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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司规〔2020〕5号 

司法部关于印发《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

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

类定》已经司法部 2020 年 6月 19日第 23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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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物证类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执业活动，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

规定，结合司法鉴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物证类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物理学、化

学、文件检验学、痕迹检验学、理化检验技术等原理、方法和专门

知识，对文书物证、痕迹物证、微量物证等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

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第三条物证类司法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包括：文书物证的书

写人、制作工具、制作材料、制作方法，及其内容、性质、状态、

形成过程、制作时间等鉴定；痕迹物证的勘验提取，造痕体和承痕

体的性质、状况及其形成痕迹的同一性、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相

互关系等鉴定；微量物证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等鉴定。 

第二章文书鉴定 

第四条文书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文件检验学的理论、方法和专

门知识，对可疑文件（检材）的书写人、制作工具、制作材料、制

作方法、内容、性质、状态、形成过程、制作时间等问题进行检验

检测、分析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文书鉴定包括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篡改

（污损）文件鉴定、文件形成方式鉴定、特种文件鉴定、朱墨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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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文件材料鉴定、基于痕迹特征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基于材

料特性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文本内容鉴定等。 

第五条笔迹鉴定。包括依据笔迹同一性鉴定标准，必要时结合

笔迹形成方式的检验鉴定结果，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的

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或者是否出自于同一人。 

第六条印章印文鉴定。包括依据印章印文同一性鉴定标准，必

要时结合印文形成方式的检验鉴定结果，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

本之间的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或者是否出自于同一枚印章。 

第七条印刷文件鉴定。包括依据印刷方式鉴定标准判断检材是

何种印刷方式印制形成，如制版印刷中的凹、凸、平、孔版印刷等，

现代办公机具印刷中的复印、打印、传真等；依据印刷机具种类鉴

定标准判断检材是何种机具印制形成；依据印刷机具或印版同一性

鉴定标准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是否同一机具或同一印版

印制形成等。 

第八条篡改（污损）文件鉴定。包括依据变造文件鉴定标准判

断检材是否存在添改、刮擦、拼凑、掩盖、换页、密封、消退、伪

老化等变造现象；依据污损文件鉴定标准对破损、烧毁、浸损等污

损检材进行清洁整理、整复固定、显现和辨识原始内容等；依据模

糊记载鉴定标准对检材褪色记载、无色记载等模糊记载内容进行显

现和辨识；依据压痕鉴定标准对检材压痕内容进行显现和辨识等。 

第九条文件形成方式鉴定。包括依据笔迹形成方式鉴定标准判

断检材笔迹是书写形成还是复制形成；依据印章印文形成方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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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判断检材印文是盖印形成还是复制形成；依据指印形成方式鉴

定标准判断文件上有色检材指印是否复制形成等。 

第十条特种文件鉴定。包括依据特种文件鉴定标准判断检材货

币、证照、票据、商标、银行卡及其他安全标记等的真伪。 

第十一条朱墨时序鉴定。包括依据朱墨时序鉴定标准判断检材

上文字、印文、指印等之间的形成先后顺序。 

第十二条文件材料鉴定。包括依据文件材料鉴定标准对需检纸

张、墨水墨迹、油墨墨迹、墨粉墨迹、粘合剂等文件材料的特性进

行检验检测及比较检验等。 

第十三条基于痕迹特征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包括依据印章印

文盖印时间鉴定标准判断检材印文的盖印时间；依据打印文件印制

时间鉴定标准判断检材打印文件的打印时间；依据静电复印文件印

制时间鉴定标准判断检材静电复印文件的复印时间；依据检材某要

素的发明、生产时间或时间标记信息判断其文件要素的形成时间等。 

第十四条基于材料特性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包括综合运用光

谱、色谱、质谱等仪器检测分析技术，根据墨水墨迹、油墨墨迹、

墨粉墨迹、印文色料、纸张等文件材料的某种（些）理化特性随时

间的变化规律，依据相应的判定方法，分析判断检材的形成时间。 

第十五条文本内容鉴定。包括通过书面言语分析，判断检材文

本作者的地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属性；通过文本格式、内

容、书面言语特征等的比较检验，分析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

之间文本的相互关系等。 



5 

 

第三章痕迹鉴定 

第十六条痕迹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痕迹检验学的理论、方法和

专门知识，对痕迹物证进行勘验提取，并对其性质、状况及其形成

痕迹的同一性、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相互关系等进行检验检测、

分析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痕迹鉴定包括手印鉴定、潜在手印显现、足迹鉴定、工具痕迹

鉴定、整体分离痕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爆炸痕迹鉴定、火灾痕

迹鉴定、人体特殊痕迹鉴定、日用物品损坏痕迹鉴定、交通事故痕

迹物证鉴定等。 

第十七条手印鉴定。包括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

样本之间的指印是否同一；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

本之间的掌印是否同一；通过对检材指掌印的检验判断其形成过程。 

第十八条潜在手印显现。包括使用物理学、化学或专用设备等

方法显色增强潜在手印。 

第十九条足迹鉴定。包括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

样本之间的赤足印是否同一；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

样本之间的鞋、袜印是否同一。 

第二十条工具痕迹鉴定。包括通过勘查和检验判断检材线形痕

迹、凹陷痕迹、断裂变形痕迹等的形成原因；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

材线.形痕迹、凹陷痕迹、断裂变形痕迹等是否为某一造痕体形成。 

第二十一条整体分离痕迹鉴定。包括通过检验判断分离物体之

间是否存在整体分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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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枪弹痕迹鉴定。包括枪械射击弹头/弹壳痕迹检验、

枪弹识别检验、枪支性能检验、利用射击弹头/弹壳痕迹认定发射枪

支检验、利用射击弹头/弹壳痕迹认定发射枪种检验、枪击弹孔检验、

枪支号码显现，以及通过对枪击现场的勘查和检验分析，必要时结

合所涉射击残留物的理化特性检验检测结果，综合判断枪击事件中

痕迹的形成过程及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第二十三条爆炸痕迹鉴定。包括炸药爆炸力及炸药量检验、雷

管及导火（爆）索检验、爆炸装置检验，以及通过对爆炸现场的勘

查和检验分析，必要时结合所涉爆炸物的理化特性检验检测结果，

综合判断爆炸事件中痕迹的形成过程及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第二十四条火灾痕迹鉴定。包括通过火灾现场、监控信息等，

对现场烟熏痕迹、倒塌痕迹、炭化痕迹、变形变色痕迹、落化痕迹

以及其他燃烧残留物进行勘查和检验分析，必要时结合火灾微量物

证鉴定结果，综合判断火灾事故中痕迹形成过程及与事故之间的因

果关系等。 

第二十五条人体特殊痕迹鉴定。包括除手印、脚印外的其他人

体部位形成的痕迹鉴定，如牙齿痕迹鉴定、唇纹痕迹鉴定、耳廓痕

迹鉴定等。 

第二十六条日用物品损坏痕迹鉴定。包括运用痕迹检验学的原

理和技术方法，必要时结合所涉日用物品材料的理化特性检验检测

结果，对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物品、纺织物品、陶瓷物品、塑料

物品、金属物品等的损坏痕迹的形态进行勘查和检验分析，综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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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其损坏原因。 

第二十七条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包括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

定；交通设施安全技术状况鉴定；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车辆速度鉴

定；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等。非交通事故的相关鉴定可参照

本条款。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包括的具体项目内容如下： 

（一）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包括判断涉案车辆的类型（如

机动车、非机动车）；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进行检验；判断车辆相

关技术状况或性能的符合性（如制动系、转向系、行驶系、灯光、

信号装置等）。 

（二） 交通设施安全技术状况鉴定。包括对交通事故现场或

事故发生地点等相关区域进行勘查、测量；对路基、路面、桥涵、

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交通附属设施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检验（如

道路线形、护栏、标志、标线等）；判断事故相关区域交通设施的

技术状况或性能的符合性（如材料、设置位置、几何尺寸、力学性

能等）。 

（三） 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包括通过对涉案车辆唯一性检查，

对涉案车辆、交通设施、人员及穿戴物等为承痕体、造痕体的痕迹

和整体分离痕迹进行检验分析，必要时结合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法医学鉴定等结果，判断痕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如是否发生过接

触碰撞、接触碰撞部位和形态等）。 

（四） 车辆速度鉴定。运用动力学、运动学、经验公式、模拟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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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等方法，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和资料、视频图像、车辆

行驶记录信息等，判断事故瞬间速度（如碰撞、倾覆或坠落等瞬间

的速度），采取避险措施时的速度（如采取制动、转向等避险措施

时的速度），在某段距离、时间或过程的平均行驶速度及速度变化

状态等。 

（五）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基于以上交通事故痕迹物

证鉴定项目的检验鉴定结果，必要时结合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声像资料鉴定、法医学鉴定等结果，综合判断涉案人员、车辆、设

施等交通要素在事故过程中的状态、痕迹物证形成过程及原因等，

包括交通行为方式、交通信号灯指示状态、事故车辆起火原因、轮

胎破损原因等。 

第四章微量物证鉴定 

第二十八条微量物证鉴定简称微量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理化

检验的原理、方法或专门知识，使用专门的分析仪器，对物质的物

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进行检验检测和分析判断并提供鉴定

意见的活动。其中，物理性质包括物质的外观、重量、密度、力学

性质、热学性质、光学性质和电磁学性质等；化学性质包括物质的

可燃性、助燃性、稳定性、不稳定性、热稳定性、酸性、碱性、氧

化性和还原性等；成分组成包括物质中所含有机物、无机物的种类

和含量等。 

微量物证鉴定包括化工产品类鉴定、金属和矿物类鉴定、纺

织品类鉴定、日用化学品类鉴定、文化用品类鉴定、食品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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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物质类鉴定、爆炸物类鉴定、射击残留物类鉴定、交通事故微

量物证鉴定和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第二十九条化工产品类鉴定。包括塑料、橡胶、涂料（油漆）、

玻璃、陶瓷、胶黏剂、填料、化学试剂以及化工原料、化工中间体、

化工成品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

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条金属和矿物类鉴定。包括金属、合金、泥土、砂石、

灰尘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

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一条纺织品类鉴定。包括纤维、织物等的物理性质、化

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

别。 

第三十二条日用化学品类鉴定。包括洗涤剂、化妆品、香精香

料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

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三条文化用品类鉴定。包括墨水、油墨、墨粉、纸张、

粘合剂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

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四条食品类鉴定。包括食品的营养成分、重金属、添加

剂、药物残留、毒素、微生物等的检验检测。 

第三十五条易燃物质类鉴定。包括易燃气体、易燃液体和易燃

固体及其残留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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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六条爆炸物类鉴定。包括易爆物质及其爆炸残留物的物

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

验和种类判别。 

第三十七条射击残留物类鉴定。包括射击残留物的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

判别。 

第三十八条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包括交通事故涉及的油

漆、橡胶、塑料、玻璃、纤维、金属、易燃物质等的物理性质、化

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

别。 

第三十九条火灾微量物证鉴定。包括火灾现场涉及的易燃物

质类、化工产品类、金属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成分组成的检

验检测，以及上述材料的比较检验和种类判别。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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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目录 

序号 领域 分领域及项目 

01 文书鉴定 

0101 笔迹鉴定 

0102 印章印文鉴定 

0103 印刷文件鉴定 

0104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 

0105 文件形成方式鉴定 

0106 特种文件鉴定 

0107 朱墨时序鉴定 

0108 文件材料鉴定 

0109 基于痕迹特征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 

0110 基于材料特性的文件形成时间鉴定 

0111 文本内容鉴定 

02 痕迹鉴定 

0201 手印鉴定 

0202 潜在手印显现 

0203 足迹鉴定 

0204 工具痕迹鉴定 

0205 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0206 枪弹痕迹鉴定 

0207 爆炸痕迹鉴定 

0208 火灾痕迹鉴定 

0209 人体特殊痕迹鉴定 

0210 日用物品损坏痕迹鉴定 

021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 

021101 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 

021102 交通设施安全技术状况鉴定 

021103 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021104 车辆速度鉴定 

021105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 

03 微量物证鉴定 

0301 化工产品类鉴定 

0302 金属和矿物类鉴定 

0303 纺织品类鉴定 

0304 日用化学品类鉴定 

0305 文化用品类鉴定 

0306 食品类鉴定 
 

03 微量物证鉴定 

0307 易燃物质类鉴定 

0308 爆炸物类鉴定 

0309 射击残留物类鉴定 

0310 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0311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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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目录 

序号 领域 分领域及项目 

1 录音鉴定 

0101 录音处理 

0102 录音真实性鉴定 

0103 录音同一性鉴定 

0104 录音内容分析 

0105 录音作品相似性鉴定 

2 图像鉴定 

0201 图像处理 

0202 图像真实性鉴定 

0203 图像同一性鉴定 

0204 图像内容分析 

0205 图像作品相似性鉴定 

0206 特种照相检验 

3 电子数据鉴定 

0301 电子数据存在性鉴定 

0302 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 

0303 电子数据功能性鉴定 

0304 电子数据相似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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