲突的未来ꎬ我们就必须做到ꎬ每一次新的科技革新来

临时ꎬ道德标准都会随之提升而不是降低ꎮ
国际社会应当开始讨论形成一部禁止自主武器系统的条约ꎮ 因为

这样的系统尚不存在ꎬ这种禁止将有助于使我们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方

向远离这些所谓的“道德系统”ꎬ而是朝向发展能够实际改善武装冲突

中人类道德行为的系统ꎮ 批评这种禁止制度的人要么基于这些技术的

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ꎮ 这种毫无根据的主张ꎬ要么基于提高道德的技

术这种误导人的主张ꎮ 只要这些技术潜在的能力还不确定ꎬ它们就会出

现在道德和法律规范不断变化的领域内ꎮ 尽管我们可能愿意相信通过

这些假想的自主武器系统来实现更道德的战争承诺ꎬ但现实是它们也可

能会降低我们的道德行为观念和标准ꎬ干扰我们发展合乎人类道德理性

的技术ꎬ使我们去追求一种可能在根本上有破坏人权之威胁的不可信的

技术ꎮ 它也有可能分散我们的注意ꎬ使我们无法通过加强和改善国际人

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来适当地且更道德地应对这些新技术ꎮ

５２２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

诺埃尔夏基∗∗著 / 廖凡∗∗∗译

摘要

本文呼吁ꎬ禁止自由行走机器人自主确定杀戮目标ꎮ 我将首先指出

关于武装自主机器人的三个主要国际人道法 / 道德问题ꎬ进而讨论为避

免这些问题而需破除的主要障碍ꎬ即对机器人系统和人工智能局限性的

误解ꎮ 这种误解部分缘自科幻小说的虚构描述ꎬ但真正的危险在于军事

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在描述机器人及其能做的事时所使用的语言ꎮ 我将

分析军方在讨论机器人时所使用的一些拟人化方法ꎬ进而提供一个机器

人学个案研究ꎬ其间使用的语言刻意模糊了国际人道法问题ꎮ 最后我将

分析一些现行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ꎬ并就如何实现禁止提出建议ꎮ
关键词:自主机器人战争ꎻ武装自主机器人ꎻ杀戮自主权ꎻ人工智能ꎻ

国际人道法

我们可能正在进入战争工业化的最后阶段ꎬ走向一个死亡和清洁杀

戮的工厂ꎬ高科技国家在这里进行着对其本国军队毫无风险的战争ꎮ 我

∗

∗∗

∗∗∗

本文题目暗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可以避免的冲突»ꎬ在该文中“可以避免”
是指“能够被避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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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尔根阿特曼、尼尔格里菲思、马克古布鲁德、帕特里克林、乔治卢卡斯、伊拉努

尔巴赫什、阿曼达夏基、温德尔瓦拉赫、艾伦温菲尔德、文森特伯纳德主编ꎬ«红十字国

际评论»团队以及希望保持匿名的其他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ꎬ北京大学法学博士ꎮ



们已经看到无人驾驶飞机的应用呈指数级增长ꎬ不仅是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冲突中ꎬ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战区以外的国家(巴基斯坦、也门、索
马里和菲律宾)用于定点清除和特征打击ꎮ 目前已有 ５０ 多个国家已经

拥有或者正在开发军用机器人技术ꎮ〔 １ 〕

目前使用的所有武装机器人都由人来控制其飞行和动用致命武力ꎬ
但这一点很快就会改变ꎮ 过去十年中ꎬ所有美国军队的计划和路线图都

清楚地表明了开发和应用自主战地机器人的愿望和意图ꎮ 针对空中、地
面和水下交通工具ꎬ都早已开始实施这些将人类逐出控制系统的计划ꎮ
而且美国并非唯一着眼于发展自主机器人的国家ꎬ中国、俄罗斯、以色列

和英国都在有样学样ꎮ 终极目标是一个覆盖地面、海洋和空中的机器人

网络ꎬ它们将会共同自主作战ꎬ发现目标并予以摧毁ꎬ而无须人类的干

预ꎮ〔 ２ 〕

　 　 自主杀戮机器人存在的国际人道法和道德问题

一个主要的国际人道法问题是ꎬ武装自主机器人系统无法分辨战斗

员和非战斗员ꎬ或者其他享有豁免权的主体———例如服务人员、退休人

员以及满足区分原则的受伤、已投降或者患有精神疾病的战斗员ꎮ 有些

系统具有微弱的分辨能力ꎮ 例如ꎬ以色列的“哈比”是一种四处游荡、探
测雷达信号的装置ꎮ 当发现有雷达时ꎬ它会查阅数据库ꎬ看其是否属于

友方ꎻ如果不是ꎬ就投弹轰炸ꎮ 但这种分辨与区分原则所要求的分辨有

所不同ꎬ因为ꎬ哈比无法分辨雷达是设在防空站还是学校屋顶上ꎮ
机器人缺乏确保遵守区分原则所必需的三种主要特质ꎮ
首先ꎬ它们没有足够的感官或视觉处理系统ꎬ无法区分战斗员和平

民(尤其是在叛乱战争中)ꎬ或者认出受伤或投降的战斗员ꎮ 机器人所

７２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 １ 〕

〔 ２ 〕

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１ꎬｐｐ. ２２９ － ２４０.

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 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ｏｆ ｄｏｏｍ: ＡＩ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ｒ’ꎬｉｎ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４ － １７.



能拥有的只是传感器ꎬ例如ꎬ摄像头、红外传感器、声呐装置、激光器、温

度传感器和雷达等ꎮ 这些装置也许能够告诉我们某个物体是人ꎬ但除此

之外就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ꎮ 实验室里有些系统能够识别静止的脸ꎬ它

们最终也许能够在有限的场合用于确定个体目标ꎮ 但它们对于处在战

争迷雾中或者从空中观察到的移动目标能有多大用处呢? 英国十几岁

的年轻人光靠穿上带帽夹克就骗过了监控摄像头ꎮ

其次ꎬ计算机可以运算任何能够用编程语言写下来的程序ꎮ 这就像

写一个编织图案或者菜谱ꎮ 我们还需要足够详细地写明每一个要素ꎬ以

便计算机据以运行ꎮ 区分原则所面临的问题是ꎬ我们对于平民并没有可

以转换成计算机代码的充分定义ꎮ 我们无法从战争法中找到这么一个

定义ꎬ为一台机器提供必要的信息ꎮ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规定利用常

识判断ꎬ而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实质上是以否定方式将平民定义

为不是战斗员的人ꎮ〔 ３ 〕

最后ꎬ即便机器有足够的感觉机制来发现平民和穿着制服的军人之

间的区别ꎬ它们也仍然缺乏战场意识和常识推理来帮助作出区分决定ꎮ

未来五十年内ꎬ我们也许能够在某些严格受限的场合让机器人拥有一些

有限的感觉和视觉区分能力ꎮ 但我认为ꎬ有着足够常识推理和战场意识

的、与人类水平一样的识别能力ꎬ恐怕是难以通过计算方式达到的ꎮ〔 ４ 〕

目前ꎬ我们还不能寄希望于机器拥有独立功能ꎬ像人类士兵一样基于区

分原则而作战ꎮ〔 ５ 〕 在这方面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研究成果ꎮ

另一个国际人道法问题是ꎬ机器人没有情境意识或能力ꎬ无法作出比

例性决定ꎮ 有机器人专家称ꎬ机器人能够比人类更好地计算比例性ꎮ〔 ６ 〕

８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ꎬ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以下简称«第一附加议定书»)ꎬ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ꎮ

某个黑天鹅事件可能会改变我的怀疑主义态度ꎬ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无法排除这种可

能性ꎮ 但目前当我们讨论致命武力和保护无辜者时ꎬ显然不能将此作为一个可信的选项ꎮ
Ｎｏｅｌ Ｅ.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Ｇｒｏ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ｉｎ ＲＵＳＩ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８６ － ８９.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ｅｔｈ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ꎬ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４７ －４８.



然而ꎬ这仅仅涉及简单的比例性问题
∙∙∙∙∙∙∙∙

ꎬ即通过选择最适当的武器或弹药并

指向适当的方向ꎬ将附带伤亡最小化ꎮ 美国军队已经为此目的使用一种

叫作 ｂｕｇｓｐｌａｔ 的软件ꎮ 问题在于ꎬ该软件只能减小附带影响ꎮ 例如ꎬ如果

要在一所有 ２００ 名儿童的当地学校附近使用武器ꎬ若使用适当的软件可能

结果是:如果换用另一种炸弹ꎬ将只导致 ５０ 名儿童死亡ꎬ而非全部ꎮ
复杂的比例性问题
∙∙∙∙∙∙∙∙

在于ꎬ在特定场合首先要决定是否动用致命或动

能武力ꎮ 平民牺牲与预期军事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 某个特定的

动力攻击是会促进军事目标ꎬ还是会因为使当地居民失望而妨碍军事目

标? 问题清单是无穷无尽的ꎮ 对于直接军事利益而言什么是成比例的ꎬ
这是人类主观的定性决定ꎮ 这种决定必须由负责任并可以问责的人类

指挥官作出ꎬ只有他们才能基于经验和情境意识来权衡不同的选择方

案ꎮ 如果机器出错ꎬ那它真的会出人类永远不会出的大错ꎮ
有一句话广为人知:战争是一门艺术ꎬ而不是科学ꎮ 或者像空军飞

行员戴维沙利文上校(他在从科索沃到阿富汗的传统空袭和无人机空

袭方面都有丰富经验)告诉«发现»杂志的那样:“如果让我对搞机器人

学和人工智能的人说点什么ꎬ我会问:‘他们如何设计软件来处理直觉或

者第六感?’战斗可不是非黑即白的ꎮ”〔 ７ 〕

安德森和韦克斯曼反对禁用自主杀戮机器人武器ꎬ声称一些顶尖机

器人学家已经开始创造运算法则来容纳区分原则和比例性原则这两个

基本原则ꎮ 但他们只提到一位机器人学家:“最为雄心勃勃的努力之一

来自机器人学家罗纳德阿金ꎬ他在其«规制致命行为»一文中描述了

他在区分和比例性方面的工作ꎮ”〔 ８ 〕但这是错误的ꎮ 因为尽管这位机器

人学家讨论了这两项原则ꎬ但他没有对其中任何一项进行研究ꎮ 他只是

说有朝一日机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ꎮ
他们所提及的文献实际上只是建议研制一种计算机软件系统来对

９２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 ７ 〕

〔 ８ 〕

Ｍａｒ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ｎ ｔｏ Ｎｏ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ꎬｉ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ｐ. ４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ａｘｍａｎꎬ ‘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ꎬ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机器人“行为”进行道德规制ꎮ〔 ９ 〕 这就是那种被称为“后端系统”的东

西ꎬ其运作完全有赖于其他人在未来某个时候“将会开发出来”的系统

所提供的信息ꎮ 它不能通过感应器或者视觉系统直接接触真实世界ꎬ无

法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婴儿和伤兵ꎬ或者一个坐轮椅的老奶奶和一

辆坦克ꎮ 它没有推理工具ꎬ肯定不具备作出区分或者比例性决定所需的

常识推理和战场意识ꎮ 没有办法解释战争法规范如何适用于特定情境ꎬ

也没有办法解决新情势下相互冲突的法律所造成的模棱两可ꎮ

第三个问题是问责性ꎮ〔１０〕 机器人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能力ꎬ因此

不能要求其为其行为负责ꎮ 再者ꎬ如果在有限的场合使用自主机器人ꎬ

相信其能够基于区分原则行事ꎬ那么就将难以确定究竟应该由谁来对意

外事故负责ꎮ 一些人会说ꎬ下令将机器人送去执行任务的指挥官应当负

责(最后联系点)ꎮ 但那是不公平的ꎬ因为还可能是设计任务程序的人、

制造机器人的人或者决定部署机器人的高级参谋或者决策者的错ꎮ 或

者还有可能是因为设备被动了手脚或者受到损坏ꎮ 安德森和韦克斯曼

当即反驳了围绕问责性的反对意见:

“在战争中ꎬ事后的司法问责只是促进和强制实现对战争法之

遵守的诸多机制之一ꎮ 一味将个人刑事责任作为假定的问责机制ꎬ

这种做法有阻碍机器系统发展之虞ꎬ而这些系统如果获得成功ꎬ可

以减少对战场上或者战场附近平民的伤害ꎮ”〔１１〕

但我不同意ꎮ 在没有明确的问责链条的情况下使用武器ꎬ不是一个

合乎道德的选择ꎮ 没有问责机制的情况下强制守法ꎬ只会危及更多平民

的生命ꎮ

基于这三个问题ꎬ我将在此论证ꎬ道德上正确的做法是禁止机器人

自主确定杀戮目标ꎮ 在分析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之前ꎬ我将首先分析禁

０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９ 〕
〔１０〕

〔１１〕

Ｓｅｅ Ｒ.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ａｒｒｏｗꎬ‘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ｒＢｏ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ｓꎬＶｏｌ. １５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６９ － １８７.

Ｓｅｅ 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 Ｗａｘｍ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



止开发武装自主机器人所面临的主要障碍ꎮ 自主杀戮机器人的拥趸所

提出的一个观点是ꎬ存在技术性“解决方案”ꎬ可以使这些机器人在战场

上的行为比士兵更有道德、更为人道ꎮ 我将在此论证ꎬ这种说法更多的

是与用来描述机器人的辞令有关ꎬ而不是机器人实际能做的事情ꎮ

　 　 拟人论与理想化的人工智能

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普遍观念已经被人工智能的文化性神

话所扭曲ꎬ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科幻小说、媒体报道以及深陷

神话之中或者努力寻求公众认可的机器人技术专家ꎮ 机器人被描写成

有感知能力的机器ꎬ可以比人类更好地思考和行动ꎬ能够感觉到情绪和

欲望ꎮ 这是利用了我们的天然倾向ꎬ即把人或动物的特性和精神状态赋

予像动物一样移动的无生命物体(拟人化或拟动物化)ꎮ〔１２〕 我们都容易

产生这样的倾向ꎬ这也正是自古以来木偶就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所在ꎮ

人工智能的神话使得以拟人化方式描述机器人的做法被人接受ꎬ乃

至成为习惯ꎮ 新闻工作者沉迷其中ꎬ并且知道读者喜欢这个ꎮ 但我们不

能只责怪媒体ꎮ 这是一种让人情不自禁的叙述方式ꎬ就连一些机器人学

家也在无意之中为神话添油加醋ꎮ 同其他文化性神话一样ꎬ它作为实验

室里的随意交谈并无大碍ꎮ 但涉及有关允许机器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

和政治性讨论时ꎬ它就成了一条危险之路ꎮ

即使就遥控机器人而言ꎬ拟人论在军队里也大有市场ꎮ 据«华盛顿邮

报»报道ꎬ在战场上使用清除炸弹机器人的士兵往往将其视为同胞ꎬ有时

甘冒生命危险去营救它们ꎮ 他们在空闲时甚至带它们去钓鱼ꎬ让它们用

钳子握着钓鱼竿ꎮ〔１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机器人学家马克蒂尔登在亚

１３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１２〕

〔１３〕

Ａｍａｎｄａ Ｓｈａ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ｇｉｃ’ꎬ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１ － ２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９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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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利桑那尤马导弹试验场测试他的“推销员”多足虫排雷机器人ꎮ 机器人每发

现一个地雷就会踩上去ꎬ然后被炸掉一条腿ꎮ 目睹机器人的腿被一条条炸

掉ꎬ一位美国上校最终下令停止测试ꎬ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不人道ꎮ〔１４〕

拟人论的影响可以一直延伸到最高层ꎮ 五角大楼联合部队司令部前负

责人戈登约翰逊对«纽约时报»说:“机器人不会饥饿ꎬ不会害怕ꎬ不会

忘记命令ꎮ 它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否刚刚被射杀ꎮ”〔１５〕这番话其实也可以用

来描述地雷或者我的洗衣机ꎬ但如果约翰逊说的是这些设备ꎬ那听起来就会

很荒谬ꎮ 约翰逊虽然没有直说ꎬ但他的话透着拟人论的味道ꎮ

与此相似ꎬ马钱特等人说机器人“可以被设计得没有情感ꎬ不让情感

蒙蔽它们的判断或者令它们对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和沮丧”ꎮ〔１６〕

这话也透着拟人论的味道ꎬ因为它暗示说ꎬ如果没有特殊设计ꎬ机器人就

会有情感来蒙蔽它们的判断ꎮ 而这显然是错误的ꎮ 关于机器人士兵的

神话甚至影响到了法律圈ꎬ导致出现“机器人士兵的法律和道德”这样

的文章标题ꎮ〔１７〕

　 　 对一厢情愿记忆法的个案研究

在其颇有影响的论文«当人工智能遇上自然愚蠢»中ꎬ〔１８〕 耶鲁大学

人工智能学教授德鲁麦克德莫特表达了他的担忧ꎬ即那些使用诸如

“理解”之类的自然语言来描述其程序的某些方面的研究人员ꎬ最终会

２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马克蒂尔登亲口所述ꎬ并在上文中有简要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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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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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工智能这个学科失去信誉ꎮ 这些用语描述的是研究人员的愿望ꎬ而

不是程序实际上能做的事情ꎮ 麦克德莫特将这类愿望性的用语称为“一

厢情愿记忆法”ꎬ认为研究人员使用它们“会误导很多人ꎬ最突出的是他

们自己”ꎬ亦即研究人员会误以为该程序拥有“理解”这一特质ꎮ 麦克德

莫特建议ꎬ应当使用诸如“Ｇ００３４”这样的名称ꎬ然后看其他人是否确信

该程序执行了“理解”功能ꎮ

罗纳德阿金关于开发拥有人造良知的机器人的文章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个案ꎬ让我们看到“一厢情愿记忆法”以及对机器人和情

感的拟人化认知会带来什么结果ꎮ 他说“我确信它们(自主战场机器

人)能够比人类士兵更有道德地行事”ꎮ〔１９〕 注意ꎬ他不是说人类能够以

更有道德的方式使用
∙∙

机器人ꎮ 相反ꎬ他把我们引入了神话性修辞ꎬ即机

器人自己将会更有道德地行事ꎮ 这将导致错误的结论ꎬ即机器人在战斗

中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道德推理ꎮ 一旦有了这个前提ꎬ一系列错误推论

就将随之而来ꎬ并对未来关于如何在平民区域部署武装机器人的军事计

划产生影响ꎮ

该作者还声称:

“我正在为美国陆军做的一项研究课题就是ꎬ机器人不仅在某

些情况下能够比士兵更好地作战ꎬ还可以在战场上比人类更人

道ꎮ”〔２０〕

但关于机器人可以在战场上比人类更人道的说法无疑是对机器所

作的古怪定性ꎮ 人类可以人道地使用技术ꎬ但说一个无生命物体是人道
∙∙

的
∙

就毫无意义了ꎮ 人道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性ꎮ 这种说法暗示机器人

可以表达仁慈、宽恕或怜悯ꎬ或者具有人文主义价值观(下文将更详细地

讨论机器人的怜悯)ꎮ 机器人可以比人类更人道这一论断会导致一个令

人担忧的推论ꎬ即机器人可以使战场变得更加人道ꎮ 而事实上ꎬ它们只

３３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１９〕
〔２０〕

Ｓｅｅ Ｒ.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ｐ. ４７ － ４８.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ｒｋｉｎꎬ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ｉ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ꎬ ｉｎ ＩＥＥ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Ｖｏｌ. ２８ꎬＮｏ. １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３０ － ３３.



会使战场变得更不人道ꎮ

这并非只是语义学上的吹毛求疵ꎮ 诸如“道德的”和“人道的”之类

的拟人化用语会导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ꎬ给机器人附加越来

越多的错误定性ꎮ 它们就像语言学的“特洛伊木马”ꎬ被偷运进一张丰

富多彩而又相互交织的人类概念的网ꎬ而这些概念并非计算机系统或其

运行方式的一部分ꎮ 一旦读者接受了一个貌似无辜的木马术语ꎬ例如ꎬ

用“人道的”来描述机器人ꎬ那就将为与这个术语的自然语言用法有关

的其他含义敞开大门ꎬ而计算机程序实际上能做的事情可能跟这些含义

联系甚微或者没有内在联系ꎮ

一些讨论机器人道德的作者对功能性道德和操作性道德加以区

分ꎮ〔２１〕 功能性道德“假定机器人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认知来作出道德决

定”ꎮ〔２２〕 操作性道德则是指那些决定如何使用机器人的人———即那些

派遣、操控和部署机器人的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机器人ꎮ

美国国防部顾问委员会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讨论了功能性道德问题ꎮ

报告提及了阿金的文章ꎬ并断定:

“认为无人操作系统似乎有足够能力独立进行道德推理ꎬ这将

对制定适当交战规则和确保操作性道德造成干扰ꎮ” 〔２３〕

在此以恒温器为例ꎬ说明合乎道德地使用
∙∙

机器人(操作性道德)与

机器人有
∙

道德(功能性道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ꎮ 想象一个不择手段的

养老院主人ꎬ冬天为了省钱调低暖气ꎬ导致老人们体温过低ꎮ 这显然是

不道德的行为ꎮ 结果是ꎬ主人被依法强制要求永久性地安装一个恒温

器ꎬ使室温保持在安全水平ꎮ 我们能说恒温器本身(或者整个暖气系

４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１〕

〔２２〕
〔２３〕

Ｅ. ｇ. Ｒｏｂｉｎ Ｍｕｒ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ｓꎬ‘Ｂｅｙｏｎｄ Ａｓｉｍｏｖ: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ꎬｉｎ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４ꎬＪｕｌｙ －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４ － ２０ꎻ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Ｗａｌｌａ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 ＡｌｌｅｎꎬＭｏ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ｓ ｒ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ｗｒｏｎｇ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９.

Ｓｅｅ Ｒ. Ｍｕｒｐｈｙ ａｎｄ Ｄ. Ｗｏｏｄｓꎬｉｂｉ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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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道德的吗? 如果有人更改了设置ꎬ我们现在能说它的行为方式不

道德吗?

安装恒温器的道德决定是人类作出的ꎬ这是操作性道德ꎮ 恒温器只

是用于确保关于老人护理的规章得到遵守的装置而已ꎮ 这同机器人并

没有什么区别ꎬ因为二者都是遵守事先作出的指示ꎮ 诚然ꎬ机器人可以

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ꎬ但要说它按照程序设计进行的行动构成道德行为

或者功能性道德ꎬ那就不准确了ꎮ 然而当阿金讨论情感时ꎬ其在某种意

义上近似于这里所说的恒温器的例子ꎮ

他说:“要让一个自主机器人真正有道德ꎬ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情

感ꎮ”〔２４〕 他建议ꎬ如果机器人“行为不道德”ꎬ那么系统可以用罪恶感、懊

悔、悲痛等“情感功能”来改变其行为ꎮ〔２５〕 事实上ꎬ他塑造罪恶感的方式

让我们充分地看到ꎬ他的情感类用语是如何起到特洛伊木马作用的:这

个称谓“被希望拥有的”功能与软件的“实际”功能并不相同ꎮ

他塑造罪恶感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我们所举的恒温器的例

子ꎮ 他用一个名为 Ｖｇｕｉｌｔ的“单一情感变量”来代表罪恶感ꎮ 这只是一个

数字ꎬ每当“察觉有违反道德的行为发生”(为此目的机器全凭人类的输

入)时ꎬ数字就会增大ꎮ 当到达一个临界值时ꎬ机器就不再开火ꎬ正如室

温达到某个值时恒温器就关闭暖气一样ꎮ 阿金用一个方程来说明这

一点:

如果 Ｖｇｕｉｌｔ >Ｍａｘｇｕｉｌｔ 　 那么 Ρｌ － ｅｔｈｉｃａｌ ＝ ø

其中ꎬＶｇｕｉｌｔ代表罪恶感这一情感状态的当前标量值ꎬＭａｘｇｕｉｌｔ是一个

临界值常数ꎮ〔２６〕

与“罪恶感”这一木马术语相伴相生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情感

包袱ꎬ而像“武器失能装置”这样更为中性的术语则不会ꎮ 无疑ꎬ罪恶感

至少要求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ꎬ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

５３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２４〕
〔２５〕
〔２６〕

Ｓｅｅ Ｒ.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１７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９１.
Ｓｅｅ Ｒ.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１７６.



任ꎮ 具有恒温器式的罪恶感功能的机器人显然没有这种意识ꎮ 但这恰

恰是“罪恶感”一词的使用将会悄然带入讨论的东西ꎮ

“罪恶感”这一木马术语钻进了人工智能的文化性神话ꎮ 一旦这个

看似无辜的“情感”木马被接纳ꎬ它就会敞开大门ꎬ欺骗读者进一步接受

关于“系统的内部情感状态”、“对致命行为的情感限制”、〔２７〕 “有感情地

处理数据”〔２８〕 以及“这些情感如何指导我们的机构做出道德判断”等问

题的讨论ꎮ〔２９〕

然后ꎬ该作者希望我们认可ꎬ仅仅是遵守一套旨在将附带伤害最小

化的编为程序的规则ꎬ就可以让机器人自己拥有同情心:

“我们认为ꎬ通过要求自主系统严格遵守(战争法)和(交战规

则)ꎬ确实可以令其对平民、伤员、民用财产及其他非战斗员表现出

同情心ꎮ”

这就好比说我的冰箱有同情心ꎬ因为它从未在我的孩子们需要食物

或者饮料时阻止他们取用ꎮ

考虑到有这么一整套情感性木马术语被应用于计算机程序功能ꎬ阿

金得出机器人可以在战场上比人类更道德、更人道地行事这一结论就不

足为奇了ꎮ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ꎬ不能不折不扣地接受这类描述性用语ꎬ

而是要确认其背后的运算机制是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名义上支持它们ꎮ

否则ꎬ就可能会对武装自主杀戮机器人的技术局限性造成危险的混淆ꎮ

如果立法者、政治家和军队高层受到引导ꎬ相信自主杀戮机器人能

够基于罪恶感、同情等情感状态来进行道德推理ꎬ那么不难想象这将会

对这些机器的开发和应用带来何种影响ꎮ “有道德的机器人士兵”比人

类更人道这样的神话性主题充斥媒体ꎬ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新闻报道

中ꎮ 这些用语使得人们更加相信这样一种观点ꎬ即技术进步很快就能解

决在战争中进行自动化杀戮所带来的道德难题ꎮ 对于禁止此类开发和

６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２７〕
〔２８〕
〔２９〕

Ｓｅｅ Ｒ. Ｃ. Ａｒｋ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１７２.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５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７４.



应用而言ꎬ这一障碍展现出可怕的前景ꎮ

阿金称其开发“有道德”机器人的动机之一是对一些士兵在战争中

的不道德行为的担忧ꎮ 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ꎮ 他举了一些例子ꎬ因为公

共卫生署关于美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的战场

道德问题的报告而深感不安ꎮ 然而ꎬ即使战士们有时行为不道德ꎬ也不

能因此就说ꎬ机器人之类没有道德特性的技术工具能够出于神话般的人

工智能而表现得更有道德ꎮ 当人道出了问题时ꎬ乞灵于技术来解决问题

并不总是合适的ꎮ

那些替我们打仗的青年男女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做到有道德ꎮ 我

们必须确保ꎬ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能够被转化和运用于他们在战斗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处境ꎮ 预期对那些只是在技术上有希望的产品提供资

助ꎬ我们还不如将资金用于搞清楚他们的道德推理在何时何地失败ꎬ提

供更好的道德培训和更好的监控手段ꎬ让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更负责任ꎮ

设计战争法的是人类ꎬ而不是机器ꎻ能够理解战争法及其适用原理的也

是人类ꎬ而不是机器ꎮ

　 　 禁止发展杀戮自主权

法律顾问们不应被有关这些系统的承诺所干扰ꎬ这种承诺也许永远

也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付诸实施ꎮ 至关重要的是ꎬ关于武装自主机器人的

法律意见不应被那些许诺解决方案的拟人化术语所污染ꎮ 应当迎难而

上ꎬ及早就武装自主机器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本质给出意见ꎬ停止昂贵的

采购和开发计划ꎮ 正如麦克莱兰建议的那样:

“重要的是ꎬ提供正式的书面法律意见应当与采购过程同步进

行ꎮ 否则就会有这样的现实危险ꎬ即在作出关于未来采购设备的关

键决定时ꎬ法律意见得不到充分考虑ꎮ”〔３０〕

７３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３０〕 Ｊｕｓｔｉｎ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６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Ｎｏ. ８５０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３９７ － ４１５.



国际人道法并不要求机器有道德或者讲人道ꎮ 国际人道法的要求

是ꎬ以受到适当约束和尊重人道的方式使用
∙∙

机器ꎮ〔３１〕 在我看来ꎬ鉴于自

主确定杀戮人类目标的设计在控制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ꎬ武装自主机

器人应当像其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机器一样被禁止使用ꎮ〔３２〕

也许有人会说ꎬ已经有关于武器的法律ꎬ例如ꎬ«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３６ 条ꎮ〔３３〕 但在当下的自主操作发展趋势下ꎬ为何还没有任何国家对

«第一附加议定书»是否禁止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使用自主机器人作出

判断呢 ? 这可是第 ３６ 条针对任何新武器的研究、开发、取得和采用所

提出的要求ꎮ〔３４〕 １９８０ 年«常规武器公约»也适用于此ꎬ它禁止使用致盲

激光武器等武器ꎮ〔３５〕 此种规定的目的在于ꎬ禁绝那些其危害后果可能

达到无法预见的程度ꎬ或者脱离使用者的控制从而危及平民居民的武

器ꎮ
第 ３６ 条可能尚未被适用ꎬ而自主杀戮机器人也难以进入«常规武器

公约»名单ꎻ之所以会如此ꎬ很可能是因为武装机器人在被武装之前并不

是武器系统ꎮ 即使是对人进行定位(确定目标)也并不使其成为武器ꎮ
只有等它们被开发出来才有可能将其列进目录ꎬ但那时或许已经太迟

了ꎮ 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ꎬ一旦其他技术就绪ꎬ将自主机器人系统武装

起来就将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附加功能ꎮ 将机器人改变用途用于战斗

并不困难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对“掠食者”无人机所进行

８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我之所以对杀戮自动化的这种扩张感到不适ꎬ还有若干其他原因ꎬ但限于篇幅无法

在此一一述及ꎮ 例如ꎬ参见Ｎｏｅｌ Ｅ.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Ｓａｙｉｎｇ ―Ｎｏ! ｔｏ Ｌｅｔｈ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９９ － ３１３.

又见国际机器人武装控制委员会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柏林专家研讨会上的声明ꎬ见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ｒａｃ. ｎｅ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ꎬ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ꎮ 美国没有签署该文件ꎮ
在«２００９—２０３４ 年无人操作系统综合路线图»中对此问题有所触及ꎬ认为可能存在

道德问题ꎬ但没有对法律或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研究ꎮ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

器公约»ꎬ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生效ꎬ作为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的附件ꎮ 感谢 Ｄａｖｉｄ
Ａｋｅｒｓｏｎ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ꎮ



的武装一样ꎮ〔３６〕

无论现在怎么想ꎬ一旦某个国家凭借使用武装自主杀戮机器人获得

强大军事优势ꎬ又有什么能够阻止面临战败危险的其他国家群起仿效

呢? 我们只需要看看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的决定———或者更恰当地说

是没有决定———就能意识到ꎬ无论自主确定杀戮目标是否被证明具有区

分性ꎬ它都将能何等轻易地被使用ꎮ 法院判决称ꎬ基于现行国际法及其

所掌握的事实ꎬ无法断定在自卫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即防卫国处于生死

存亡的紧急关头)ꎬ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ꎮ〔３７〕 设想用“武
装自主机器人”这个短语来替代“核武器”ꎬ这并不算太过异想天开ꎮ 武

装机器人看上去没有核武器那么野蛮ꎬ除非它们的武装是核武器ꎮ 因

此ꎬ替代并不困难ꎮ 不过ꎬ有可能一个国家的状况还远没有严重到即将

崩溃ꎬ不分青红皂白的自主机器人就会被放行ꎮ 如果不明令禁止ꎬ那么与

日俱增的危险是ꎬ军事必要性将决定使用它们ꎬ无论时机是否成熟ꎮ〔３８〕

民族国家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过当前的机器人武装竞赛ꎮ 讨论无人

驾驶武装飞机的唯一国际手段是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ꎮ 这

是一个由 ３４ 个国家组成的网络ꎬ共同目标是防止无人驾驶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投放系统的扩散ꎮ 该机制更为关注的是导弹ꎬ但也限制出口
∙∙

能够

载重 ５００ 公斤飞行至少 ３００ 公里的无人驾驶武装飞机ꎮ 它并未过分限

制“掠食者”这样的武装无人机ꎬ也并未防止其扩散ꎮ
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是自愿、非正式的安排ꎬ不具有法律地位ꎮ 有建

议称ꎬ如果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从自愿机制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机制ꎬ就可

以有国际法来应对进一步的扩散ꎮ〔３９〕 然而ꎬ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目前只

限制特定种类的无人驾驶武装飞机的出口ꎬ而完全不限制其部署ꎮ 而

９３２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Ｗａｌｔｅｒ Ｊ. Ｂｏｙｎｅꎬ‘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ｇｒｅｗ ｔｅｅｔｈ’ꎬｉｎ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７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ＲＴ７８ｄＰ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０５ꎬｓｕｂ － ｐａｒａ. ２Ｅ.
Ｓｅｅ Ｎ. Ｓｈａｒｋ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
Ｖａｌｅｒｙ Ｉｎｓｉｎｎａꎬ‘Ｄｒｏｎ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ａｙｓ’ꎬ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ｗｉｆ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 ８ｇｎｍｆ７ｑ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且ꎬ美国军事承包商们已经游说放宽了出口限制来打开外国市场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ꎬ国防部宣布了新的指南ꎬ允许 ６６ 个国家(没有具体说明是

哪些国家)购买美国制造的无人驾驶飞行系统ꎮ
也许最有希望的方法是采取非政府组织联盟为禁止使用其他不分

青红皂白的武器而创造的模式ꎮ １９９７ 年ꎬ１３３ 个国家签署了«禁雷公

约»ꎬ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ꎻ２００８ 年ꎬ１０７ 个国家签署了«集束炸弹公

约»ꎮ 尽管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没有签署这些公约ꎬ
但自那以后这些武器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使用ꎬ公约条款最终有可能成

为习惯法ꎮ

　 　 结论

军事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义务努力抵御机器人技术的文化

性神话的压力ꎬ确保使用客观的术语向资助人、决策者和媒体描述其机

器和程序ꎬ不让这些人及其他人陷入神话的泥潭ꎮ 他们必须保持警惕ꎬ
不要使用为其程序预先假定了功能的描述性术语(如道德控制器、罪恶

感功能等)ꎬ并考虑到这些描述将会对非技术人员产生的影响ꎮ 这些术

语会导致没有事实依据的因果归结ꎬ混淆对国际人道法问题的恰当讨

论ꎮ
国际社会有必要现在就行动起来ꎬ因为目前仍有一线希望制止作战

空间的机器人化和杀戮的日益自动化———或者至少对其的控制和限制

仍有讨论的空间ꎮ 在我看来ꎬ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自主确定杀戮目

标ꎬ是最合乎道德的做法ꎮ 我已经在本文中主张ꎬ关于有道德的机器人

士兵的概念还停留在想象阶段ꎬ在为控制武装自主机器人的开发和扩散

所必需的框架内不应被视为具备有望实现的可能性ꎮ 武装自主机器人

并不会让战争变得更加人道和道德ꎬ而是只会让战争在非人道化的道路

上走得太远ꎮ 我们必须继续确保ꎬ由人类来作出道德决定并保持对致命

武力的直接控制ꎮ

０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网络战的中国视角

张　 力∗著

关键词:网络战ꎻ中国视角ꎻ网络实力ꎻ网络空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爱沙尼亚遭遇的网络攻击被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是网

络空间爆发的第一次国家层面上的网络袭击ꎻ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格鲁吉亚

遭遇的网络攻击则被看作人类第一场与传统战争相结合的网络战争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两场网络战均予以高度关注和反思ꎬ认为尽

管一直担心的“数字珍珠港”事件未发生ꎬ但是网络战已经成为国际社

会的现实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美国高调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１ 〕 ꎬ一石激

起千层浪ꎮ 对于此次美国网空新战略的出台ꎬ国际社会有各种解读ꎬ但
是有两点不容否认ꎬ一是新战略非常重要且内涵丰富ꎬ美国的此次政策

宣示决定着网空未来的发展走向ꎻ二是美国的新战略并非一蹴而就ꎬ而
是多年来美国在网空全力打造网络实力ꎬ并以此为基础精心谋划的必然

结果ꎮ
美国在新战略中称必要时将“动用军事力量来应对网络空间的敌对

∗

〔 １ 〕

张力是中国现代囯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ꎮ 他也是由中国现代囯际

关系研究院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持的中美网络安全对话的共同发起人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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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２ 〕 ꎬ并首次把自卫权作为网空的根本行为准则ꎬ从而将美国在网

空的军事战略构想公之于世ꎮ

　 　 网络战的基础———网络实力

面对一些媒体对网络战的炒作ꎬ中国一直持冷静观察的立场ꎬ中国

不赞成盲目炒作网络战的行为ꎬ同时中国学者和专家也与国际同行在学

术交流时就此进行了积极研讨ꎮ 其实早在 ２００９ 年ꎬ中日两国的学者在

围绕“网络时代的霸权”进行合作研究时ꎬ就在充分借鉴欧美同行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ꎬ共同提出了“网络实力”的概念ꎮ〔 ３ 〕 根据这一概念ꎬ一国

的网络战能力必须以该国的网络实力做基础ꎮ 所谓的“网络实力”ꎬ是

指一国在网络空间的综合能力和影响力ꎬ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１. 网络与信息技术能力:具体包括技术的研发及创新能力、技术向

产业转移并推广应用的能力

２. 信息产业能力:看一国是否拥有像 ＩＢＭ、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

等具有垄断性的 ＩＴ 巨头这些巨头在 ８０ 年代主要业务是生产通信

设备、半导体、计算机ꎻ９０ 年代以来是软、硬件产业ꎬ包括自主生产计算

机、移动电话及半导体芯片ꎻ而目前则还需要垄断相关的应用及服务ꎻ未

来的发展方向是垄断全球的信息流和数据ꎮ

３. 网络市场能力:包括一国国内网络的规模大小、相关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的整合度、网络用户的数量、计算机拥有量等ꎮ

４. 网络文化影响力:是否属于互联网的流行语种(英文、中文还是其

２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２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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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语种)ꎬ网站使用的语言、内容、数量和质量ꎬ门户网站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ꎬ等等ꎮ
５. 网络外交能力:该国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ＩＣＡＮＮ)、

互联网治理论坛(ＩＧＦ)以及国际电联(ＩＴＵ)等现有的国际互联网治理机

构中的交涉能力及影响力ꎬ能否在互联网国际治理、打击网络犯罪、构建全

球下一代网络、域名分配等事务上发挥影响力甚至主导作用等ꎮ
６. 网络军力:即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及军用网络的防御能

力、网络威慑和进攻能力以及网络窃密与反窃密能力等ꎮ
７. 网络空间的国家意志与战略:单纯拥有了以上全部或者部分能力

还不够ꎬ还要看一国是否有将拥有的网络能力转化为行动的决心和意图ꎮ
即在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要有理论指导ꎬ要有行动准则ꎬ要有战略规划ꎮ

我们只需将包括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内的全球各主要信息化大国用

上述的指标体系予以考量ꎬ即可得出对这些国家网络实力的初步估量ꎮ 不

难得出结论:即美国在网络空间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优势ꎬ居于超强地位ꎮ

　 　 冷静看待网络战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应当珍视网空这一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人造空间ꎬ
坚决反对网络空间军事化ꎮ 主张和平使用网络空间、不首先使用网络武

器、不攻击民用目标ꎮ 主张现有«联合国宪章»、武装冲突法及国际人道

法中有关战争、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ꎬ如“不得使

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作战手法和方法加以限制的区分原

则和比例原则等ꎮ
既然网络是人造的全新空间ꎬ技术性、虚拟性特点明显ꎮ 而且与网

络相关的新技术、新服务、新应用不断涌现ꎮ 那么人类社会一些传统的

理念、认识和规则ꎬ现有的国际法框架等都不能完全照搬到网络这个全

新的世界中ꎮ 它是以信息通信等新技术为支撑建立起来的ꎮ 与人类以

往的活动空间相比十分独特ꎬ人类对此的认识与理解远远滞后ꎬ甚至是

管理措施都毫无经验可循ꎮ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ꎬ因此ꎬ在具体实践

３４２网络战的中国视角　



中ꎬ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则势必要不断做出相应调整ꎮ 对信息社会的管理

如此ꎬ对网络空间的武力使用更应如此ꎮ

中国认为ꎬ对原有国际规则的调整可以是适用ꎬ可以是解释ꎬ也可以

是新建ꎮ 但要保持国际法律框架与体系足够的“开放性”与“灵活性”ꎮ

无论是探讨网络战、网络冲突、网络武器使用、网络军控及自卫权等概念

和内涵ꎬ还是探讨网络空间的中立、第三方的权利与责任、非国家行为体

的义务等ꎬ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ꎬ即最大可能避免在网空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ꎬ避免网络战的发生ꎮ 网络战界定的门槛一定要高ꎬ不能

让网络战这一概念泛滥使用ꎬ否则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民众的误解等

只能使国家间的不信任更深ꎬ误判更多ꎬ所谓的网络军备竞赛更趋激烈ꎮ

应该看到ꎬ中国自身面临严重的网络威胁ꎬ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的统计数据称ꎬ中国遭受的互联网攻击持续增长ꎬ２０１２ 年上半

年ꎬ境外有 ２. ７９ 万个 ＩＰ 地址对中国境内 ７８０ 万台计算机实施了攻击ꎬ

２４％来自美国ꎬ１７. ２％来自日本ꎬ１１. ４％来自韩国ꎮ〔 ４ 〕 根据中国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指出的ꎬ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３ 月ꎬ中国国防部网和中国军网每月

平均遭受来自境外的攻击达 ８ 万余次ꎮ

釆取必要的网络防御措施和安全手段合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ꎬ也

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ꎮ 目前美、法、英、韩、日、印、以等国都成立了网络司

令部ꎬ建立了网空作战力量ꎬ而且都毫不讳言要提升网络攻击能力ꎬ又如美

国、法国、韩国、日本以及北约等均进行了系列网络战演习ꎬ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最近首次将网络战写入国家防务条约中ꎬ意欲打造“网络

盾牌”ꎬ再加上西方媒体又不停炒作“网络战爆发在即”ꎬ中国在网络空间

自身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也必然在增加ꎮ 但是ꎬ中国“网络蓝军”建设的

消息一经公布ꎬ就引发国外媒体及官员学者的评论ꎮ 一些国家趁机在国

际上制造舆论ꎬ对中国的网空军事力量建设实施牵制和防范ꎻ借树中国为

敌ꎬ为他们自己发展网战能力和在网空扩军备战提供口实ꎮ

４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４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ｏｎ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ｔ / ２０１２１０ / １６７８４０２.
ｓｈｔｍ.



中国注意到ꎬ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防承包商积极从事网

络武器的研发和部署ꎬ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思罗普格鲁曼、雷

神公司等军工企业纷纷瞄准网络武器市场ꎮ «金融时报»日前称ꎬ一系

列公司组成了“网络安全军工复合体”ꎬ“都向美国政府出售软件ꎬ这些

软件可以侵入、降级或破坏敌人的计算机网络ꎬ以及用来阻止此类袭击

的计划”ꎮ〔 ５ 〕 据业界统计ꎬ加上私人公司的开支ꎬ仅美国的网络武器市

场就接近 １００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美、澳、新三国签署文件ꎬ将网络攻

击纳入防务条约(ＡＮＺＵＳ)〔 ６ 〕 中规定的冲突范畴ꎬ美官员称ꎬ这是美国

第一次在双边防务条约中正式涉及网络战ꎮ 在这种日趋严重的网络安

全形势之下ꎬ中国更担忧网空的和平前景ꎮ

　 　 加强与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对话

我个人主张ꎬ中国应在中俄新近提出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７ 〕

基础上ꎬ进一步提出构建“安全、可靠、公正、有序和和平”网络空间的主

张ꎬ推出网空八条基本原则:即充分尊重网空权利和自由的原则(包括在

遵守各国法律的前提下寻找、获得、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自由ꎻ尊重人权和基

本自由等)、网络主权原则(强调国家对境内所有信息行为及境外可能危

及国家安全的信息行为有管辖权ꎬ对境内网络空间有管理权ꎬ有保护本国

网空安全的权利和责任ꎬ这是传统国际关系准则中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

政治独立在网空上的延伸)ꎬ合作原则ꎬ均衡原则(强调基于国家间互信基

础上的国际合作ꎮ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ꎬ而其善恶后果往往取决于使用者ꎮ

５４２网络战的中国视角　

〔 ５ 〕

〔 ６ 〕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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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必须要在自由与管理、权利与义务、安全与发展间求得平衡ꎬ既不阻

碍技术的创新和正当使用ꎬ又能制止有害信息的蔓延及各种危及社会公

共安全乃至国际安全事件的泛滥)、和平使用网络空间原则(对全球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等民用信息系统保护ꎬ不以这些设施为目标ꎻ不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包括网络实施敌对行动、侵略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ꎬ不
扩散网络武器及相关技术ꎬ反对网空军事化ꎻ无论是国家、非国家主体甚至

是网民个人都应釆取负责任的网空行为ꎬ任何危害网空和平有序发展的

行为都应受到制止ꎮ 在涉及上述准则的活动时任何争端ꎬ都以和平方式

解决ꎬ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ꎬ等等)、公平发展原则(包括解决数

字鸿沟ꎻ对弱势国家权利和利益的保障ꎻ反对利用在信息领域的领先地位ꎬ
包括对国际信息网络基础资源、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优

势ꎬ削弱他国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主控制权ꎬ威胁他国政治、经济和

社会安全等)、保护个人信息、尊重隐私原则以及包容性原则(尊重各国历

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等)ꎮ
美国副总统拜登先生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初的伦敦网络空间国际会议

上通过视频演说指出:“网络是 ２１ 世纪的公共空间预计未来二十

年ꎬ全球 ５０ 亿人上网ꎬ下一代人的生存空间也将向网络转换ꎬ这种技术

发展的趋势目前我们难以想象的网空是中立的ꎬ但是人类的所作所

为不中立ꎮ 各国有义务不能让网络受到损害ꎬ不能让网络战发生ꎮ 如何

才能做到网络更安全、更开放、更可信、更具有可操作性? 除了制定规

则ꎬ耐心解释说明之外ꎬ没有捷径可走ꎮ”〔 ８ 〕 与此同时ꎬ中国也主张:“世
界各国应当携起手来ꎬ大力加强网络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ꎬ共同构建

一个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和谐网络空间ꎮ”〔 ９ 〕

６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８ 〕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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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ꎬ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０１ / ｖｐ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ꎮ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ｋａｎｇ’ 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ｔｅｃｈ /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０５ / ｃ＿１１３２８０７８８.
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