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安秩序管理（1）》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章昌志                        【审    核】董少平 
【课程类别】 必修课                        【课程学时】 51 
【开课学期】第 5、6 学期                      【实验学时】 12 
【授课专业】治安学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是《治安秩序管理（1）》课程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模拟、演示实验，

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巩固其在课堂上所学书本知识，加

深对治安秩序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掌握从事治安秩序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并运用相关理论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同时，通过实践教学活动，锻

炼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实验主要是治安秩序管理的原理和方法手段的理论验证、模拟实验和

管理技术的运用，共安排了 6个实验，均在计划实验教学课时内完成。通过选题

策划、案例设计、情景模拟、实地考察与教师指导及成果展示与发布，以分组作

业方式，完成每一实验内容。通过实验教学应达到熟练掌握和运用治安秩序管理

方法和手段的要求。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盘问检查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盘问检查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盘问检查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设计盘问检查案例、模拟警察和盘问检查对象身份，设计盘问检查理由、

盘问检查时间和审批权限、处理意见等。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填写和制

作法律文书。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二 卖淫嫖娼案件口供笔录要素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卖淫嫖娼行为的概念、特点及构成要素。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卖淫嫖娼案件的口供笔录要素。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设计卖淫嫖娼案例、模拟警察和卖淫嫖娼对象身份，根据卖淫嫖娼行为

的特点及构成要素，体验和论证该类案件的口供笔录必须具备的要素。实验完成

后，根据实验情况，制作口供笔录。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三 制传淫秽电子信息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制传淫秽电子信息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

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制传淫秽电子信息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上网搜索浏览，体验和考察利用互联网制传淫秽电子信息的表现形式、

接触传播途径、隐藏方式，分析论证该类案件的证据特点、取证规则等，据此提



出具体的治安管理对策。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

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四 互联网裸体聊天行为治安管理界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制传淫秽物品和淫秽表演行为方式和特点。 

2．实验目的 

鉴别互联网裸体聊天行为的性质和治安管理属性，提升对新型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识别和判断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上网搜索浏览，体验和考察利用互联网即时通讯软件一对一、一对多裸

体聊天、表演行为的方式和特点，识别和判断该类行为是否具有治安管理属性。

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

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五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娱乐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娱乐场所经

营状况、治安隐患及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具体的治安管理对策。实验



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

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六 美发洗浴场所治安管理方法设计论证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相关场所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设计论证对美发洗浴场所的治安管理方法，提升对新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治理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发廊、洗头房、美容美发、洗脚屋、足疗等休闲服务

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场所经营状况、治安特定及治安问题，据此

设计和论证对该类场所的治安管理方法和对策。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

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0503003001 

盘问检查方法的运用 

 
2 必做 综合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003002 

卖淫嫖娼案件口供笔录要

素 

 

2 必做 综合
照相、录像

机 
公安 

0503003003 制传淫秽电子信息治安管 2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 公安 



理方法的运用 

 

络 

0503003004 
互联网裸体聊天行为治安

管理界定 2 必做 验证
计算机、网

络 
公安 

0503003005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方法的

运用 

 

2 必做 综合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003006 

美发洗浴场所治安管理方

法设计论证 

 

2 

 

必做

 

设计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五、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记入该课程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治安秩序管理》，熊一新、李健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参考书 

⑴ 《治安管理学概论》，熊一新、李健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⑵ 《人证调查原理与应用技术》，王均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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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秩序管理（2）》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章昌志                        【审    核】董少平 
【课程类别】 必修课                        【课程学时】 51 
【开课学期】 第 5、6 学期                      【实验学时】 10 
【授课专业】治安学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是《治安秩序管理（2）》课程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模拟、演示实验，

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巩固其在课堂上所学书本知识，加

深对治安秩序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掌握从事治安秩序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并运用相关理论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同时，通过实践教学活动，锻

炼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实验主要是治安秩序管理的原理和方法手段的理论验证、模拟实验和

管理技术的运用，共安排了 5个实验，均在计划实验教学课时内完成。通过选题

策划、案例设计、情景模拟、实地考察与教师指导及成果展示与发布，以分组作

业方式，完成每一实验内容。通过实验教学应达到熟练掌握和运用治安秩序管理

方法和手段的要求。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网吧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网吧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网吧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网吧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网吧经营状况、

治安隐患及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具体的治安管理对策。实验完成后，

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⑶ 实验

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二 旅馆印刷业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旅馆印刷业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旅馆印刷业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旅馆、印刷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旅馆、

印刷企业经营状况、治安隐患及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具体的治安管理

对策。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

验内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三 旧货业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旧货业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旧货业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旧货行业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旧货行业经

营状况、治安隐患及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具体的治安管理对策。实验

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

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四 内保单位治安管理方法的运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内保单位治安管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运用内保单位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通过模拟警察身份，对内保单位进行实地检查和考察，真实记录内保单位门

卫检查、安全巡逻、器械配备、技术防范及薄弱环节，据此提出具体的治安管理

对策。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

验内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项目五 道路交通管理器材使用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及参考书，熟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和操作测速仪、酒精检测仪等仪器的使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模拟警察、违法驾驶员、违法车辆及各种自然环境，演示和操作利用测速仪、

酒精检测仪管理和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情况写出

实验报告，内容包括：⑴ 实验目的；⑵ 实验内容；⑶ 实验步骤；⑷ 实验结果。 

4．实验学时：2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0503103001 
网吧治安管理方法的运

用 
2 必做 模拟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103002 
旅馆印刷业治安管理方

法的运用 
2 必做 模拟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103003 
旧货业治安管理方法的

运用 2 必做 模拟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103004 
内保单位治安管理方法

的运用 2 必做 模拟
照相、录像

机 

公安、室

外 

0503103005 道路交通管理器材使用 2 必做 模拟
测速仪、 

酒精检测仪 

公安、室

外 

 

五、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记入该课程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治安秩序管理》，熊一新、李健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参考书 

⑴ 《治安管理学概论》，熊一新、李健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⑵ 《道路交通管理科学论》，吴文芝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