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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何正泉                         【审    核】彭 峰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                       【课程学时】 34 学时 
【开课学期】 第 5学期                       【实验学时】 6 学时 
【授课专业】 侦查学、治安学、边防管理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是《现场勘查》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模拟犯罪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着重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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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对现场勘查中现场访问、实地勘验、紧急措施、现场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操作

技巧的理解，掌握从事现场勘查活动的基本技能，熟练实施现场勘查的各项措施和策略，

快速准确地运用这些措施勘查各类犯罪现场的方法。同时，通过实践教学活动，拓宽学生

的知识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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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基本目的和要求 

     本实验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现场勘查知识和刑事科学技术知识，独立完成

现场勘查的操作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增强现场勘查的指挥

意识，提高指挥艺术，掌握现场勘查的一般步骤方法，学会寻找、发现、提取有关痕迹物

证常用的技术和方法；明确临场分析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分析判断案情的基本要求及其

依据。  

为实现上述目的，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本实验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其内容包括：受理案件→确定现场指挥员→

组织力量赶赴现场组织分工→开展勘验、访问工作→临场分析→写出分析报告。  

    第二，实地勘验要求按照现场勘查规范的程序进行操作。要注意针对具体现场环境、

态势，正确划定勘查范围，确定勘查顺序、明确勘查重点，运用刑事科学技术，认真寻找、

发现、提取有关犯罪痕迹物证，做好现场勘查笔录，绘制现场方位图和现场平面图等，拍

摄好现场照片。  

    第三，根据现场访问的原则、方法，针对不同案件的访问对象，确定访问的时间、地

点、方法，进行现场调查访问，并按照访问材料“七何”要素的要求做好询问笔录。  

    第四，根据现场勘查提供的各种信息，组织好临场分析，写出分析报告。分析报告的

主要内容包括：案件性质、作案时间、地点、犯罪工具、作案手段、过程；犯罪分子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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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点和应具备的条件、犯罪动机、目的等。据此提出侦查方向、范围和应采取的侦查措

施。  

    第五，实验的案件类型为案件现场勘查实验。每次实验结束后，七日内按规定送交各

种报告、记录、痕迹物证等材料。  

    第六，认真讲评。任课教师在各勘查小组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各现场指导老师发

现的问题和建议，结合完成实验作业的质量，认真讲评，以总结经验教训，指出今后注意

问题。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现场保护 
    

（一）预习要求 

    1、明确执行犯罪现场保护的人员应完成的工作任务。 

    2、熟悉并正确掌握保护室内现场、露天现场、半封闭现场、交通工具现场、特殊现场

以及痕迹、物证、尸体的一般方法与技能。 

    3、懂得遇到人命危急、火险、爆炸险情、排除交通障碍时，应采取的相应紧急措施，

以及发现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如何及时、果断、正确的处理。 

（二） 实验目的与要求 

用两个课时完成实验任务。按规定的时间要求，写出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受理报案的有关情况；赶赴现场的时间，观察核实的结果；针对犯罪现场的客观实际情况，

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和方法，收到什么结果；收集了哪些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1、实验用资料及准备  

    （1）材料准备：案例一份； 现场保护记录用纸一套；提前根据所给案例布置模拟现

场一处。 

（2）设计案例（课前进行）  

      案情设计如下： 

  某年 12 月 1 日晚 7 时许，某市财务公司发生一起重大抢劫案件。该公司财务科科长

王某某，在三楼办公室内被犯罪分子用麻绳套住颈部背起勒昏，面部被打击，满脸是血，

眼睛青肿，门牙掉了两颗。双手反绑，用胶布贴住双眼，堵塞口腔，并抢走其随身所带的



- 3 - 

钱包、手机，罪犯逃跑时又解下赵腰间的钥匙一串，抛在办公室门旁的楼梯口处。  

 （3）现场布置（课上进行）  

    现场所在房间，可选设在一般办公楼的二层或三层的某个房间内。室内放有办公桌一

张，立式木质文件柜一个，单人沙发一对，茶几一个，在办公桌上有电话一部，桌前放有

椅子一把。指定一名学生充当“受害人”，卧于现场房间内办公室桌旁的地面上，面部涂有

牛乳和红色墨汁调和的血迹形状，双眼用伤湿止痛膏或胶布贴盖住，口腔放一团脱脂棉（代

替有血迹的抹布），双手用绳反绑，呈仰卧状。受害人躺卧的地面附近有点状血迹，办公桌

的地面上有掉落的门牙两颗。在三楼楼梯口处的地面上，放有一串钥匙。  

    2、实验程序  

     第一步 保护人受理发现人的报告，奔赴现场。 

    当天 20 点 20 分，被害人家里来了客人，赵妻打电话发现被害人手机关机，让其女骑

自行车到公司办公室叫赵回家接待客人。其女于 20 时 31 分到办公室三楼楼梯口处时，发

现地面上有一串钥匙，当即认出是父亲的钥匙。便急奔公司保卫科报告。这时保卫科的 4

名工作人员，正在开会研究国庆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他们接到报告后，便急速赶赴

现场察看虚实。这一步可指定一名女学生充当发现人，其余学生充当保卫干部，接待、记

录发现人的报告。  

     第二步 实施紧急抢救和保护现场措施。  

     保卫干部察看属实后，一面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一面让人保护现场，实施相应的急救

和保护措施。 在实施急救的同时注意尽量不触动室内的痕迹和物品。 

     第三步 向现场勘查人员报告案件发现的时间、经过及抢救保护情况等。  

 第四步 撰写现场保护实验报告。 

3、实验内容： 

（1）划定保护区范围。 

（2）布置警戒。设置“人墙”；设置障碍物；封锁交通道口 

（3）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救助受害和受伤的人；排除险情，抢救财物；排

除障碍，保障交通；控制犯罪分子或重大嫌疑人。 

（4）收集对案件的反映，登记在场的证人。 

（5）向侦查人员报告发现案件经过和现场保护的情况。保护现场人员的基本情况；有

关发案的时间；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案件发生后的损失情况；有关现场保护的情况；有

关犯罪案件的知情人和疑人疑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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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  现场绘图 

 

（一）预习要求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认识绘制刑事犯罪现场图的原理和基本知识，熟练地掌握

各种常用现场图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二）实验目的和要求 

本实验须完成各种现场图的制作过程,并上交符合现场制图求的作业图。现场制图要求

在教师指定的模拟现场进行,或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行设计现场并制作现场图。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1、实验准备：手工绘图器材：皮尺、钢卷尺、直尺、三角尺、量角器、指北针、三棱

比例尺、云形规、圆规、绘图墨水笔（0．3mm．0．6mm．0．9mm 各一套）、碳素墨水、

绘图铅笔、橡皮擦、绘图板、绘图纸（三张以上，每张纸的规格为 35X25cm）。 计算机绘

图器材:计算机,现场绘图软件,打印机等。 

   2、实验方法和步骤  

    （1）绘制现场草图  

     ① 观测现场，确定范围。  

     ② 确定现场方位和图的方向。  

     将图纸固定在绘图垫板上，再将指北针放在图纸上，使图纸的上方对准现场的北方。  

     ③ 绘制现场草图的方法  

    根据案件现场情况，在勘查现场的基础上，借助测绘器材，对现场进行巡视观测，在

保持图纸方向不变的条件下，用徒手画法，把现场上各种物体及其方向和互相关系画在图

纸上，并详尽地记录勘查所见、各种有关数据和加注必要的说明。  

   绘制现场草图，可根据勘查现场的顺序，确定先绘方位图还是先绘全貌图。  

    （2）绘制现场图初稿  

    现场图初稿，是根据现场草图和测量所得的数据，经过构思，内容的剪裁，按照工作

要求，选择适当的图形，绘制现场图正图的铅笔稿。  

    绘制现场图初稿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它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着现场图正图，所以绘

制初稿过程，必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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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内容剪裁。  

    ② 图面构思。（可参考下图基本构思） 

    ③ 选择现场图种类。  

    ④ 确定图纸大小。  

    ⑤ 确定图的比例。  

     根据所要绘制的现场范围，算出总距离，再根据图纸的布局，量出可供绘图用部分的

大长度，然后按公式：  

    ⑥ 绘制室内现场初稿的方法（以室内现场全貌图为例）。  

                a、绘制墙壁内侧线。  

                b、绘制墙壁外侧线。  

                c、绘制门、窗。  

                d、绘制室内结构和陈设。    

                e、绘制有关展开面。  

                f、绘制痕迹物证或其他“事物”。  

                g、绘制局部特写。  

                h、绘制图例说明、方位标、比例尺。  

                i、书写标题、说明文字、落款、日期、边框。  

                j、修改核对。  

     ⑦ 运用等高线知识绘制野外现场初稿的方法。  

     首先确定现场的范围，然后找出 高的一座山头，将其按一定高度分成若干等分，根

据其方向位置和图纸上相应位置，由上至下画出等高线，其他山头相同高度的等高线也一

并画出，画至地平面即可。 后画其他地形地物。  

    为了在图纸上准确画出山头的位置，可先在图上画出现场范围内的主要道路、河流和

建筑物，并以此作为参照物，确定山头的位置（如下图）。  

     现场景况                    等高线图  

     （3）描绘现场图正图  

     当现场图铅笔初稿经过核对修改无误之后，便可以用绘图墨水笔描绘加工成正图。  

     为了提高描图效率和保证质量，保持画面清洁，可以参考以下描图顺序：先画曲线，

后画直线，便以连接。先画上边，后画下边；先画左边，后画右边，可避免弄脏画面。先

画细线，后画粗线，细线易干，不影响上墨进度。 后书写标题说明文字和画边框等。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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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时，如有画错弄脏的地方，不要急于修改，可等干透、全部画完后，用硬橡皮擦去，或

用锋利的刀片轻轻刮去，并把刮起的纤维压光再进行修改。  

    3、实验作业  

    （1）以小队（或几个人）为单位，设计一个模拟现场，进行分工观测。每人绘制现场

方位图和现场全貌图（平面展开形式含局部特写）各一张，要求二图按比例绘制，内容具

有联系性。（见作业样本）  

（2）以区队为单位对野外案件现场进行观测，运用等高线知识，每人绘制一张能反映

山形地貌的野外现场方位示意图。（见作业样本）  

4、教师点评与总结 

各小组实验结束后,上交相关现场图作业,指导教师批改后,就实验情况进行总结评析。 

实验评分标准: 

(1)手工绘制现场图评分标准: 

图的方位图标 10    展开图的比例 15    图例表示 10    图的布局结构 20 

线条使用 15    图的内容 20    图的整洁度 10 

(2)计算机绘制现场图评分标准: 

数据测量 30    现场图的规范 70 

（四）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三  现场勘查综合实验 

 

（一）预习要求 

增强现场勘查的指挥意识，提高指挥艺术，掌握现场勘查的一般步骤方法，学会寻找、

发现、提取有关痕迹物证常用的技术和方法；明确临场分析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分析判

断案情的基本要求及其依据。 

（二）实验目的与要求 

综合运用所学现场勘查知识和刑事科学技术知识，独立完成现场勘查综合性实验。 

以命案现场为勘验对象。15-20 人一组，分别进行。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1、实验准备 

现场勘查箱、静电吸附器、石膏粉、照相器材（相机、胶卷、闪光灯、三角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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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交通器材、照明设备、绘图工具、各种作案工具、凶器、绳索、保护现场所用的器

材以及有关侦查文书表格、函头纸和现场勘查证等。 

2、案情设计 

由学员自行设计，采用背靠背、对抗式勘查试验。后一小组为前一小组安排 1-2 人作

为嫌疑人作案，并提供 1-2 人作为证人以便询问。具体运作模式完全按照公安机关的侦查

模式进行，尽可能贴近实战，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模拟现场设计要点  

    根据各类刑事案件现场出现的一般规律、特点布置模拟现场。设计上要因地、因时、

因设备条件制宜，但必须通过实地勘验、现场访问和现场分析研究，判断其案件性质、犯

罪动机、目的，作案工具、犯罪手段、过程，犯罪分子的人身形象及个人特点等，据此确

定侦查方向和划定侦查范围。  

    每个模拟现场上设计的痕迹物证，要合情合理，分布得当，且不宜少于五处（件）。  

    供夜间勘查的模拟现场的设计，中心现场要明显，范围不宜过大，犯罪分子行走的路

线要有所反映。  

对暴力性犯罪模拟现场的设计，要能反映出搏斗、滚压痕迹，以及有关的痕迹物证等；

对盗窃模拟现场的设计，要反映进出口、破坏障碍物的工具痕迹，以及刻画犯罪分子人身

形象和个性特点的场景。  

案件性质的设计上、尽量选择重大盗窃、抢劫案件的现场。  

3、明确实验职责 

（1）班长职责：将学员分组，确定小组长。协调各组配合衔接事宜。协助指导教师对

侦查模拟训练予以督导。作为“公安局长”指挥破案并签发各类法律文书。 

（2）小组长职责：为其他小组安排嫌疑人、证人，并帮助嫌疑人设计案情。作为“刑

警队长”指挥本组具体破案事宜。确定本小组人员分工，检查学员具体完成情况。 

（3）嫌疑人职责：根据各类刑事案件现场出现的一般规律、特点作案并布置模拟现场。

设计上要因地、因时、因设备条件制宜，但必须通过实地勘验、现场访问和现场分析研究，

可以判断其案件性质、犯罪动机、目的，作案工具、犯罪手段、过程，犯罪分子的人身形

象及个人特点等，据此确定侦查方向和划定侦查范围。每个模拟现场上设计的痕迹物证，

要合情合理，分布得当，且不宜少于五处（件）。供夜间勘查的模拟现场的设计，中心现场

要明显，范围不宜过大，犯罪分子行走的路线要有所反映。对暴力性犯罪模拟现场的设计，

要能反映出搏斗、滚压痕迹，以及有关的痕迹物证等；对盗窃模拟现场的设计，要反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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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破坏障碍物的工具痕迹，以及刻画犯罪分子人身形象和个性特点的场景。案件性质

的设计上，尽量选择重大盗窃、抢劫、杀人案件的现场。 

 4、实验内容 

    （1）露天现场的勘查；  

（2）室内现场的勘查（含室内外兼有现场的勘查）。 

A 方案：布置为居民住宅，有简单家具，如床、柜、桌等。 

B 方案：布置为办公场所，有桌、椅、柜等。  

  （3）模拟现场的设计与勘查实验示例 

抢劫案件现场的勘验实验设计举例  

    某年 6 月 8 日 12 时 15 分，某游览区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13 时 30 分，受害人王丽

兰从昏述中苏醒过来，强忍着伤痛向石林派出所报了案。  

    现场位于游览区望锋亭北面石峰间 12 x 7．8 米的空地内。这里，石峰耸立，杂草丛生，

是一块游人不易涉足的偏僻地。空地北面的两石峰间有《中国青年》杂志一本，杂志背面

有流柱状血迹；  

    东面的石壁上有擦拭状血迹；西面的石壁上有喷溅形成的流柱状血迹；地上散落着三

角架布套、眼镜盒、钱包、某市粮食局食堂饭票和胶卷、铝梳、双面方镜、毛巾、牙刷等

物。双面方镜上有血指印。物品周围的野草有被践踏痕迹，叶上有滴血痕迹。空地中央有

一用石头筑成的花台，花台西面约五六米石壁下的杂草丛中有一仰卧的女尸，左腿直伸，

脚上未穿鞋；右腿稍曲外展，脚上穿棕色女式皮鞋，鞋带完好；左手腕上有手表印痕。死

者面部、胸部、腹部有锐器创口 24 处。尸体左侧有棕色女式皮鞋一只，尸体北面 1．8 米

处又有《中国青年》杂志一本，杂志面上有三枚血指印。距尸体脚 3．8 米处有一块白色纱

巾，上面染有大量血迹；纱巾北面 70 厘米处有一背包，拉链已开，内装折叠伞、糕点、女

式内衣；在此背包的东面有绿色背包一个，上有血迹，内装眼镜盒、沾有血指印的游览图

一张等物，这些物品均有血迹。尸体西北面有针织纶女外衣一件，左衣袋内有人民币 40 元；

右衣袋呈外翻状。  

 报案人王丽兰，系某省纺织厂青年女工，死者冯兆聪是王的好友，系某市糖业烟酒公

司五华管理处职工。8 月 26 日，她们随省纺织厂共青团员们一道，乘车到石林旅游。次日

清晨 7 时半，两人身带照相机和其它物品外出游览。上午 9 时位，在剑峰池边遇到三名不

相识的男青年，年龄均在二十一、二岁，留长发，脚穿青年式皮鞋，操成都口音，行至望

峰亭北面石峰间的一块空地时，有一人突然向王丽兰扑去，将其摔倒在地，猛卡脖颈致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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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外两人也扭住冯兆聪的手，抢夺其携带的物品。冯奋力反抗，与他们撕打起

来。此时，一罪犯从腰间拔出事先准备的凶器，朝冯的头部、胸部、腹部猛刺数下，冯倒

在血泊中……王丽兰苏醒后，见冯的一只手和脚压在自己的身上，已惨遭杀害。三名罪犯

抢劫了她们的“海鸥”相机、三脚架一副、手表两块和人民币数百元后逃匿。  

制作勘查笔录、提取痕迹物证、现场绘图、访问笔录，写出现场分析报告。 

（4）教学实验任务 

现场勘查笔录；（小组集体制作） 

询问证人笔录（现场访问材料）；（小组集体制作） 

室内现场平面展开图，或者现场方位图，现场立体图。（任选一种图形，自行独立制作，

以培养提高动手能力） 

现场分析报告。（小组集体制作） 

5、考核评分  

   （1）考核评分标准  

    本实验评分标准按百分制，从十个方面考核记分：组织指挥能力，10 分；现场保护措

施，5 分；现场访问重点的掌握、访问笔录的制作 10 分；现场勘查笔录制作，15 分；采取

痕迹、物证，10 分；现场绘图，10 分；现场照相，10 分；案件分析报告，15 分；受理案

件记录、现场善后处理，5 分；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爱护教学设备，10 分。  

    （2）考核评分办法  

    评分由临场老师和任课教师依据评分标准和现场勘查实际情况以及实验作业质量评

定，首先对各实验小组记集体成绩分数。  

    在集体成绩分数的基础上，再根据各小组成员完成本职工作质量及其表现情况，进行

加减记分办法，记个人成绩分数。加减分别不超过 5 分。  

（四）实验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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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003001 现场保护 2 必做 实践 现场、器材 刑侦实验室

0510003002 现场绘图 2 必做 实践 现场、器材 刑侦实验室

0510003003 综合勘验 2 必做 综合 现场、器材 刑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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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实验考核方式 
教学实验单独进行，独立考核，记入该课程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