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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示范使用武力政策 

目的：本政策旨在为警务人员提供明确的规定，并通过确保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所有可用的且适当
的缓和激化技术措施来促进所有人的安全，仅在必要时才适当使用武力，而且使用武力的大小与警
务人员遇到的威胁或抵抗以及正在努力达成的执法目标的严重程度相称。  

定义

(1)	 锁喉：故意对一个人的气管或嗓子施加直接压力，以限制他人的气道。（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华盛顿法典修订版） 10.116.020）。

(2)	 压迫性窒息：通过压迫胸部和/或腹部以机械地限制肺的扩张、干扰呼吸的方式，使血液
中氧气水平不足和/或血液中二氧化碳过度增加所导致的失去知觉或死亡。 

(3)	 致命武力：通过使用枪械或任何其他相当可能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手段，有意地使
用武力。(RCW 9A.16.010)。

(4)	 缓和激化策略：治安警察所采取的行动，旨在将事件中需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降到 
最低。(RCW 10.120.010 [2022 c 4 §2])。使用武力并不是一种缓和激化策略。“缓和激化” 
部分对缓和激化策略进行了详细介绍。 

(5)	 可行性：合理地能够做到或实施，以实现逮捕或合法目标，而不会增加对警务人员或其他
人造成伤害的风险。 

(6)	 逃跑：为了逃离和故意逃避执法而逃跑的行为或事例。
(7)	 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紧迫威胁：根据总体情况，客观上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目前具备可

以立即造成治安警察或其他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明显能力、机会和意图。(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8)	 执法机构：包括 RCW 10.93.020 规定的任何“一般权力的华盛顿执法机构”和任何“有限
权力的华盛顿执法机构”。

(9)	 非致命性替代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警告、缓和激化策略、传导能量武器、部署辣椒油
树脂装置、警棍和豆袋弹。(RCW 10.120.010)。

(10)	 必要性：在总体情况下，似乎不存在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合理有效的替代方法，而且所
使用的武力或致命武力的类型和大小属于合理且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实现预期的法律目的
或防止对警务人员或其他人构成威胁。(RCW 10.120.010 [2022 c 80 §2])。

(11)	 颈部束缚：任何血管压迫或类似的束缚、控制或其他策略，藉此对颈部施加压力以实现限
制血液流动的目的。(RCW 10.116.020)。

(12)	 治安警察：包括任何“一般权力的华盛顿治安警察”、“有限权力的华盛顿治安警察”
和“特别委任的华盛顿治安警察”，这些术语在 RCW 10.93.020 中均有定义。“治安 
警察”不包括任何惩教人员或监狱、惩教机构或拘留设施的其他雇员，但包括任何社 
区惩教人员。(RCW 10.120.010)。在本政策中，治安警察被称为警务人员。

(13)	 武力：任何相当可能造成身体疼痛或伤害的行为，或为强制、控制、约束或限制某人的行
动而对其身体施加的任何其他行为。武力不包括在没有身体疼痛或伤害情况下的搜身、 
偶然的触摸、口头命令、或合规地戴手铐。(RCW 10.1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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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射弹冲击武器：是一种非致命性武器，可以发射弹丸，例如 40mm 的海绵弹或泡沫弹、 
胡椒球弹或类似的弹丸、爆炸球或豆袋弹，旨在使人暂时丧失能力。

(15)	 体位性窒息：通过将人置于压迫呼吸道且无法自由呼吸的体位的方式，使血液中氧气水平
不足和/或血液中二氧化碳过度增加所导致的失去知觉或死亡。

(16)	 催泪瓦斯：将氯苯乙酮 (CN)、邻氯苯甲腈 (CS) 和任何类似的化学刺激物散布在空气中，
以产生暂时的身体不适或永久性伤害为目的。“催泪瓦斯”不包括辣椒油树脂 (OC)。 
(RCW 10.116.030)。

(17)	 总体情况：警务人员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时已知的所有事实，并且包括警务人员使用
此类武力所要应对的人员的行动，以及警务人员的行动。(RCW 10.120.010)。

(18)	 不法行为：违反法律或违反目击的警务人员所在机构政策的行为，条件是该行为并非为微
不足道或技术性质的行为。(RCW 10.93.190)。

总体原则

维护和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是执法部门的基本职责。(RCW 10.120.010)。警务人员应尊重和维护所有
人的尊严，并以毫无偏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

适当使用武力对于确保公正的警务工作和在社区建立信任至关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除非警务
人员通过使用武力施以强制或控制，否则某些个人不会遵守法律，但警务人员必须始终铭记，他们
的权力来自社会，不合理的武力会降低这种权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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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有使用武力的考虑因素 

关键决策
(1)	使用关键决策可以帮助警务人员达成本政策中所述的期望。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在与某位

公众人员进行接触或考虑是否与之进行接触时，警务人员应： 
(a)	 在到达现场之前，利用现有的事实情况开始进行评估和规划；
(b)	 根据需要，请求提供可用资源，例如危机干预小组或其他适当的专业单位或专 

业人员；
(c)	 到达现场后，收集相关信息； 
(d)	 评估情况、威胁和风险； 
(e)	 确定解决冲突的备选方案； 
(f)	 确定一个合理的行动方案；以及 
(g)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情况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

(2)	本政策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妨碍警务人员在面对生命威胁的情况时所采取的快速行动，例如
现场有正在行凶的枪手。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警务人员不得通过不合理地将自己或他人
置于危险境地的策略决策，不必要地危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包括但不限于：

(a)	 在没有对情况进行适当评估的情况下，立即接近某个人；
(b)	 在警务人员和现场人员之间留出的空间不足； 
(c)	 未提供让现场人员服从命令的时间；或
(d)	 不必要地使情况升级。

缓和激化 
核心原则：缓和激化的责任

在可能的情况下，警务人员应在使用武力之前使用所有可用且适当的缓和激化策略。(RCW 
10.120.020 [2022 c 4 §3])。

(1)	 根据具体情况，警务人员可以选择多种缓和激化策略，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策略定位和重新定位，以保持距离和掩护的优势，例如退到离现场人员较远的

地方，重新评估和确定使用何种策略；
(b)	 在警务人员和现场人员之间设置障碍物或利用现有结构提供防护或其他保护；
(c)	 尝试缓和或稳定局势，以便考虑和获得可能增加安全解决可能性的额外资源；   
(d)	 请求和利用可获得的支持和资源，例如危机干预小组、指定的危机应对人员、其他

行为健康服务提供者，或后备警务人员，包括更有经验的警务人员或主管人员； 
(e)	 使用明确的指示和口头劝说；
(f)	 采用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来安抚现场人员（例如，放慢语速、调节语气和肢体语

言、不要交叉双臂、尽量减少手势、减少明亮、闪烁的灯光和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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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口头指示不充分的情况下，尝试采用非语言的方式进行沟通（例如，当现场人员
与警务人员所讲的语言不同，或者现场人员无法听到或理解指示之时)；

(h)	 沟通的方式要体现出对现场人员尊严的尊重（例如，清楚地解释警务人员的行动和
期望；倾听现场人员的问题和关切，并以尊重的方式作出回应；在作出决定时要保
持中立和公平）；

(i)	 当现场有多名警务人员时，指定一名警务人员进行沟通，以避免命令出现相互矛盾
或混乱的问题；或

(j)	 在使用所有可用和适当的策略和资源的同时，应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以此在不使用
武力的情况下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解决事件。  

合理的谨慎态度
核心原则：使用合理谨慎态度的责任

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时，应考虑现场人员的特点和状况，包括儿童、老人、孕妇、英语
水平有限的人员和那些表现出精神、行为、身体、认知和感知障碍或残疾的人员，如果有必要， 
应考虑为达到合法目的而使用适当且最少的武力。(RCW 10.120.020)。

核心原则：履行社区照护职能

本政策中没有任何内容限制或约束警务人员响应社区照护或保护健康和安全的请求，以及使用适当
和最少的武力来执行这些职能的能力。(RCW 10.120.020 [2022 c 4 §3])。使用武力的标准也同样适
用。然而，在社区照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偶然碰触，并不被定义为武力。

合理的谨慎态度是指警务人员应：
(1)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之前使用所有可用且适当的缓和激化策略。(RCW 10.120.010 

[2022 c 4 §3]。 
(2)	 考虑现场人员的特点和状况，以确定是否应该对该人员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如果有必要

使用武力，则应确定为达到合法目的而使用适当且最少的武力。这些特点和状况可能包
括，例如，该人员是否：
(a)	 有明显的怀孕迹象，或表明自己已经怀孕；
(b)	 已知是未成年人、客观上看起来是未成年人、或表明自己是未成年人；
(c)	 已知是弱势成年人，或客观上看起来是 RCW 74.34.020 所定义的弱势成年人；
(d)	 表现出精神、行为、智力、发育或身体缺陷或残疾的迹象；
(e)	 正在经受通常与使用酒精、麻醉剂、致幻剂或其他药物有关的感知或认知障碍；
(f)	 有自杀倾向；
(g)	 英语水平有限；或
(h)	 有孩子在场。(RCW 10.120.020)。

(3)	 一旦不再需要使用武力，应立即终止使用武力。(RCW 10.1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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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应是必要的且出于合法目的
核心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仅使用最小程度的武力来安全地实现合法的执法目标。(RCW 
10.120.020)。

执法会遭遇迅速的演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警务人员必须对其行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不断
地进行评估，包括其策略定位，以降低需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1)	 针对必须使用武力的情况，似乎不存在合理有效的替代方法，而且使用武力必须属于合理
且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实现预期的法律目的或防止对警务人员或其他人构成威胁。
(a)	 合理性的评估应以警务人员在使用武力之前和使用武力时已了解的总体情况为依

据，包括威胁的即时性、武力所针对人员的行为、警务人员的行为以及执法目的的
严重性。判断使用武力是否合理，包括评估警务人员是否已做出策略决定，以尽量
减少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必要风险，在使用武力之前已尽可能使用了可用且适当的缓
和激化策略，以及在使用武力时已保持了合理的谨慎态度。

(b)	 评估相称性的依据是，使用武力是否与警务人员在使用武力时遇到的威胁或抵抗的
紧迫性和严重性，以及正在实现的执法目标的严肃性相称。威胁或抵抗可能会在事
件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相称的武力并不要求警务人员使用与对象相同类型或大小的
武力。威胁越紧迫，该威胁越有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的身体伤害，则可能相称的
武力程度就越高。

(2)	 使用武力必须出于合法目的。在以下情况下，警务人员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任何人使 
用武力，旨在：
(a)	 防止警务人员、其他人或被使用武力的人员受到身体伤害的紧迫威胁 (RCW 

10.120.020)；
(b)	 在有可能的理由认为某人已经、正在或即将实施犯罪行为时，防止其受到刑事犯罪

的侵害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c)	 实施逮捕 (RCW 10.120.020)；
(d)	 在法令授权或指示下对某人实施拘留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e)	 防止 RCW 第 9A.76 章所定义的逃跑 (RCW 10.120.020)；
(f)	 防止某人逃跑或阻止某个正在积极逃离合法的临时调查拘留的人员，前提是该人已

被告知他或她正在被拘留，并且不能自由离开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g)	 根据 RCW 第 10.77、71.05 或 71.34 章的规定进行拘留某人、运送某人进行评估或 

治疗、或提供其他援助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h)	 在法规授权或指示下，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性监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i)	 执行或实施授权或指示警务人员拘留某人的法院命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j)	 执行搜查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k)	 执行或强制执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发出的口头指令或法院明确授权警务人员可以使

用武力执行或强制执行指令或命令的书面命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或
(l)	 执行任何其他社区看护职能，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福利检查，协助其他急救人员和医

疗专业人员、行为健康专业人员、社会服务提供者、指定的危机应对人员、庇护所
或住房提供者、或任何公众人员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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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武力之前，要留有识别、警告和服从的机会
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之前，警务人员应：

(1)	 表明自己是执法人员的身份；
(2)	 尝试确定此人是否有特殊需要、精神状况、身体限制、发育障碍、语言障碍或其他可能影

响他们理解和服从警务人员命令的能力的因素；  
(3)	 提供明确的指示和警告；
(4)	 警告现场人员，除非他们停止抵抗，否则将使用武力；以及
(5)	 给此人一个合理的机会来服从可能使用武力的警告。 

禁止使用锁喉和颈部束缚手段
治安警察在履行治安警察职责的过程中，不得对他人使用锁喉或颈部束缚手段。(RCW 10.116.020)。1

应对不法行为的行动
核心原则：干预的责任和报告不法行为的责任 (RCW 10.93.190)。

任何可识别的执勤警务人员，如果看到另一名警务人员对他人使用或试图使用过度武力，应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结束过度使用武力或试图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或以防止进一步使用过度
武力。任何可识别的执勤警务人员，如果目睹了另一名警务人员的任何不法行为，或善意地有理由
相信另一名治安警察犯下了不法行为，应根据目击警务人员所在机构关于报告警务人员所犯此 
类行为的政策和程序，向目击警务人员的主管或其他主管人员报告此类不法行为。（另请参阅 
Washington State 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ommission （CJTC，华盛顿州刑事司法培训委员会） 
的干预责任示范政策。） 

急救
核心原则：提供或协助急救的责任

所有执法人员必须提供或协助急救，以便在执法部门控制的现场尽早为受伤人员提供急救。 
(RCW 36.28A.445)。（另请参阅 CJTC 的急救指南。）

(1)	 受伤人员和被限制人员在执法部门拘留期间应受到监控。
(2)	 根据培训，警务人员应采取以下行动，以减少体位性窒息和压迫性窒息的风险：

(a)	 在给被控制在地面的人员戴手铐或以其他方式加以束缚后，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
应尽快将此人翻至一侧，并将其移至不妨碍正常呼吸机制的直立位置，除非他们失去
意识。当此人处于俯卧位戴手铐时，这一要求尤其重要。

(i)	 例外情况：如果此人有意识并表示希望被置于不同的体位，警务人员应将其置于
该体位，除非这样做会对此人、警务人员或其他人的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1  截至 2022 年 7 月 1 日，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正在应立法者的要求，起草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意见。该问 
题是 RCW 10.120.020 (3) 是否有效授权执法人员可以使用锁喉和颈部束缚手段“以保护他或她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免受紧迫
威胁”，尽管 RCW 10.116.020 中明确禁止此类策略。该意见于 2022 年晚些时候定稿后，会在以下网站在线发布：
https://www.atg.wa.gov/ago-opinions/year/2022。 

http://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0.120.020
https://www.atg.wa.gov/ago-opinions/yea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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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切勿长时间压住胸部、颈部或背部，包括通过坐、跪或站的方式。
(c)	 在被束缚的情况下，持续监控当事人的状况，因为死亡可能突然发生，并在几秒钟内发

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监控包括但不限于评估个人的呼吸、面色以及任何个人口述的
损伤情况的正常性。

(d)	 在团队实施束缚措施的过程中，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主管警务人员应 
指定一名“安全员”。该安全员应监控此人的健康状况，直至：

(i)	 责任转移至医疗专业人员（例如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EMT，紧急医疗
技术员）、护理人员）；或

(ii)	 此人被安置在运输车辆的座位上，并向安全员表示其感觉良好，并且安全员认为
此人身体健康并且说话正常。

(e)	 如果安全员意识到此人存在呼吸、面色或任何损伤问题，他们应通知主管警务人员。 
(f)	 切勿以俯卧姿势运送被束缚的人员。 

(3)	 警务人员必须提供或协助针对特定武力工具的急救。 
(a)	 辣椒油树脂 (OC) 喷雾：在执法部门控制的现场，在最早的安全机会下，警务人员应采

取行动解决 OC 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用清水冲洗当事人的眼睛并用新鲜空气进行
通风。 

(b)	 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 （ECW，电子控制武器）：在执法部门控制的现场，在最早的
安全机会下，警务人员应移除 ECW 探针，除非探针位于敏感区域，例如头部、乳房或腹
股沟。

(i)	 位于敏感部位的探针应由 EMT、护理人员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取出。
(ii)	 应将 ECW 探针作为生物危险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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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类型
核心原则：根据现场情况使用最小程度的必要武力来克服抵抗。(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
华盛顿法典修订版） 10.120.020）。

核心原则：仅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以防止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紧迫威胁。 （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华盛顿法典修订版） 10.120.020 [2022 c 80 §3 和 2022 c 4 §3]）。

警务人员不需要在用尽一种武力之后再使用更强的武力。
(1)	 低级武力：这种类型的武力不是有意的，并且造成伤害的概率很低，但可能会引起短暂的

不适或疼痛。  根据不同的情况，包括现场人员的特点和状况，低级武力的选择可能包括：
(a)	 指导移动行动的技术措施（例如，推回、护送、抬走、搬走）； 
(b)	 控制保持（例如，腕锁、手指锁、关节操纵）；
(c)	 开掌技术措施；
(d)	 擒拿术；或
(e)	 使用约束带。

(2)	 中级武力：这种类型的武力可以构成可预见的重大伤害或伤害的风险，但不太可能也无意
造成死亡。  
根据总体情况，当某人威胁要对警务人员或其他人进行攻击时，中级武力可能是合理的。
中级武力的选择包括：
(a)	 辣椒油树脂 (OC) 喷雾；
(b)	 电子控制武器；
(c)	 射弹冲击武器；
(d)	 警犬咬伤或警犬与现场对象之间的身体接触造成的伤害；
(e)	 冲击武器攻击（冲击武器攻击头部、颈部、喉咙或脊柱除外）；或者
(f)	 警务人员利用拳脚实施的攻击或利用身体进行的其他攻击。

(i)	 警务人员只能在自卫或保护他人的情况下使用针对目标人物头部的击打技
术。使用拳头、肘部、膝盖和脚击打目标人物头部的方式，不得作为痛苦使
其服从的手段。 

(3)	 致命武力：仅在为防止警务人员或他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紧迫威胁而必须使用
致命武力时，警务人员才可以对他人使用致命武力。(RCW 10.120.020)。警务人员不得对仅
对自己构成危险且不会对他人或警务人员造成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紧迫威胁的人员使用
致命武力。致命武力包括：

(i)	 冲击武器攻击头部、颈部、喉咙或脊柱；
(ii)	 将某人的头撞向坚硬的固定物体；
(iii)	 对某人发射装有致命弹药的枪械；或者
(iv)	 故意利用车辆撞击不在车内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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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武力工具
核心原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使用致命武力之前，应使用可用且适当的非致命性替代方法。  
(RCW 10.120.020)。

(1)	 机构必须合理地提供非致命性替代方法供警务人员使用。(RCW 10.120.020 [2022 c 4 §3])。
(2)	 警务人员应按照培训和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使用所有工具。

辣椒油树脂 (OC) 喷雾
(1)	 OC 是一种炎症制剂，可以引起眼睛、鼻子、嘴巴和皮肤的强烈烧灼感，可能会导致眼睛闭

合、流泪和肿胀，以及窒息、呕吐和呼吸困难。 
(2)	 在首次使用 OC 喷雾后，随后的每次使用也均必须要有正当理由。
(3)	 在密闭且人员密集的空间里，如果有可能会影响到非涉案人员，则不适合使用 OC 喷雾，

除非 OC 喷雾是唯一可用且适当的武力选择。配发 OC 的警务人员会试图避免或尽量减少
对非涉案人员的偶然接触。

冲击武器
(1)	 机构配发和授权的冲击武器通常包括警棍。  
(2)	 警务人员不得故意打击要害部位，包括头部、颈部、面部、喉部、脊柱、腹股沟或肾脏部

位，除非授权使用致命武力。  
(3)	 当冲击武器警告不符合所呈现的威胁时，警务人员不得使用冲击武器威吓他人。
(4)	 警务人员应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重新评估冲击武器打击的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应

转为其他适当的目标或其他策略或武力选择。  

Projectile Impact Weapons （也称为增程冲击武器）
(1)	 Projectile Impact Weapon （PIW，射弹冲击武器）发射的是非致命性弹药，其目的是在不穿

透人的身体的情况下，使人眩晕、暂时丧失能力或造成暂时的不适感。 
(2)	 在执法过程中，在配发 PIW 之前，警务人员必须接受使用 PIW 的培训。 
(3)	 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准备发射 PIW 的警务人员应在发射前告知现场的其他警务人员。
(4)	 警务人员应以臀部、大腿、小腿和大肌肉群为发射目标。 
(5)	 配发 PIW 的警务人员应在每次射击后评估 PIW 的有效性。如果需要发射后续的 PIW 子

弹，警务人员应考虑瞄准不同的目标部位。  
(6)	 限制使用。除非有正当理由需要使用致命武力，否则不应在下列情况下使用 PIW：

(a)	 故意将 PIW 对准头部、颈部、胸部或腹股沟，除非授权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b)	 在与 PIW 制造商的应用指南不符的范围内。
(c)	 处于高处的人员（例如窗台、脚手架、悬崖附近等），除非已经做出合理的努力来防

止或减少与坠落有关的伤害（例如部署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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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s （也称为传导能量武器）
(1)	 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 （ECW，电子控制武器）是一种便携式装置，可以发射飞镖/ 

电极，传输电荷或电流，使人暂时无法动弹。
(2)	 发放和携带 ECW：

(a)	 经批准的 ECW 只能由已获得认证的警务人员使用，并且每年都要重新认证。
(b)	 配发 ECW 的警务人员应携带 ECW，作为一种非致命性选择。
(c)	 在符合培训要求的情况下，携带 ECW 的警务人员将在每次换班前对武器进行功能性

检查并检查剩余的电量情况。警务人员应向主管人员或其他适当人员报告任何故障
情况。

(3)	 使用标准：
(a)	 警务人员应在身体的支持侧携带 ECW，除极端情况外，应利用支持侧（非手枪式射

击）的手拔出、亮明和使用该装置。  
(b)	 除非存在紧急状况，否则警务人员不应同时持有 ECW 和枪械。  
(c)	 警务人员应瞄准不包括头部、颈部、胸部或生殖器的部位。 
(d)	 警务人员不应故意在同一个人身上部署多个 ECW，除非第一个部署的武器明显失效。
(e)	 警务人员应该意识到，ECW 的主要用途不是作为痛苦使对象服从的工具。只有在有

必要完成使对方丧失能力的电路操作时，即只有一个探针附着在对方身上、两个探
针贴的很近、或者没有其他非致命性选择时，才可以使用驱动击晕模式。

(f)	 警务人员应清楚，多次使用 ECW 会增加严重身体伤害或死亡的风险。
(g)	 .ECW 应采用五秒或更短时间的标准放电循环，之后警务人员应对当时情况进行重新

评估。警务人员应仅使用控制该人员所需的最少循环次数。
(h)	 警务人员会认为，如果他们已经对一个人使用了三次 ECW，而该人员仍在反抗，那么 

ECW 可能对此人无效，警务人员应考虑其他选择。
(i)	 警务人员必须能够清楚地阐明并记录针对每个人应用 ECW 的理由。 

(4)	 限制使用。在下列情况下，不应使用 ECW：
(a)	 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正在逃离现场的人员。 
(b)	 对被戴上手铐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束缚的人员，除非授权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c)	 对处于高处的人员（例如窗台、脚手架、悬崖附近等），除非已经做出合理的努力

来防止或减少与坠落有关的伤害（例如部署安全网）。
(d)	 对实际控制行驶中车辆的操作人员，包括汽车、卡车、摩托车、全地形车 (ATV)、 

自行车和滑板车，除非授权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e)	 在任何警务人员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存在潜在的易燃、易挥发或爆炸性物质， 

可能被明火点燃，包括但不限于含有挥发性推进剂的 OC 喷雾、汽油、天然气或丙
烷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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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械
(1)	 枪械是指由警务人员携带的具有致命弹药的武器，该武器符合机构的枪械规格，或已被执

法机构的领导层授权为特种枪械。
(2)	 只有在授权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警务人员才可以向当事人开火。枪械的每次开火

均必须要有正当理由。
(3)	 枪械的对准和拔出：  

(a)	 只有在授权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警务人员才应将枪械对准当事人。  
(b)	 警务人员只有在根据总体情况合理地观察到情况可能发展到授权使用致命武力 

的地步时，才应在低准备姿势下拔出枪械（即枪未在枪套中但未在警务人员的视 
野之内）。 

(c)	 当确定没有必要使用致命武力时，警务人员应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将枪械
放下、装入枪套、或将其固定。 

(d)	 将枪械对准某人是一种应报告的使用武力行为，其理由和情况应按照全州使用武力
数据收集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记录。(RCW 10.118.030)。 

(4)	 在可行的情况下，警务人员须发出口头警告，表示将会开枪。 
(5)	 在决定使用枪械之前，警务人员应考虑火力范围、背景、旁观者、潜在的跳弹和其他生 

命风险。
(6)	 限制使用： 

(a)	 除非允许使用致命武力，否则警务人员不得将枪械用作冲击武器
(b)	 向行驶中的车辆或从行驶的车辆中开枪：

(i)	 警务人员不得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除非是为了防止因操作人员或乘客使用致命
武器而造成的严重人身伤害的紧迫威胁。车辆不被视为致命武器，除非操作人员
将车辆作为致命武器使用，并且警务人员没有其他合理手段可以立即避免潜在的
严重伤害。 (RCW 10.116.060)。

(ii)	 在可行的情况下，警务人员应尝试离开行驶中的车辆的路径，而并非向操作人
员开火。 

(iii)	 警务人员不得向车辆的任何部分射击，以企图使车辆发生抛锚。
(iv)	 警务人员不得从行驶中的车辆中开火，除非有人使用致命武力对警务人员或他

人造成紧迫威胁。
(7)	 禁止使用。在以下情况下，警务人员不得使用枪械：

(a)	 在看起来很可能会有无辜人员受到伤害时。
(b)	 开“警告枪”。
(c)	 向只对其自身构成危险，并且没有明显的能力、机会和意图立即造成警务人员或他

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人员开枪或对准该人。 
(d)	 向只对财产构成危险，并且没有明显机会或意图立即造成警务人员或他人死亡或严

重身体伤害的人员开枪或对准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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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约束装置
由于约束装置的设计是为了强制、控制、限制或约束一个人的行动，因此使用这些装置属于武力， 
本政策中详述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所有考虑因素均适用于此类装置的使用。  

唾液防护装置
(1)	 唾液防护装置（有时被称为“防唾液罩”、“防唾液面罩”或“防唾液头套”）是一种编 

织的网状装置，可以放在人的头部和面部，目的是防止或减少传染病通过唾液、粘液和血
液进行传播。  

(2)	 使用标准：  
(a)	 警务人员在合法约束或试图约束正在吐痰或咬人的人员时，可以使用唾液防护 

装置。  
(b)	 使用唾液防护装置的警务人员必须确保唾液防护装置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正确固定，

以便充分通风，使被约束人员能够正常呼吸。 
(c)	 只有成功地完成了机构批准的关于使用唾液防护装置的培训的警务人员才有权使用

唾液防护装置。
(d)	 警务人员只能使用机构发放的唾液防护装置。 

(3)	 限制使用：
(a)	 被 OC 喷雾喷过的人员应进行喷雾剂的净化清除处理，以便在使用唾液防护装置之

前不影响其正常呼吸。 
(b)	 对于处于精神健康危机中的个人，使用唾液防护装置可能会引起更高程度的痛苦。

警务人员应提供口头安抚，并动态评估情况，以酌情尽快为其移除唾液防护装置。  
(4)	 禁止使用。由于风险较高，警务人员在以下情况下不得应用唾液防护装置：

(a)	 被约束人员的嘴或鼻子周围大量出血。 
(b)	 对正在不断发生呕吐的人员。如果一个人在佩戴唾液防护装置时发生呕吐，应及时

将唾液防护装置摘掉并废弃。 
(c)	 对声称自己患有影响呼吸的疾病，或表现出呼吸困难或呼吸困难症状的个人。 

(5)	 在发生医疗紧急情况时，应立即摘掉唾液防护装置。  
(6)	 在使用唾液防护装置之前，警务人员应警告当事人，并提供合理的时间可以使当事人服从

警务人员的命令。如果适用，一旦吐口水或咬人的威胁结束，或警务人员观察到不再需要
唾液防护装置，则警务人员应立即摘掉唾液防护装置。  

(7)	 在使用唾液防护装置后，在安全的情况下，警务人员应将个人移至坐姿或侧身恢复的位
置，并应监视该人员，直到唾液防护装置被摘掉。由于可能出现视力障碍或扭曲的情况，
警务人员在护送个人时应提供协助。  

(8)	 唾液防护装置的应用必须记录在案。  
(9)	 唾液防护装置在每次使用后应予以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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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带
(1)	 约束带是一种设计用来约束人脚以控制攻击性人员的带子。..

(2)	 警务人员只能使用机构发放的约束带。
(3)	 禁止使用：警务人员不得将约束带与手铐或其他类型的约束装置相连（即“绑住” 

一个人）。
(4)	 一旦应用了约束带，警务人员不得将此人面朝下放置。
(5)	 警务人员应监控被约束带控制的个人，并在必要时立即采取行动，以保护该人员的健康和

安全。
(6)	 一旦不再需要使用约束带，警务人员应停止对约束带的使用。

培训
(1)	 所有警务人员和主管人员应至少每年接受一次符合本政策的培训。培训应该： 

(a)	将课堂学习和情景学习相结合； 
(b)	在相关和可行的情况下，将社区合作伙伴纳入其中；
(c)	结合文化能力来了解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社区，以及警务和刑事司法系统的种族化经验

是如何影响与警察互动的。 
(2)	 本政策应被纳入防御性策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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