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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审讯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政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公通字〔2014〕33号：《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

音录像工作规定》确保录制内容完整，时间准确，图

像清晰，话音清楚，摄录内容与讯问笔录保持一致。 

公安部令第149号：《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

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将电子指纹捺印技术合

法化。 
公安部 

明确行政案件将电子笔录、签名捺印纳入建设规范 



公安审讯现状 

嫌疑人答话难以及时印证 笔录线索信息未深挖利用 

复杂案件矛盾点难以及时发现 维语沟通不畅工作难开展 

笔录审查程序不精细、不完整 协同办案缺乏有效沟通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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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痛点 

公安执法办案中询问、讯问、辨认、治安调解、刑事现场勘查等众多环节涉及到笔录工作。 

笔录是重要的证据材料，其中《刑事诉讼法》提到的8种证据以笔录形式存在的就有4种。 

笔录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查明犯罪分子和案件真实情况，鉴别和印证其他证据的重要根据。 

审讯笔录
重要性 



公安审讯发展趋势 
 

准备好纸笔，和被问话人

斗智斗勇，人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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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记录 

经验总结梳理，整理成各

类提纲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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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模板 

通过笔录系统，通过软件

固话审讯流程，方便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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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系统 

利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

为审讯各个环节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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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审讯 

核 

心 

需 

求 
提升审讯效率 

缓解执法压力 

提升审讯质量 

减少退侦退查 

辅助案件侦破 

降低取证难度 



讯飞智能审讯系统产品介绍 



讯飞智能审讯系统——产品概述 

多语种实时转写 证据点素指引 

专案协同分析 

情报辅助研判 

工作规范提醒 专家远程指挥 

电子签名捺印 

面向法制、刑侦等办案部门，围绕办案审讯业务流，结合智能语音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支持云端一体化、软硬

一体化的新一代智能审讯系统，实现多语种实时转写、维汉实时互译、工作规范提醒、证据要点指引、专案协同

分析、情报辅助决策、专家远程指挥、电子签名捺印等功能。系统专注解决办案人员审讯经验不足、笔录审查程

序不完整、嫌疑人答话难以及时印证、复杂案件矛盾点难以及时发现等行业痛点，助力办案人员提升效率、规范

执法过程、辅助案件侦破。 



讯飞智能审讯系统——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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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飞智能审讯系统——产品形态 

环形麦克风阵列（8路） 
置于审讯桌面，采集语音 

智能审讯客户端 
笔录制作，信息推荐 

定向麦克风阵列（8路） 
远距离采集嫌疑人语音 单机版：离线制作笔录，

联网自动上传 

网络版：全审讯业务覆盖 

双语：针对维语审讯 



讯飞智能审讯系统——产品特点 

• 10万+辨认照片库，特征16类 

• 人脸特征识别，一键生成辨认结果 

• 采样4000份笔录，行政辨认12分钟、

刑事辨认14分钟，效率提升超40% 

• 联合专家团队构建证据要素模型 

• 每种证据要素对应具体问话库 

• 按证据要素指引问话 

• 实时校验证据要素完整性 

• 瑕疵项相比传统笔录降低20% 

• 多单位协同办案，减少线下沟通频率 

• 人员即时通讯，笔录提纲快速分发 

• 专案笔录互享，相似问题智能推送 

• 专案笔录提取，关键要素列表展示 

• 采样224份专案，制作效率提升25% 

• 中文、维语对话实时转写、互译 

• 维汉笔录一键翻译，效率提升50% 

• 缓解维语翻译人员紧缺问题 

辨认笔录制作 问话要点指引 

专案协同分析 维汉实时互译 



讯飞智能审讯系统——周边对接 

审讯前 审讯中 审讯后 

公安常口库 

七类重点人口库 

统一业务平台 

录音录像 

SWK系统 

签名捺印 

辅助办案 

警综/案宗 

情报/数据中心 

实线表示必须对接 

虚线表示酌情对接 

大数据平台 

审讯室审讯 进入审讯室 走出审讯室 



特色功能—语音实时转写，快捷笔录制作 

提高民警笔录制作输入效率，解决审讯语言沟通障碍 

软硬一体的远场拾音技术 

自然交谈场景定制的识别引擎 
语音实时转写 

要素提取 

问答双方分离 

智能联想 



特色功能—辨认笔录制作，照片一键获取 

利用人脸特征识别技术简化辨认流程，根据被问话人面部特征随机推荐陪衬照片供辨认 

辨认笔录模板，标签自动填单 

海量辨认照片库，丰富人像特征 

（10W+）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随机推荐陪衬

照片 



特色功能—问话模板推送，证据要点指引 

解决民警“不知道怎么问”和“证据要素问得是否完整”的担忧 

笔录大数据分析 专家经验总结 

不同案件类型专题模板库（200+） 要素完整性检测 

要素标签列表 

证据要点指引 

证据要素模型 206标签体系前置 



特色功能—执法过程监督，成果一键检测 

解决民警笔录制作过程不符合程序规范要求问题，预防笔录质量不达标 

外国人翻译人员信息填写 

女嫌疑人提示女民警 

未成年人监护人信息填写 

民警交叉签名提醒 

过 
 
程 
 
监 
 
督 

交叉签名检测 笔录时长检测 

讯问女嫌疑人提升 

成 
 
果 
 
检 
 
测 

首次讯问必问项检测 



特色功能—笔录数据联动，线索核查深挖 

笔录数据联动 
线索核查深挖 

解决信息重复录入、关键线索信息未有效利用等问题，辅助民警串并案及关键要素自动抽取与管理 

人案信息联网引用 人员背景信息核查 

智能提取涉案关键词 (手机号、银行卡号等) 

智能提取案件特征信息 (作案工具、手段等) 



特色功能—专案协同分析 

 要素指引审讯：根据推送的证据要素标签，指导审
讯过程问话，对未问到的要素，可根据系统指引进行
问话；审讯结束后，给出要素核查提醒，保障笔录的
完整性； 

 笔录快速阅览：将多份笔录中的关键信息自动提取
（如：公司信息、涉案金额、组织关系、诈骗手段、
时间、地点、人物等），让主审人在下一次碰头会前
快速了解案情； 

 笔录快速审核：通过关键要素的提取与比对，从一
份专案中自动推送出关键要素缺失的几份笔录（如：
60份中有20份不合格笔录），辅助审讯人快速找出不
合格笔录，并对笔录增加修改意见； 

 经典案例推荐：依据案由关联该类案由被法院公开
的经典案例，每个案由推荐2例即可，指导民警办案; 

 办案效率提升  办案质量提升 

 专案讯问提纲：解决主审人将专案提纲快速分发，
确保专案笔录中的关键问话一致，减少不合格笔录；  

 专案即时通讯：提升专案组的沟通效率，方便及时
掌握第一手资料，支持一对一、一对多（实用性更
强）等沟通方式，支持文字、图片、文件发送；个
别单位提出通讯工具和警务通绑定，实现手机端信
息接收（此类需求刚需性不强）；  

 专案笔录共享：实时共享查阅笔录内容，方便了解
审讯进度以及审讯内容； 

 专案待办提醒：解决待办的专案消息及时到达（页
面待办提醒、窗口消息提醒）； 

 专案归集导出：解决主审人对材料的统一汇总、批
量审核和修改； 



特色功能—专案笔录互查共享，口供智能推送 

提高民警群体性案件沟通效率，实时掌握同案案情进展，辅助发现口供矛盾点 

团伙成员众多、涉案多起 
跨区域、跨部门、多民警协同审讯 

人员即时通讯，笔录提纲快速分发 

笔录 
矛盾点 专案笔录共享，相似问题智能推送 

专案笔录提取，关键要素列表展示 



特色功能—审讯远程指挥，案情整体把控 

解决重案、专案中领导远程指挥问题，适时发布指令调整讯问策略 

远程监控 

场所 
管理 

及时通讯 

审讯远程
指挥 

语音 
转写 



特色功能—电子签名捺印，证据合法固化 

公安部重新修订 
明确电子签名捺印合法性 

确保笔录安全性、公证性、唯一性，简化证据材料传输路径，实现无纸化办公和电子笔录流转 

（设备签名按指纹后效果） 

支持电子签名捺印功能 



全国建设案例以及应用效果 



智能审讯系统—当前产品进展 

 基础笔录与行业竞品持平，构建了辨认笔录、要素审讯、专案协同三大特色功能，在京、沪、皖、新、川、宁等16个省市投入实战

应用，辨认效率提升40%，维汉翻译效率提升50%。 

16省29市 

915个单位 

注册用户

20000+ 

周活跃用户

2862 

累计产生笔录 

186637份 

平均使用率 

75%+ 

翻译维语文字

1500W+ 

积累翻译句对 

10W+ 

4 31 144 230 1572 1898 4326 

11969 

20914 
28411 

35532 

47562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笔录使用情况分布 

公安 



全国建设案例以及应用效果 
 

应用 

效果 

效率提升 

辨认笔录：传统辨认笔录平均制作时长约20分钟，使用智能审讯制作仅需4分钟，效率提升约4倍； 

讯询问笔录：一线办案民警讯使用传统笔录制作讯询问笔录时长约40分钟，使用智能审讯制作约28分钟，

效率提升约42%，前置206问话专题库，覆盖案由制作时长相比行业竞品提升2分钟。 

专案笔录：解决专案审讯过程中的沟通与信息共享，降低线下沟通成本，制作效率较传统提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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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联动 

与常口库、案综库关联，复用被问话人身份信息、背景信息、案件信息，减少信息重复录入，提高信

息录入效率及质量（平均填写时间缩短5分钟），满足执法办案考核要求。 

质量提升 

瑕疵校验：为41616件笔录校验出300余项瑕疵，预估减少退侦退查167件。 

辨认场景：利用人脸识别技术，随机推荐与被问话人同一特征陪衬照片，提升单组辨认质量规

避多组辨认照片雷同，累计制作辨认笔录2352件，未出现一起退侦退查。 

语音识别 

识别效果：普通话识别>90%，大幅提高文字输入速度，也使不熟悉电脑操作的民警迅速提升工作效能； 

维汉翻译：维汉翻译QSS在4.1分，实现维文笔录到中文笔录翻译，辅助解决了办案人员语音沟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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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建设案例以及应用效果 
 

②根据推送的证据要素标签，指导审讯过程问话，使得问话更具有针对性；审讯结束后，关键

要素智能核查提醒，保障笔录的完整性，提升专案笔录质量。 

目标：解决专案审讯过程中的沟通与信息共享，降低线下沟通成本，提升笔录的制作效率；同时，审讯

过程中对笔录关键要素自动打标签，方便主审人和内勤人员快速阅览笔录，辅助查缺补漏，提升专案笔

录质量。 

专案协 

同价值 

效率

提升 

笔量

提升 

①办案过程中，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增强案情交流，方便专案组成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升

专案组成员之间沟通效率。 

①专案制作过程中快速下发及更新审讯提纲，确保笔录中的关键问话一致，减少不合格笔录，

提升专案笔录质量。 

②实时互享互查同案他人笔录，降低线下沟通成本，快速印证口供信息，识别出不一致信息，

辅助侦查员有针对性开展讯询问，提升专案笔录制作效率。 

③通过自动提取专案中的笔录缺失要素，解决审核人的阅卷速度；无需通篇阅览，审核人即可

快速找出笔录中的遗漏点，完善专案笔录信息，提升专案笔录审核效率。 

③依据案由关联该类被法院公开的经典案例，指导办案人员办案，提升专案笔录质量。 



智能审讯运营模式 

深度运营： 
 根据XXX公安的实际需求，及时响应，定制

化研发审讯版本。 

 各省市专业运营团队驻点运营，随时现场响

应。 

 根据XXX省市执法办案特点，定制化不同的

系统融合及推广策略。 

为什么要做运营： 
 笔录软件同质化，不能针对公安的实际情况

定向采集需求，增减功能。 

 版本迭代迅速快，新增功能不能及时落地使

用，产生效果。 

 线下互动及时获取一线办案民警诉求，并及

时回应民警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运营形成了“使用拉动优化，优化促进使用”的系统应用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