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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报主导警务思想起源于英美国家，已经深刻地重塑了现代警务工作。近年来，英美国家在实际应用的
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利用。本文从近年来英美国家发表的论文和相
关情报机构的研究报告入手，从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个角度，梳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应用经验，以期
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助力我国公安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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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comes from the UK and the USA and has deeply reshaped
modern policing. Based o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made
enlightening new achievements.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ce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se counties and reports written by relevant
intelligence agency to summarize up-to-dat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The aim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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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similar researches in China, thus promoting further advancements in
policing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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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的背景
当前，我国公安队伍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加之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情报法》的颁布施行，现在正是深化情报主导警务理念的良机。将情报主导警务融入我国现代化的
警务管理体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切实担负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的重大职
责使命[1]。
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违法犯罪形式，英美警察部门也进行了多轮警务改革。针对外部安
全环境，英美警察内部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绩效考核，使得警察的职能更加具体化、全面化、高效化，从被
动服务转向为情报指引工作，从减少犯罪转变为控制犯罪，从模式化处理警情转向有针对性的信息收集，
从以直接打击犯罪为目的转向风险评估分析以减少犯罪威胁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近年来，英美警察部
门通过分析大量网络、报警和社会信息，凝练成对自己警务工作有用的情报信息来支持警务工作，形成了
高效、稳定的情报主导警务运作方式，使警务决策更具科学性，充分发挥情报主导警务的优势。
综合我国的研究进展与英美国家的发展重点，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相关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同时着
眼于实际应用。因此，当下我们可以借鉴的，既有英美国家先进的理念，也有英美国家实际应用的经验
教训。因此，本研究不仅整理总结英美国家近年来发表的研究论文，同时从相关公司部门发布的报告中
提炼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我国公安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2. 对英美文献的研究
近年来，英美等国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情报主导警务理念的相关子维度，以及如何利用这一理念更好
地指导警务工作。

2.1. 预测警务的美中不足
从 Andrew D. Selbst 的文章[2]中我们不难发现预测警务是“信息技术、犯罪学理论和预测算法”的
融合。简单地说，它是利用数据和分析来预测犯罪。警察部门越来越多地部署数据挖掘技术来预测、预
防和调查犯罪。然而，通过参考商业和社会数据来确定个人的威胁水平，可能会不适当地将深色皮肤与
更高的威胁水平联系起来，或者更多地怀疑自己犯下了特定罪行。基于历史数据的犯罪映射，甚至可能
导致有色人种因在社区中滋扰犯罪而被捕的可能性上升。这些不利影响是该技术本身的产物。也就是说，
即使假定使用该技术的警察部门并非故意为之，也可能发生。
尽管预测警务仍存在很多弊端，但依然在英美警务工作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洛杉矶、亚特兰大、
圣克鲁兹和西雅图等城市已经与预测警务软件公司 PredPol 合作，试图预测财产犯罪将在哪里发生。据报
道，圣克鲁兹的盗窃案在使用 PredPol 软件的第一年里下降了 11%，抢劫案下降了 27%。与此同时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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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和什里夫波特，大数据显示出，传统警务工作对于降低犯罪率起到的效果远低于情报主导警务理念
指导下警务工作产生的效果。

2.2. 社区警务的全新维度
在 David L. Carter 和 Jeremy G. Carter 的文章[3]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情报主导警务理念方面，即社区警
务是一种由情报部门领导的，需要社区管理部门和面向问题的情报部门相互协作完成的综合性警务工作。
情报主导警务的新维度取决于强大的社区关系。减少犯罪不仅是警察的一项关键责任，更是社区大
众的需求。许多执法人员也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发展了直接支持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方法：解决问题、环
境扫描、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以搜集信息并减少恐惧、社区动员以处理问题。美国国家统计研究所观察到
了这些因素，并指出在过去十年联邦政府实施改善情报收集举措的同时，数千名社区警务人员与他们所
服务的民众建立了密切而富有成效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良好维系有利于信息和情报共享，有关部门可以
立即且不受限制地获取当地社区的信息。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在积极寻求有关部门能够向他们提供可
能有助于减少犯罪或长期解决问题的新信息。由此可见，相关部门与民众之间关系的积极性质促进了信
息持续而可靠的相互传递。因此，现在正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警务工作潜力的时候，从而防止恐怖主
义和其他所有犯罪。David L. Carter 在多年的社区警务实践数据中发现，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社区警
务利用公民获得的信息来帮助确定社区问题的参数，同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依赖于信息输入作为情报分
析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方面来看，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对于社区警务至关重要，因为相关部门在向公众传
播预防犯罪和减少恐惧方面的重要信息时，需要事先了解犯罪和罪犯的情况。就情报自由方案而言，公
众的积极报告可以为情报搜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2.3. 新兴技术的未来应用
C. Bogdiukiewicz 等人的文章[4]介绍了英美国家对智能系统中警务功能的研发。作者演示了在工业合
成环境中警用无人机领域自主系统的验证和验证中使用的形式方法。他们重点研究了一个用于管理路线
生成和分配的多无人机系统。无人机航线由人工操作员和智能系统的组合来生成，警务功能则与合成环
境相结合，用于多无人机的协调和验证，并进行性能测试。英美学者的研究表明，无人机运动的安全性
可以用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自主车辆。在不久的将来，英美警方计划与相关组织合
作，构建可信赖的复杂系统。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并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力量，实现对警务
情报信息的自动实时搜集。这为部署现有的情报主导警务工作和应对目前的局限性指明了一个有希望的
未来方向。

3. 对英美实际应用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情报主导警务理念日趋成熟，英美等国的执法部门与相关情报公司开展合作，将理论
应用于警务工作实际。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英美国家的实际应用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3.1. 分析结果可视化
警务工作搜集到的信息多种多样、杂乱无章，缺乏直观性，给全面分析辖区特点，修改完善警务工
作计划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美等国的情报公司开发了情报分析的可视化系统，将
情报分析结果呈现在图表之上，大大提高了判读速度，减轻了情报人员的工作量。
在这一方面，Predpol 公司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该公司开发了“犯罪雷达图”(见图 1 [5])以及犯罪
热点图(见图 2 [5])两种功能，将辖区内的犯罪数量与时间有机结合，直观呈现出犯罪数量随时间的变
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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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rime counts by day
图 1. 犯罪雷达图

Figure 2. Crime incidents heatmap
图 2. 犯罪热点图

3.2. 注重保障个人隐私
在运用警务情报维护治安、侦办案件时，会收集到大量的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一方面，这些数据
搜集的行为不利于公民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搜集到的数据如果不加以正当合理的使用，甚至是被泄
露，将会严重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因此，近年来英美等国的情报公司开始关注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
更有效地保障个人隐私不被侵犯。
在这一方面，Palantir 公司取得了突破。该公司给访问相关数据库的人员赋予了不同的权限(见表 1)，
以此来限制其访问操作。与此同时，该公司还设计了数据库信息的删除规则(见表 2)，进一步减小信息泄
漏的风险。
Table 1. Types of permissions given
表 1. 赋予权限的类型
权限

可执行的操作

所有者权限

允许用户阅读、编辑，并且向其他人授予访问权限

编辑权限

允许用户阅读与编辑

只读权限

仅允许用户访问

探索权限

允许用户以配对结果为目的的搜索，但是他们看不到配对结果的任何实际细节，而只能看到相应的
数据拥有者或者控制者的联系方式，进而联系他们以请求授权访问

禁止访问

禁止用户搜索、发现、访问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接触到或者识别出任何一条信息及其存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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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ules of deleting
表 2. 删除规则
记录删除措施

说明

归档

安全锁定

个人识别记录的匿名化和去识别化

剔除人身关联性的信息

软删除

通过前端用户访问无法检索记录，但经过适当授权且有必要，仍然可以
通过后端管理员访问来检索记录

硬删除

永久删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可能通过前端或后端方法检索记录

3.3. 拓展使用领域
随着情报主导警务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警务工作借助情报的有效利用，实现了工作流程的变革，
极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然而，警务工作涵盖方方面面，还有许多工作仍然依靠传统的方法开展，不仅
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发散思维，打破壁
垒，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以此拓宽警务情报的使用领域，更好地改善新时代警务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下属的刑事司法信息服务部(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Services)是这个方面的领先
者。该机构开发了“NGI Rap Back”(Next Generation Identification)系统，旨在提示工作岗位上的人员隐
患。这一系统通过识别指纹，再关联犯罪记录等信息，向用人单位、执照授权单位、志愿者组织等发出
警告信息，提示相关人员不宜担任某些特殊岗位。2018 财年，该系统反馈了 8074 条信息，辞退了一批
在护理岗位上的不合格人员。

4. 结语
4.1. 对英美现状的反思
从英美国家对情报主导警务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看，英美模式以全面地收集信息为核心，使
情报主导警务工作理念成为现代警务工作的先导。英美模式都通过对情报的严谨分析，科学规划管辖范
围，合理分配警力资源，切实高效地对违法犯罪活动进行预防、震慑、打击，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改
善警务变革前的低效状态。英美模式在世界各国推广后，其良好的实施效果得到了体现，也得到了各级
警员的支持和理解，使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理念深入人心，对我国近年来警务工作改革具有巨大的借鉴
意义。
然而，尽管英美情报主导警务工作的理念实践了几十年，美国甚至为此专门成立了情报主导警务办
公室，基于美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情报主导警务的理念在美国并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
认可。由于警方缺乏对社会情报的有效分析研判以及日益紧张的警民关系，情报主导警务无法得到有效
实施，从而导致英美警察以巡逻和盘查为主的简单警务方式，无法与情报主导警务工作理念相匹配。英
美情报主导警务方式因此在西方也遭到了很多基层警察的抵制，它忽视基层警察的智慧，磨灭了基层警
察的工作热情，同时也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与冲突，对情报主导警务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
的影响。

4.2. 对发展趋向的新期待
4.2.1. 拓展思路
“警务”分为狭义警务和广义警务，从狭义警务到广义警务也就是从“警察干的事”到“社会秩序
控制功能”的转变[6]。因此，情报主导警务的理念可以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例如，上文提到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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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物信息关联犯罪信息，从而避免有关人员担任不合适岗位的思路。在我国也有类似的禁止令、职业
禁止令等制度。现行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机构为禁止令的执行机构，但缺乏对各部门职责及分
工的具体规定，也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造成禁止令执行上的困难[7]。从这个角度上看，未来
公安部门可以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实现对相关人员更有效的管理。
4.2.2. 改进技术
纵观英美国家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现在的研究侧重于情报主导警务理念与高科技技
术的结合，从而增添现代警务工作的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如果警务工作能够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有机结合，将会进一步巩固情报信息在公安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加速警务工作提质增效。
4.2.3. 使用便捷
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践，情报主导警务理念也不例外。因此，为了能够使这一理念更好地指导现代
警务工作，需要提高民警使用的积极性与便捷性。一方面，要立足于实际公安工作，提供专业服务，减
轻民警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要推动应用平台的集成化，加强对用户的友好性，简化民警的录入、查
询等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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