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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联合国⼤会第三委员会 

议题：核⽣化武器的管理 

学术团队成员：潘梓乔 

职位：⼤会第三委员会主席 

 

 

⼀、 议题简介 

核⽣化武器，即核武器、⽣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类武器异

军突起，成为⼈类社会的巨⼤威胁。它们既是⼈类引以为傲的“杰出科研产品”，也是

令⼈闻风丧胆的“屠杀机器”，导致了⼤量的⼈员伤亡。为了管理这类⼤规模毁灭性武

器，国际社会通过持续努⼒，达成了为数众多的多边协议，致⼒于削减核武库、防⽌

在特定区域和环境（如外层空间和洋底）部署核武器、限制核扩散以及终⽌核试验。

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全世界仍有超过 1.5 万枚核武器存在，⽽这些核武器的扩散

不仅对和平构成了主要威胁，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挑战。在此领域⼴泛关切的问

题包括：削减核武器的必要性；⽀持实施核不扩散体系；以及防⽌弹道导弹和导弹防

御系统的研发和扩散。 

 
 

 

⼆、 议题背景 

⾃古以来，⼈类就⼀直在寻找新的⽅式来对战争对⼿造成⼤规模的伤害。公元前

600 年，雅典军队⽤有毒的植物攻击了基拉市的供⽔系统；17 世纪末，掺有氰化物等

有毒物质的⼦弹被发明；1915 年的伊普尔战役中，真正的化学武器⾸次被使⽤，德国

军队释放的 168 吨氯⽓杀死了约 5000 名同盟国⼠兵。 

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发展⽣物武器。在第⼆次世界⼤战期间，苏联军队向

德国军队使⽤了⼟拉弗朗西斯菌。尽管苏联于 1972 年签署了《⽣物武器公约》，但在

整个苏联仍有许多⽣物武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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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上已经签署了众多管理条约，但仍有⼤量核⽣化武器存在，严重影响国

际社会的安全。 

 

 

三、 已造成的问题 

1. 核武器 
1945 年 7 ⽉ 16 ⽇，美国进⾏了世界上第⼀次核爆炸实验。从此，核武器开

始扮演战争的终结者，同时核武器的巨⼤杀伤⼒也成了⼈类共同的噩梦。 

1945 年 8 ⽉ 6 ⽇ 8 点 15 分 43 秒，美国⽤ B-29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运载“⼩

男孩”2 万吨当量原⼦弹轰炸⼴岛，城市中⼼ 12 平⽅千⽶内的建筑物全部被毁，

全市房屋毁坏率达 70%以上。关于死亡⼈数，⽇美双⽅公布数字相差甚⼤。据⽇

本官⽅统计，死亡和失踪⼈数达 71379 ⼈。 

20 世纪 50 年代，伊朗开始了核能源开发活动，并在当时得到美国及其他西

⽅国家的⽀持。1980 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核能”为掩

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国际原⼦能机构也多次就伊朗核问

题作出决议，2010 年 6 ⽉，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案。2013 年 11

⽉ 24 ⽇，伊朗与六国在瑞⼠⽇内⽡就解决伊朗核问题达成⼀项阶段性协议，伊

朗承诺停⽌进⾏ 5%浓度以上的铀浓缩，不再增加离⼼机。2015 年 7 ⽉ 14 ⽇，经

过多年艰苦谈判，伊朗核问题达成历史性的全⾯协议。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朝鲜开始核技术的研究，1958 年，美国在朝鲜半岛及附

近地区部署了约 2600 件核武器，意图针对朝鲜，保护韩国。1985 年朝鲜加⼊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拒绝国际原⼦能机构的检查，之后的⼏年内与美国、

韩国、国际原⼦能机构摩擦甚⼤。1994 年 5 ⽉ 30 ⽇，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朝鲜

进⾏核项⽬调查并对其做出制裁。2003 年 1 ⽉ 10 ⽇，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并于 2006 年、2009 年、2013 年完成了三次核试验。2003 年 8 ⽉举

⾏了朝核问题六⽅会谈（中、朝、韩、⽇、美、俄），效果不甚理想，2009 年 4

⽉ 14 ⽇，朝鲜退出六⽅会谈，朝核问题再次停滞。朝鲜经过了次核试验使核武

器更⼩型化，便于导弹、战机携带，对美⽇韩造成直接威胁，基本形成了核遏制

⼒。 

除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已掌握核武器外，印度在 1974 年进⾏

过⼀次核试验。巴基斯坦也在 1998 年 05 ⽉ 29 ⽇⾸次核试验成功。以⾊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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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虽未公开进⾏核爆试验，但以⾊列是公认的具有核武器的国家，⽇本被认为是

准核国家。 

 

2. 化学武器 
第⼆次世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交战双⽅都加强了化学战的准备，化

学武器储备达到了很⾼⽔平。各⼤国除加速⽣产和储备原有毒剂及其弹药外，还

加强了新毒剂的研制。其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则是德国⾸先发明了神经性毒剂

沙林和梭曼。但鉴于交战双⽅均有⼤量化学武器储备，达到了⼀种相对均衡状

态，加上各国都对防备化学武器做了积极有效的准备，因此化学武器未能在欧洲

战场得以使⽤。其中也不排除《⽇内⽡议定书》所发挥的积极作⽤。⽽在亚洲战

场，⽇本公然违反国际法，曾长期、⼤范围使⽤化学武器与⽣物武器屠杀中国军

民，造成军民重⼤伤亡。这是最典型的违反《⽇内⽡议定书》的例⼦。 

随着致死性神经性毒剂塔崩、沙林、维埃克斯等化学武器的列装，化学武

器的杀伤能⼒⼤幅度提⾼。1948 年联合国安理会常规军备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化

学武器列为⼤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第⼆次世界⼤战结束⾄今，世界上局部战争和⼤规模武装冲突不断发

⽣，其中被指控使⽤化学武器和被证实的有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

80 年代初开始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朗均使⽤了化学武器，造成了作战⼈员⼤

量伤亡。 

 
 

3. ⽣物武器 
第⼀次世界⼤战期间，德国曾⾸先研制和使⽤⽣物武器）。在第⼀次世界

⼤战末期，仅⼀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患病毒性流感者达 5 亿之多，有 2000

多万⼈死亡，⽐战死⼈员数量⾼出 3 倍。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出现了⽣物武器

研制计划，⽽该计划是该类计划中最早的，其重点是把疾病传播科学与新的空战

技术结合起来。1934 年，⽇本继其后，英国、美国、苏联接其踵。各国都认为升

武器可以帮他们赢得战争。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这些国家都斥重资进⾏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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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美国参战后，开始与英国和加拿⼤密切合作，旨在建⽴战略能⼒—

—攻击敌后⽅城市和⼯业设施的能⼒，同时也研制⽣物武器。轴⼼国战败战争结

束后，美国，英国，加拿⼤继续其⽣物战的战备准备，⽽苏联这⽅⾯的活动更为

隐秘。 

第⼆次世界⼤战时期，⽇本帝国主义⼤规模研制⽣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

建⽴研制细菌武器的⼯场，曾对中国 10 余个省的⼴⼤地区施放⿏疫、霍乱、伤

寒和炭疽杆菌等 10 余种战剂。他们甚⾄拿活⼈做细菌试验，仅此⼀项就杀死中

国军民 3000 多⼈，给中国造成巨⼤灾难。 

⼆战期间⽣物武器研制的⾼度保密⼀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五六⼗年代，期间

美国的研制计划使⽣物武器战略攻击技术⼤为提⾼，显⽰出了巨⼤的潜⼒。直⾄

1969 年，尼克松总统拒斥了⽣物武器结束了美国进攻性武器的研制计划。1972

年《禁⽌⽣物武器公约》的签订，国际准则和法律重新引起了⼈们的重视，共有

151 个国家签署了《禁⽌⽣物武器公约》。其规定范围超过了《⽇内⽡议定

书》。但是，⽣物武器公约没有强制性的核查条款，使签署国⽆法确信彼此在遵

守条约。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对其⼤规模进攻性计划的强烈反应，促使国

际上对⽣物武器公约加强。 

1979 年 4 ⽉苏联斯威尔德洛副斯克市的微⽣物与病毒研究基地发⽣的炭疽

泄漏事件，造成 1000 多⼈死亡，不计其数的⼈因此受伤，残疾，丧失⾄亲。由

此可见，军事⼤国始终没有停⽌⽣物战剂的研制和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物

武器向南⾮和伊拉克这样的世界冲突热点地区转移，如果⽣物武器在这些地⽅得

以成功地研制，民族和种族间的敌对就可能导致这种武器的⼤规模使⽤。 

由于⽣物武器⽐其他⼤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易制造和⾛私，因此⽣物战剂的

威胁不仅未消除，反⽽在不断增长。 

 

 

四、 国际⾏动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所有多边裁军条约中最具普遍性，于 1968 年开

放供签署，1970 年开始⽣效。共有 191 个国家加⼊了该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是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基⽯，也是寻求核裁军的基础。朝鲜民主主义⼈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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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于 2003 年 1 ⽉决定退出条约，这是条约⽣效 33 年来⾸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

决定，引发国际社会极⼤关切。 

 

2. 《全⾯禁⽌核试验条约》 
1996 年，⼤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全⾯禁⽌核试验条约》，禁⽌在任

何地区进⾏任何核爆炸试验。该条约最先与 1954 年提出，历经 40 多年才得以通

过，在 1963 年的局部禁⽌核试验的基础上扩⼤到全⾯禁⽌。从 1945 年美国进⾏

⼈类历史上第⼀次核弹试验，到 1996 年禁⽌核爆炸试验的《全⾯禁⽌核试验条

约》公开供签署，有记录的核爆炸试验超过 2000 次。⽬前《全⾯禁⽌核试验条

约》尚未⽣效。截⾄ 2017 年 1 ⽉ 31 ⽇，共有 183 个国家签署了《全⾯禁⽌核试

验条约》，其中 166 个国家批准了条约。条约将在附件⼆所列的 44 个国家全部

批准后 180 天⽣效。附件⼆所列的国家在 1994 年到 1996 年间参与了《全⾯禁⽌

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并且在那时就拥有核反应堆或核研究反应堆。截⽌⾄ 2017

年 1 ⽉ 31 ⽇，附件⼆所列的国家中仍有 8 个尚未批准条约：中国、朝鲜、埃

及、印度、伊朗、以⾊列、巴基斯坦和美国。秘书长⾏使其保存《全⾯禁⽌核试

验条约》的职能，于 1999 年、2001 年、2003 年、3005 年、2007 年、2009 年、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为推动该条约⽣效召开了⼀系列会议。1997 年设⽴的

临时技术秘书处继续⼯作，以确保在条约⽣效时有⼀个国际监督系统处于运⾏状

态。⼀经完成，这⼀监督系统将包括 337 个监督设施，以补充⼲预性现场视察体

系。条约⼀旦⽣效，这⼀体系也会付诸应⽤。 

 
 

3. ⽆核武器区 
随着区域武器控制新运动的发展，1967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禁⽌核武器

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签署，标志在世界上有⼈⼜居住的地区⾸次

建⽴了⽆核武器区。2002 年，古巴递交批准书，拉丁美洲和加勒⽐的⽆核武器区

得到了加强，涵盖了该地区所有国家。此后，另有四个⽆核武器区已建⽴：南太

平洋（《拉罗汤加条约》，1985 年）、东南亚（《曼⾕条约》，1995 年）、⾮

洲（《佩林达巴条约》，1996 年）和中亚（《中亚⽆核武器区条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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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时，在中欧和南亚建⽴⽆核武器区，在中东建⽴⽆核武器区和所有其他

⼤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也已提出。1998 年，⼤会⽀持蒙古国⾃⾏宣布其⽆核

武器区地位，⾃此单⼀国家作为⽆核武器区的概念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4. 《化学武器公约》 
1997 年，《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的⽣效，完成了始于 1925 年

《⽇内⽡议定书》的禁⽌使⽤毒⽓武器的进程。《化武公约》在国际武器控制历

史上开创了严格的国际核查制度，涵盖了化学设施的信息收集和例⾏全球检查，

致⼒于监督个缔约国对《化武公约》各项义务的履⾏情况。为实现这个⽬的，禁

⽌化学武器组织在海⽛成⽴，并积极开展相关⼯作。2015 年，安哥拉和缅甸加⼊

《化武公约》后，禁化武组织的缔约国（截⾄ 2016 年 10 ⽉）增加⾄ 192 个，覆

盖超过 98%的世界⼈⼜。 

 

5. 《关于禁⽌发展、⽣产和储存细菌（⽣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1972 年通过的《关于禁⽌发展、⽣产和储存细菌（⽣物）及毒素武器和销

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物武器公约》）于 1975 年⽣效。但与《化武公约》

不同的是，《⽣物武器公约》并未建⽴核查机制。作为⼀项建⽴信任措施，缔约

国每年都要就关于各⾃国内的⾼风险⽣物研究设施的详细信息进⾏交换。2006

年，《⽣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六次审议⼤会决定设⽴⼀个执⾏⽀助股，以协助

缔约国履⾏公约。与原⼦能机构为《不扩散和武器条约》提供⽀持，以及禁化武

组织为《化武公约》提供的⽀持不同，没有任何机构组织为《⽣物武器公约》提

供⽀持。《⽣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在联合国定期召开，第⼋次审议⼤会于

2016 年 11 ⽉举⾏。 

 

 

五、 关键国家或组织 

1. 联合国 
⾃联合国成⽴以来，多边裁军和军备限制⼀直是联合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核⼼⼯作。联合国始终将裁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销毁化学武器以及加⼤禁

⽤⽣物武器的⼒度作为最⾼优先——这些武器都可对⼈类造成严重威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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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标始终保持不变，⽽审议和磋商的范围则随着政治局势和国际形势的

变化⽽变化。 

2001 年悲剧性的 9·11 事件在美国发⽣后不久，又有许多国家遭受了恐怖

袭击，这些事件凸显了⾮国家⾏为体获取⼤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潜在威胁。⼀旦恐

怖分⼦获得化学武器、⽣物武器或核武器，此类袭击将会造成更具有毁灭性的后

果。针对这些问题，⼤会于 2002 年通过了⾸个防⽌恐怖分⼦获得⼤规模毁灭性

武器及相关运载⼯具的第 57/83 号决议。 

2004 年，安理会⾸次就⼤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特别是落⼊⾮国家⾏为体

之⼿）的危险做出正式决定。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强制执⾏的条款下

采取⾏动，⼀致通过了收个责成各国不得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

或使⽤核⽣化武器及其运载⼯具的⾮国家⾏为体提供任何形式的⽀持的第 1540

（2004）号决议。根据决议，各国须在国内制定措施以防⽌上述武器的扩散，包

括对相关武器进⾏适当的管制。随后，⼤会通过了《制⽌和恐怖主义⾏为国际公

约，《公约》与 2007 年⽣效。 

除了在裁军和检查义务履⾏⽅⾯发挥作⽤，联合国还协助各会员国制订多

边裁军的新准则，以及加强并巩固现有协议。 

 

2. 国际原⼦能机构 
国际原⼦能机构检查各国履⾏国际法律义务的情况，确保各国仅出于和平

⽬的使⽤和材料和技术。原⼦能机构开展独⽴检查⼯作，在防⽌核武器扩散⽅⾯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根据各国所缔结的协议，原⼦能机构视察员定期检查核

设施，核查各国核材料和和相关活动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视察员审计操作记

录，并将其与提交给原⼦能机构的报告相对⽐，检查库存和库存变化，采集环境

样本，应⽤密封设备并安装监视设备。2015 年，原⼦能机构专家就落实保障监督

协定开展了 2118 次实地核实，涉及 181 个国家，以确保 1200 多个核设施中的核

材料没有从和平使⽤，转⽤于军事⽬的。 

 

3. 禁⽌化学武器组织 
禁⽌化学武器组织于 1997 年 5 ⽉ 23 ⽇举⾏的禁⽌化学武器组织缔约国⼤会

第⼀届会议上成⽴，总部设在荷兰海⽛。该组织意在实现《禁⽌化学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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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和⽬标，确保公约的各项规定、包括对该公约遵守情况进⾏核查的规定得

到执⾏，并为各缔约国提供⼀个进⾏协商和合作的论坛。 

 

 

六、 潜在的解决⽅案 

1. 根据最新统计，约有 180 个国家签署了《⽣物武器公约》。根据这项公约，各国

在战争中不得使⽤⽣物武器，并禁⽌开发、试验、⽣产或部署⽣物武器；但⼀些

国家违反了该条约，继续发展和使⽤该类武器。该条约应得到加强，以为《⽣物

武器公约》提供更多⽀持。 

2. 与核武器相⽐，⽣化武器很容易被个⼈开发和部署。因此，制造或盗窃⽣化武器

的个⼈或恐怖分⼦对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的威胁。国际社会应针对该情况制定

相关解决⽅案，加强对这⼀问题的处理。 

3. 开发能够有效探测和报告⽣物武器使⽤情况的报警器；这类发明可以有效减少⽣

物武器的开发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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