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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控暴剂和膨胀子弹是仅有的两类可用于执法目的却在敌对行为中被
明确禁止的武器和弹药ꎮ 本文通过两方面的分析证明了这种区别的合理
性ꎮ 首先ꎬ视具体的类型和使用环境而定ꎬ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会对人体有
不同的影响ꎮ 其次ꎬ它们被用于执法目的还是在敌对行为中被使用ꎬ引发
的问题也有所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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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维护公共秩序ꎬ全世界的警察部队普遍使用刺激性毒气———所谓

的“ 控暴剂” ———和冲击时变扁和变形的子弹ꎬ我们应称为“ 膨胀子弹”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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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战

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新闻ꎬ某地爆发示威动用了催泪瓦斯ꎮ〔 １ 〕 这种
情况广泛存在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ꎮ〔 ２ 〕 尽管媒体很少广泛报道ꎬ
但全世界的警察还经常使用膨胀子弹ꎬ包括纽约警察局 〔 ３ 〕 、瑞士各州
的警察部队 〔 ４ 〕 以及法国警察ꎮ〔 ５ 〕 相比于其他武器和弹药ꎬ控暴剂和膨
胀子弹均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尽管被全世界的警察部队广泛使用ꎬ在
武装冲突局势中却禁止作为一种作战手段ꎮ
禁止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手段可追溯至 １９２５ 年的« 禁止在

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 « 日
内瓦议定书» ) ꎮ 因为该条约禁止“ 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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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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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６ 〕 ꎬ大多数国家都曾主张ꎬ“ 其他” 一词( 法文本中使用的是“ 类
似” 一词ꎬ英法两个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 ７ 〕 ) ꎬ涵盖了控暴剂ꎮ〔 ８ 〕 维尔
费尔韦认为ꎬ这种解释与« 日内瓦议定书» 的筹备工作以及通过时的背
景相一致ꎮ〔 ９ 〕 然而ꎬ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ꎬ这种解读开始受
到几个« 日内瓦议定书» 缔约国( 澳大利亚、葡萄牙和英国) 以及美国的
质疑ꎬ美国 虽 然 不 是 « 日 内 瓦 议 定 书» 的 缔 约 国ꎬ 但 也 适 用 其 中 的 规
定ꎮ〔１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１９９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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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化学武器公约» )〔１１〕 已有 １９２

个国家批准 〔１２〕 ꎮ 它将控暴剂定义为“ 可在人体内迅速产生感觉刺
激或失能生理效应而此种刺激或效应在停止接触后不久即消失的任何
化学品”〔１３〕 ꎬ并明确规定禁止将其用作“ 作战方法” ꎮ〔１４〕 这一禁止性规
定的习惯法地位无论在国际性 〔１５〕 还是非国际性 〔１６〕 武装冲突中都被广
泛接受ꎮ 同样ꎬ 它 也 被 包 括 在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出 版 的 一 项 研 究 成
〔６〕

«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ꎬ９４ Ｌ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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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ꎬ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通过ꎬ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９ 日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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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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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 化

刘欣燕等译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 ꎬ第 ２５３ ~ ２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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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ꎬ前注 ８ꎬ第 ２５３ ~ ２５４ 页ꎮ

学武器公约» ) ꎬ１９７５ ＵＮＴＳ ４ꎬ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通过ꎬ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生效ꎬ第 １ 条第 ５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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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武器公约» ꎬ第 ２ 条第 ７ 款ꎮ

同上ꎬ第 １ 条第 ５ 款ꎮ 在« 化学武器公约» 的法文本中ꎬ“ ｍｏｙｅｎ ｄｅ ｇｕｅｒｒｅ” 这一表述

从语义上更接近于“ 作战手段” (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而非“ 作战方法” (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ꎮ 但根
据公约第 ２４ 条ꎬ英文和法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ꎮ 公约的中文本将“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翻译为
“ 战争手段” ꎮ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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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战

果———« 习惯国际人道法» (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 规则 ７６
之中ꎮ〔１７〕

同时ꎬ因其造成的可怕伤口ꎬ使用膨胀子弹也被« 海牙第三宣言» 所
禁止ꎬ该宣言于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１８〕 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 〔１９〕 闭会时
通过ꎮ 全权代表们“ 受« 圣彼得堡宣言» 中所表达的观点启发” ꎬ〔２０〕 在这
份文件中ꎬ各签字国认为:

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
军事力量ꎻ为了这一目标ꎬ应满足于使最大限度数量的敌人失
去战斗力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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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将会超越这一目标ꎻ因此ꎬ这类武器的使
用有违人道法则ꎮ〔２１〕
这些考虑反映了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原则ꎬ而国际法院认为这是国
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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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益地加剧他们痛苦的武器ꎮ
在适用第二项原则时ꎬ各国在使用武器方面没有无限制的选择
自由ꎮ〔２２〕
禁止使用膨胀子弹也被认为是一项习惯规则ꎬ既适用于国际性也适
〔１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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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的投射物ꎬ如外壳坚硬而未全部包住弹心或外

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 ( 以下简称« 海牙第三宣言» ) ꎬ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通过ꎬ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４ 日 生 效ꎬ 载: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 １９０７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１９２０ꎬＰａｒｔ ＩꎬＡｎｎｅｘｅｓꎬｐ. ２６２ꎮ
〔１９〕

Ｉｂｉｄ.

〔２１〕

Ａｎｎｅｘ 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ｈｅｌｄ ｉｎ Ｓａｉ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ꎬ“ Ｍｅ' 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２０〕

Ｉｂｉｄ.

ｌ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ｍｐｌｏｉ ｄｅｓ ｂａｌｌｅｓ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ｅｎ ｔｅｍｐｓ ｄｅ ｇｕｅｒｒｅ” ꎬＮｏｕｖｅａｕ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Ｇｅ' ｎｅ' ｒａｌ ｄｅ
Ｔｒａｉｔｅ'ｓ ｅｔ Ａｕｔｒｅｓ Ａｃ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ｆｓ ａｕｘ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ꎬ １８７３ꎬ
ｐ. ４６０.

〔２２〕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５７ꎬｐａｒａ. ７８.

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２４９

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这是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中规则

７７ 的内容ꎮ〔２３〕

这种法律适用状态的合法性曾受到批评ꎬ让人回想起国际法院在

１９４９ 年所采取的立场ꎬ即“ 人道的基本考虑” 在“ 平时甚至比战时更为严
格” ꎮ〔２４〕 沿着这一逻辑ꎬ民间团体谴责警察部队使用膨胀子弹 〔２５〕 ꎬ理由
是这种因造成不人道伤害而在战场上被禁用的弹丸已经或正要被国家
用于对付其自己的公民ꎮ 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骚乱期间ꎬ也有人持
同样的主张ꎬ反对使用控暴剂ꎮ〔２６〕 从国际法院的观点反向推理ꎬ禁止在
武装冲突中将这些武器和弹药用作作战手段也受到批评:既然控暴剂和
膨胀子弹可在和平时期使用ꎬ而这一时期的人道标准又特别高ꎬ那为什
么就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呢? 为了证明美军在越南使用控暴剂的合法性ꎬ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分别在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和 ２５ 日采纳了这一主张ꎬ声称这些武器不能被视为作战毒
气ꎬ因为它 们 是 “ 公 认 的 全 世 界 警 察 部 队 用 于 控 制 暴 乱 的 武 器” ꎮ〔２７〕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 ２ 日ꎬ« 时代»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推理ꎬ因为使用毒气
仅具有短暂影响ꎬ它终究比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之类的致命武器更加
“ 人道” ꎮ〔２８〕 这种思路一直持续至« 化学武器公约» 生效之后ꎮ 因此ꎬ国
〔２３〕
〔２４〕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ꎬ前注 ８ꎬ第 ２５９ ~ ２６０ 页ꎮ

ＩＣＪ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ｖ.

Ａｌｂａｎｉａ) 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９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２２.
〔２５〕

Ａｄａｍ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ꎬ“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Ｔａｋｅｓ Ａｉｍ ａｔ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ｓ” ꎬＳｗｉｓｓｉｎｆｏ. ｃｈꎬ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ｓｗｉｓｓｉｎｆｏ. ｃｈ / ｅｎｇ / ａｍｎｅｓｔｙ￣ｔａｋｅｓ￣ａｉｍ￣ａｔ￣ｎｅｗ￣ｐｏｌｉ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ｓ / ５４０２８５６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ｌｓꎬ“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ｒ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ｒ￣Ｃｒｉｍｅｓ Ａｍｍｕｎｉｔｉｏｎ” ꎬ Ｓｆｂａｙｖｉｅｗ. ｃｏｍꎬ２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ｆｂａｙ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ｕｓ￣ｐｏｌｉｃｅ￣ａｒｅ￣ｋｉｌｌ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ａｍｍｕｎｉｔｉｏｎ / .
〔２６〕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ＭｃＣｏｙꎬ “ Ｔｅａｒ Ｇａｓ Ｉｓ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 Ｂａｎｎｅｄ ｉｎ Ｗａｒ. Ｂｕｔ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ｈｏｏｔ Ｉｔ ａ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ꎬ 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ｎｉｎｇ￣ｍｉｘ / ｗｐ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１４ / ｔｅａｒ￣ｇａｓ￣ｉｓ￣ａ￣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ｂａｎｎｅｄ￣
ｉｎ￣ｗａｒ￣ｂｕｔ￣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ｐｏｌｉｃｅ￣ｓｈｏｏｔｉｔ￣ａ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 .
〔２７〕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 ｐ. １３ꎻ Ｋｉｍ Ｃｏｌｅｍａｎ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２８〕

Ｉｂｉｄ. ꎬＮｉｃｋ Ｌ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ꎬＮｏｎ￣Ｌｅｔｈ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Ａ Ｆａｔ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Ｚｅｄ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５ꎬｐ. ９８.
Ｂｏｏｋ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７ꎬ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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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５ 日声明:

在许多情况下ꎬ允许我们的部队射杀某些人ꎬ却不允许他

们依法使用非致命的控暴剂有时候ꎬ使用非致命的控暴剂
非常合时宜ꎬ但法律的限制造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ꎮ〔２９〕
美国国防部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颁布的« 战争法手册» 在膨胀子弹的问题

上采纳了相同的立场:“ 膨胀子弹现在被执法机关广泛使用ꎬ这也证明了
各国并不 认 为 这 类 子 弹 本 质 上 就 是 不 人 道 的 或 具 有 不 必 要 的 残 酷
性ꎮ”〔３０〕
本文力图回应这些批评并且证明ꎬ在敌对行为中禁止这类武器和弹
药与执法中的广泛使用之间并不矛盾ꎮ 我们必须发掘不同法律制度背
后的立法目的ꎮ 利用两项似乎相互独立、但又互为补充的主张ꎬ我们要
证明ꎬ为什么允许在执法情况下使用膨胀子弹以及为什么禁止使用控暴
剂作为作战方法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ꎬ我们要阐明ꎬ这些武器和弹药的
使用环境会影响它们作用于人体的效果ꎮ 因此ꎬ控暴剂作为作战方法ꎬ
会由于人体吸收量更大而丧失其非致命性ꎮ 至于膨胀子弹在用于执法
目的时ꎬ因为动能差异ꎬ它们通常比« 海牙第三宣言» 所指的弹丸造成的
伤害要轻得多ꎮ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ꎬ我们还会主张ꎬ即使这些武器和弹
药以相同方式被用于执法目的和敌对行为ꎬ这种使用的影响不管怎样都
是不同的ꎮ 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会引发使用更多的有毒化学
制剂ꎮ 而在执法中使用膨胀子弹则符合某些在敌对行为规则中不存在
的要求ꎮ 这第二种主张也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形ꎬ澄清允许和禁止
使用这些武器和弹药之间的界限ꎮ

〔２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Ｇｒｏｓｓ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ｏｒｔｕｒｅꎬ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ꎬｐ. ７７ꎻ
Ｋｅｒｒｙ Ｂｏｙｄꎬ“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Ｕｓｅ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 ꎬ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ｄａｙ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 / ａｃｔ / ２００３＿０３ / ｎｏｎｌｅｔｈａｌ＿ｍａｒ０３.
〔３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 ＵＳ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 ꎬｐ.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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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

不同的影响
控暴剂和膨胀子弹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ꎬ取决于它们被用于敌对行
为还是维持公共秩序ꎮ 我们首先要申明ꎬ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ꎬ控暴剂
的毒性也有所不同ꎬ如果在作战行动中使用ꎬ它们很容易丧失“ 非致命”
的特征ꎮ 其次ꎬ我们要阐明ꎬ在警察部队执法的情况下ꎬ旨在撞击时变扁
和变形的子弹中使用的火药与军用步枪弹药往往不同ꎬ因此不会造成像
敌对行为中那样的伤口ꎮ
控暴剂的毒性
« 化学武器公约» 将控暴剂定义为“ 可在人体内迅快产生感觉刺激

或失能生理效应而此种刺激或效应在停止接触后不久即消失的” 任何化
学品ꎮ〔３１〕 公约还确认ꎬ 这些制剂也不 能 是 其 他 类 型 化 学 武 器 的 稀 释
品ꎮ〔３２〕 不过ꎬ过去曾用“ 控暴剂” 这一名称ꎬ将致命的化学战方法伪装成
非致命武器ꎮ 在解释控暴剂剂量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之前ꎬ我们必须首先
界定毒性的一些基本概念ꎮ
气体毒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根据剂量或浓度时间乘积( Ｃｔ) ꎬ可以得出被人体吸收的气态或悬

浮在空气中微滴形态的化学品数量ꎮ 这一数值既取决于人呼吸的空气
中化学品的浓度ꎬ也取决于人接触化学品的时间长短ꎮ 因此ꎬ它的计算
方法为“ 多少毫克除以多少立方米乘以多少分钟” ꎬ或“ 多少毫克乘以多
少分钟除以多少立方米” ( 毫克—分钟 / 立方米) ꎮ〔３３〕 这意味着ꎬ如果一
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接触一定浓度的化学品ꎬ或者浓度降低十倍但时间
〔３１〕
〔３２〕

« 化学武器公约» ꎬ第 ２ 条第 ７ 款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Ｋｒｕｔｚｓ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ｌｆ Ｔｒａｐｐꎬ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１９９４ꎬｐ. ３６.
〔３３〕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ｅｙｅｒꎬＬａｒｍｅ ｃｈｉｍｉｑｕｅꎬＥｌｌｉｐｓ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１３６.

２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延长十倍ꎬ对人体的影响是一样的ꎮ 每种有毒化学品都有剂量限值ꎬ高
于这个值就会对人体产生某些影响ꎮ 因此ꎬ它有一个失能剂量( Ｃｔ Ｉ) ꎬ

高于这个值ꎬ受害者就会丧失正常活动能力ꎬ也有致死剂量( Ｃｔ Ｌ) ꎬ高于
这个值就会造成受害者死亡ꎮ 特定的化学品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也各
不相同ꎮ 因此ꎬ化学品如果超过某一剂量值就会对 ５０％ 接触该化学品
的人产生影响ꎬ那么该剂量值通常就被视为统计值ꎮ 我们从中就能知道
让半数相关人群失能的剂量( Ｃｔ Ｉ５０ ꎬ以下简称失能剂量) 或让相同比例
人群致死的剂量( Ｃｔ Ｌ５０ ꎬ以下简称致死剂量) ꎮ〔３４〕 后者的数值越低ꎬ化
学品的毒性就越强ꎮ 二氧二乙硫醚( 或者说芥子毒气) 的致死剂量为
１５００ 毫克—分钟 / 立方米ꎬ而神经毒剂沙林的致死剂量则为 ７０ 毫克—
分钟 / 立方米ꎮ

根据« 化学武器公约» ꎬ各缔约国有义务宣布它们保有的控暴剂类

型ꎮ〔３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已有 １３８ 个国家作出了此类声明ꎬ主要

涉及催泪瓦斯ꎮ〔３６〕 主要是最常用的制剂ꎬ有 ＣＳ( 邻氯化苯亚甲基丙二
腈)、ＣＮ(氯苯乙酮)和辣椒素(胡椒喷雾)ꎮ 尽管这些物质通过不同的机
制作用于人体ꎬ但它们的共性是会让眼睛、呼吸道和皮肤产生灼烧感ꎬ令人
非常难受或感到痛苦ꎬ从而让目标人群逃离或暂时丧失行为能力ꎮ〔３７〕 根
据气体的散布方式ꎬ据估计ꎬＣＳ 的失能剂量从 ０ １ 到 １０ 毫克—分钟 / 立
方米不等ꎬ而 ＣＮ 的失能剂量从 ２０ 到 ４０ 毫克—分钟 / 立方米不等ꎮ〔３８〕

〔３４〕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ｅｙｅｒꎬＬａｒｍｅ ｃｈｉｍｉｑｕｅꎬＥｌｌｉｐｓ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１３７.

〔３６〕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ＣＷ ｏｎ ｔｈｅ

〔３５〕

« 化学武器公约» ꎬ第 ３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ꎮ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５ꎬ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ｐ. １２ꎬｐａｒａ.

１ ４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ｐｃｗ.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ＯＰＣＷ / ＣＳＰ / Ｃ － ２１ / ｅｎ / ｃ２１０４＿ｅ＿. ｐｄｆ.
〔３７〕

Ｅｕｇｅｎ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ｈａｌｌ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ꎬｉｎ

Ｅｕｇｅｎ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ｈａｌｌ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 ｅｄｓ) ꎬ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ꎬＳａｆ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ｐ. １.
〔３８〕

Ｗｏｏｄｈａｌｌ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 Ｓｉｄｅｌｌꎬ “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ꎬｉｎ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２０２ꎬ２０６.

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２５３

根据研究指出ꎬ〔３９〕 估计 ＣＳ 的致死剂量从 ２５ ０００ 到 ６０ ０００ 毫克—分
钟 / 立方米不等ꎬ而 ＣＮ 则是从 ８５００ 到 １１ ０００ 毫克—分钟 / 立方米不

等ꎮ 因此ꎬ即使最保守计算ꎬＣＳ 的致死剂量也是失能剂量的 ２５００ 倍ꎮ
所以过量的风险在理论上是非常低的ꎮ 相比较而言ꎬ沙林毒气的致死剂
量只是失能剂量的两倍( 分别是 ７０ 和 ３５ 毫克—分钟 / 立方米) ꎮ〔４０〕 不
过ꎬ致死剂量的存在恰恰表明ꎬ控暴剂本质上并不是非致命的ꎮ 即使允
许有相当大的误差范围ꎬ它们也仅在相应的剂量下不是致命的ꎮ
剂量的重要性
尽管失能和致死剂量之间有一定安全范围ꎬ但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
作战方法为更有可能达到致死剂量创造了条件ꎮ 美军在越南曾使用控
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ꎬ他们把警察不再用于控暴目的的化学品充当控
暴剂、在封闭区域使用控暴剂或者使用火炮和空中力量投送控暴剂ꎬ这
样一来ꎬ控暴剂就会致命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曾使用大量刺激性气体ꎬ尤其是 ＢＡ ( 溴丙

酮) 和 ＤＭ( 亚当氏毒气) ꎮ〔４１〕 在这次冲突中ꎬ据估计使用了 １２ ０００ 吨
刺激性气体 〔４２〕 ———是已使用过的毒气总量的 １ / １０ꎮ〔４３〕 有一种观点认
为ꎬ从 １９２５ 年起ꎬ« 日内瓦议定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控暴剂ꎬ〔４４〕 因为它
们会促成恐怖的“ 化学大战” ꎮ〔４５〕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ꎬＤＭ 曾作为控
暴剂被使用过一段时间ꎬ但是它后来逐渐被 ＣＮ 取代ꎬ并最终被放弃作

〔３９〕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 ｐ. ４４ꎻ Ｃ. Ｍｅｙｅｒ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 ｐ. １９３ꎻ Ｅｕｇｅｎ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ｈａｌｌ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ꎬ “ Ａｃｕ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６９.
〔４０〕

Ｃ.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１３６.

〔４２〕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２３３.

〔４１〕
〔４３〕
〔４４〕
〔４５〕

１９９８.

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ｐ. ５ － ８.
Ｃ. Ｍｅｙ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３８.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２３３.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Ｌｅｐｉｃｋꎬ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ｇｕｅｒｒｅ ｃｈｉｍｉｑｕｅꎬ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５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为控 暴 剂 使 用ꎬ 因 为 太 过 危 险ꎮ〔４６〕 尽 管 如 此ꎬ 美 军 仍 在 越 南 使 用 了
ＤＭꎮ 费尔韦指出ꎬ在越南作战的士兵曾被命令“ 在不应有人员死亡的
行动中” 不得使用 ＤＭ 制剂ꎬ〔４７〕 与此同时ꎬ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
拉也声称ꎬ在越南使用的化学制剂与全世界警察部队普遍使用的控暴剂
没有什么不同ꎮ〔４８〕
即便使用相对安全的制剂时ꎬ如 ＣＳꎬ也经常不符合限制过量风险的
建议ꎮ 控暴剂不是设计用于封闭空间的ꎬ但 ＣＳ 在越南却被用于清理藏
在坑道和地堡中的人ꎮ 为了散布化学制剂ꎬ美军士兵使用了 Ｍ７ 催泪瓦
斯手榴弹和 Ｍ１０６“ 多螨” 喷雾ꎬ这些都源于向庄稼喷洒杀虫剂的民用装
备ꎮ〔４９〕 使用这些武器的士兵基本不知道他们要用毒气清理的地下系统
的规 模ꎬ 只 是 靠 推 测 决 定 使 用 的 剂 量ꎮ 按 照 ＣＳ 致 死 剂 量 的 最 低 值
２５ ０００ 毫克—分钟 / 立方米估计ꎬ费尔韦计算的结果是ꎬ一枚 Ｍ７ 催泪瓦
斯手榴弹被扔进一个 １０ 立方米的掩体不到 ２ 分钟以及在一个 ２００ 立方
米的 坑 道 中 使 用 一 个 Ｍ１０６ 喷 雾 一 分 钟 内ꎬ 就 会 达 到 这 个 剂 量ꎮ〔５０〕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６７ 年在越南工作期间ꎬ阿尔亚维尼玛医生每天要治疗二
三十个 ６ ~ ８ 小时前接触过高浓度 ＣＳ 的人ꎮ 一半的病人死于 ＣＳ 毒性
导致的肺水肿ꎮ〔５１〕 因此ꎬ这些毒气的军事利用意味着ꎬ它们可被归类为
« 日内瓦议定书» 提到的“ 窒息性” 气体ꎬ如果这里指的是“ 窒息性” 一词
的“ 通常意义”〔５２〕 的话ꎮ 鉴于这些毒气造成的水肿会导致“ 可引起死亡
的严重呼吸衰竭” ꎬ〔５３〕 很难看出它们怎么会无法被界定为“ 窒息性” ꎮ
〔４６〕

Ｓｙｄｎｅｙ Ａ. 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ｙ Ｓａｌｅｍꎬ“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７〕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３５.

〔４９〕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５３.

Ａｇｅｎｔｓ” ꎬｉｎ Ｅ. Ｇ. Ｏｌａｊｏｓ ａｎｄ Ｗ.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２６.
〔４８〕
〔５０〕
〔５１〕
〔５２〕

Ｋ. Ｃｏｌｅｍ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 ９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５.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７ꎻＷ.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Ｆ. Ｒ. Ｓｉｄ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８ꎬ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４.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ꎬ１１５５ ＵＮＴＳ ３５４ꎬ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生

效) ꎬ第 ３１ 条第 １ 款ꎮ
〔５３〕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ｅｘｔｕｅｌｌｅｓ ｅｔ Ｌｅｘｉｃａｌｅｓꎬ“ Ａｓｐｈｙｘｉｅ”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ｎｒｔｌ. ｆｒ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 ａｓｐｈｙｘ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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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

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中ꎬ美军不只是配发了单兵武器( 手榴弹和喷
雾) 来向地下掩体内散布控暴剂ꎮ ＣＳ 还被装入诸如 ＸＭ６３１ 型 １５５ 毫米
炮弹从射程为 １５ 公里的榴弹炮中发射ꎬ以及装入诸如 ＸＭ９２５ 型炸弹从
直升机投放ꎮ〔５４〕 这类弹药释放了高浓度的化学制剂ꎮ 一枚 ＸＭ９２５ 型
炸弹在爆炸时可以释放 ３６ 公斤 ＣＳꎬ而一枚 ＸＭ６３１ 型炮弹有四个缸体ꎬ
每个都装有 ２ ２ 公斤 ＣＳꎮ 在紧邻爆炸中心点的区域ꎬ一分钟内就能达

到致死剂量ꎬ毒气的影响使所有人都不可能逃离ꎮ〔５５〕 尽管在露天使用ꎬ
这些武器产生的 ＣＳ 的浓度也与警察部队用于驱散人群的催泪瓦斯手
榴弹所释放的浓度完全不同ꎮ 应当牢记的是ꎬ根据« 化学武器公约» ꎬ为
了不被当作是化学武器ꎬ那些用于执法目的的有毒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
必须与其目的相一致ꎮ〔５６〕 按照沃尔特克鲁茨和拉尔夫特拉普的看
法ꎬ这意味着禁止在炮弹或炸弹中装填控暴剂ꎮ〔５７〕 因此ꎬ令人尤其担忧
的是ꎬ大概有 １５ 个国家和武器制造商正继续研发可产生高浓度控暴剂
的武器 〔５８〕 ꎬ而根据迈克尔克劳利和黛娜帕金斯的观点ꎬ无论是用
于执法目的还是在敌对行为中使用ꎬ除了这些武器有时会被非法使用的
风险以外ꎬ这类武器项目还可能被用于掩盖开发化学武器的计划ꎮ〔５９〕
因此ꎬ我们已经证明ꎬ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控暴剂会创造一种环境ꎬ更
有可能导致这些制剂在使用比例上过量ꎬ从而失去非致命的特征ꎮ 相同
的化学品ꎬ例如 ＣＳꎬ在使用催泪瓦斯手榴弹或 １５５ 毫米炮弹投放时ꎬ不
会有相同的效果ꎮ 这一推理过程将让我们把用于执法目的的膨胀子弹
所造成的损害作为参照物ꎮ 尽管旨在冲击时产生变扁或变形效果ꎬ警察
部队使用的子弹通常不会造成与具有相同设计但被禁止的军用子弹同
〔５４〕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ｐ. ５８ － ５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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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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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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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怕的伤口ꎮ
膨胀子弹与创伤弹道学
膨胀子弹出现于 １９ 世纪末ꎬ但后来很快就被国际人道法所禁止ꎮ

为了理解这些子弹怎样对人体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ꎬ在我们看来ꎬ关于
弹道学的一些背景知识和它们被禁用的背景是不可或缺的ꎮ 这使我们
接下来能够解释为什么将膨胀子弹用于执法目的是正当的ꎮ
膨胀子弹的设计与禁止

１９ 世纪末ꎬ英军注意到ꎬ他们使用的李 － 梅特福步枪发射口径为

０ ３０３ 英寸的英制弹药ꎬ与之前的武器相比相对效果较差ꎮ 这种子弹穿透
它击中的第一个目标的身体后ꎬ会留下一个相对干净的伤口ꎬ并且经常无
法造成足以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的伤害ꎮ 由于英属印度叛乱四起ꎬ加尔各
答外靠近达姆的兵工厂改进了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的英制子弹ꎬ切掉子弹尖端
坚硬的金属被甲ꎬ露出较为柔软的铅芯ꎬ从而产生变形效果并造成更大的
空腔杀伤ꎮ〔６０〕 驻殖民地的英军在数次镇压当地起义的战役中见证了这
些改进后的子弹在敌人的队伍中造成的大量伤亡ꎮ〔６１〕 对 ０ ３０３ 英寸口
径英制弹药的这种改动后来予以保留ꎬ也被称为“ 达姆弹” ꎮ〔６２〕

一些弹道学知识对于理解膨胀子弹的杀伤机理十分必要ꎮ 弹道学ꎬ

即“ 关于弹丸及其运动的科学” ꎬ可被细分为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和终点

弹道学ꎮ〔６３〕 第一种研究弹丸在枪管中的行为ꎬ第二种研究飞行过程中ꎬ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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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Ｎｏ. ８４９ꎬ２００３ꎬ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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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ａｔ Ｐ. Ｋｎｅｕｂｕｅｈｌ ( ｅｄ. ) ꎬＷｏｕｎｄ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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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研究击中目标时———在这里我们对此尤其感兴趣ꎮ 如果目标是
活人的话ꎬ终点弹道学又被称为创伤弹道学ꎮ〔６４〕 所有弹道学都共用的
一个公式是:Ｅ ｋ ＝ １ / ２ｍｖ２ ꎬ其中 Ｅ ｋ 代表弹丸的动能是多少焦耳ꎬｍ 代表
弹丸的质量是多少千克ꎬｖ 代表弹丸的速度是多少米 / 秒ꎮ 因此ꎬ一个弹
丸的动能等于其质量的二分之一乘以其速度的二次方:弹丸越重越快ꎬ
其携带的能量就越大ꎮ
现代创伤弹道学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英制弹药的

效果较差ꎮ 决定弹丸杀伤能力的关键要素不是它击中目标时携带的全
部能量ꎬ而是这些能量有多少转移给了目标ꎮ〔６５〕 如果其质量不变ꎬ子弹
穿过目标时减速越多ꎬ它转移的动能就越多ꎮ 如果子弹被人体组织挡
住ꎬ从子弹到人体组织的能量转移就会造成临时空腔:子弹猛烈地撕裂
在其弹道上的人体组织ꎬ打开一个非常大的空腔ꎬ接着人体组织在几毫
秒后收窄ꎬ只留下一个较小的永久性空腔ꎮ〔６６〕 这种临时空腔现象造成
了对人体组织的破坏ꎬ初始的压缩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ꎮ〔６７〕 某些器
官ꎬ例如肝ꎬ对此尤其敏感ꎮ〔６８〕 子弹不穿透目标而是停留在人体内会对
人体组织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弹丸的全部动能都被用于造成伤害ꎬ没
有留下任何能量供其继续沿着弹道前进ꎮ〔６９〕
最早的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英制子弹保留了尖顶形弹头ꎬ在穿过目标时

只能转移 ２０％ 的动能ꎮ 达姆弹则在冲击时产生变扁和“ 蘑菇化” 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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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０７ꎬ１９９５ꎬｐ. ４１２.
〔６６〕

Ｊ. Ｗ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Ｊ. Ｓｅｒｒａｎ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３ꎬｐ. １３０.

〔６８〕

Ｍ. ＰｉｒｌｏｔꎬＡ. ＣｈａｂｏｔｉｅｒꎬＦ. Ｄｅｍａｎｅｔ ａｎｄ Ｊ. Ｐ. Ｂｅａｕｔｈ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４ꎬｐ.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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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Ｐ. Ｋｎｅｕｂｕｅｈｌ ( ｅｄ.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２ꎬ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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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ꎮ 因此ꎬ人体组织对这种子弹的减速要大得多ꎬ 其携带动能的大约
８０％ 会转移到目标体内ꎮ 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临时空腔和可怕的伤口ꎮ

在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至 ７ 月于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上ꎬ瑞士代表团

提到了已闻名欧洲的在印度使用的达姆弹ꎬ询问“ 能不能禁止加重创伤
和增加伤者痛苦的弹丸” ꎮ〔７０〕 在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的全体会议上ꎬ禁止
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的投射物ꎬ如外壳坚硬而未全部包住弹心
或外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的« 海牙第三宣言» 以 ２２ 票赞成、２ 票反对( 美
国和英国) 和 １ 票弃权( 葡萄牙) 获得通过ꎮ〔７１〕
弹药类型的重要性
国际法并不认为执法部队使用膨胀子弹是非法的 〔７２〕 ꎬ正如在本文

导言中所述ꎬ这种情况很普遍ꎬ即便导致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弹
丸的“ 人道的基本考虑” 在“ 平时甚至比战时更为严格” ꎮ〔７３〕 不过ꎬ尽管
保留“ 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的子弹” ꎬ〔７４〕 但警察使用的膨胀子弹在
携带的动能方面与 １９ 世纪末的达姆弹非常不同ꎬ不会造成与之相同的
伤害ꎮ

在子弹携带的动能方面ꎬ警察部队使用的武器( 手枪、左轮手枪和冲
锋枪) 拥有彼此相当类似的弹药ꎮ〔７５〕 但这种能量远低于军用步枪子弹
携带的动能ꎮ〔７６〕 例如ꎬ改进后的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英制子弹在出膛时携
带 ３１３６ 焦耳能量ꎬ而许多警察部队使用的 ９ 毫米 × １９ 毫米子弹携带的
能量ꎬ在出膛时只有 ４９０ 焦耳ꎮ〔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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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库普兰和多米尼克卢瓦将这两种类型弹药的区别总结如
下:
１９ 世纪末使用的步枪发射最大约 ３０００ 焦耳能量的子弹ꎮ

警用手枪和冲锋枪弹药携带大约 ５００ 焦耳能量简言之ꎬ携
带 ５００ 焦耳能量的子弹无法造成像携带 ３０００ 焦耳能量的子弹
那样大或者严重的伤口如果进行外科治疗ꎬ５００ 焦耳能量
造成的腹部伤口的死亡率最高为 １２％ ꎬ而 ３０００ 焦耳能量造成
的腹部伤口的死亡率超过 ５０％ ꎬ并且可能更接近 ９０％ ꎮ〔７８〕

在 ＩＣＲＣ 召集的专家组工作中ꎬ死亡率被广泛接受为确定“ 痛苦” 或
“ 伤害” 之严重性的要素之一ꎮ〔７９〕 比特克诺伊比赫尔得出了与上文所
述类似的结论ꎬ指出军用步枪子弹携带的能量平均是手枪子弹的 ４ ~ ６
倍ꎬ并表示“ 不能将手枪子弹与具有变形效果的步枪子弹相比较” ꎮ〔８０〕

北约 ７ ６２ 毫米 × ５１ 毫米子弹出膛时携带 ３２７２ 焦耳动能ꎬ因此相当类似
于老式的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英制子弹ꎮ〔８１〕 尽管 ２０ 世纪开发的某些军用步
枪发射携带少于 ３０００ 焦耳动能的子弹ꎬ但这对区分步枪和手枪弹药只
有非常有限的影响ꎮ 因此ꎬ７ ６２ 毫米 × ３９ 毫米和 ５ ４５ 毫米 × ３９ 毫米
弹药( 用于不同版本的卡拉尼什科夫步枪) 以及北约 ５ ５６ 毫米 × ４５ 毫
米弹药( 用于北约部队装备的大多数突击步枪) 出膛时都携带超过 １４００

焦耳的能量ꎮ〔８２〕 基于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伤数据库的研究ꎬ罗宾
库普兰发现ꎬ在适当但不是最好的治疗条件下( 有合格的医务人员ꎬ但他
们数小时后才能接触到伤者) ꎬ１０００ 焦耳以下动能转移造成的腹部伤的
〔７８〕
〔７９〕

Ｒ. Ｍ.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 Ｌｏｙ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ｐ. １４０ － １４１.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０ꎬ ｐｐ. ２８ － ２９ꎬ ｐａｒａｓ ６８ － ７２ꎻ ＩＣＲＣꎬ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 Ｌｕｃｅｒｎｅꎬ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７４) 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５ꎬｐ. ８ꎬｐａｒａ. ２３ꎻＲ. Ｍ.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Ｔｈｅ ＳＩｒ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 “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ｒ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９７ꎬｐ.

２４.

〔８０〕

Ｂ. Ｐ. Ｋｎｅｕｂｕｅｈｌ ( ｅｄ.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２ꎬｐ. １０３.

〔８２〕

Ｉｂｉｄ.

〔８１〕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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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保持在 ２０％ 以下ꎬ如果动能转移超过这个值ꎬ死亡率就会急速上
升ꎬ１４００ 焦耳能量造成的创伤能达到 ６０％ ꎬ而 １５００ 焦耳能量造成的创
伤能达到 ８０％ ꎮ〔８３〕

在我们看来ꎬ警察部队使用的弹药与 １８９９ 年« 海牙第三宣言» 禁止

的弹药之间这种明显的差别是最有说服力的主张ꎬ调和了国际人道法中
的禁止性规定与全世界警察部队实践之间的矛盾ꎮ 简言之ꎬ执法部队使
用的膨胀子弹不可能造成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的全权代表们力图防
止的可怕伤口ꎮ 这些子弹尽管违反了« 海牙第三宣言» 的字面意思( 它
们在人体内易于膨胀) ꎬ但尊重了其精神( 它们不会造成与达姆弹一样
的可怕伤口) ꎮ 此外ꎬ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
提出了子弹可膨胀、但不会造成过分伤害的假设ꎮ 在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举行的全体会议上ꎬ克罗泽上尉批评« 海牙第三宣言» 的文本ꎬ就像他一
个月前在委员会内部发表的批评一样 〔８４〕 :“ ( « 海牙第三宣言» ) 禁止膨
胀子弹ꎮ 现在ꎬ很可能已发明出同样会膨胀、却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可怕
伤口的子弹ꎮ 那禁止使用这样的子弹就没什么必要ꎮ”〔８５〕
« 美国战争法手册» 至今仍捍卫这一立场ꎮ 尽管与上文所述各不同

要点并非不一致ꎬ但用这种观点全盘否定禁止膨胀子弹构成习惯国际人
道法的一部分时就会产生问题ꎬ〔８６〕 即便迄今为止它仅被用于证明手枪
使用膨胀子弹的正当性ꎮ 因此ꎬ美国国防部在 ２０１５ 年启动了一个竞争

项目ꎬ用能够发射膨胀子弹的手枪取代美军目前使用的手枪ꎮ〔８７〕 当然ꎬ
既然某些膨胀子弹不会造成过分伤害ꎬ而某些非膨胀子弹ꎬ因其在人体

〔８３〕

Ｒ. Ｍ.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Ｗ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Ｗａｒ”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Ｎｏ. ８３ꎬ

〔８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８ꎬＰａｒｔ Ⅱꎬｐ. ２７８.

〔８６〕

ＵＳ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ｐ. ３２３ － ３２５.

１９９６ꎬｐ. １５０８ꎬＦｉｇ. ４.
〔８５〕
〔８７〕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ｔ Ｉꎬｐ. ８３.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ｏｘꎬ “ Ａｒｍ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ＭＨ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ｄ Ｎｅｗ Ｐｉｓｔｏｌ ａｎｄ Ａｍｍｏ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ꎬ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 /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２ / ａｒｍｙ￣ｂｅｇｉｎｓ￣ｍｈ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ｏ￣ｆｉｎｄ￣ｎｅｗ￣ｐｉｓｔｏｌ￣ａｎｄ￣ａｍｍｏ￣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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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翻滚ꎬ也会造成类似于达姆弹产生的创伤 〔８８〕 ꎬ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ꎬ未来制定的法律可直接根据它们对人体的影响来禁止不同类型的
子弹ꎮ 沿着这些思路ꎬ在« 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第一次审议大会上ꎬ瑞士
代表团提议增加一项议定书ꎬ禁止使用射程超过 ２５ 米、在射入人体的前

１５ 厘米平均每厘米对人体组织转移超过 ２０ 焦耳能量的子弹ꎮ〔８９〕 但现
行法ꎬ即禁止作为一种作战方法使用携带高动能以及能在人体内变扁或
变形的子弹ꎬ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质疑ꎮ
因此ꎬ我们已阐明为什么警察部队通常使用的子弹不能等同于 １９

世纪末达姆弹所造成的创伤ꎮ 因为动能方面的差异ꎬ例如一枚 ９ 毫米 ×

１９ 毫米膨胀子弹ꎬ基本不可能对人体组织造成与 ０ ３０３ 英寸口径英制
达姆弹相同的破坏ꎮ

尽管可能含有相同类型的化学制剂或者有着近似的弹丸设计ꎬ但根
据它们的使用环境ꎬ控暴剂和膨胀子弹经常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影响ꎮ 控
暴剂在敌对行为中致人死亡要比在执法环境中容易得多ꎮ 警察部队为
执法目的使用的手枪射出的膨胀子弹不会造成与军用步枪射出的达姆
弹相同的创伤ꎮ 目前ꎬ通过第一项主张的发展ꎬ我们必须表明ꎬ因情况不
同导致使用这些武器和弹药产生的不同影响证明了依据敌对行为规则
和执法规则对其予以区别对待的合理性ꎮ
从不同的影响到禁止的范围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ꎬ我们力图完善第一部分提出的主张ꎬ首先表明ꎬ
即使在执法环境中同样存在控暴剂过量使用的风险ꎬ即使警察部队确实
使用高动能膨胀子弹来维持公共秩序ꎬ相较于执法局势ꎬ在敌对行为中
使用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会引起不同的问题ꎮ 在军事行动中针对敌方战
斗员使用控暴剂会导致使用致命化学武器的风险升级ꎬ至于膨胀子弹ꎬ
〔８８〕
〔８９〕

Ｒ. Ｍ.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 Ｌｏｙ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３８.

对这项提议的详细分析ꎬｓｅｅ Ｅ. Ｐｒｏｋｏｓ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５ꎬｐｐ. ４１１ － ４２６ꎮ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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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法中使用必须遵守诉诸致命武力的条件ꎬ这些条件比在敌对行为中
要严格得多ꎮ 对这两类武器和弹药ꎬ我们要看到ꎬ澄清其使用带来的影
响使我们能够确定武装冲突中所禁止的范围ꎮ 事实上ꎬ在武装冲突中ꎬ
并非一个交战者行为的所有方面都受敌对行为规则的规制ꎮ 顾名思义ꎬ
这些规则只调整冲突之一方与敌人战斗时从事的那些敌对行为ꎮ〔９０〕
控暴剂和升级
控暴剂的危险使用不只是发生在武装冲突中的敌对行为期间ꎮ 控
暴剂也曾在封闭空间中被用于执法目的ꎬ尤其是为了镇压监狱暴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ꎬ有记录表明ꎬ至少有 ６ 人因在封闭空间内接触 ＣＮ

而死亡ꎮ〔９１〕 最近ꎬ也就是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在安全部队向其乘坐的面包车
内发射了催泪瓦斯后ꎬ３７ 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或成员死于窒
息ꎮ〔９２〕 我们必须表明ꎬ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会导致其用于执
法目的时不会存在的特定风险ꎬ甚至在过量使用的情况下ꎬ使用致命化
学制剂的风险会升级ꎮ 这种解释能让我们澄清在武装冲突中允许和禁
止使用这种武器之间的界线ꎮ
风险升级
早在 １９７７ 年ꎬ费尔韦就曾通过相关风险会升级来证明禁止使用控

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的正当性ꎮ 他对单边升级 〔９３〕 的危险和双边升
级 〔９４〕 的危险进行了区分ꎮ
如果冲突之一方在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后决定更进一步
并部署其他的化学武器ꎬ就产生单边升级ꎮ 控暴剂属于“ 底限武器” :一
〔９０〕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９１〕

Ｗ.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Ｆ. Ｒ. Ｓｉｄｅ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８ꎬｐｐ. ２０４ － ２０５.

２００８ꎬｐｐ. ２６９ － ２７８.
〔９２〕

“ Ｅｇｙｐｔ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 Ｔｅａｒ￣Ｇａｓ Ｄｅａｔｈｓ” ꎬＢＢＣ. ｃｏｍꎬ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６６２６３６７.
〔９３〕
〔９４〕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９０.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９１ －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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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被使用ꎬ屏障就没了ꎬ就更容易使用致命的化学武器ꎮ〔９５〕 这种升级的
风险也可与过量的风险联系在一起ꎮ 如果使用哪怕是非致命的控暴剂
造成敌人死亡ꎬ越过底限也就更加容易ꎮ〔９６〕 然后ꎬ非致命和致命化学武
器之间的区分就会被清除ꎬ全部都被视为“ 毒气” 而不会有任何进一步
的说明ꎮ 在 ２０ 世纪ꎬ这种类型的升级在很多武装冲突中都曾发生:在

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３６ 年意大利军队侵略埃塞俄比亚期间ꎬ１９３７ 年日本侵略中
国期间ꎬ１９６２ ~ １９６７ 年阿联酋干涉也门内战期间ꎬ〔９７〕 以及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期间ꎮ〔９８〕 在每个事例中都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ꎬ例如芥
子气或沙林毒气ꎬ而在它们之前又都使用了刺激性毒气ꎮ
根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ꎬ正是双边升级的危险促使

禁止将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ꎮ〔９９〕 这一推理过程可见于 １９９３
年的« 荷兰陆军武装冲突法手册» :

至于催泪瓦斯ꎬ可以说应在武装冲突中予以禁止ꎮ 它可以

用于控制秩序ꎮ 这应当有别于在武装冲突中使用ꎬ因为它存在
煽动使用其他更危险化学品的风险ꎮ〔１００〕
自 ２００５ 年起ꎬ新版的手册扩充了这一主张:

像催泪瓦斯这样的控暴剂不得被用作一种作战方法

当其作为维持秩序的一种手段ꎬ包括控制内部骚乱而使用时ꎬ
不受禁止ꎮ 军事利用则有别于此ꎮ 它会掩盖这样的危险:使用
〔９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ａｓｔａｎꎬ “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 ‘ Ｍｅｔｈｏｄ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 ꎬ Ｄｕ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２ꎬｐ. ２６８.
〔９６〕
〔９７〕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１６５.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８２ － １８４ꎻ “ ‘ Ｎｏｎ￣Ｌｅｔｈａｌ ’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ＣＷ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ＷＣ ” ꎬ ＣＢＷ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Ｎｏ. ６１ꎬ２００３ꎬｐ. ２.
〔９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２ꎻＢ. Ｋａｓｔ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５ꎬｐ. ２７４.

〔１００〕

Ｄｕｔｃ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ｏｅｐａｓｓ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 Ｏｏｒｌｏ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Ｖｏｏｒｓｃｈｒｉｆｔ Ｎｏ. ２７ －

〔９９〕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ꎬ前注 ８ꎬ第 ２５５ 页ꎮ

４１２ / １ꎬ１９９３ꎬｐ. ＩＶ － ６ － ＩＶ － ８ꎬ ｐａｒａ. １４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
Ｂｅｃｋ ( ｅｄｓ) 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Ｐａｒｔ １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７４４ － １７４５ꎬｐａｒａ.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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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无害的化学品可能会给敌方使用某些其他更为致命的化
学品大开方便之门ꎮ〔１０１〕
军事上使用非致命的化学武器可能带来敌方认为它
属于违禁手段的危险ꎬ这会唆使敌方使用其他更加致命的手
段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一个例子就是使用催泪瓦斯ꎮ〔１０２〕
如果冲突一方为了报复另一方使用控暴剂发起的攻击而使用致命
的化学武器ꎬ双边升级就会发生ꎮ 然后ꎬ敌对双方就会相互谴责对方才
是把化学武器引入冲突当中进行攻击的罪魁祸首ꎮ〔１０３〕 第一个交战方会
认为ꎬ其最初使用控暴剂发起的攻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化学攻击ꎬ因为
这些制剂只会造成暂时失能ꎮ 与此同时ꎬ第二个交战方则会认为其被作
战毒气攻击ꎬ不会等着查明究竟是控暴剂还是其他化学制剂ꎬ就会决定
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ꎮ 根据某些记载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化学
武器并非始于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德军在伊普尔使用氯气ꎬ而是始于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法军使用催泪瓦斯ꎬ尤其是 ＣＮꎮ〔１０４〕 这种攻击明显诱使德国总参谋部
反过来接受克虏伯和法本公司的提议ꎬ使用化学武器作为一种作战方
法ꎮ〔１０５〕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ꎬ武装冲突中报复的权利不断发展演变ꎬ
尤其在化学报复方面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指出ꎬ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习惯法很可能禁止这种报复ꎮ〔１０６〕 因此ꎬ禁止使用
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可被视为一项额外的安全机制ꎬ旨在预防报复
的恶性循环ꎮ 在禁止化学报复之前ꎬ它也能阻止产生诱使冲突一方诉诸
此类行动的条件ꎮ
〔１０１〕

Ｄｕｔｃｈ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 Ｏｏｒｌｏｇｓｒｅｃｈｔ:ＨａｎｄｌｅｉｄｉｎｇꎬＶｏｏｒｓｃｈｒｉｆｔ Ｎｏ. ２７

－ ４１２ꎬ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 ０４５６ꎬ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ｈｌ / ｅｎｇ / ｄｏｃｓ / ｖ２＿ｒｕｌ＿ｒｕｌｅ７５＃＿ＩＩＭｉＭａ.
〔１０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０４７７.

〔１０４〕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６５ꎻ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Ｊｏｎｅｓꎬ“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３〕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１９１.

ｏｆ Ｔｅａｒ Ｇａｓ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ꎬ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２ꎬ１９７８ꎬｐ. １５２.
〔１０５〕
〔１０６〕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ｐ. １９５ －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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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ꎬ升级的风险也可与过量的风险联系在一起ꎮ 早在 １９７７ 年ꎬ

费尔韦就已指出ꎬ接触极高剂量的控暴剂和低剂量的神经毒剂ꎬ症状上
可能是相似的ꎮ〔１０７〕 因此ꎬ使用高剂量的控暴剂进行化学攻击ꎬ可能类似

于使用神经毒剂进行的攻击ꎬ正如理查德普莱斯 〔１０８〕 在 ２０１３ 年一次采
访中所总结的:“ 总的思想就是ꎬ如果你身处战场ꎬ你就不要坐在周围去
验证它是哪种毒气ꎮ”〔１０９〕 关于叙利亚内战中哪次攻击可能是第一次化学
攻击ꎬ相互矛盾的信息就相当有代表性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美国国防
部的一份秘密电报被曝光ꎬ其内容表明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霍姆斯ꎬ叙
利亚政府军曾使用过化学制剂 ＢＺ( 二苯乙醇酸) ꎬ这是一种包括在« 化
学武器公约» 关于化学品附件的附表 ２ 第一部分“ 有毒化学品” 清单中
的致幻剂ꎮ〔１１０〕 第二天ꎬ美国政府就否认了这一点ꎬ声称使用的物质是一
种控暴剂ꎮ〔１１１〕
在执法环境中不存在 这 种 升 级 的 风 险ꎮ 就 单 边 升 级 而 言ꎬ 警 察
部队不能 拥 有 致 命 化 学 武 器 的 常 用 载 体ꎬ 例 如 火 炮 或 轰 炸 机ꎮ 此
外ꎬ无论何时国 家 工 作 人 员 使 用 了 致 命 的 化 学 武 器ꎬ 在 我 们 的 认 知
中ꎬ这总是发 生 在 武 装 冲 突 期 间 的ꎮ 至 于 双 边 升 级ꎬ 警 察 部 队 试 图
使用控暴剂驱散的暴徒似乎不可能利用致命的化学制剂进行还击ꎮ

〔１０７〕
〔１０８〕

Ｗ. Ｄ. Ｖｅｒｗ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１６６.

理查德普莱斯是一位政治学家ꎬ专门研究如何禁止化学武器ꎮ 他也是下面两篇文

献的作者:“ 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ａｂｏｏ”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１ꎬ１９９５ꎻａｎｄ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ａｂｏｏ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１９９９ꎮ
〔１０９〕

Ｅｚｒａ Ｋｌｅｉｎꎬ “ ‘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Ｂａｄ ｉｆ Ｅｖｅｎ Ｈｉｔｌｅｒ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Ｕｓｅ Ｔｈｅｍ ’ ”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ꎬ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ｗｏｎｋｂｌｏｇ /
ｗｐ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３ / 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ｂｅ￣ｒｅａｌｌｙ￣ｂａｄ￣ｉｆ￣ｅｖ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ｗｏｕｌｄｎｔ￣ｕｓｅ￣ｔｈｅｍ / .
〔１１０〕

Ｊｏｓｈ Ｒｏｇｉｎꎬ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ａ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ꎬＴｈｅｃ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ꎬ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ｃ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１５ / ｓｅｃｒｅｔ＿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ｙｒｉａ.
〔１１１〕

Ｅｌｉｓｅ Ｌａｂｏｔｔꎬ“ Ｕ. Ｓ. :Ｓｙｒｉａ Ｄｉｄｎｔ Ｕｓ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Ｈｏｍ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ꎬ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ｌｏｇｓ. ｃｎｎ. ｃｏｍꎬ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ｌｏｇ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１６ / ｕ￣ｓ￣
ｓｙｒｉａ￣ｄｉｄｎｔ￣ｕｓ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ｉｎ￣ｈｏｍ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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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使用控暴剂的限制
« 化学武器公约» 并不是完全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控暴剂ꎬ而只

是禁止作为一种“ 作战方法”〔１１２〕 ———也就是说ꎬ禁止在敌对行为期间使
用ꎮ 但它们可被用于“ 执法” ꎬ〔１１３〕 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ꎮ 确定使用控暴
剂作为一种“ 作战方法” 还是“ 执法” 的界线曾引发诸多争论ꎬ尤其是关
于美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ꎮ
１９７５ 年ꎬ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签署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令ꎬ单方

面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控暴剂ꎮ 尽管如此ꎬ当时这份命令仍然允许在武装
冲突中的下列四种情况下使用这些制剂:
(１) 在直接且明显处于美国军事控制下的地区需要控制
骚乱的局势中使用控暴剂ꎬ包括控制战俘暴动ꎮ
(２) 在平民被用于掩蔽或遮蔽攻击的局势中使用控暴剂
且这种使用可以降低或避免平民伤亡ꎮ
(３) 在偏僻隔离的地区为了援救失事的机组人员和乘客
以及正在逃跑的战俘时使用控暴剂ꎮ
(４) 在直接战斗地带以外的后方地区使用控暴剂ꎬ保护车
队免受内部动乱影响以及恐怖分子和准军事组织的袭击ꎮ〔１１４〕
« 化学武器公约» 对美国生效后ꎬ美国并未修改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

令的内容ꎮ〔１１５〕 参议院以此作为批准公约的条件ꎮ〔１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的« 美
国战争法手册» 中也有同样的规定ꎬ一字未改ꎮ〔１１７〕
〔１１２〕

« 化学武器公约» ꎬ第 １ 条第 ５ 款ꎮ

〔１１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１８５０ꎬ“ Ｒ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ａｒ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

〔１１３〕

同上ꎬ第 ２ 条第 ９ 款第 ５ 项ꎮ

ａｎｄ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ꎬ８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５.
〔１１５〕
〔１１６〕

Ｋ. Ｂｏｙ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９.

“ Ｓｅｎａｔ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Ｖｏｌ. １４３ꎬ Ｎｏ. ４６ꎬ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ｐｏ. ｇｏｖ / ｆｄｓｙｓ / ｐｋｇ /
ＣＲＥＣ － １９９７ － ０４ － １７ / ｈｔｍｌ / ＣＲＥＣ － １９９７ － ０４ － １７ － ｐｔ１ － ＰｇＳ３３７３. ｈｔｍ.
〔１１７〕

ＵＳ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ｐ. ３９０ －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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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戴维菲德勒的观点ꎬ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令中第一项给出的用

途依据« 化学武器公约» 是合法的ꎬ〔１１８〕 我们赞同他的分析ꎮ 就美国直接
军事控制的地区而言ꎬ我们要牢记ꎬ譬如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局势中ꎬ占领
国有责任保证被占领土内的公共秩序ꎮ〔１１９〕 在戴维菲德勒看来ꎬ这种
责任与允许动用正常的执法手段紧密相随ꎬ包括控暴剂ꎮ〔１２０〕 这些制剂
可被用于平息战俘营的暴动ꎬ这种意见广泛反映在法律原则之中ꎮ〔１２１〕
事实上ꎬ交战一方与其所占领之领土内的平民或者投降或被俘后的敌方
战斗员之间的关系ꎬ并不属于敌对行为的范畴( 例如ꎬ战俘可因谋杀守卫
而被刑事起诉 〔１２２〕 ) ꎮ 因此ꎬ针对这类个人使用控暴剂不可能被交战另
一方视为使用了“ 作战毒气” ꎮ

第(２) 项和第(３) 项规定的使用控暴剂才更有问题ꎮ 旨在打击隐藏

在平民居民之中敌人的行动[ 第(２) 项] 以及防止敌人俘获失事飞机机
组成员或重新抓获战俘的行动[ 第(３) 项] ꎬ明显构成针对敌方部队的军
事行动ꎬ因此属于敌对行为的范畴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使用控暴剂的攻击
恰好会创造出理查德普莱斯所说的那些情况ꎬ即被攻击的战斗员不会
“ 闲坐着去验证它是哪种毒气” ꎬ〔１２３〕 而是非常有可能认为受到了作战毒
气的袭击ꎬ这显然会有引发双边升级的风险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美国批
准« 化学武器公约» 时ꎬ克林顿政府和参议院就意识到了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
政命令中的第(２) 项和第(３) 项与美国正要批准的新公约之间存在矛
〔１１８〕

Ｄａｖｉｄ Ｐ. Ｆｉｄ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ｓｃｏｗ:‘ Ｎｏｎ￣Ｌｅｔｈ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７ꎬ Ｎｏ. ８５９ꎬ２００５ꎬ
ｐ. ５４６.

〔１１９〕

«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及其附件:« 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ꎬ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通过

(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４ 日生效) ꎬ第 ４３ 条(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８ꎬＰａｒｔ Ｉꎬ
Ａｎｎｅｘｅｓꎬｐ. ２６０) ꎻ«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 « 日内瓦第四公约» )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ꎬ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通过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第 ６４ ~ ７８ 条ꎮ
〔１２０〕
〔１２１〕

Ｄ. Ｐ. Ｆｉ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８ꎬｐ. ５４４.

Ｗ. Ｋｒｕｔｚｓｃｈ ａｎｄ Ｒ. Ｔｒａｐ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２ꎬｐｐ. ４２ － ４３ꎻＹ.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

ｐ. ７６ꎻＤ. Ｐ. Ｆｉ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８ꎬｐ. ５４４.
〔１２２〕

«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 « 日内瓦第三公约» )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１２３〕

Ｅ. Ｋｌ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９.

日通过(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ꎬ第 ９３ 条ꎮ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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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ꎮ 这没有阻碍比尔克林顿总统向参议院保证ꎬ« 化学武器公约» 对
美国生效不涉及对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令的任何修改ꎮ〔１２４〕 不过ꎬ美国通
过国内立法( 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令) 授权进行一项它已批准的国际条约
( « 化学武器公约» ) 所禁止的行为ꎬ这一事实不会使这种行为在结果上
变得合法ꎮ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３ 条的规定:“ 在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时须遵守国际法ꎮ
这种定性不因国内法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到影响ꎮ”〔１２５〕

至于第(４) 项ꎬ如果车队被愤怒的暴徒( 内部骚乱) 攻击或有组织的
准军事组织伏击ꎬ对车队的保护就不能按照相同的方式予以对待ꎮ 在第
一种情况下ꎬ驱散人群确实是执法事项ꎮ 在第二种情况下ꎬ车队的防御
就属于敌对行为的范畴ꎬ为此目的使用任何武器都会成为一种“ 作战方
法” ꎮ 第(３) 项的内容包含相同的模糊地带:如果失事的机组成员受到
愤怒的暴民而不是敌方军队的威胁ꎬ就可适用执法规则ꎬ使用控暴剂也
就是合法的ꎮ〔１２６〕
因此ꎬ乔治布什总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授权驻伊拉克的美国部队可在

第 １１８５０ 号行政命令列出的情况下使用控暴剂是有问题的ꎮ〔１２７〕 如果美
军针对伊拉克正规军或者支持它的民兵使用控暴剂ꎬ就会违反«化学武器
公约»ꎬ美国也不能否认存在双边升级的风险ꎬ尤其是考虑到两个月之前ꎬ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力图让安理会成员相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ꎮ〔１２８〕
〔１２４〕
〔１２５〕

ＵＳ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ｐ. １１７２ － １１７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ꎬ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ＳＥＲ. Ａ / ２００１ / Ａｄｄ. １ꎬ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１ꎬｐ. ２６.
〔１２６〕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ｔｋｉｎｓꎬ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 Ｂｕｌｌ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Ｕｎ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Ｈａｎｄｃｕｆｆｓ?” ꎬ ｉ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 Ｈｅｌｍ ( ｅｄ.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８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 ＵＳ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ＮｅｗｐｏｒｔꎬＲＩꎬ２００６ꎬｐ. ２０６.
〔１２７〕

Ｋｅｒｒｙ Ｂｏｙｄ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Ｒｉ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ｑ” ꎬ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４７０１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ＰＶ.

Ｔｏｄａｙ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 / ａｃｔ / ２００３＿０５ / ｎｏｎｌｅｔｈａｌ＿ｍａｙ０３.
４７０１ꎬ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ꎬｐｐ. ２ － ２０.

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２６９

因此ꎬ通过分析使用控暴剂作为一种作战方法带来的升级风险ꎬ我
们就能够解释ꎬ为什么这些武器被允许用于执法目的ꎬ却不能在武装冲
突中被用于对抗敌方战斗员ꎮ 这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允许和禁止使用这
些武器的界线ꎬ从而质疑美国国内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ꎮ 现在ꎬ我们
要对膨胀子弹做同样的分析ꎮ 对不同使用环境引发的不同问题进行研
究ꎬ也会帮助我们澄清授权和禁止使用之间的界线ꎮ
膨胀子弹和使用致命武力
由于携带的动能不同ꎬ从而造成的伤害严重程度也有差异ꎬ膨胀子
弹是最经常被提出来的论据ꎬ证明为什么这些子弹根据敌对行为规则和
执法规则要被区别对待ꎮ 但这仅在警察部队利用标准警用手枪发射膨
胀子弹时才有效ꎮ 不过ꎬ在某些警察部队的通常装备不足以应对的局势
中ꎬ膨胀子弹有时会从军用步枪中发射ꎬ用以确保公共秩序ꎮ 例如ꎬ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在造成一名警察重伤以后ꎬ埃瓦尔德在自己的公寓内武力
拒捕并设置障碍物ꎬ后来被瑞士警察狙击手从军用步枪发射一颗膨胀子
弹当场击毙ꎮ〔１２９〕 然而ꎬ考虑到执法规则存在限制使用致命武力的条件ꎬ
即便对军用步枪而言ꎬ使用膨胀子弹也可以是合法的ꎮ 这一论据也可被
用于确定在武装冲突中哪些条件下可使用膨胀子弹ꎮ
使用致命武力的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ꎬ大量文献阐明了警察部队使用膨胀子弹的两个现实
理由ꎮ 第一ꎬ它们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嫌疑人一旦被击中就丧失行动能
力ꎬ即刻阻止其还击ꎮ 第二ꎬ它们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子弹穿透嫌疑人身
体后杀伤第三人的风险ꎮ〔１３０〕 这种利益在敌对行为中也引起各方的兴
趣ꎬ尤其是在战斗员和平民混同的地区ꎮ 因此ꎬ依据敌对行为规则和执
〔１２９〕
〔１３０〕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ｐ. ２２９ － ２３０.

Ｒ. Ｍ.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 Ｌｏｙ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４１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

究” ꎬ前注 ８ꎬ第 ２６０ 页ꎮ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ｐ. ３７７ ａｎｄ ４１６.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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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证明了区别对待这两个法律分支的合理性ꎮ
根据尼尔斯梅尔策的观点ꎬ一种可能但不完善的解释是ꎬ相较于
执法行动ꎬ敌对行为期间对“ 附带损害” 有更高的容忍度ꎮ〔１３１〕 武装冲突
法似乎没有认可以战斗员遭受更重伤害为代价来降低附带损害的风险ꎮ
得到一些人拥护 〔１３２〕 的看法是ꎬ区分原则可能优先于禁止过分伤害原
则ꎬ在我们看来ꎬ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的精神ꎮ 国际法院在其
“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中提到了这两
项原则ꎮ 尽管法院援引区分原则先于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原则ꎬ但它将
二者都称之为“ 基本原则” ꎬ似乎并没有在二者之间确立等级关系ꎮ〔１３３〕

同样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的第 ３５ 条和第 ４８ 条ꎬ分别涉及禁止造成过分
伤害或不必要痛苦和区分原则ꎬ都拥有“ 基本规则” 这一标题ꎮ〔１３４〕

另一种补充解释是ꎬ关于使用武力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弥补了不禁
止为执法目的使用膨胀子弹这一规则ꎮ 倘若被攻击的目标是战斗员或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ꎬ敌对行为规则所包含的就是“ 使用武力的积
极自由” ꎮ〔１３５〕 事实上ꎬ 根据这一法律体系ꎬ 按照马尔科  萨索 利 和 劳
拉奥尔森的看法ꎬ“ 攻击战斗员不受对战斗员造成的损害与攻击带来
的军事利益之间合比例性评估的制约” ꎮ〔１３６〕 相比之下ꎬ在执法领域ꎬ根

〔１３１〕
〔１３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７７ － ３７８ꎬ４１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ｏｏｔｈｂｙꎬ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４６.
〔１３３〕
〔１３４〕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２ꎬｐ. ２５７ꎬｐａｒａ.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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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附加议定书» ) 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２７２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ꎬ第 ３５

条和第 ４８ 条ꎮ 在该议定书的法文本中ꎬ“ ｒèｇｌｅ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 这一用语在语义上接近于“ 根本规
则”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 而非“ 基本规则” (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ｌｅ) ꎮ 根据该议定书第 １０２ 条ꎬ英、法文本同等
作准ꎮ

〔１３５〕

Ｄａｌ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６〕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Ｍ.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８７８ꎬ２０１０ꎬｐ. ４６３.

Ｏｌｓｏｎꎬ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８７１ꎬ２００８ꎬｐ. ６０６.

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２７１

据«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ꎬ〔１３７〕 尤其是原则 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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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ꎬ就使用致命武力而言ꎬ两个规则体系之间有着巨大差异:

尽管依据国际人道法得到普遍接受的是ꎬ在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敌方战斗员可成为攻击目标ꎬ直至他们投降或失去战斗
力ꎬ无论其是否对他人的生命构成了直接威胁ꎬ而国际人权法
则将使用致命武力仅限于上述情形ꎮ〔１３８〕
因此ꎬ无论是执法规则更倾向于允许对目标人员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以限制附带损害ꎬ还是对使用武力设定了明显更加严格的条件ꎬ都可以
证明ꎬ为执法目的使用膨胀子弹不是受到禁止的ꎮ
武装冲突中使用膨胀子弹的条件:一个特别法问题
国际法院一贯主张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均可适用ꎮ〔１３９〕 近年来ꎬ当涉 及 确 定 国 家 对 个 人 使 用 致 命 武 力 的 条 件
时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武装冲突背景下这两个法律分支之间的相
互作用特别感兴趣ꎮ〔１４０〕 然而ꎬ使用膨胀子弹的问题只是非常简要地被

〔１３７〕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ｅａｒｍｓ ｂｙ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８ｔｈ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ꎬＨａｖａｎａꎬ ２７ Ａｕｇｕｓｔ － 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０ꎬ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ＥＣｔＨＲ) ꎬＭｃＣａｎ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８９８４ / ９１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１３９.
〔１３８〕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ＯＨＣＨＲ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ＵＮ Ｄｏｃ. ＨＲ / ＰＵＢ / １１ / ０１ꎬ

２０１１ꎬｐ. ６４.
〔１３９〕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２ꎬｐ. ２４０ꎬｐａｒａ. ２５ꎻ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４ꎬｐ. １７８ꎬｐａｒａ. １０６.
〔１４０〕

ＩＣＲＣ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ＣＲＣ Ｄｏｃ. ３１ＩＣ / １１ / ５ １ ２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８ － ２０ꎻ Ｇｌｏｒｉａ Ｇａｇｇｉｏｌｉ
( ｅｄ. ) ꎬ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３ꎻ ＩＣＲＣ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ＣＲＣ Ｄｏｃ. ３２ＩＣ / １５ / １１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ｐｐ. ３３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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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ꎮ〔１４１〕 正如上文所述ꎬ两个法律分支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出完全不同
的结论ꎬ这意味着必须作出选择ꎬ因为它们不可能同时适用ꎮ 在涉及国
家工作人员使用致命武力的大多数情况下ꎬ非常容易确定应适用属于国
际人道法一个分支的敌对行为规则ꎬ〔１４２〕 还是应适用执法规则ꎬ后者既属
于国际人权法也属于国际人道法( 尤其是在占领的情况下) 的范畴ꎮ 就
使用膨胀子弹而言ꎬ« 美国战争法手册» 规定:“ 在各类反恐和解救人质
的行动中ꎬ即使其中某些行动发生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ꎬ美国武装部队
也可使用膨胀子弹ꎮ”〔１４３〕
在武装冲突背景下发生劫持人质、但又与冲突本身无关时( 劫持人
质者与冲突任何一方都没有关联) ꎬ很明显ꎬ与执法有关的国际法( 尤其
是涉及使用致命武力的规定) 就适用于解救人质的行动ꎬ无论该行动是
由军队还是警察实施的ꎮ 这种情况下不禁止使用膨胀子弹ꎮ 正如埃里
克戴维所总结的:“ 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武装冲突法原则
上只在交战者之间冲突关系的框架内适用ꎮ”〔１４４〕 但如果劫持人质者是冲
突一方武装部队的成员呢? 那些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人应将其视为受
执法规则规制的警察行动还是受敌对行为规则调整的作战行动? “ 特别
法优于一般法” 原则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ꎮ

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观点ꎬ该原则“ 反映了一个被广
泛接受的法律解释准则和解决规范冲突的技术手段” ꎮ〔１４５〕 国际法委员
会补充道:

就特别法原则的适用而言ꎬ两种规则只是处理相同事项还
不够ꎻ二者之间还必须存在某些实际上的不一致ꎬ或者其他可
识别的相互排斥的意图ꎮ〔１４６〕
〔１４１〕

Ｇ. Ｇａｇｇｉｏｌｉ ( ｅｄ.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０ꎬｐｐ. ２８ － ２９.

〔１４３〕

ＵＳ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 ３２３.

〔１４２〕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 ２６９.

Ｅ. Ｄａｖｉ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 ２１７ꎬｐａｒａ. １１７６.
ＯＨＣＨ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８ꎬｐ. ５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５ꎬｐ.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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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原则ꎬ即特别规则优于一般规则———事实上ꎬ它更接近于

正在处理的具体法律问题ꎬ可以更好地对背景的独特之处加以考虑ꎮ〔１４７〕
国际法委员会对如何适用该原则作出建议:
必须权衡各种不同的因素ꎮ 如果需要在明确规定的优先
次序外进行权衡ꎬ那么就必须考虑法律制度的目的ꎬ因为它规
定了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基础和背景ꎮ〔１４８〕

对法律制度的目的进行考虑就需要我们在判断特别法时考虑目的
标准ꎮ〔１４９〕
正如其各自的比例原则所阐明的ꎬ敌对行为规则和执法规则具有平
衡不同参数的任务ꎮ 在敌对行为规则中ꎬ比例原则衡量攻击带来的预期
军事利益和攻击可能造成的平民生命的附带损失ꎮ 在执法领域ꎬ比例原
则要求平衡使之失去行动能力的个人所带来的风险与这种失能给该个
人和任何第三人所造成的潜在损害ꎮ〔１５０〕 因此ꎬ敌对行为规则旨在对打
算获得军事利益的行动施加某些限制ꎬ而执法规则意在调整为保护他人
有必要对某个人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形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尼尔
斯梅尔泽的主张ꎬ即在解救人质的行动中ꎬ即使该行动发生在武装冲
突中敌对的两方之间ꎬ也必须适用“ 执法范式” ꎬ因为该行动的主要目标
是解救人质而非追求军事利益ꎮ〔１５１〕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膨胀子
弹ꎬ但使用致命武力要受执法规则的限制ꎮ
支持这种解决方式的另一点论点是ꎬ尽管两种规则体系都旨在限制人命
损失ꎬ但敌对行为规则并不适合于目标是挽救平民生命的行动ꎮ 区分原则 〔１５２〕
〔１４７〕
〔１４８〕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 ａｎｄ Ｌ. Ｍ. Ｏｌｓ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６ꎬｐ. ６０３.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ꎬ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Ｌ. ６８２ꎬ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ꎬｐ. ５９ꎬｐａｒａ. １０７.
〔１４９〕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 ａｎｄ Ｌ. Ｍ. Ｏｌｓ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６ꎬｐ. ６０４.

〔１５１〕

Ｎ. Ｍｅｌｚ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ｐ. ３７６.

〔１５０〕
〔１５２〕

Ｇ. Ｇａｇｇｉｏｌｉ ( ｅｄ.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０ꎬｐｐ. ８ － ９.

«第一附加议定书»ꎬ第 ４８ 条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附加议定书»)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６５０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ꎬ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８ꎬ规则 １ꎬ第 ３ ~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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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以平民为攻击目标ꎬ因此敌对行为规则并非旨在调整其主要目的是
保卫平民免受敌人伤害的行动ꎮ 攻击中的比例原则并不将保护平民的
生命视为军事行动的目标ꎬ而是作为一种对实现特定军事目标之手段的
制约ꎮ〔１５３〕 从敌对行为规则的角度看ꎬ解救人质行动期间的军事目标就
不是挽救人质的生命ꎬ而是使劫持人质者失去战斗力ꎮ 此外ꎬ虽然攻击
时预防原则确立了在某些情况下停止攻击的义务ꎬ〔１５４〕 但没有任何敌对
行为规则创设过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攻击的义务ꎮ 因此ꎬ在劫持人质者威
胁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杀死人质的情况下ꎬ敌对行为规则只是平衡使
劫持人质者失去战斗力与攻击可能造成人质死亡这两项因素ꎬ而不考虑
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成本———也就是说ꎬ所有人质都被处决的风险ꎮ 相比
之下ꎬ执法规则必须依照如下思路进行解释ꎬ即国家有保护其管辖之下
的人民生命不受第三方行动伤害的积极义务ꎮ〔１５５〕 在这一范式之下ꎬ不
攻击劫持人质者可能给人质生命带来的风险必须作为计算比例的考虑
因素ꎮ〔１５６〕 既然执法规则为有义务防止攻击平民( 如劫持人质) 的国家工
作人员作出选择提供了更合适的框架ꎬ那么这些规则就必须作为特别法
加以适用ꎮ
理论上ꎬ这一推论可扩大到武装冲突中部署武装部队来保护平民
的所有情况ꎬ但实践中就会有问题ꎮ 只有在诸如解救人质这样有计划
的行动中才可能确定士兵究竟是在敌对行为规则还是执法规则的框
架内行动ꎮ 相比之下ꎬ例如ꎬ占领国在被占领土内部署的士兵ꎬ根据占
领国所负的义务ꎬ就具有维持对该领土的占领和维护该领土内公共秩

〔１５３〕

« 第一附加议定书» ꎬ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 ꎬ前注

〔１５４〕

同上书ꎬ第 ５７ ~ ５８ 页ꎮ

８ꎬ规则 １４ꎬ第 ４３ ~ ４７ 页ꎮ
〔１５５〕

ＥＣｔＨＲꎬＬ. Ｂ. Ｃ. ｖ.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３４１３ / ９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９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ꎬｐａｒａ. ３６ꎻ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ꎬＵＮ Ｄｏｃ. ＣＣＰＲ / Ｃ / ２１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３ꎬ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ꎬｐ. ４ꎬｐａｒａ. ８ꎻＯＨＣＨ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８ꎬｐｐ. １８ － １９.
〔１５６〕

ＥＣｔＨＲꎬＦｉｎｏｇｅｎｏｖ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ｓ １８２９９ / ０３ ａｎｄ ２７３１１ / ０３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ꎬ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ａｒａ. ２２６.

允许用于执法目的但禁止用于敌对行动的情形:以控暴剂和膨胀子弹为例

２７５

序的双重任务ꎮ〔１５７〕 因此ꎬ该士兵可能会面对受不同法律框架调整的大
量不同的暴力局势ꎮ〔１５８〕 如果他受到寻求结束占领的抵抗军的攻击ꎬ他
就要根据敌对行为规则进行自卫ꎮ 但如果他看到有人攻击平民ꎬ他就应
适用执法规则来保护这些人ꎮ 为了有效预防违反武装冲突法ꎬ下发给部
队的交战规则应相对简单且所有人都能理解ꎮ〔１５９〕 在为士兵的突击步枪
配发常规子弹和膨胀子弹时ꎬ指示他们后者仅能在保护平民时使用ꎬ且
只能在执法规则施加的限制范围内使用ꎬ但不能在身处敌对行为环境时
用于自卫ꎬ这似乎太过复杂了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ꎬ给可能实施执
法行动但这并非其唯一任务的部队配发膨胀子弹ꎬ又不会增加这种弹药
也会被非法使用的风险ꎬ是不切实际的ꎮ 因此ꎬ使用这种弹药应仅限于
有计划的特种行动ꎬ旨在保护身处险境之中的平民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
是解救人质ꎮ
因此ꎬ通过弄清为何允许执法部队使用膨胀子弹ꎬ但禁止在敌对行
为中使用这种子弹ꎬ我们设法澄清了武装冲突局势中所禁止的范围ꎮ 这
类子弹只能在主要目标为保护平民而非获得军事利益的行动中使用ꎬ而
且其使用应依照执法规则严格加以限制———也就是说ꎬ使用致命武力应
限于为挽救无辜生命而确实必要的范围内ꎮ

通过呈现依具体情况而禁止或许可使用控暴剂和膨胀子弹所引发
的不同问题ꎬ我们回应了对根据执法规则和敌对行为规则区别对待这两
种武器和弹药的批评ꎮ 正如格言“ 理为法之魂” 所蕴含的道理ꎬ阐明这
种区别对待背后的理由也让我们能够弄清许可与禁止使用这些武器和
弹药之间的界线ꎮ

〔１５７〕

«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及其附件:« 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ꎬ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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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Ｗａｔｋｉｎ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６ꎬ ｐｐ. ２０２ － ２０４ꎻ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ｔｋｉｎｓꎬ “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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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ｓｋｂｏｏｋꎬ２ｎｄ ｅｄ. ꎬ２０１０ꎬｐ. ２６１.

２７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结论
我们利用两种互补的主张来证明为执法目的使用控暴剂和膨胀子
弹的正当性ꎬ尽管它们在敌对行为中被禁止使用ꎮ 就第一项主张而言ꎬ
我们证明了ꎬ根据它们的使用环境ꎬ这些武器和弹药对人体的影响有极
大的不同ꎬ这也证明了依据敌对行为规则和执法规则予以区别对待的正
当性ꎮ 第二项主张关注在不同环境下使用这些武器和弹药所引发的不
同问题ꎬ强化了第一项主张的结论ꎮ 这引导我们分析了执法规则如何在
武装冲突局势中加以适用ꎬ阐明了其与敌对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ꎮ 这样
做有助于我们弄清许可和禁止使用这些武器和弹药之间的界线ꎮ 这条
界线基于对法律的一贯解释ꎬ在我们看来不应加以变动ꎬ不应像一些人
希望的那样ꎬ变得更加宽松ꎬ或者更加严格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