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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制图在立体化社会
治安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单　勇　阮丹微

一、犯罪制图在立体化防控中应用的必要性

当前，犯罪制图技术已应用于我国的警务实践，主要表现为公

安机关利用犯罪制图追查犯罪和打击犯罪。然而，近年来我国在犯

罪制图上的应用实践始终停留在 “追查罪犯、打击犯罪”层面，

对其应用并未有所突破。事实上，犯罪制图对于犯罪防控的作用亦

不容小觑。威斯伯德在其 《介绍：犯罪制图与犯罪预防》中所说，

“随着计算机制图科技的进步、信息系统的完善以及犯罪预防上的

创新，犯罪制图成为犯罪预防实践与政策的中心。犯罪制图不被理

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犯罪制图已经成为犯罪预防的重要工

具。”①可见，犯罪制图在犯罪防控上的作用愈发凸显。

（一）犯罪制图应用是犯罪治理信息化的重要表现

所谓信息化，从地理学角度可以理解为信息和通信技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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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导致的信息和

知识传递时空阻碍性的大幅度减低。也就是说，在信息基础设施到

达的地方，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趋同，空间距离摩擦定律一定程

度上失去作用。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 、消

费等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①

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犯罪治理的信息化同样表

现了信息与知识传递间的低障碍性。犯罪治理的信息化具体包含三

个方面，即信息的可视化、精细化、综合化。

第一，信息的可视化。犯罪制图以空间地理信息为基础，依托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犯罪数据进行操作与处理，使其能够以图的形式显
示，实现了犯罪数据的可视化。

第二，信息的精细化。呈现在地图上的犯罪数据，被定位于具

体的地理空间，有其准确的犯罪空间坐标。这将犯罪数据科学量

化，为其细化分析提供了条件，便于犯罪治理的精细化。

第三，信息的综合化。犯罪制图的应用将平面式地利用犯罪数

据转化为立体式地应用，将其定位于具体空间，并与其周围的空间

因素，如商场、绿地、居民区等相结合进行分析，从而对犯罪发展

做出科学的评估和预测，体现了犯罪制图应用的综合化。

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的确定性智能———逻辑思维方面，已经取

得很大成就。② 犯罪制图正是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使犯罪治理信

息的逻辑性更为严密。犯罪制图技术使犯罪信息的可视化、精细

化、综合化程度加深，为犯罪治理的信息化所需。

（二）犯罪制图应用是犯罪治理精细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由于犯罪率持续暴涨、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突发

性和群体性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维稳压力不堪重负。而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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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警力资源，却面临警力资源紧张的窘境。与发达国家相比，

诸如美国、德国等警力资源更显劣势。然而，警力资源紧张并非朝

夕间就能改善，警力的培养需要时间成本的耗费。因而提高警力效

率，促进犯罪治理的精细化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所述的 “精细化”一词延伸于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

是以科技为基础，以精细操作为特征，通过充分运用企业的各种资

源，强化协作，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从而达到降低成本、费用，提

高效率和效益的目的。① 犯罪治理的精细化即要求借助科学技术手

段，充分运用现有的警力资源，强化警力间的配合协作，提高警务

工作的效率，促进犯罪的治理。犯罪制图技术通过图的形式处理犯

罪数据，直接将犯罪准确地定位于具体的空间坐标，并结合其空间

要素进行分析，实现对犯罪数据的科学量化和其结合要素的细化分

析。犯罪制图技术一方面将犯罪数据进行科学量化、分类细化，便

于犯罪数据的管理，能有效精简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便于对犯罪

做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对警力进行合理的分配，使警务工作更具

针对性，提高警务工作的效率，以高效率缓解警力资源紧张的

问题。

可见，犯罪制图有利于促进我国警务模式的转型升级，提高警

力资源的效力，帮助犯罪治理的展开，适应了当前犯罪治理精细化

的趋势，符合现实需要。

（三）犯罪制图应用是犯罪大数据分析的基础平台

在科学研究、互联网应用等诸多领域，数据量正以极快的方式

增长，犯罪大数据也概莫能外。面对庞大的数据资源，如何有效地

利用大数据并发挥其作用，必须依赖合适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犯罪

大数据是指能全面反映犯罪相关人、事、物的数量特征、时空分布

特征，以及变化过程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② 因而犯罪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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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海量、多维度、全方位的特点：既包含犯罪数据本身，又包含

与犯罪相关的各种数据记录。由于犯罪本身的实现必定以某一空间

为基础，犯罪相关的要素也多离不开空间要素为媒介。犯罪制图立

足空间进行分析，结合犯罪数据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数据，定位犯罪

空间，评估犯罪可能，将纷繁复杂的大数据从无序中剥离出来，从

而在整体上对犯罪情况做出综合评估和预测。

因此，犯罪制图能够很好地排除犯罪大数据海量、多维度等特

点的干扰，提取有效的犯罪信息知识。可见，犯罪制图的应用能够

使犯罪大数据发挥其犯罪治理的效用，是理想的犯罪大数据分析

平台。

（四）犯罪制图应用有助于以地图公开的方式促进社会公众

参与犯罪治理

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是一种政府本位型犯罪治理模式，犯罪

治理主体多为政府，公众难以参与到犯罪治理过程中去，即便有些

参与，也往往是消极的、被动的参与，难以真正发挥公众的

作用。①

犯罪治理实践表明，缺乏公众参与的犯罪治理模式难以实现抗

制犯罪的效果，特别是在当代，随着民主的深入发展，成熟而广泛

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贯彻民主政治，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必要手

段，被视为 “公共政策的基石”。② 我国当前犯罪率居高不下，同

时警力资源又较为紧张，公众参与犯罪治理是非常理想的第三方助

力。社会公众本身对罪犯存在主观上的抵制，因而公众参与犯罪治

理能够弥补政府本位型犯罪治理模式的不足，扩大犯罪防控的半

径。它对于缓解警力资源紧张，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大有裨益。

犯罪制图技术通过犯罪地图显示犯罪信息，直观且便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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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犯罪制图的应用，将犯罪情况以地图形式公开，能够使

社会公众了解具体某一地区的犯罪情况，诸如某个地区哪类犯罪高

发、哪个地段犯罪高发等等。公开犯罪地图使公众对犯罪信息及时

了解，这一方面能够提高公众对特定区域的犯罪预防意识；另一方

面防患于未然也能有效减少犯罪的发生，从而达到促进犯罪治理的

目的。

二、犯罪制图应用的困境分析

诚然，犯罪制图应用在犯罪防控中不可或缺，能够在犯罪防控

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然而犯罪制图的应用仍限于以下困境。

（一）犯罪制图多用于侦查环节，预防应用较少

当前我国的警务模式受传统的犯罪治理观念影响，仍停留于警

务１０阶段。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往往被动展开，由犯罪主导警务
工作，而不是主动对犯罪进行积极的防控。其犯罪治理思路也因此

多表现为追捕犯罪、打击犯罪。犯罪预防的意识的体现不足。

这种警务模式犯罪反映在犯罪制图的应用上，则表现为对犯罪

制图技术应用的单一化：犯罪制图多被应用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

侦查环节，即在犯罪已然阶段发挥作用，抓捕罪犯。而在犯罪未然

阶段，犯罪制图的预防应用较少，往往忽视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运

用，低估犯罪制图。故缺少对罪犯的发展预测，导致犯罪制图技术

对犯罪的预测评估作用难以奏效。

（二）犯罪制图主要应用于公安系统，政法委等综治机构中

应用匮乏

在我国，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已开始广泛使用，自 ２００２年起，
公安部开始组织编写警用地理信息 系统相关标准和系统建设规范；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公安部与国家测绘局签订警用电子地图开发项目；
美国著名 ＧＩＳ软件公司 ＥＳＲＩ已与我国公安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警用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的合作；上海市公安局研发了案件时空分析

系统，该系统通过对各种人力情报信息、技术情报信息、公开信息

３１１犯罪制图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成品 １４８ｍｍ／２１０ｍｍ

资料的有机整合，逐步建立了有关毒品地下交易价格监测制度、有

关违法犯罪人员原籍统计分析制度、有关违法犯罪案件走势分析制

度等，基本回答了哪些地区案件多发、什么类型案件持续多发、哪

些地区违法犯罪人员居住、哪些地区毒品问题比较突出等问题。。

这些工作都为促进我国犯罪制图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①

因此，我国的犯罪制图就技术层面而言，同领先水平的国家相

比，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距。

犯罪制图技术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犯罪治理观念并未因新技

术的引入进行转变，传统的警务模式始终指导着犯罪治理工作的开

展，这使得犯罪制图应用单一的框架难以突破。这导致当前我国的

犯罪制图技术大多只能在侦查阶段牛刀小试，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犯罪制图技术也因此往往为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所应用。无

侦查权的其他综合治理机构，诸如政法委等，囿于思维定势，并不

重视犯罪制图技术，加之多缺乏应用犯罪制图的意识，遑论拓展犯

罪制图应用，使犯罪制图技术在预测和评估犯罪上发挥作用。这些

现况不可避免地将犯罪制图应用带入前景窄化的囹圄，陷于应用单

一的困境。

（三）基于制图的犯罪大数据分析不足

犯罪制图最大的优势是通过对犯罪大数据的分析，对犯罪发展

做出预测和评估以更好地防控犯罪。犯罪大数据分析应立足于全面

反映犯罪相关人、事、物的数量特征、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变化过

程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而当前犯罪制图的分析往往针对某一

特定的地区，对犯罪大数据的分析、利用不足。虽然特定地区的犯

罪制图分析针对性强，在犯罪防空方面也能发挥一定的功效。然而

由于特定区域的地图缺乏范围上的涵盖性，势必造成其应用受阻，

不能广泛进行应用。因为犯罪制图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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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亮：《犯罪制图的理论与实践进展研究》，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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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较高，这种投入和产出不匹配的状况，实际上违背了犯罪制图应

用的初衷。然而我国现阶段所处的警务１０模式与犯罪大数据的分
析需要并不适应。前者并不追求犯罪大数据的分析以期实现对犯罪

的综合评估和预测；而后者的分析在现行警务模式面前无用武之

地。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基于制图的犯罪大数据分析不足。

（四）犯罪地图未能实现对社会公开

犯罪地图能够以直接、明白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犯罪地图信息，

让公众通过犯罪地图了解地区的犯罪情况，有助于其克服主观的认

知障碍，对可能发生的犯罪做出合理的预防，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然而目前犯罪地图的公开还处于愿景阶段。犯罪地图涉及的犯罪情

况是否属于政府应当公开的范围以及该方面公民是否享有知情权仍

存在争议。同时，地图的公开是否会造成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又或

者是民众的恐慌还未知晓。出于社会稳定性层面的考量，我国公安

机关尚未实现犯罪地图对社会公众的开放。由于犯罪地图秘而不宣

的现况，公众想要了解某一地域犯罪情况存在实际的信息壁垒。因

此，社会公众很难对犯罪做出实质性的预防，往往只能仅凭经验做

出简单的判断，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性所造成的认知障碍。

三、犯罪制图应用的改进对策

（一）以犯罪风险分析拓展犯罪制图的预防应用

犯罪制图应用研究，对犯罪发展进行预测、评估，实质是对犯

罪风险高低的评判。因此，将犯罪风险分析纳入犯罪制图的应用研

究，拓展其预防应用，不失为合理的改进策略。犯罪风险分析能为

量化决策提供科学的犯罪数据分析及犯罪趋势研判。犯罪风险的识

别、评估及控制本身就是全面体察犯罪数据、系统把握犯罪趋势的

过程 ，犯罪风险分析是量化决策的前提和基础。① 犯罪制图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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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控的重要手段。将犯罪制图与犯罪风险分析有机统一，使犯

罪风险依托现代制图技术达成科学量化的目的，而犯罪制图也因犯

罪风险分析的量化拓展其防控犯罪的功能。

（二）打破信息壁垒，实现犯罪地图的内部共享

从犯罪地图的应用实践来看，我国的犯罪地图存在明显的信息

壁垒。犯罪地图主要为公安机关所享有和应用，而其他相关的司法

机构以及政法委等综治机构往往接触不到，并且对此也不了解。内

部机构彼此间信息的不对称，对犯罪治理所采取的方法囿于此，极

易产生矛盾冲突，势必对犯罪治理造成阻碍。

所谓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地图的内部共享”，即保证犯罪地

图信息于内部机构的公开性、流通性、透明性，使犯罪地图能够为

内部机构所获取、使用。公开性要求犯罪地图面向内部相关的所有

机构公开，使地图信息能够平等地被获取而不存在获取的差异。流

通性要求犯罪地图于内部有一个流动、沟通的过程，相互间能对犯

罪地图的应用进行观点的交流，为犯罪制图在犯罪防控中的应用提

供支持。透明性要求犯罪地图的信息是以看得见的形式显示，而不

能通过加密及其他类似的技术手段进行阻碍。打破信息壁垒，利于

罪犯治理处于良性的研究环境。从而促进内部机构对犯罪制图更多

的研究与应用投入，拓宽犯罪制图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好地发挥犯

罪制图的应用效用。

（三）以制图技术促进犯罪地理大数据应用

随着数据生成的自动化以及数据生成速度的加快，需要处理的

数据量急剧膨胀。为了从数据中发现知识并加以利用，指导人们的

决策，必须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仅仅生成简单的报

表。① 犯罪地理大数据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产物，每时每刻都有数据

在不断生成，又亟需处理分析。毫不疑问，庞大而杂乱的犯罪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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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正在极力寻求合适的方式 “让数据说话”———让人们通过

数据了解犯罪情况、让人们通过数据评估犯罪状况、让人们通过数

据能作好可行的行动预防。那么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犯罪地

理大数据说话呢？

犯罪地理大数据本身是一个内涵确定而外延宽泛的概念，包括

犯罪空间地理数据及一切与之相关的数据。但究其实质，这些数据

离不开空间因素的成就。通过制图技术展现数据，与其他方式相

比，如图表等，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即便于对犯罪的了解、评估

以及对犯罪的发展做出预测。利用犯罪制图技术，从大数据中挖掘

有用信息，厘清与犯罪有关的关系脉络。对犯罪地理大数据的抽丝

剥茧，符合让数据说话的理念。可见，以犯罪制图手段分析犯罪地

理大数据是合适的方式选择，能够促进犯罪地理大数据的应用；犯

罪地理大数据的应用，也能反应作用于犯罪制图应用的拓展。二者

能够相互促进。

（四）转变警务观念，从犯罪人到被害人

我国的传统警务观念始终以犯罪人为核心展开，这种观念指导

下的犯罪治理情况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薄弱性，往往只能在犯罪发生

后进行打击治理。警务活动被犯罪活动所掣肘，非常被动。同时，

这也导致犯罪制图应用限于犯罪打击的半径内，也影响其应用的拓

展。《孙子兵法·虚实篇》有言：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

而趋战者劳。这种先发制人思想，对于转变警务观念，抓住犯罪治

理的主动权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由 “先发制人”思想引导犯罪

治理，先于犯罪行为发生采取治理措施，很自然地将警务观念的核

心由 “犯罪人”转向 “被害人”，犯罪治理的出发点也从打击犯罪

转移到预防犯罪。将兵法中的 “先发制人”思想迁移到犯罪治理

中，能够有效促进犯罪防控措施的完善。利于犯罪制图技术的应用

得以拓展，从而起到评估犯罪、预测犯罪，减少犯罪的理想效果。

（五）促进警务模式的转型升级

现代警察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警务制度，即专

７１１犯罪制图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成品 １４８ｍｍ／２１０ｍｍ

业化警务模式、社区警务模式和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① 其中，

情报信息主导的警务模式是当前最具实用性与创新型的警务模式。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当面的警察制度最能体现情报信息主导的警务模

式。该州在警察管理上，已步入警务３０模式。第一，ＳＡＰ商业智
能网络平台负责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料汇集于统一的数据库内②；

第二，采用平衡计分卡管理系统让庞杂的警务工作具有导向性，实

现警务工作的现代化。第三，采用领导信息系统为该州警察厅、警

察局等机构的管理层提供各类可视化的信息。该模式下，犯罪数据

调取的壁垒被打破，不受地区限制；警务行动的针对性增强，能够

及时准确调取有效信息，做好犯罪的评估预测，促进犯罪防控的实

施，是犯罪治理的良性模式。犯罪地图被置于一个宽广的应用平

台，使犯罪制图应用 “大有可为”。针对当前我国相对较低的警务

１０模式，转变警务模式，渐进式提升我国警务模式，在促进犯罪
制图技术应用的同时，亦是对犯罪防控的助力。

（六）推进犯罪地图的社会公开

诚然，我国就犯罪地图是否公开存在社会稳定方面的顾虑，不

公开犯罪地图具有合理性。但就世界范围而言，犯罪信息已经隐现

公开化的趋势。

美国可能有着目前世界上最严密的犯罪信息登记和公开制度。

早在１９９０年，华盛顿州就通过了社区保护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ｃｔ），要求在某些性侵犯者被释放之后实行社区通告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年，国会又通过了 《性犯罪者追踪和身

份法》（Ｓｅｘｕａｌ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对那些性犯
罪的累犯和恶性性犯罪者实行终身登记制度。１９９８年成立了 “全

国性犯罪者档案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ＮＳＯ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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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曾立君：《构建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的几点思考》，载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

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８８页。
解冰：《德国警察管理迈向３０时代》，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５年第 １８期，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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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会又在这一系列要求公开犯罪信息的名单上添上了 《校园

性犯罪预防法》（ＣａｍｐｕｓＳｅｘＣｒｉｍｅ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ｔ），并同样以联邦
对各州提供资金资助为条件来要求各州遵守。到 ２００２年 ３月，全
美有３５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提供性犯罪者信息的网上查
询。２００６年，在又一起由前性侵犯者实施的残忍的性犯罪案件发
生后，国会通过了 《儿童保护和安全法》 （Ｃｈｉｌ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Ａｃｔ），要求建立全国性的性犯罪者公共网站，要求每个州都
建立性犯罪者档案室，数据要保持更新，否则会受到惩罚等等。①

英国、阿根廷等国近些年来则是已经通过启动 “犯罪地图”

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国内不同地域的犯罪资料，便于公众掌

握地区的犯罪情况，做出一定的犯罪预防措施。犯罪信息的公开总

体上在犯罪治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

外犯罪信息公开的良好经验于我国而言，可资借鉴。不过，直接照

搬英国等的模式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犯罪地图公开并不合适，显得过

于草率和冒失，毕竟其是否适应我国的国情仍待商榷。

根据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妨采取由点及面再大范围扩展直至全

国的策略以推进犯罪地图向社会公开。即先进行试点，检验犯罪地

图的公开是否能发挥预防犯罪、促进犯罪治理的作用；若试点成功

后，由点及面，扩大犯罪地图公开的范围进行继续试验；若仍能产

生良好效果，扩大范围直至全国。因此，循序渐进地推进犯罪制图

的公开化不失为犯罪制图应用的良策，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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