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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旨在确立我国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检验步骤和方法，并且确保
行业规范运行。
本技术规范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归口。
本技术规范起草单位：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钱煌贵、杨旭、施少培、凌敬昆、 徐彻 、卞新伟、孙维龙、陈晓红、孙
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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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可见指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文件等客体上可见指印的同一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技术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技术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GA/T 144 《指纹专业名词术语》
SF/Z JD0201001－2010 第 1 部分《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3

术语及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第 1 部分《文件鉴定通用术语》中确立的术语，及以下规定的和引用的
GA/T 144《指纹专业名词术语》中的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3.1
指印
又称指纹。广义上泛指反映人手掌各部位乳突纹线分布特点的印迹，包括十指指印、指节印和掌
印等，鉴定实践中通常指十指指印的印迹。
3.2
文件
又称文书。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使用的各种公文、合同、契约、书信、字据、证照等材料
的总称。
3.3
可见指印
无需技术显现，通过目测或借助放大镜即可观察到的有色加层或减层指印。
3.4
检材指印
检材上需要鉴定的指印。
3.5
样本指印
样本上供比较、对照的指印，包括：十指指印和单指指印等。
3.6
乳突线
真皮乳突层乳突成行排列所组成的线状结构以及覆盖其上的表皮凸起线状结构。
3.7
沟纹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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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凸起纹线相间的凹陷纹线，又称犁沟线或小犁沟。
3.8
可见指印纹线
沾附有色介质的手指乳突纹线遗留的、且与承受体存在反差的介质反映形象。
3.9
指印纹型
指根据手指所留纹线的整体结构划分的指印纹线分布的基本类型的总称，通常分为斗型纹、箕型
纹、弓型纹、混杂型纹四种基本纹型：
3.9.1
斗型纹
内部花纹由一条以上的环形线、螺形线、曲形线组成，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三角。斗型纹根据中
心纹线结构不同，分为环形斗、螺形斗、绞形斗、双箕斗、曲形斗、囊形斗、杂形斗。
3.9.2
箕型纹
内部花纹由一条或一条以上箕形线组成，具备三个系统且有一个三角位于箕枝的相对一侧。箕型
纹又分左箕纹和右箕纹，或正箕纹和反箕纹。
3.9.3
弓型纹
花纹由上部的弓形线和下部的直形线、弧形线、波浪线等组合而成。弓型纹又分弧形纹和帐形纹。
3.9.4
混杂型纹
凡弓箕斗单一纹型所不能包括，由两种纹型混合组成的花纹，或结构杂乱无法归入弓箕斗型纹的
花纹。
3.10
指印特征
由指纹纹线的一般特征、细节特征以及印面特征组成的指印反映形象的总称。
3.11
指印纹线一般特征
由指纹纹型、纹线形态和流向等组成的指印反映形象。具体有：
3.11.1
纹型特征
由内部花纹、外围线、根基线、三角等组成的指印反映形象。
3.11.2
内部花纹
居于花纹中心部位的纹线。即被三角上部支流和下部支流包围的全部纹线。
3.11.3
外围线
从上面和侧面包围着内部花纹的弓形线体系。
3.11.4
根基线
内部花纹和两侧外围线下部的横行纹线体系。
3.11.5
三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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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不同流向的纹线汇合之处，形成类似三角的区域。
3.11.6
纹线流向特征
乳突线痕迹延伸的方向。
3.12
指印纹线细节特征
由乳突线的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钩、小眼、小桥、小点、小棒、汗孔、细点线等组成的
指印纹线的反映形象。
3.12.1
起点、终点
按顺时针方向，纹线的起端称起点，纹线的终端称终点。
3.12.2
分歧线、结合线
按顺时针方向，一条乳突线分叉成两条或两条以上乳突线称分歧线；反之，两条或两条以上乳突
线汇合成一条乳突线称结合线。
3.12.3
棒形线（短线）
长度大于 2mm，小于 10mm 的纹线。
3.12.4
眼形线
纹线中途分叉后又结合组成眼状的纹线。
3.12.5
桥形线
连接相邻两条纹线之间的斜形短线。
3.12.6
钩形线
一头连接一条纹线的斜形短线。
3.12.7
细点线
由一组细小的皮肤结缔组织组成的不连续分布线。
3.12.8
小点
长度大于 1mm、小于 2mm 的独立的乳突结构。
3.13
指印印面特征
由指印纹线的有色介质、其它附着物及由变异产生的形态等构成指印痕迹反映形象的总称。包括：
积墨特征、漏白特征、边缘特征、介质特征和变异特征等。
3.14
一次性捺印
指同一手指连续捺印形成两枚或两枚以上的指印。
3.15
追踪线
用以确定指印各区域细节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一条或数条较清晰的不间断指印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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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追迹线
从左三角的下部支流开始，沿着这条支流向右三角方向追迹，用来测定左右三角之间关系的纹线。
3.17
骑缝指印
捺印在纸张分折处或跨两纸以上侧边区域捺印的有色指印。文件上除了骑缝指印外，还常有骑缝
签名、骑缝印文等，用来增强保真防伪作用。
4

指印鉴定的受理

4.1

检材与样本指印的审查

4.1.1 在受理指印鉴定之前应首先了解有关案情，根据委托内容，明确鉴定目的和要求，同时应确认
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
4.1.2 初步检验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并且根据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的具体情况以及鉴定的目的和要
求，确定是否受理或暂缓受理。对确定受理的案件应进行登记，并签订委托鉴定协议书。
4.2

样本指印的提取

4.2.1 样本指印的提取应选择或参照资料性附件 B 中规定的《指印提取表》式样进行提取。
4.2.2 样本指印的提取分为滚动捺印、平面捺印和局部捺印三种。应依据检材指印情况，灵活选取与
检材指印相适应的滚动（左右滚动、前后滚动）捺印、平面捺印或局部捺印方式。
4.2.3 鉴定机构提取样本指印时，建议选择资料性附件 B 中规定的《指印提取表》式样，使用专用
的指印捺印油墨进行提取。
4.2.4 提取的样本指印应全面反映指印的纹线特征，捺印指位和区域能够满足鉴定的要求。
4.3

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的保存

4.3.1 对留有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的文件，应妥善存放，防水防潮，防止纸张折叠以及与相邻物品摩
擦。
4.3.2 对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应选择采用照相、摄像或扫描等方式进行复制提取，以电子文件形式
保存，并按照以下“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的标识”方法进行惟一性标识。对易于脱色、褪色的指印，
在复制提取后如果需要，还应采取适合的方法对检材原件加以固定保存。
5

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的标识

5.1

对检材指印进行标识

5.1.1 检材指印标识可采用“案号+检材标识+编号+序号”进行。大写字母“JC”代表“检材”；阿拉伯数
字“1、2、3……”代表“编号”；“-1、-2、-3……”代表“序号”。案号既可统一标示在《指印特征比对表》
右上角，也可标示在检材标识之前。
5.1.2 对检材上只有一枚指印的，直接用“案号+检材标识”。
5.1.3 对不同检材上各有一枚需检指印的，可采用“案号+检材标识+编号”方式进行标识，如
“2013001JC1、2013001JC2、2013001JC3……”。
5.1.4 对只有一份检材且同一检材上存在多枚指印的，可采用“案号+检材标识+序号”方式进行标识，
如“2013001JC-1、2013001JC-2、2013001JC-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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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对多份检材且同一检材上存在多枚指印的，可采用“案号+检材标识+编号+序号” 方式进行标
识 ， 如 “2013001JC1-1 、 2013001JC1-2 、 2013001JC1-3……” 、 “2013001JC2-1 、 2013001JC2-2 、
2013001JC2-3……”。
5.2

对选取的样本指印进行标识

5.2.1 样本指印标识可采用“案号+样本标识+编号+指名+序号”进行。大写字母“YB”代表“样本”；阿
拉伯数字“1、2、3……”代表“编号”；指名既可用中文，也可用大写英文缩写标识，如“右手食指（或
RI）”、“左手拇指(或 LT)”；“-1、-2、-3……”代表“序号”。
5.2.2 对只有一枚样本指印的，直接用“案号+样本标识”进行标识。
5.2.3 对只有一人样本指印且指名明确的，用“案号+样本标识+指名”进行标识，如“2013001YB 右手
食指”。
5.2.4 对有多人样本指印且指名明确的，用“案号+样本标识+编号+指名”进行标识，如 “2013001YB1
右手食指、2013001YB2 右手食指、2013001YB3 右手食指……”。
5.2.5 对只有一人多枚样本指印且指名不明确的，用“案号+样本标识+序号”进行标识，如
“2013001YB-1、2013001YB-2、2013001YB-3……”。
5.2.6 对有多人多枚样本指印且指名不明确的，用“案号+样本标识+编号+序号”进行标识，如
“2013001YB1-1 、 2013001YB1-2 、 2013001YB1-3……” 、 “2013001YB2-1 、 2013001YB2-2 、
2013001YB2-3……”。
6

识别指印特征方法和原则

6.1

识别指印特征的方法

6.1.1 目测：在自然光或其它光源下，通过目测或借助放大镜进行观察和辨认。
6.1.2 显微检验：对于通过目测难以辨别的特征，可借助显微镜进行观察和识别，具体操作应按相应
仪器的检验规程进行。
6.1.3 仪器检测：对于模糊指印可用视频光谱仪（或多波段光源）进行检验，获得清晰的显示结果。
6.1.4 测量：用具备测量功能的工具对指印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比例关系等进行测量。
6.1.5 专用指印比较仪：用专门进行指印比对的仪器对指印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系统的比较、测
量、标识和分析等。
6.1.6 理化分析仪器：用以确定指印介质的理化特性，包括视频光谱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激
光拉曼光谱仪、扫描电镜/X 射线能谱仪等，具体的操作应按相应仪器的检验规程进行。
6.1.7 实验分析：对一些难以确定的特征可根据检材形成的条件进行模拟实验分析。模拟实验分析应
在鉴定文书中说明。
6.2
6.2.1

识别指印特征应遵循的原则
客观原则

对检材指印特征的确定，应以检材实物原件为依据，必须事实求是，不能主观臆断，必要时可通
过模拟实验进行分析确认。
6.2.2

全面原则

对检材指印的检验应细致、全面，完整，并且尽可能地找出全部可识别的指印特征。模糊指印中
各区域识别的指印细节特征，如果追踪线连贯，可视为同一整体。
5

SF/Z JD0202001——2015
6.2.3

次序原则

识别指印特征应首先检验内部花纹区域，然后检验根基和外围纹线区域；针对检材指印和样本指
印，首先检验检材指印，待完成全部检材指印特征识别后，再检验样本指印，以防先入为主。
7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7.1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原则

7.1.1 指印鉴定应当制作《指印特征比对表》，《指印特征比对表》是指印鉴定文书应有的组成部分。
7.1.2 《指印特征比对表》根据比对的内容，分为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比对、检材指印之间的比对或
样本指印之间的比对。
7.1.3 在拍摄、
扫描或复印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时，应保持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等比例大小且不失真，
必要时应加上比例尺或度量标识，表明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相对规格。
7.1.4 选取的样本指印应当全面且相对清晰，在数量和质量上以能满足鉴定需求为准。
7.2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步骤和方法
在制作《指印特征比对表》之前，应对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进行初步的检验，以确定需要选取的
样本指印。
7.2.1

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的复制

7.2.1.1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应当清晰，能真实反映检材和样本指印的原貌及其细节。
7.2.1.2 检材和样本指印的复制，
建议使用扫描复制的方法，并根据指印大小设置适当的图像分辨率,
以便能清晰观察指印细节特征。
7.2.1.3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应保持原有色调，对其色调一般不作调整，但如在复制过程中已经造
成指印偏色，可参照原始指印作适当调整，尽可能保持与原始指印色调一致。
7.2.1.4 如纸张背景、复制条件等因素导致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不能凸现，可对其亮度和对比度作
适当调整，但反差不宜过大，以既能清晰显示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细节特征，又能反映出纸张等文
件载体的情况为佳。
7.2.1.5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可作适当的等比例调整，但不能对检材和样本指印作单向调整或不等
比例调整，防止指印变形；指印规格有调整的，建议加上比例尺或度量标识。
7.2.1.6 检材与样本指印大小规格不同时，要特别注意在复制过程中保证等比例复制，应加比例尺或
度量标识，表明检材与样本指印相对规格。
7.2.2

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的编排

7.2.2.1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指印在《指印特征比对表》上的编排格式通常采用左右或上下格式进行编
排，一般左（或上）为检材指印，右（或下）为样本指印。
7.2.2.2 《指印特征比对表》中检材和样本指印应编排整齐，并保持适当的间距，便于标号分析。
7.3
7.3.1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标识原则和标识方法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标识原则

7.3.1.1
7.3.1.2

《指印特征比对表》应在醒目位置对其进行惟一性标识。
对选取的检材和样本指印应标明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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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指印特征比对表》中，应对检材指印的指印特征进行标示；样本指印的指印特征应根据鉴
定意见的具体情况进行标示。必要时应对特殊的指印特征进行文字说明。
7.3.1.4 检材指印特征的标示既要客观全面，也应避免过度标示导致指印特征标示线对识别指印特征
的干扰。当检材指印特征数量较少（少于 10 处）时，应全部进行标示；当检材指印特征数量多时，建
议标示的指印特征数量可不超过 20 处。
7.3.1.5 《指印特征比对表》应标明制作人、制作时间，并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确认。
7.3.2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标识方法
《指印特征比对表》应进行惟一性标识，可在《指印特征比对表》右上角用“鉴定文书编号”进
行标识。
7.3.3

选取的检材和样本指印的标识

7.3.3.1
7.3.3.2
7.3.4

检材指印的标识，见 5.1。
样本指印的标识，见 5.2。

指印特征的标识及要求

对比较检验中发现的有价值的指印特征，应在作为检验记录的《指印特征比对表》中逐一进行标
示，检材指印图片应完整，原则上不得随意裁切，如确需对局部指印特征进行裁切标示的，应标明其
出处。建议保存未对指印特征进行标示的《指印特征比对表》，以便对照复核用。
7.3.4.1
7.3.4.2
7.3.4.3
7.3.4.4
7.3.4.5
7.3.4.6
7.3.4.7
7.3.4.8
扰。
7.3.4.9
8

检材和样本指印两者放大应同倍，一般以原物的 3 至 6 倍为宜。
一般用与指印颜色反差较大的有色线条划定标线。
标线应呈放射状，分布均匀，标线之间不得交叉。
选择与指印色泽强反差的颜色标示相同或相近的指印特征。
用蓝色标号标示不同或变化的指印特征。
对有疑问或难以确定的指印特征，可用“？”进行标号。
对应标号应一致，并且按顺时针方向标示，建议从一点钟附近的位置作为起始点。
指印特征标示既要客观全面，又要简明扼要，标示的标线和标号不能对辨识指印特征造成干
对各种指印特征进行标示时，建议使用附录 A“指印特征标示符号表”中的标示符号。

检验步骤和方法

8.1

准备

8.1.1 指印检验常用设备
指印检验常用设备有：
1） 放大镜及刻度尺、比例尺、10×测量倍率计等；
2） 体视显微镜；
3） 高倍率立体显微镜；
4） 比较显微镜或指印专用比对仪；
5） 视频光谱仪、多波段光源；
6） 其他专用的仪器或软件。
8.1.2

样本指印的提取材料或设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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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指印的提取材料或设备有：
1） 专用指印捺印油墨（墨盒）；
2） 专用掌印捺印油墨（墨盒）；
3） 专用指印捺印提取仪。
8.1.3

样本指印的提取

样本指印的提取应按照 4.2 要求进行，捺印的样本指印应清晰、全面。且需填写捺印人的基本情
况，并且需捺印人、提取人及在场人签字确认。
8.2

对检材指印的检验

8.2.1 检材不是原件的，继续；检材声称是原件的，转 8.2.2 继续。
1） 分析检材的复制方法；
2） 分析检材指印是否清晰，指印特征能否得到全面反映；
3） 综合分析检材的复制方法是否会对检材指印特征造成本质的影响。
a) 如能造成本质影响的，到 9.1.3；
b) 如不会造成本质影响的，到 8.2.3 继续。
8.2.2

分析确定检材指印的形成方式

1） 分析检材指印是否采用盖印、打印、复印等方式复制形成，如确定检材指印是复制形成的，
可直接做出检材指印不是捺印形成的鉴定意见，并说明其具体的形成方式；
2） 确定检材指印是捺印形成的，继续。
8.2.3

确定检材指印是否具备鉴定的条件

1） 不具备鉴定条件的，转 9.1.3；
2） 检材具备鉴定条件的，继续。
8.2.4

对骑缝指印的检验

1） 对接比较检验：对接骑缝指印的纹线,比较骑缝缘的长度、介质的色泽、纹线的粗细和流向；
2） 对单块骑缝指印分别进行检验，确定其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8.3

对样本指印的检验

8.3.1 没有提供样本指印的，则要求被鉴定人捺印指印样本。
1） 首先捺印清晰的十指样本指印，以便能全面反映指印区域及特征；
2） 其次根据检材指印的捺印条件，模拟捺印样本指印。
8.3.2 样本不是原件的，继续；样本是原件的，到 8.3.3 继续。
1） 确定样本的复制方法；
2） 分析样本指印是否清晰，指印特征能否得到全面反映；
3） 综合分析样本的复制方法是否会对样本指印特征造成本质的影响。
8.3.3 初步判断样本是否存在比对的条件。
1） 样本指印不具备比对条件的，要求补充样本。
a) 能补充样本的，到 8.3.2 继续；
b) 不能补充样本的，到 9.1.3。
2） 样本指印具备比对条件或具备一定程度比对条件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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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对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特征逐一进行比较检验

8.4.1 指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见 7。
8.4.2 指印特征比对的方法：
1） 标示比对：对观察到的检材和样本指印特征在特征比对表中标示，并且进行比较检验；
2） 重叠比对：将检材和样本指印直接重叠进行比较，观察相互间的吻合程度；
3） 几何图形比较：将检材和样本指印的特征点进行连线，对构成的图案结构、形状进行比较；
4） 仪器比对：利用专门的比对仪器，对检材和样本指印进行系统的比对。
8.5
8.5.1
8.5.2
8.6
8.6.1
8.6.2
8.6.3
8.7

指印特征数量的统计分析
分析检材与样本指印相同特征的数量。
分析检材与样本指印差异或变化特征的数量。
指印特征质量的评价
检材和样本指印符合特征价值的评价。
检材和样本指印差异特征价值的评价。
检材和样本指印变化特征形成的原因。
对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特征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断

8.7.1 综合判断检材指印特征是否具备作出鉴定意见条件。
1） 如不具备鉴定条件，到 9.1.3 继续；
2） 具备鉴定条件的，继续。
8.7.2 综合判断样本指印是否具有比对条件。如样本指印不具备比对条件或比对条件较差，则要求补
充样本。
1） 能补充样本的，转 8.3.2 继续；
2） 不能补充样本的，到 9.1.3 继续。
8.7.3 对检材和样本指印特征中符合特征、差异特征进行综合评断，
对变化特征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
根据特征总和的质量作出相应的鉴定意见。
8.8 根据鉴定要求，可进一步评断多枚检材指印之间或多枚样本指印之间是否存在一次性捺印形成的
现象
8.8.1 分析多枚指印在印面特征上是否反映出特定的阶段性特征。
1） 如果没有反映出特定的阶段性特征，则终止；
2） 如果反映出特定的阶段性特征，继续。
8.8.2 分析这些印面阶段性特征是否反映出连续性规律和特点。
1） 如果没有反映出连续性规律和特点，则终止；
2） 如果反映出连续性规律和特点，继续。
8.8.3 分析是否有其它能够影响这些印面阶段性特征的因素存在。
1） 如果有可能存在，则需进行验证。
a) 验证证实存在的，则终止；
b) 验证证实不存在的，则继续。
2） 如果没有其它可影响这些阶段性特征的因素存在，继续。
8.8.4 综合评断反映出的这些印面阶段性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反映出连续捺印的特点。
1） 如果反映出连续捺印的特点，到 9.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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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不足以反映出连续捺印的特点，则到 9.1.3。
9

鉴定意见的种类和表述

9.1

鉴定意见的种类

9.1.1

肯定同一
肯定同一，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检材和样本指印特征一般特征符合；
2） 检材和样本指印有足够数量的细节特征符合，特征总和反映了同一人捺印的特定性；
3） 检材和样本指印没有明确的细节特征差异，若有可疑的变化特征需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9.1.2

否定同一

1） 检材与样本指印特征一般特征不同。
2） 检材与样本指印细节特征不符，特征的总体价值反映了非同一人捺印的特定性。
9.1.3

不能作出鉴定意见

1） 检材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2） 样本指印不具备比对条件的。
9.1.4

多枚指印是一次性捺印形成

1） 多枚指印在印痕墨迹的分布特征上反映出连续捺印的阶段性特征，且；
2） 没有其它能够影响这些印迹阶段性特征的因素存在。
9.2

鉴定意见的表述

9.2.1 当样本捺印人确定，且出具认定结论的，鉴定意见表述为：“检材指印是样本捺印人的何指捺
印形成”
，或“检材指印是样本捺印人的何指所留”。
9.2.2 当样本捺印人确定，且出具否定结论的，鉴定意见表述为：“检材指印不是样本捺印人捺印形
成”
，或“检材指印不是样本捺印人所留”。
9.2.3 当样本捺印人不确定，且出具认定结论的，鉴定结表述为：
“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是同一人捺
印形成”，或“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是同一人所留”。
9.2.4 当样本捺印人不确定，且出具否定结论的，鉴定结表述为：
“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不是同一人
（同一手指）捺印形成”，或“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不是同一人（同一手指）所留”。
9.2.5 当检材或样本指印系复制件时，认定的鉴定意见表述为：“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是出自同一人
（某手指）”；否定的鉴定意见表述为：“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不是出自同一人（某手指）”。
9.2.6 当检材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但样本捺印人确定时，鉴定意见表述为：“无法确定检材指印是
否样本捺印人捺印形成”，或“无法确定检材指印是否样本捺印人所留”。
9.2.7 当检材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样本捺印人不确定时，鉴定意见表述为：“无法确定检材指印与
样本指印是否同一人捺印形成”
，或“无法确定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是否同一人所留”。
9.2.8 当两枚或两枚以上检材指印认定是一次性捺印形成的，鉴定意见表述为：“检材指印 1、检材
指印 2……均是(同一手指)一次性捺印形成”
。
9.2.9 当两枚或两枚以上检材指印认定是一次性捺印形成，并且检材指印分别处于署期不同文件上
的，鉴定意见表述为：
“检材 1 指印、检材 2 指印……均是(同一手指)一次性捺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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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印鉴定意见书》的要求

10.1 包含要素
《指印鉴定意见书》的书写格式应符合司法鉴定文书规范性要求。通常应包括以下要素：
a) 序言部分；
b) 检验过程；
c) 分析说明；
d) 鉴定意见；
e) 落款；
f) 附件。
10.2 要素书写要求
10.2.1

序言部分

10.2.1.1
10.2.1.2
10.2.1.3
10.2.2

标题：写明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和文件名称。
编号：写明司法鉴定机构缩略名、年份、专业缩略语、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
基本情况：写明委托人、案情摘要、鉴定材料、鉴定事项、鉴定日期等内容。

检验过程

10.2.2.1 写明鉴定实施过程和科学依据，包括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所用观察检验设备，检材指印
的原始状态以及发现的指印特征数量，样本指印情况等。
10.2.2.2 写明对委托人提供的检材和样本指印之间进行比较检验后得出的客观结果，并且用《指印
特征比对表》的形式进行附注。
10.2.3

分析说明

即综合评断过程。写明检材指印、样本指印之间符合或差异特征的数量和质量的情况，分析形成
鉴定意见的依据。
10.2.4

鉴定意见

应当明确、具体，表述规范，详见 9.2 鉴定意见的表述。
10.2.5

落款

司法鉴定人、授权签字人签名或盖章，写明司法鉴定人的执业证证号，并且注明文书的制作时间。
10.2.6

附件

《指印特征比对表》等。
10.3 《指印鉴定意见书》附件的要求
10.3.1 检材和样本全貌复制件或全貌拍摄图片，并且分别进行惟一性标识。全貌复制件或拍摄图片
中能够清晰反映指印所处的位置。
10.3.2 制作的《指印特征比对表》应符合“7 指印特征比对表制作规范”要求。
10.3.3 肯定同一结论的，应附标示了检材与样本对应指印特征的指印特征比对图片。
10.3.4 否定同一结论的，应附标示了检材指印特征的标号图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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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无法作出鉴定意见的：当检材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时，应该尽可能标示检材指印中的稳定特
征，样本指印特征可不作标示；当样本指印不具备比较条件时，应标示检材指印特征，样本指印中的
稳定特征可作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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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指印特征标示符号表
标示符号
名称

标示说明
图示

标线

指印纹线特征比较中，用于标示指印特征点至标号之间的连线。
1、2……

标号

①、②……

用于对指印纹线特征进行编号。

A、B……
指印印面特征比较中，用于单个指印积墨特征、漏白特征位置

单箭头

标示。

指印印面特征比较中，用于指印积墨特征、漏白特征位置、形

单框

态标示。

不规则双框

用于指印印面特征区域标示。

1↑、2↑……
标号加箭头

①↑、②↑……
A↑、B↑……

不规则虚线

指印印面特征比较中，用于一组或多组指印积墨特征、漏白特
征、边缘特征位置、形态的对应标示。

指印印面特征比较中，用于指印边缘特征位置、形态标示。

圈点

⊙

问号加标号

？、？1、……

定位标志。指印印面特征检验中的定位标示，标示的对象是纹
线细节特征。
用于有疑问或待确定的指印特征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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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指印样本提取表格式
表 B.1 ×××××××鉴定中心指印样本提取表
捺印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证件号码：

拇指（T）

食指（I）

中指（M）

环指（R）

小指（L）

拇指（T）

食指（I）

中指（M）

环指（R）

小指（L）

右
手
指
印
︹
R
︺

左
手
指
印
︹
L
︺
以上捺印不清或重点指印的捺印（需标明具体指印名称或英文缩写，如：RL、RI……LR、LI……）：

重
点
指
印

声明：本人声明，此表内捺印的指印均是本人自愿并亲自捺印形成。 捺印人签名/日期：
提取人签名/日期：

在场人签名/日期：

编号：××××××

发布日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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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捺印人姓名：

×××××××鉴定中心指印样本提取表
性别：

年龄：

证件名称/号码：

本人声明，此表内捺印的指印均是本人自愿并亲自捺印形成。

捺印人签名/日期：

1.右手拇指

2.右手食指

3.右手中指

4.右手环指

5.右手小指

6.左手拇指

7.左手食指

8.左手中指

9.左手环指

10.左手小指

左手四指并指

左手拇指

右手拇指

右手四指并指

以上捺印不清或重点指印的捺印（需标明具体指印名称或以上指印编号，如：1、2、3……）：

提取人签名/日期：
编号：××××××

在场人签名/日期：
发布日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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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捺印人姓名：

性别：

×××××××鉴定中心手印样本提取表

年龄：

证件名称/号码：

左手掌印

右手掌印

指尖方向

声明:经本人确认，此表内捺印的掌印均是本人自愿并亲手捺印形成。
提取人签名/日期：
编号：××××××

捺印人签名：

日期：

在场人签名/日期：
发布日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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