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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像资料鉴定标准是由系列标准构成的标准体系。下面列出了这些标准的预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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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音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录音内容辨听规范
第 3 部分：语音同一性鉴定规范
c)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录像过程分析规范
第 3 部分：人像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物像鉴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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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声像资料鉴定中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声像资料鉴定中的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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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术语
SF/Z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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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音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语音同一性鉴定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录像过程分析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人像鉴定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物像鉴定规范

基本检验方法
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的基本检验方法有，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具体鉴定中，鉴定人

应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3.1

物理检验：通过观察，必要时借助放大或显微设备，对录像磁带等载体及录像设备的物理状态进

行检验和分析。
3.2

听觉检验：通过放音听辨，对录像中音频部分的总体情况、对话语音、背景声音及特殊信号（如

脉冲声、无音区等）进行检验和分析。
3.3

视觉检验：通过放像观察，对录像的总体情况、画面中的具体人、物情况、时间计时及特殊信号

（如突然闪烁等）进行检验和分析。
3.4

波形分析：借助一定的设备或软件，对录像中的音频和视频的波形信号（振幅与时间关系）进行

检验和分析。
3.5

频谱分析：借助一定的设备或软件，对录像中的音频和视频的频谱信号进行检验和分析，具体又

分三维语图（强度、频率和时间关系）分析和两维频谱（强度与频率关系）分析。
3.6

文件属性检验：通过一定的软件，对数字录像的文件属性进行检验和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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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磁迹检验：借助一定的设备或磁迹显示液，对录像磁带的磁迹分布进行检验和分析。

3.8

图像处理：通过一定的设备或软件，对录像中的某些视频片断或单帧画面进行处理，使需要的部

分更为清晰，便于进一步检验和分析。
3.9

录音处理：通过一定的设备或软件，对录像中音频部分的某些片段进行处理，压制不希望的声音，

突出需要的声音，便于进一步检验和分析。
3.10 语音分析：通过分析、比较，对录像中音频部分的语音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进行检验和分析。
3.11 画面分析：通过人、物外貌特征分析，对录像画面中人、物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进行检验和分析。
3.12 模拟实验分析(录制过程和录制设备分析)：通过声称的检材录像设备，录制设备操作（如“录
像”、“暂停”、“停止”等）产生的信号及设备固有的音频、视频本底噪声，将其与检材录像中出
现的特殊信号及音频、视频本底噪声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检材录像的录制设备、录制过程及特殊信
号的产生原因。
3.13 模拟现场分析：通过现场调查和录像，对检材录像中出现的人、物、声及一些特殊信号进行分
析。
3.14 模拟剪辑分析：针对怀疑为通过某种方式剪辑形成的检材录像，通过适当的设备或软件，进行
模拟剪辑实验，对剪辑点和剪辑录像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与检材录像进行比较。
4

鉴定步骤

4.1

准备

4.1.1

检查检材录像是否处于防删除状态。

4.1.2

检查检材录像是否适于播放。如发现录像有损坏，无法播放或播放可能产生破坏后果的，应及

时通知委托方，协商处理办法。如委托方要求鉴定人进行修复的，需提供书面授权。检材录像修复前
后的状态需记录或拍照固定。
4.1.3

检查委托方提供的检材录像的录制设备及附件是否完整，工作是否正常，是否适于放像和录像。

如发现提供的录像设备无法或不适于放像和录像的，应及时通知委托方，协商处理办法。如委托方要
求鉴定人进行修复的，需提供书面授权。如修复需要更换配件，导致录像设备状态变化的，鉴定人需
向委托方说明其后果，鉴定的结论有可能仅仅基于对检材录像的分析，而无法通过模拟实验分析对检
材录像的设备信息进行比对分析。录像设备修复前后的状态需记录或拍照固定。
4.2

检材录像的采集

4.2.1

采集方式

录像分视频和音频两部分信号,视检材录像和采集设备情况，可同时进行采集，也可分别进行采集。
(1) 连线采集：适用于模拟录像和数字录像的采集。通过连线连接放像设备和采集设备,将检材录
像的视频/音频转录为数字视频/音频。
(2) 计算机复制采集：适用于数字录像的采集。将检材录像复制到计算机，必要时通过适当的格
式转换软件,或用适当的播放软件放像进行单帧采集或屏幕采集,将检材录像的视频转换成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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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系统能够接受的格式。
(3) 音频分离：适用于视频和音频合一的数字录像。通过适当的视频编缉软件，提取音频通道信
号，形成独立的数字音频。
4.2.2

采集要求

(1) 选用录制检材的录像设备或高质量的放像设备或软件放像，必要时进行适当调节，保证最佳
输出；
(2) 选用高质量的连接线和转接头，连接线不易过长，接头紧密结合；
(3) 选用高质量的采集设备，并设置适当的采集参数；
(4) 采集的视频、音频文件格式应能够被分析系统所接受，或能够在不损失录像视频和音频质量
的情况下转换为分析系统所能接受的格式。
4.2.3

采集的录像文件（或独立的视频文件和音频文件）应进行惟一性标识。

4.2.4

必要时应对采集的录像进行检查或校验，保证其没有失真并适于分析。

4.3

检材录像的物理检验/文件属性检验
录像有模拟录像和数字录像两种方式，物理检验主要针对模拟录像，文件属性检验主要针对数字

录像。
4.3.1

物理检验的主要内容

(1) 检材录像磁带是否有机械拆卸、更换痕迹；
(2) 检材录像磁带是否有卷带、撕裂、拉伸、掉磁等现象；
(3) 检材录像磁带是否有剪接痕迹；
(4) 检材录像磁带的带长（走时）与磁带标称的带长（走时）是否相符；
(5) 检材录像磁带的规格、特性、导带长度和连接方式等是否与标称的磁带品牌相符。
4.3.2

文件属性检验的主要内容

(1) 检材录像的文件名、格式、大小、时长、帧频率、采样率、声道数、创建时间、修改时间等
文件属性信息；
(2) 检材录像与录像设备中的其他录像的文件属性的关系；
(3) 检材录像的文件属性与声称的录制情况是否存在矛盾。
4.4

检材录像的视觉检验、听觉检验和信号分析
综合应用视觉检验、听觉检验、波形分析和频谱分析等方法，通过看图像、听声音、测信号等方

式，对检材录像中的音频、视频和单幅画面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检验。
4.4.1

选用适当的播放方式和播放设置，高质量播放检材录像中的视频和音频，必要时采用单帧（场）

放像或提取单帧（场）画面图像。
4.4.2

必要时借助图像处理、录音处理等方法，改善检材录像中视频、音频和单幅画面的质量，突出

重点检验对象。
4.4.3

必要时借助语音同一性鉴定、人像鉴定、物像鉴定等方法辅助检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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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检验应结合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发现是否存在矛盾。

4.4.5

检材录像中的音频分析参照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第 1 部分：录音资料

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4.4.6

检材录像中单帧（场）画面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画面反映的内容、视场、角度等情况；
(2) 图像的清晰度、反差、密度、色调等情况；
(3) 图像缺陷及成像物边缘情况；
(4) 图像直方图分布；
(5) 成像物的亮斑、阴影、光强分布关系；
(6) 成像物透视关系；
(7) 成像物景深关系；
(8) 画面不同部分的相似度。
4.4.7

检材录像中视频分析的主要内容

(1) 检材录像与其前后录像的联系；
(2) 检材录像的总体情况，如录像方式、探头数、录像内容、人物、环境等；
(3) 时间计数的连续性；
(4) 帧数与时间的关系；
(5) 运动人、物的变化连续性；
(6) 固定物体的一致性；
(7) 色温、对比度、亮度的变化情况
(8) 光线（照）的变化情况；
(9) 画面的跳跃、闪烁情况；
(10)

录像起始和结束的画面及信号情况；

(11)

多探头录像的关联性和同步性；

(12)

录像画面与声音的关联性（如口型等）；

(13)

视频信号的波形和频谱分布情况；

(14)

视频信号与音频信号的波形和频谱的关联性（如是否同时出现脉冲等）
；

(15)

画面中光电器件缺陷导致的稳定的亮点和黑点情况；

(16)

其他与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有关的情况。

4.4.8

发现检材录像在画面和声音的连续性上有异常的，或检材录像中出现画面突然闪烁、跳动，信

号出现脉冲和丢失等现象的，或检验情况与检材录像形成陈述有矛盾的，或发现存在其他异常现象的，
对上述存疑部位进行标记（可用时间计数），分析其形成原因。视需要，通过模拟实验分析、模拟现
场分析等方法对检材录像进行进一步检验，分析其形成原因。
4.5

检材录像的模拟实验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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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通过声称的录制检材录像的设备，制作模拟实验样本。

4.5.2

模拟实验样本的制作要求

(1) 录制录像设备操作（如“录像”、“暂停”、“停止”等）产生的信号，特别是有可能导致检材
录像中某一特殊现象的操作信号，及设备本底噪声信号。同一信号应录制多次，以考察其稳
定性和变化情况；
(2) 视需要，改变录像设备的设置条件，考察其影响；
(3) 实验样本的录制条件应尽量与检材录像的录制条件保持一致；
(4) 对于数字录像设备，可通过录制实验样本考察其文件属性的变化规律。
(5) 按照采集检材录像的要求，将实验样本采集到计算机。
4.5.3

对检材录像与实验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可通过视觉检验、听觉检验、波形分析、频谱分析、文

件属性检验等方法，比较两者的异同。
4.5.4

对检材录像的形成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主要内容有：

(1) 检材录像是否声称的录制检材录像的设备所录制；
(2) 检材录像中出现的存疑现象和特殊信号是否声称的录制检材录像的设备所导致；
(3) 检材录像中出现的存疑现象和特殊信号是何种操作所导致；
(4) 检材录像中出现的存疑现行和特殊信号与声称的设备操作情况是否相符。
4.6

检材录像的模拟现场分析

4.6.1

模拟现场分析可通过现场调查或按照声称的检材录制条件录制样本进行分析。

4.6.2

模拟现场分析应取得委托方的配合。

4.6.3

模拟现场分析应与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密切结合，并针对检验中存疑的现象和信号。

4.6.4

对检材录像的形成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主要内容有：

(1) 检材录像中反映的环境与现场是否一致；
(2) 检材录像中反映的人、物透视关系、光照条件等是否可能在现场产生；
(3) 现场中的背景声和物体分布是否在检材录像中得到反映；
(4) 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与现场调查情况是否相符。
4.7

视需要，通过其他方法对检材录像中的存疑现象和信号进行分析，如磁迹分析、模拟剪辑分析等，

分析其形成原因。
4.8

综合评断

4.8.1

根据委托要求，结合案件情况及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对在检验过程中发现的各种现象及检验

结果进行系统分析，综合判断检材录像是否经过剪辑处理，并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4.8.2

综合评断的主要内容

(1) 检材录像的原始性情况；
(2) 检材录像中画面的合理性及视频和音频的连续性、关联性情况；
(3) 检材录像中的视频和音频是否有异常现象或特殊信号及对其形成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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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材录像的录制设备情况；
(5) 检材录像的检验结果与检材录像的形成陈述是否存在矛盾。
5
5.1

鉴定结论
检验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并分析为经过剪辑处理形成的，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检材录

像经过剪辑处理（必要时可注明存在的剪辑现象）。
5.2

检验未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并分析不存在通过现有技术手段无法发现的剪辑痕迹的，

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检材录像未经过剪辑处理。
5.3

检验未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或发现的异常情况能够得到合理解释，但尚不能完全排除存在

根据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发现的剪辑痕迹的，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未发现检材录像经过剪辑处理。
5.4

检验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并分析经过剪辑处理的可能性很大的，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倾

向认为检材录像经过剪辑处理。
5.5

检验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但异常情况基本能够得到解释，并分析经过剪辑处理的可能性

很小的，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倾向认为检材录像未经过剪辑处理。
5.6

检验发现检材录像存在异常情况，但无法判断其形成原因和性质的，在鉴定结论中对其部位和现

象进行客观描述。
5.7

根据检验结果和综合评断无法判断检材录像是否经过剪辑处理的，鉴定结论一般表述为：无法判

断检材录像是否经过剪辑处理。

6

SF/Z JD0304001-2010

第 2 部分

1

录像过程分析规范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声像资料鉴定中录像过程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声像资料鉴定中的录像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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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术语
SF/Z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程序

3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音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录音内容辩听规范

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语音同一性鉴定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人像鉴定规范

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物像鉴定规范

录像过程分析的关键技术和基本原则

3.1

关键技术
录像过程分析涉及到录像回放和采集、图像处理、图片制作等关键技术。

3.1.1

录像回放和采集是过程分析的基础，只有通过高质量的回放和采集才能充分再现原始的图像和

录音信息。
3.1.2

运用图像处理技术可以使不清晰图像的质量得到改善，以便能进行图像细节的观察和分析。

3.1.3

运用图片制作技术可以固定某些重要的图像，直观地展示重要的过程，使鉴定结论更具有说服

力。
3.2

基本原则

3.2.1

录像过程分析原则上应在采集或复制的录像上进行，不得直接对原始录像进行反复回放。

3.2.2

录像过程分析必须忠实于原录像内容，不得有联想性、推断性内容。

4

录像过程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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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准备

4.1.1

全面了解与录像过程有关的环境、人、物、事及争议的焦点等情况。

4.1.2

全面了解录像资料的有关情况，包括录制设备、录制方法、手段、技术参数及后期制作的情况

等，并详细记录。视需要，可要求委托方提供录制录像资料的录像设备、播放设备或软件。
4.1.3

明确鉴定要求，并详细了解委托方及当事人各方对与需要鉴定的过程有关的场景、人、物、事

等情况的陈述。
4.2

录像资料的审查

4.2.1

审查录像资料是否原始资料。如系复制的，要求委托方提供原始录像。

4.2.2

审查录像资料的防删除状态是否启动。如未启动，启动防删除状态。

4.2.3

审查录像资料的状况。如有损坏，应及时与委托方联系。

4.2.4

审查提供的录像资料的播放设备及附件是否完整。如有缺损，应及时与委托方联系。

4.3

录像资料的采集和处理

4.3.1

选用适当的放像设备或软件，进行放像采集，采集方法和要求参照 SF/Z JD0304001-2010

录

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录像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规范中的有关内容。
4.3.2

如图像质量较差，无法清晰辨识的，可通过适当的图像处理系统对其进行处理。

4.3.3

如录像资料中的语音不清晰的，可通过适当的录音处理系统对其进行处理。

4.4

录像过程的分析
通过对录像图像的动态分析、单帧画面的静态分析，同时结合对录像资料中语音的分析，对录像反

映的事件过程进行仔细的辨识和综合分析。
4.4.1

录像动态过程的分析

对一些重要的片断，可调整播放参数，采用慢速反复回放，必要时可进行逐帧图像回放进行仔细的
观察和分析。录像动态过程分析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录像画面中反映出的有关环境的动态转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2) 录像画面中出现的有关人物的动作、姿态的变化情况及相互关系；
(3) 录像画面中出现的有关物体的性质、所处位置、状态及其移动/变化的情况及相互关系；
(4) 录像画面中反映出的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以及与事件相关的环境、人、物的状
态及其移动/变化的情况及相互关系。
4.4.2

录像静态过程的分析

录像静态过程分析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单帧画面中的有关环境的状态、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2) 单帧画面中的有关人物的特征和动作、姿态的状态及相互关系；
(3) 单帧画面中的有关物体的特征和所处位置、性质、状态、数量等情况及相互关系；
(4) 对于录像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人物，可遵循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3

部分：人像鉴定规范进行同一性鉴定，确定不同场景出现的人物的相互关系；
(5) 对于录像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物体，可遵循SF/Z JD0304001-2010

录像资料鉴定规范 第4

部分：物像鉴定规范进行同一性鉴定，确定不同场景出现的物体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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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语音分析

(1) 注意分析录像反映出的有关人物的语音内容，及其与周围环境、人物动作、正发生的事件之间
的相互关系；
(2) 对于录像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人物的语音，可遵循SF/Z JD0301001-2010

录音资料鉴定规

范—第3部分：语音同一性鉴定规范进行同一性认定，确定不同场景出现的人物的相互关系。
4.4.4

录像过程的综合分析

(1) 将录像资料动态分析结果与静态分析结果相结合，对录像反映的事件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2) 将录像资料中出现的人、物、事及环境相结合，对录像反映的事件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3) 将录像资料中出现的人物与语音分析结果相结合，对录像反映的事件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4) 将录像过程分析与案件情况相结合，对事件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4.5

录像图片的制作
对录像过程中重要的图面应制作相应图片，主要采用以下方式。

4.5.1

采用高质量的打印设备制作。

4.5.2

采用专业的冲印设备制作。

4.6

结果整理

4.6.1

录像过程一般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并用时间记数标明各个过程。

4.6.2

整理的事件过程，描述要简略得当。与案件密切相关的重要过程描述要详尽，不重要的过程描

述可简略。
4.6.3

对于录像资料中出现的人、物、场所、环境等问题，应与委托方沟通，了解案件所涉的人、物、

场所等客观情况。如案件所涉人、物、地点等与录像资料中出现的人名、物名、地名等相同的，可采
用委托方提供的情况。
5
5.1

结果表述
分析结果一般只对委托方要求鉴定的过程进行客观描述。对于无法确定的过程，应在鉴定文书中

加以说明。
5.2

对于录像反映的重要过程，可用图片形式加以固定。

5.3

如整理的辨识（听）内容过长，也可采用附件的形式附于鉴定文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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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1

人像鉴定规范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声像资料鉴定中人像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声像资料鉴定中的人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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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1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术语
SF/Z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2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3.1

人像
人像是指声像资料中通过照相、摄像等手段记录的人体外貌形象。记录人像的客体包括人像照片

和人体录像两大类。
3.2

人像照片
人像照片是通过照相设备将人体外貌真实地记录在感光材料或其它数字记录媒介上形成的，它反

映的是人体外貌瞬时的静态形象。
3.3

人体录像
人体录像是通过录像设备将人体外貌记录在录像磁带或其它数字媒介上形成的，它反映的是人体

外貌的动态形象。
3.4

人像特征
人像特征是人体外貌各部分生长特点及其运动习惯的具体征象，是人像鉴定的具体依据。人像特

征分为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人体动态特征、人体特殊标记特征及人体着装、佩饰特征等。
4

人像特征

4.1

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

4.1.1

头部形态特征

头部是人体外貌的关键部分，在外形上分为脑颅和颜面两部分，因此头部形态特征可分为脑颅形
态特征和颜面形态特征。脑颅部的骨骼（额骨、颞骨、顶骨、枕骨）决定了头的整体形态、大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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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的长短等；颜面部的骨骼（颧骨、鼻骨、上颌骨、下颌骨）决定了脸部的具体形状和比例。在检验
侧面人像时，应注意枕骨的凹凸程度和颜面侧面轮廓形态。在检验正面人像时，既要注意分析颜面的
整体形态，又要注意分析发际线、颧部、面颊及下颌各部分的具体形态。
4.1.2

五官形态特征

（1）眼：由眼眶、眼睑、眼球三部分组成。眼眶决定了眼的大小，上眼睑、下眼睑及眼裂决定了
眼开闭时的形态，眼球有突出、凹陷等情况。根据眼睑缘形态，眼可分为直线型、三角型、圆型等类
型，各类型中眼有大、中、小，眼角有上翘、下翘、水平，眼皮有单层、双层、多层等形态。
（2）眉：起自眼眶上缘内角延至外角，内端称眉头，外端称眉梢。眉分上列眉、下列眉，上列眉
覆盖下列眉，两列眉相交成眉尖，形成眉的浓密处。眉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眉的走向、浓淡、疏密、长
短，以及眉尖、眉稍的具体形态等。
（3）耳：主要由耳轮、对耳轮、耳屏、对耳屏、耳垂构成。其主要特征表现在耳的外部轮廓形态、
大小、外张情况，及耳轮、对耳轮、耳屏、对耳屏、耳垂的具体形态、宽窄、厚薄，以及两耳的相对
位置等。
（4）口：主要由上唇、下唇、牙齿组成。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口的闭合形态、大小，上唇、下唇的
具体形态、厚薄程度，口角的走向，口裂线的形态，以及牙齿的形态、大小、排列状况、突出程度等。
（5）鼻：主要有鼻脊、鼻翼、鼻孔组成。其主要特征表现在鼻的外部轮廓形态、大小、高低，鼻
梁的宽窄、曲直、隆起状况，鼻尖的形态、大小、突起程度，鼻孔的形态、大小、仰俯情况，及鼻翼
的形态、大小等。
4.1.3

五官配置关系特征

五官的配置关系是指眼、眉、耳、口、鼻在颜面上的相对位置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包括五官的
位置关系和五官的比例关系。
（1）五官的位置关系指五官在颜面上的排列情况。检验时应特别注意眉、眼、耳对称关系，及眉
眼、鼻、口等相邻器官的排列关系等。
（2）五官的比例关系是指颜面上五官间的大小、长短、宽窄的比例关系。检验时应特别注意眉、
眼、鼻、口与颜面的横向比例关系，及前额、眉、眼、鼻长、耳长、下颌与颜面的纵向比例关系等。
4.1.4

胡须特征

胡须特征主要指胡须的生长方向、长短、浓淡、疏密、粗细等特点。
4.1.5

皱纹特征

皱纹特征主要是指皱纹的生长部位、走向、长短、深浅、粗细、条数及排列等情况。
4.2

人体动态特征
人体动态特征是指人体通过颈部与腰部、肩关节与髋关节等运动形成的人体各种习惯性的动作，

以及人体颜面在面部肌肉作用下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表情特征，它包括颜面动态特征和头部、四肢、腰
部习惯性的体态特征。
4.2.1

颜面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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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面动态特征即颜面的表情特征，指拍摄对象在被拍摄时习惯性的表情特点，如微笑、抿嘴、蹙
眉、忧郁等。
4.2.2

体态特征

体态特征是指人体在拍摄时头部、四肢、腰部习惯性的姿态。检验时应特别注意头部和四肢的姿
态及运动时的特点。头部姿态应注意头部的仰俯、右倾、左倾等情况；上肢姿态应注意两臂习惯性的
伸屈动作，手腕、手指习惯性的造型，及运动时的手势特征等。下肢姿态应注意拍摄时习惯性的立、
站、坐、蹲的姿态，及运动时的步态特征等。
4.3

人体特殊标记特征
人体外貌的特殊标记特征是由人体生理、病理及损伤等原因形成的人体解剖学特征异常和运动功

能异常特征。包括颜面特殊标记，如瘤、痣、斑、麻、斜眼、歪嘴、兔唇等；人体其他部位的特殊标
记，如缺指、多指、跛脚、驼背、曲臂等先天性的畸形或残缺；以及人体因外伤、疾病或人为性质形
成的纹身、疤痕、残疾等。
4.4

人体着装、佩饰特征
指拍摄对象的穿着习惯和常用佩带、装饰物等，如拍摄对象常穿的服装，常佩带的手表、戒指、

手镯、手链、耳环、项链等物品。
5

人像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人像鉴定是运用同一认定的原理和方法，因而和其他物证同一认定的方法一样，也包括分别检验、

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个基本步骤。
5.1

分别检验

5.1.1

对检材人像照片的审查

全面了解检材人像照片/录像的拍摄条件及后期制作过程、拍摄对象情况，以及有关案件情况。
5.1.2

样本的收集

（1）检材是人像照片时，应尽可能收集在拍摄时间、条件、构图等方面与检材照片相近的样本照
片，同时应注意收集这些样本照片的原始底片或数字图像；
（2）检材是人体录像时，注意收集录有被鉴定人的录像资料，以便利用丰富多彩的人体动态特征；
（3）需要时，应拍摄实验样本，通过控制拍摄条件及让被鉴定人变换姿态等方式，拍摄与检材人
像条件一致或相近的样本。
5.1.3

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的处理和制作
（1）对于模糊不清的样本人像，可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的图像制作成人
像图片/录像片段。
（2）将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复制或截图后，制成检材人像图片和样本人像图片，供比较检验使
用。制作时，应按等瞳距或相等的任意两侧量点间距作基准，将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制作
成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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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检材为录像时，尽可能截取不同角度的人像图片，以便能反映出更多的人像特征。
（4）对于录像反映出的动态特征，应分别截取检材录像与样本录像上反映出人体动态特征的片
断或图片，供比较检验使用。
5.1.4

人像特征的选取

人像特征是人像鉴定的具体依据，特征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人像特征包括整体特征、局部特征和细节特征，特征价值有高有低。一般来说，整体特征出
现率高，价值较低，如脸形特征等；局部特征和细节特征出现率低，价值较高，如特殊标记
特征等。
（2）在选取人像特征时，应以检材人像为主，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再细节的原则,注意选取特
征价值高的局部和细节特征。
（3）在选取人像特征时，应特别注意选择人像的特殊标记特征，如瘤、痣、斑、麻、斜眼、歪嘴、
兔唇、缺指、多指、跛脚、驼背、曲臂等，以及人体因外伤、疾病或人为性质形成的纹身、
疤痕、残疾等。
（4）在选取人像特征时，还应尽量利用那些习惯性的动态特征和特殊的个人着装、佩饰特征。
5.2

比较检验
比较检验的任务是将分别检验中选取的人像特征进行比对，找出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特征符合

点和差异点。比较检验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5.2.1

特征标示法

将检材与样本人像特征逐一直接进行比对，并标示出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通常用红色标识符
合特征，蓝色标识差异特征。
5.2.2

测量比较法

即在检材和样本人像上选取若干共同的测量点，然后选用适当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比较各测量
点之间的数值及比例关系，也可比较各连接线交叉组合成的几何形态及交叉角度等。
5.2.3

拼接比较法

用等大的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图片，选取两个相同的测量点连线，再沿连接线将对应的检材人像
和样本人像进行接合，观察其吻合程度。另外，也可在投影比对仪等专门仪器上进行拼接比对。
5.2.4

定位比较法

选用带网线的透明胶片或玻璃片覆盖于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之上，确定各人像特征的位置、大小、
相互间比例关系等。
5.2.5

重叠比较法

先将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制成等大的负片，然后用两负片进行透光重叠比较，或将两负片重叠曝
光再制成正片，观察其吻合程度。另外，也可在投影比对仪等专门仪器上进行重叠比对。
5.2.6

计算机图像比对法

人像的比较检验也可借助计算机，选用适当的图像软件，将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进行拼接、重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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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测量等综合的比对分析。
5.3

综合评断
综合评断是人像鉴定的关键步骤，是对比较检验中发现的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

异点作出客观的评断和合理的解释，并根据人像特征符合点或差异点总和的价值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5.3.1

对人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人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1）人体自然发育生长引起的人像特征的变化；
（2）人体伤病引起的人像特征的变化；
（3）化妆、整容等引起的人像特征的变化；
（4）死亡引起的人像特征的变化；
（5）拍摄条件、拍摄对象的姿态变化引起的人像特征的变化；
（6）照片/录像后期加工处理引起的变化。
5.3.2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一般情况下，出现率低的局部特征、五官细节特征，特殊标记特征，以及习惯性的动态特征，
其特征价值较高，是同一认定的主要依据；
（2）对每一个符合特征，不能仅从外部形态去分析，还必须从其具体的走向、大小、高低、长短
等细节特征，结合其对称的部分或相关联的部分综合分析，尽量提高每一特征的使用价值；
（3）应特别注意人像的特殊标记特征的符合情况，如瘤、痣、斑、麻、斜眼、歪嘴、兔唇、缺指、
多指、跛脚、驼背、曲臂等，以及人体因外伤、疾病或人为原因形成的纹身、疤痕、残疾等；
（4）应特别注意个人特殊的着装、佩饰特征的符合情况。
5.3.3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综合评断

根据对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结果，综合评断检材人像与样本
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最终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6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标准
在人像鉴定实践中，由于存在检材或样本所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的数量或质量等客观原因，其特征

的总体价值尚不能充分反映出同一人或不同人的外貌特点。在此种情况下，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鉴
定人可依据人像特征反映的客观情况，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反映出的人像特
征进行综合评断,作出非确定性结论（即推断性结论）。根据人像鉴定司法实践的需求，鉴定结论分为
确定性、非确定性和无法判断三类五种，即：肯定同一、否定同一；倾向肯定同一、倾向否定同一；
无法作出结论。
6.1
6.1.1

确定性结论
肯定同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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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外貌
特点；
（2）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
（3）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6.1.2

否定同一

（1）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存在足够数量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的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外貌
特点；
（2）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
（3）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6.2

非确定性结论

6.2.1

倾向肯定同一

（1）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存在较多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的价值基本反映了同一人的外貌特
点；
（2）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
（3）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6.2.2

倾向否定同

（1）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存在较多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的价值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外貌特
点；
（2）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
（3）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6.3

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1) 检材人像不具备鉴定条件；
(2) 样本人像不具备比对条件；
(3) 根据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的具体情况，经综合评断既不能作出确定性结论，也不能作出非确
定性结论。

7

鉴定结论的表述

7.1

鉴定结论的表述应准确全面，且简明扼要。

7.2

如样本所拍摄的对象是明确的，鉴定结论表述为“检材人像……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某人的

人像”。
7.3

如样本所拍摄的对象不明确的，鉴定结论表述为“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是或不是（或非确定

性）同一人的人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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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1

物像鉴定规范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声像资料鉴定中物像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声像资料鉴定中的物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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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1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术语
SF/Z JD0300001-2010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第2部分：声像资料鉴定通用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3.1

物像
特指声像资料中通过照相、摄像等手段记录的物体的外部形象。记录物体外部形象的客体包括物

体照片和物体录像两大类。
3.2

物体照片
物体照片是通过照相设备将物体外部形态记录在感光材料或其它数字记录媒介上形成的，它反映

的是物体瞬时的静态形象。
3.3

物体录像
物体录像是通过录像设备将物体外部形象记录在录像磁带或其它数字媒介上形成的，它反映的是

物体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形象或（多角度的）静态形象。
3.4

物像特征
物像特征是物体的构成特点及外部形态的具体征象，是物像同一性鉴定的具体依据。物像特征可

分为物体结构特征、物体功能性特征、物体形态特征、物体表面分布特征以及物体特殊标记特征等。
4

物像特征

4.1

物体结构特征
指构成物体的基本元素及其排列组合关系，如构成物体基本元素的各部分大小、长短、厚薄、宽

窄，及其排列组合和比例关系。物体结构特征可分为整体结构特征和局部结构特征。
4.2

物体功能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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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构成物体基本元素的各部分的功能性特点及其组合后形成的整体功能性特点。
4.3

物体形态特征
指构成物体基本元素的各部分的造型，及其组合后形成的整体状态。物体形态特征可分为整体形

态特征、局部形态特征和细微形态特征。
4.4

物体表面分布特征
指构成物体各部分表面具体的色泽、纹理分布、图文、符号等特点。

4.5

物体特殊标记特征
指物体在制作或使用过程中，在其表面形成的特殊记号、标记、残缺、破损及各种污染痕迹等。

5

物像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物像鉴定是运用同一认定的原理和方法，因而和其他物证同一认定的方法一样，也包括分别检验、

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个基本步骤。
5.1

分别检验

5.1.1

对检材照片/录像的审查

全面了解检材照片/录像的拍摄条件及后期制作过程，以及拍摄物体的有关情况。
5.1.2

样本物像的收集

（1）尽可能收集拍摄时间、条件、构图等方面与检材物像一致或相近的样本图片，同时注意收集
这些样本的原始底片或数字图像。
（2）如样本系实物的，通过控制拍摄条件和变换物体位置，拍摄与检材物像条件一致的样本物像。
5.1.3

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的处理和制作

（1）对于模糊的样本图片或录像资料，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的图像制作成
图片。
（2）将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复制或截图后，制成检材物像图片和样本物像图片，供比较检验使用。
制作时，应将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制作成等大物像。
（3）当检材为录像时，尽可能截取不同角度的物像图片，以便能反映出物像特征。
5.1.4

选择具有鉴定价值的物像特征

物像特征是物像同一性鉴定的具体依据，特征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物像特征包括整体特征、局部特征和细节特征，特征价值有高有低。一般来说，整体特征出
现率高，价值较低，如物体结构特征等；局部特征和细节特征出现率低，价值较高，如物体
特殊标记特征、物体表面分布特征及特殊形状特征等。
（2）在选择物像特征时，应以检材物像为主，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再细节的原则，注意选取特
征价值高的局部和细节特征。
（3）在选择物像特征时，应特别注意选择物体在制作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记号、标记、残缺、
破损及各种污染痕迹等特殊标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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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比较检验
比较检验的任务是将分别检验中选择的物像特征进行比对，找出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特征符合

点和差异点。物像特征的比较检验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5.2.1

特征标示法

即将检材与样本物像特征逐一直接进行比对，并标示出两者的符合点和差异点。通常用红色标识
符合特征，蓝色标识差异特征。
5.2.2

测量比较法

即在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上选取若干共同的测量点，然后选用适当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比较各
测量点之间的数值及比例关系，也可比较各连接线交叉组合成的几何形态及交叉角度。
5.2.3

拼接比较法

用等大的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选取两个相同的测量点连成线，再沿连接线将对应的检材物像和
样本物像进行接合，观察其吻合程度，也可在投影比对仪等专门仪器上进行拼接比对。
5.2.4

定位比较法

是用带网线的透明胶片或玻璃片覆盖于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之上，较精确地确定各物像特征的位
置、大小、相互间组合和比例关系。
5.2.5

重叠比较法

先将检材物像和样本物像制成等大的负片，然后用两负片进行透光重叠比较，或将两负片重叠曝
光再制成正片，观察其吻合程度，也可在投影比对仪等专门仪器上进行重叠比对。
5.2.6

计算机图像比对法

物像的比较检验也可借助计算机，应用特定的图像软件，进行拼接、重叠、定位、测量等综合的
对比分析。
5.3

综合评断
综合评断是物像鉴定的关键步骤，是对比较检验中发现的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

点作出客观的评断和合理的解释，并根据物像特征符合点或差异点总和的价值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5.3.1

对物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物像差异特征的分析应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拍摄条件的不同引起的变化；
（2）拍摄对象的状态不同引起的变化；
（3）图片后期加工过程中引起的变化；
（4）物体在留存过程中由于环境等因素引起的自然变化；
（5）物体在使用、保存过程中由于认为的因素引起的变化。
5.3.2

对物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物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一般情况下，某些局部形态和特殊形态特征、细微的表面分布特征，以及物体在制作和使
18

SF/Z JD0304001-2010
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标记特征，其特征价值较高，是同一认定的主要依据；
（2）应特别注意物体在制作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记号、标记、残缺、破损及各种污染痕迹
等特征的符合情况，这些特征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在物像同一性鉴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对每一个符合特征，不能仅从外部形态去分析，还必须从其具体的走向、大小、高低、长
短等细节特征，结合其对称的部分或相关联的部分综合分析，尽量提高每一特征的使用价值。
5.3.3

对物像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综合评断

根据对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结果，综合评断检材物像与样本
物像的特征符合和特征差异的总体价值，并最终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6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标准
在物像鉴定实践中，由于存在检材或样本所反映出物像特征的数量或质量等客观原因，其特征价

值尚不能充分反映出同一物体或不同物体的特点。在此种情况下，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鉴定人可依
据物像特征反映的客观情况，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反映出的物像特征进行综
合评断，作出非确定性结论（即推断性结论）。根据物象鉴定司法实践需求，物像鉴定的鉴定结论分为
确定性、非确定性和无法判断三类五种，即：肯定同一、否定同一；倾向肯定同一、倾向否定同一；
无法作出结论。
6.1

确定性结论

6.1.1

肯定同一

（1）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物体的外
形特点；
（2）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
（3）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6.1.2

否定同一

（1）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存在足够数量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的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物体的外
形特点；
（2）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
（3）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6.2

非确定性结论

6.2.1

倾向肯定同一

（1）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存在较多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的价值基本反映了同一物体的外形特
点；
（2）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
（3）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6.2.2

倾向否定同一

（1）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存在较多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的价值基本反映了不同物体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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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2）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
（3）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6.3

无法做出结论

6.3.1

检材物像不具备鉴定条件；

6.3.2

样本物像不具备比对条件；

6.3.3

根据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的具体情况，经综合评断既不能作出确定性结论，也不能作出非确定

性结论。
7

鉴定结论的表述

7.1

鉴定结论的表述应准确全面，且简明扼要。

7.2

如样本所拍摄的对象是明确的，鉴定结论表述为“检材物像……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某一物

体的物像。”
7.3

如样本所拍摄的对象不明确的，鉴定结论表述为“检材物像……与样本物像是或不是（或非确定

性）同一物体的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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