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武力的报告、调查和审查最佳实践 1

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

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 

Washington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2022 年 7 月 1 日

使用武力的报告、 
调查和审查
最佳实践



使用武力的报告、调查和审查最佳实践 2

使用武力的报告、调查和审查的最佳实践
核心原则：为了对公众负责以及评估机构的政策制定和培训需求，每一次使用武力和致命武力，以及
将枪械对准某人的情况，均应在内部进行报告，并接受指挥人员有意义的审查。  

各机构也有责任向全州使用武力数据计划报告某些使用武力的情况（针对报告要求，请参阅 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RCW，华盛顿法典修订版） 10.118.030）。

使用武力的报告
(1)	 在使用任何武力或致命武力后，警务人员应立即通知其主管人员。这一责任适用于使用武力

的警务人员。那些目睹了使用武力的警务人员也应确保向主管人员报告该使用武力的情况。
在使用武力后通知主管人员的责任包括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或其他人对不合理或过度使用武
力的任何投诉或指控。

(2)	 除使用致命武力外，各机构可能有专门针对致命武力事件的报告撰写规程，使用武力或在现
场使用武力的警务人员应在下班前提交使用武力的报告，除非有情有可原的情况，例如 
警务人员受伤，无法撰写和提交报告。延迟任何使用武力报告的情有可原的情况均应被记 
录下来。
(a)	 将枪械对准某人是一种应报告的使用武力行为。
(b)	 符合规定的戴手铐不需要报告；但是，当戴手铐造成疼痛，以及发生擦伤、撕裂、瘀伤

或其他由手铐或戴手铐造成的伤害时，警务人员必须记录下来。
(3)	 报告内容

警务人员应提供具体的事实来解释他们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决定，以及使用特定武力工
具或策略的决定。报告应是描述性的内容，解释事件的细节，并应避免对观察到的行为使用
通用或模糊的短语，例如“做了一个隐蔽动作”或“采取了战斗姿态”。

使用武力的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	 事件摘要，说明警务人员与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最初接触的原因，该人员和警务人员

在使用武力之前和期间的行动，以及使用武力的具体类型和程度；
(b)	 使用或尝试的缓和激化努力，或没有使用或没有尝试的原因；
(c)	 每次使用武力的原因和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对警务人员或其他人员的任何威胁， 

或认为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有武器的任何依据；
(d)	 是否有其他武力或非武力的策略选择；
(e)	 警务人员表明自己身份的方式；
(f)	 在使用武力之前，是否提供了任何警告和服从的时间，或者未提供的原因；
(g)	 涉及的警务人员和目击警务人员的姓名和所在机构；
(h)	 平民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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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事件发生时警务人员的状态（即，穿着制服或便衣、有标志或无标志的车辆、单独或有
其他警务人员的陪同）；

(j)	 关于被使用武力的人员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如果知道的话）；
(k)	 与该警务人员相关的被使用武力的人员的体型和身材；
(l)	 任何证明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正在经历行为健康危机的证据；
(m)	 关于被使用武力的人员的特点和状况的其他信息，包括他们是否似乎是孕妇、

未成年人或弱势成年人；或显示出损伤或残疾的迹象；英语水平有限；或有孩子
在场； 

(n)	 支持拘留、逮捕或执法行动的事实（适用时）；
(o)	 是否请求了增援或其他资源，如果请求了，是何时到达的；
(p)	 警务人员、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或证人的任何受伤说明或受伤的投诉；
(q)	 如果警务人员知道的话，现场提供的急救和医疗援助情况；以及
(r)	 通知主管人员，以及在事件发生之前或发生期间主管人员是否赶到现场或曾被征

求意见或咨询。
(4)	 配发 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 （ECW，电子控制武器）的警务人员还应记录：

(a)	 ECW 的品牌、型号、序列号；
(b)	 ECW 的启动次数和总放电时间；
(c)	 使用的模式类型（特殊情况下的探针模式或驱动击晕模式）；
(d)	 探针/ECW 与当事人接触的位置以及探针所碰到的衣物类型（如果有的话），以及；
(e)	 评估武器有效性的相关信息（即探针是否接触到当事人，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 - 

例如，当事人的衣服很笨重，当事人离得太远，等等）。
(5)	 目击的警务人员应提供一份叙述说明，记录其所观察到的情况和行动。 
(6)	 各执法机构均应提供关于全州使用武力数据收集计划所要求的武力和致命武力事件的数

据。(RCW 10.118.030)。 

使用武力的报告和审查
(1)	 对于造成死亡、严重身体伤害或巨大身体伤害的事件，各执法机构均必须根据主任制定的

程序立即联系 Office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独立调查办公室） (RCW 43.102.120)。

(2)	 对于因警务人员使用武力而导致人员受伤或受伤投诉（并非一时的不适）、住院或死亡的事
件，主管人员应立即通知相应的指挥人员。

(3)	 使用武力或目睹、指挥或命令使用武力的主管人员，不得履行该事件的调查或审查主管人
员的职能和责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指派一名不涉案的主管人员履行调查或审查主管
人员的职能和责任。

(4)	 主管人员的责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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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到使用武力的通知时，如果有合理的机会，主管人员应立即赶到现场，并进行适当的调
查，除非主管人员接到使用低级武力的通知。虽然低级武力应被记录和审查，但当低级武力
是事件中唯一使用的武力时，主管人员不需要到现场进行调查。  

对于使用武力程度大于低级武力的情况，如果主管人员无法立即赶到事发地点，则他/她会
记录原因。 

对于不涉及致命武力的事件，主管人员有负责确保完成以下步骤：
(a)	 保护和管理现场。
(b)	 确保所有受伤人员及时获得医疗援助。
(c)	 查明参与事件、目睹事件或事件发生时在现场的所有警务人员。在允许的情况下，

与涉及的警务人员和目击的警务人员讨论事件的一般情况，并确保他们在下班前
完成报告，除非有情有可原的情况，例如有警务人员受伤，无法完成报告。

(d)	 在尊重米兰达权利的前提下，尝试与被使用武力的个人进行面谈，如果可能的话，
对面谈进行记录。

(e)	 查明平民证人。主管人员不得扣留或拖延拒绝留在现场的证人；但是，应记录证人的
体貌特征、联系信息、其他识别信息（例如驾驶执照）（如果知道的话）以及任何证人的
陈述信息。

(f)	 记录受伤情况以及提供或拒绝的急救措施。
(g)	 对所有受伤或声称受伤的情况进行拍照，包括使用武力的对象和任何受伤的警务 

人员。
(h)	 在可行的情况下，对现场进行拍照，以描述照明情况、天气情况、车辆位置、掩护点或

其他相关信息。
(i)	 如果警务人员配备了穿戴式摄像机，则应获取并审查使用武力事件的相关录像。
(j)	 确保对所有与使用武力有关的证据进行清查、收集和记录。 

i.	 找出任何可能会拍到事件的第三方视频，包括该区域的监控和私人拥有的家庭
摄像头、记录位置，并尝试调取录像。如果无法查看或调取，请记录其原因。如果
没有发现，则应记录为什么都没发现。 

ii.	 对于 ECW 的使用，则应收集子弹、探针、导线和 ECW 数据下载的副本。
(k)	 确定对该人员或警务人员进行评估或提供医疗援助的医务人员。
(l)	 任何不当行为或潜在的犯罪行为均应立即报告给适当的指挥人员。

(5)	 主管人员的责任：审查
(a)	 主管人员应及时审查事件的所有文件和证据，以确保其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主

管人员应记录他们在审查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例如，审查所有可获得的报告、机构录
制的视频、第三方视频、证人陈述、照片、其他调查信息或观察内容）。

(b)	 主管人员应退回不完整或不充分的使用武力的报告，要求补充细节或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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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管人员应就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机构政策提出初步的书面建议。主管人员还应确定
由事件所引起的任何政策、培训、策略、监督、规划和协调、武力选择、设备、以及事件
后的行为和表现问题，并记录这些问题和建议。

(d)	 主管人员应及时完成对使用武力的审查，并提供其评估和使用武力的报告和调查， 
供指挥系统进行审查。 

(6)	 指挥审查
(a)	 指挥系统中的每位审查人员均有责任确保使用武力报告和调查的准确性、完整性 

和及时性。每位审查人员均应记录他们对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机构政策的意见，并确 
定由该事件所引起的任何政策、培训、策略、设备或事件后的问题，并记录他们的问题
和建议。

(b)	 最终，机构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应确定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机构的政策，并确保由事件
所引起的任何政策、培训、策略、监督、规划和协调、武力选项的选择、设备以及事件
后的行为和表现问题得到解决。

(c)	 确保根据机构的投诉程序，记录并调查被使用武力的人员或其他个人对不当行为的
任何投诉。

(d)	 如果使用武力的审查表明存在犯罪行为或违反政策的指控，指挥人员应进行适
当的通知和转介，包括按照 RCW 43.101.135 的要求向 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ommission （刑事司法培训委员会）报告。

(7)	 培训审查

机构的培训教官应审查所有使用武力的报告，以确定趋势并对在职培训的制定进行指导。

(8)	 致命武力的行政调查 

独立于且不同于根据 RCW 第 43.102 章设立的 Office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独立调
查办公室）或根据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 Code （WAC，华盛顿州行政法规）第 139-12 章
设立的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Team （独立调查小组）对警务人员使用致命武力事件进行
的刑事调查，在刑事调查之后，相关机构应及时对致命武力事件进行行政调查和审查，以
确定是否符合机构政策和程序，并确定培训需求。在行政调查结束后，相关机构应召集一个 
Serious Incident Review Board （严重事件审查委员会）。

Serious Incident Review Board 

每个执法机构均应保有一个 Serious Incident Review Board （严重事件审查委员会），以审查严重事件，
包括每次使用致命武力和任何在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审查的目的是客观地评估事件，以 (1) 确保警
务人员合法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并符合机构的期望、培训和政策；以及(2) 确定任何需要的培训或政策
变化。 

此内部审查过程应该是对 Office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Team 或其他
对事件调查或评估有管辖权的外部实体进行的任何其他调查的补充。  

http://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43.1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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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领导层的斟酌决定下，可能会召集 Serious Incident Review Board 来审查任何使用武力的情况。  

(1)	 组成 
在可行的情况下，委员会应至少由以下人员组成：  
(a)	机构的领导或其高级别指定人员；
(b)	与事件无关的其他指挥人员或指定人员；
(c)	培训人员；以及
(d)	来自当地管辖区的一名社区成员，其并非为警务人员。

(2)	 范围和责任
考虑到所有的陈述、面谈、报告和事件的证据，Serious Incident Review Board 的任务是评估事
件的所有方面，并从策略、培训、政策和设备的角度提出建议。 
委员会应考虑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  
(a)	在使用武力之前的策略决策，包括沟通和规划；
(b)	警务人员使用缓和激化策略的程度；
(c)	任何现场或远程监督的有效性；
(d)	无线电（包括调度员）通信的有效性；
(e)	适当设备的有效性和可用性；
(f)	目前的政策是否为相关警务人员提供了足够的指导；
(g)	目前的培训是否足以让警务人员为所呈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h)	事件后的决策，包括现场警务人员如何有效地过渡到救援模式并提供或协助急救；
(i)	 与医疗专业人员（例如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EMT，紧急医疗技术员）、护理人

员）的沟通； 
(j)	 与受伤人员家属沟通的有效性（通知他们所发生的事件）；
(k)	使用武力后的监督表现，包括证据保存和证人识别；以及
(l)	 事件报告的质量。

(3)	 行动项目
(a)	Review Board 应该有一个正式的程序来记录、执行和监控委员会讨论中所产生的所有建

议和行动项目，在可行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透明度。  
(b)	在每次 Review Board 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应指定一名成员就 Review Board 确定的所有

问题向涉案的警务人员、目击的警务人员和任何现场主管人员进行详细询问。 
(c)	Review Board 应向所有机构人员通报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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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事件和武力审查过程的独立审计
各机构应考虑聘请一名独立审计员，对引起内部或外部关注的严重武力和致命武力事件进行审
查。各机构还应该考虑定期聘请一名独立审计员，以检查机构的使用武力政策以及对其警务人员
使用武力的期望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培训和机构的武力审查程序得到了落实。任何独立审计员的调
查结果和建议均应记录在一份公开的报告中。  

各机构应允许进行任何此类审查或检查的独立审计员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