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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文件鉴定通用规范》的第8部分，旨在确立我国文件鉴定实验室进行印字形成先后鉴定

所必须遵循的通用鉴定程序和方法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行业的规范和有序运行。 

本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提出。 

本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杨旭、施少培、凌敬昆、钱煌贵、徐彻、卞新伟、孙维龙、奚建华、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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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墨时序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印字先后顺序鉴定中进行显微检验的步骤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文件鉴定中印字先后顺序的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SF/Z JD0201003-2010   

印章印文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印文特征的分类 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1 朱墨时序: 又称印字先后顺序。指文件系统要素中印迹（通常指印章印文和指印等）与文字（通

常指各种书写工具形成的手写文字和打印、复印工具形成的印制文字等）之间形成的先后次序。 

3.2 印字交叉部位: 指文件系统要素中印迹（通常指印章印文和指印等）与文字（通常指各种书写工

具形成的手写文字和打印、复印工具形成的印制文字）之间形成交叉、重叠的部分。印字形成交叉、

重叠是鉴别印字先后顺序的前提条件。 

3.3 朱墨时序鉴定: 又称印字先后顺序鉴定。指利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对文件系统要素中印迹（通常指

印章印文和指印等）与文字（通常指各种书写工具形成的手写文字和打印、复印工具形成的印制文字

等）交叉部位的墨迹分布状态及理化特性进行检验和分析，从而判断两者形成的先后次序。 

3.4 显微检验：指借助各种显微镜，对物体表面性状及微观结构等进行观察和分析判断。 

3.5 显微图像：指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微观图像。显微图像可以直接通过显微镜的目镜进行观察，也

可通过专用图像软件获取微观图像并在电脑显示屏上进行观察。 

3.6 显微图片：指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显微图像制作成的微观图片。显微图片

可以通过专用图像软件获取显微图像打印制作，也可采用显微照相的技术进行拍摄并打印或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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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显微特征：指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的或通过显微镜图片显示出的，被检测对象的微观形态的分

布特征。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是指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印字交叉部位印文墨迹和文字材料的色料

分布、显微结构、形态、颜色、光泽等特性，是判断印字先后顺序的主要依据。 

4 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 

印字交叉部位显微特征受印文材料和文字材料的理化特性，及文件的制作方法、形成条件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显微特征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在但不局限于以下几方面。 

4.1 先印后字的特征 

a) 印字交叉部位印文笔画连贯、完整； 

b) 印字交叉部位表面应呈现印文油墨被文字色料覆盖的现象； 

c) 印字交叉部位文字笔画可能出现收缩、渗散、中断等现象； 

d) 印字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可能出现被擦划、抑压、拖带等痕迹； 

e) 印字交叉部位文字色料可能出现如色料减浅、表面色泽变暗、无光泽等现象。 

4.2 先字后印的特征 

a) 印字交叉部位文字笔画连贯、完整； 

b) 印字交叉部位表面应呈现文字色料被印文油墨覆盖的现象； 

c) 印字交叉部位印文笔画可能出现收缩、中断或缺损等现象； 

d) 印字交叉部位印文色料不应出现被擦划、抑压、拖带等痕迹； 

e) 印字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可能出现如油墨变浅、表面颜色变亮、光泽增强等现象。 

5 检验步骤和方法 

5.1 检验原则 

5.1.1 遵循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程序 中规定的检验

/鉴定原则。 

5.1.2 根据无损检验优先的原则，首先应当采用常规的显微检验法。 

5.1.3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破坏性的检验方法，初检时禁止使用破坏性的检验方法。 

5.1.4 印字形成多部位交叉的，应对各交叉部位分别进行检验，相互验证、综合判断。 

5.1.5 可采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对检验结果进行实验验证，并逐步建立各类印文材料与文字材料交叉

部位的显微特征图片库。 

5.2 初检 

5.2.1 确定检材是否具备检验条件。 

a) 检验印迹与文字必须形成交叉。 

b) 交叉部位周围印迹和文字的墨迹分布均匀、完整，无明显的污损或破坏痕迹。 

c) 印字交叉部位明显重叠，最好有两处以上的交叉部位可供检验。 



SF/Z JD0201007-2010 

3 

5.2.2 观察和分析印迹与字迹交叉部位情况及与文件其它要素之间的关系。 

5.2.3 对印迹材料和文字材料的理化特性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其种类。 

5.2.4 根据印迹材料和文字材料的种类，确定检验方案，并选用合适的显微镜。常用的显微镜有： 

a) 低倍率的立体显微镜：放大倍率一般在 150 倍左右；照明方式包括：反射侧光、透射光、

垂直光等。 

b) 高倍率的材料显微镜：放大倍率可达1500倍左右；照明方式一般包括：反射侧光、垂直

光、同轴光、透射光、偏光等；视场有明场和暗场。 

5.3 显微检验法的检验要点 

5.3.1 针对检材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显微镜进行检验，通常应使用低倍率的立体显微镜和高倍率

的材料显微镜交叉进行检验。 

5.3.2 检验中应当遵循有关仪器的检验规范，并做好检验记录。 

5.3.3 检验中应针对检材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放大倍率，使用高倍率的材料显微镜进行检验时，

放大倍率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以得到最佳识别效果为原则。 

5.3.4 检验中应针对检材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光照方式及照射角度、光照强度等，如侧光、垂直

光、同轴光、偏光等光源的选择，在明场和暗场下分别进行比对分析。 

5.3.5 检验中注意根据不同放大倍率景深的变化，进行动态的分层检验，可将高放大倍率的各层图像

进行组合（某些显微镜具有自动或手动共聚焦功能），得到清晰的高倍显微图像，提高检验效果。 

5.3.6 印字交叉部位显微特性的分析要点。 

a) 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文字色料的连贯性、完整性分析； 

b) 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字迹色料显微分布状态的分析； 

c) 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字迹色料的表面颜色变化的分析； 

d) 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字迹色料的表面光泽变化的分析； 

e) 交叉部位手写字迹形成的压痕部位印文油墨的分布状态的分析； 

f) 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字迹色料的收缩、渗散、中断、堆积等现象的分析； 

g) 交叉部位印文或字迹笔画边缘墨迹分布、颜色、光泽等情况的分析； 

h) 交叉部位印文油墨表面有无被擦划、拖带、抑压等现象的分析； 

i) 注意对比分析交叉部位与未交叉部位印文色料和文字色料在颜色、光泽、墨迹分布等特性上

的变化情况。 

5.4 显微图片的制作。 

5.4.1 通过显微镜专用图像软件获取不同条件下的显微图像并进行合理编排制作成高分辨率的显微

图片。 

5.4.2 采用显微照相技术，用数码相机拍摄不同条件下的显微图像，并利用专门图像软件进行合理编

排制作成高分辨率的显微图片。 

5.4.3 必要时对反映出的有价值的显微特征在显微图片上进行标识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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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实验验证 

5.5.1 显微检验中，如对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尚不能准确把握的，可根据检材印文和文字的情况

进行模拟实验。 

5.5.2 用检材印文和文字的制作工具或与检材印文和文字制作工具相近的工具制作先字后印和先印

后字的实验样本。 

5.5.3 采用以上检验步骤和方法，对样本印文与文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进行分析、鉴别，并将有价

值的特征部位分别制作成显微图片供比对，必要时可进行盲样测试，以确保准确掌握印文与文字交叉

部位的细微特征。 

5.5.4 根据印字交叉部位显微特征的特性，将检材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与样本印字交叉部位的显

微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认将检材印字交叉部位显微特征的性质和价值。 

5.5.5 实验室平时也应根据常见的印文和文字材料类型建立显微特征图片库，为印字先后顺序鉴定的

实验验证提供基础数据库。检验时可将检材的显微特征图片与库中同类材料的先字后印和先印后字的

显微特征图片进行对比分析，最终为分析确认检材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的性质提供客观的依据。 

5.6 综合判断 

根据检材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的检验结果，必要时结合实验验证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检

材印字交叉部位显微特征的性质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价，最终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6 鉴定结论 

印字先后顺序鉴定的结论分为三大类共五种，其中确定性结论两种：先字后印或先印后字；倾向

性结论两种：倾向先字后印或倾向先印后字；无法作出鉴定结论。 

6.1 确定性结论 

作出确定性结论的，无论是先字后印还是先印后字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印字交叉部位完整、无影响检验效果的污染、破坏痕迹； 

b) 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反映明显，特征质量高，充分表现出先字后印或先印后字的特点； 

c) 有依据表明或通过实验验证，没有其它能够影响这些显微特征的因素存在； 

d) 检验结果与文件系统要素中的其它要素之间没有本质性的矛盾。 

6.2 倾向性鉴定结论 

作出倾向性结论的，无论是先字后印还是先印后字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印字交叉部位完整、无影响检验效果的污染、破坏痕迹; 

b) 印字交叉部位的显微特征反映较明显，特征价值较高，基本表现出先字后印或先印后字的特

点； 

c) 有依据表明或通过实验验证，基本没有其它能够影响这些显微特征的因素存在； 

d) 检验结果与文件系统要素中的其它要素之间没有本质性的矛盾。 

6.3 无法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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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b) 根据显微检验方法既不能作出明确性结论也不能作出倾向性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