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 

《公安学与犯罪心理学》考试大纲 

（2018 年 1 月） 

《公安学与犯罪心理学》包含公安学与犯罪心理学两部分考核内

容。本考试大纲分别对两部分的考核内容予以说明。 

《公安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准确把握公安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 具备分析、 判断

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具体包括： 

1．正确理解和掌握公安学的重要定义、内容和相关规定。 

2．准确把握公安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规

律和基本政策方针。 

3．运用公安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解决公安实践中的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30分；考试时间为 3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简答题，共 20分。 

2.论述题，共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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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考查内容 

第一章  公安机关的性质、职能和宗旨 

一、公安机关的建立与发展 

（一）警察的起源 

（二）警察的发展 

（三）警察的本质 

二、公安机关的性质 

三、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能 

（一）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 

（二）公安机关的民主职能 

（三）公安机关专政职能与民主职能的关系 

四、公安工作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章  公安机关的职责任务 

一、公安机关的任务 

二、公安机关的职责 

（一）公安机关职责的含义和特点 

（二）公安机关公益方面的责任义务 

（三）公安机关主要警种的职责 

第三章  公安工作的内容和特点  

一、公安工作的内容 

（一）公安工作的含义 

（二）公安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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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安专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公安工作的特点 

（一）公安工作整体上表现出的特点  

（二）公安专业工作的特点 

第四章  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  

一、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一）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含义 

（二）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必要性 

（三）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途径 

（四）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政府领导的关系 

二、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 

（一）公安工作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 

（二）贯彻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途径 

第五章  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一、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内涵 

（二）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创新途径 

二、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 

（一）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政策的含义 

（二）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三）正确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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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政策的基本要求 

Ⅳ.参考书目 

公安部政治部.公安基础知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 

《犯罪心理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一、考查学生的知识目标 

    （一）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及其变化规律。 

    （三）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 

    二、考查学生的能力目标 

    （一）预防、揭露、矫治犯罪的心理对策和心理技术。 

    （二）犯罪对策方面的业务能力。 

    （三）预防和减少犯罪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5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 简答题，3 题，共 15 分。 

2. 论述题，1 题，共 15 分。 

3. 案例分析题，1 题，共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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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考查内容 

第一章 绪 论  

一、犯罪心理学概述  

（一）犯罪心理学的概念  

（二）与犯罪心理学相关的概念辨析   

（三）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四）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  

（五) 犯罪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犯罪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  

（二）犯罪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三、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步骤  

（一）选择研究课题  

（二）根据理论设定具体的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四）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第二章 犯罪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一、犯罪与犯罪人   

（一）犯罪的概念  

（二）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的犯罪 

（三）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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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罪与犯罪人的关系  

二、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  

（一）犯罪心理   

（二）犯罪行为   

（三）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整体性关系   

三、研究犯罪人的多维视角  

（一）人的物质属性  

（二）人的生物属性  

（三）人的思想属性  

（四）人的社会属性  

第三章 犯罪心理结构成因 

一、 国外个体犯罪原因论  

（一）心理本能说的原因论  

（二）精神病理学的原因论   

（三）生物学的原因论  

（四）学习理论的原因论 

（五）多元原因论   

二、 犯罪综合动因论 

（一）犯罪综合动因论的定义  

（二）犯罪综合动因论的特点  

（三）影响犯罪心理结构形成的因素 

（四）影响犯罪行为发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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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犯罪心理机制 

一、 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   

（一）犯罪心理机制概述  

（二）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   

二、 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  

（一）内、外化机制  

（二）刺激—反应与反馈机制  

（三）量变、质变机制  

（四）防御机制   

（五）犯罪行为发生的模式   

三、 国外和台湾地区关于犯罪行为发生机制的主要理论  

（一）本质相异论  

（二）犯罪倾向论  

（三）欲求不满论 

（四）心理冲突论  

（五）动机作用论   

（六）防卫机制论   

（七）刺激反应论   

（八）犯罪亚文化论   

第五章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一、 以犯罪动机为核心的发展、变化   

（一）、犯罪动机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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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心理发展、变化的阶段  

二、 影响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发展、变化的因素  

（一）主体外因素 

（二）主体因素  

三、 犯罪心理的深度变化  

（一）犯罪心理结构的强化  

（二）犯罪心理结构的弱化  

四、 犯罪人在不同情境中心理的发展、变化   

（一） 犯罪人在不同犯罪阶段中的心理 

（二）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心理  

第六章 性犯罪心理  

一、强奸犯罪心理   

二、强奸犯罪的行为特征   

三、卖淫女性的心理特征  

第七章 情绪型犯罪心理   

一、情绪型犯罪的心理特点与行为特征   

二、影响犯罪的情绪、情感因素   

（一）激情状态   

（二）应激状态   

（三）自卑和挫折感  

（四）嫉妒的情感体验  

（五）希望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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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与恨 

（七）消极心境   

（八）反社会情感   

第八章 不同行为方式犯罪心理   

一、 智能犯罪心理  

（一）智能犯罪人的心理特点   

（二）智能犯罪人的行为特征   

二、 暴力犯罪心理   

（一）暴力犯罪心理机制的主要理论   

（二）暴力犯罪人的心理特点  

（三）暴力犯罪人的行为特征  

第九章 未成年人犯罪与女性犯罪心理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心理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概述  

二、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成因   

三、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与行为特征  

第二节 女性犯罪心理   

一、女性犯罪心理的成因   

二、女性犯罪的心理特点  

三、女性犯罪的行为特征   

第十章 不同犯罪经历犯罪心理  

一、 初犯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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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犯的心理特点   

（二）初犯的行为特征   

二、 累犯和惯犯的心理   

（一）累犯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   

（二）惯犯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 

三、 职业犯的心理  

（一）职业犯的心理特点 

（二）职业犯的行为特征   

Ⅳ.参考书目 

①罗大华，马皑. 犯罪心理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公安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分） 

1. 公安机关的基本任务。 

二、论述题（每题 10 分,共 10分） 

1.论述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犯罪心理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15分） 

1、犯罪心理学主要以哪些人作为研究对象？ 

二、论述题（15分） 

试论述女性犯罪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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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题 （20 分） 

   略 

 

Ⅵ.参考答案 

公安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分） 

1.答： 

（1）维护国家安全。1分 

（2）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1分 

（3）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1分 

（4）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合法财产。1分 

（5）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1分 

二、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20分） 

1.答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这是公安机关的阶级属

性，也是它的根本属性。（2分）因为它表明了公安机关的阶级本质，

是公安机关性质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2 分）马克思主义认为，

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个专政就是统治阶

级凭借暴力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自己的意志并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

治阶级的秩序。（2 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警察机关都是国家机器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暴力工具，国家的性质决定

警察机关的性质。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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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公安机关

的这一性质表明：（2分） 

    （一）公安机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持对人民实行民

主，保护人民的利益；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人民利益的敌对

势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4分） 

    （二）公安机关在国家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 

    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中，军队与警

察是最主要的支柱。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公安机关是“国家安危系

于一半。” （4分） 

    （三）公安机关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公安机关是依据广大人民

群众的意志建立的，忠实地执行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以国家赋

予公安机关的任务为公安工作的总根据、总目标，以国家法律和政策

为全部活动的依据，因而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4分） 

公安机关的这一阶级属性，使它与剥削阶级国家警察机关划清了

界限。 

犯罪心理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15分） 

1.答： 

（1）犯罪人。（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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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违法人。（1 分） 

（3）刑法上不以犯罪论处的人。（1 分） 

（4）虞犯。（1 分） 

（5）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1 分） 

二、论述题（共 15分） 

1.答：（1）个性心理特点 

需要特征；动机特征；法制观念；性格；能力。（5分） 

（2）认识特征。（2分） 

（3）情绪：情绪波动大，自我调节能力差。（2分） 

（4）情感特征:丰富细腻；（2分） 

（5）意志特征：意志受情绪影响大，带有明显情绪色彩；（2分）意

志薄弱，受他人暗示。（2分） 

三、案例分析题（共 20分）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