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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是由系列规范构成，下面列出了这些规范的预计结构。 

——第 1 部分：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第 2 部分：印刷文件制作方法及其特点； 

——第 3 部分：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静电复印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第 5 部分：打印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第 6 部分：传真原始文件鉴定规范； 

——第 7 部分：传真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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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少培、杨旭、凌敬昆、钱煌贵、徐彻、卞新伟、孙维龙、奚建华、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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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印刷文件鉴定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文件鉴定中印刷文件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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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9851.1-9       印刷技术术语 

GB/T 15962-1995   油墨术语 

GB/T 17004        防伪技术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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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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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及以下规定的和引用的 GB 9851.1-9《印刷技术术语》、GB/T 15962-1995《油墨术语》、GB/T 17004《防

伪技术术语》中术语和定义均适用本部分。 

3.1 印刷：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工艺技术。 

3.2 印刷文件：又称印刷品、机制文件。指采用各种印刷技术制作的各类文件的总称。印刷文件包括

传统制版印刷文件、办公设备机制文件、特种印刷文件和防伪印刷文件四大类。 

3.3 印版：依据原稿复制的印刷模版。 

3.4 制版：依照原稿复制成印版的工艺过程。 

3.5 印前处理：印刷前进行的一系列技术处理，主要包括排版、分色、组版和打样四大部分。 

3.6 印后加工：使印刷品获得所要求的形状和使用性能的生产工艺，例如裁切、装订、表面整饰等。 

3.7 印刷故障：在印刷过程中影响生产正常进行或造成印刷品质量缺陷的现象之总称。例如由于油墨

原因在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油墨应用的不良现象，如斑点、粉化、堆墨、蹭脏、起脏、脱墨、不下墨、

透印、针孔、起油腻、糊版、细网点消失、充填不良等。 

3.7.1 斑点：指油墨印在承印物上出现有深有浅的色调斑点。 

3.7.2 粉化：指油墨印在承印物上，虽干燥后而仍可被擦掉的现象。 

3.7.3 堆墨：指油墨在印刷过程中堆集在印版、墨辊和橡皮布上以致不能顺利印刷的现象。 



SF/Z JD0201004-2010 

2 

3.7.4 蹭脏：指油墨由于固着得过慢以致污染压在上面印品背面的现象。 

3.7.5 起脏：指印品非图文区出现许多油墨污点。 

3.7.6 浮脏：指平版油墨的组成物质与润版药水结合，而使印版及印品的非图文区染有轻微浅淡的颜

色。 

3.7.7 晶化：指油墨在承印品上由于过分地干燥，表面结膜过于平滑，以致后印的油墨不能印得平整

或完全印不上去的现象。 

3.7.8 脱墨：指在胶版印刷过程中由于水墨平衡失调，以致在串墨辊上有部分油墨被水代替而不粘墨

的现象。 

3.7.9 不下墨：指在印刷过程中由于油墨不能在墨辊上顺利地转移而造成下墨量不一致或完全不下

墨，以致出现印品色调深浅不一致和越来越浅的现象。 

3.7.10 起油腻：指印版非图文区的憎墨性不佳，以致印品线条和网点铺开扩大，图文不清晰不完整。 

3.7.11 透印：指印品上的油墨由纸面渗透到纸背而且印迹的边缘常有油迹出现。 

3.7.12 粘页：指印刷采用了干性慢的油墨，以致印品粘贴成块。 

3.7.13 迁移：指印品上的油墨转移到背面或其他印品上而使之受污染的现象。 

3.7.14 针孔：指油墨不能适当地润湿承印物的表面而出现珠状小孔露底的现象。 

3.7.15 罩光渗化：指印刷采用了不耐溶剂的油墨，在溶剂型罩光油墨罩光时，印品的印迹周围有渗

色现象，网点模糊不清。 

3.7.16 糊版：指过粗过粘的油墨在印刷机上使纸屑、墨皮等颗粒杂质集中在印版的网点上，使印品

模糊不清。 

3.7.17 细网点消失：指由于平版油墨油性不足或润版水酸性太大，给水量太多，以致印品中的细网

点消失的现象。 

3.7.18 充填不良：指由于油墨太稠、太粘或太稀以致印品的细线条部分不连续，有断开的现象。 

3.8 原稿：制版所依据的实物或载体上的图文信息。 

3.9 同版印刷文件：用同一印版印刷的文件。 

3.10 同原稿印刷文件：指用同一原稿制成印版印刷的文件。 

3.11 传统制版印刷文件：用凸版、凹版、平版和孔版等传统印刷方式制成的印刷文件。 

3.11.1 凸版印刷：用凸版施印的一种印刷方式。凸版有活字版、铅整版、照相腐蚀凸版、手工雕刻

凸版、电子雕刻凸版、感光树脂、橡胶等材料柔性版等。 

3.11.2 凹版印刷：用凹版施印的一种印刷方式。凹版有照相凹版、蚀刻凹版、手工雕刻凹版、电子

雕刻凹版等。 

3.11.3 平版印刷：用平版施印的一种印刷方式。通常有胶版印刷、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 

3.11.4 孔版印刷：指印版的图文部分可透过油墨漏印至承印物上的一种印刷方式。有誊印版印刷、

丝网印刷和镂空版喷刷。誊印版印刷进一步可分为手工和打字誊写印刷、誊影制版印刷和一体速印机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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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办公设备机制文件：用办公常用设备，如打字机、打印机、静电复印机和传真机等制作的印刷

文件。 

3.12.1 打字（文）件：用字符式打字机，通过字符打印的方式制作的文件。字符式打字机分为普通

打字机和电子打字机。 

3.12.2 打印（文）件：用点阵式打印机，通过点阵打印的方式制作的文件。点阵式打印机有针式打

印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发光二极管打印机、热敏打印机、热升华打印机等。 

3.12.3 静电复印（文）件：通过扫描原稿，依据静电印刷原理复制成的文件。 

3.12.4 传真（文）件：依据传真通信协议，由发送方的传真机对原稿扫描、发送，接受方的传真机

接受、记录制成的文件。除原稿的复制部分（传真图文部分）外，传真文件上还留有传真标识信息（报

头和报尾）部分。 

3.13 特种印刷文件：采用不同于一般制版、印刷、印后加工和材料生产的供特殊用途的印刷方式总

称。根据印刷工艺、承印物和印刷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使用特殊性能的油墨在纸、软片或其他材料上

进行印刷，以满足特殊用途和要求；使用特殊的印刷方法在特殊形状、特殊材料上进行印刷；采用印

刷转印材料将图文转移到承印物上。 

3.13.1 热转印：用升华性染料油墨或其他材料将图文先印到转印纸上，与承印物合在一起，从纸张

背面加热，使纸面染料升华而转印。 

3.13.2 静电印刷：不借助压力，而用异性静电相吸的原理获取图像的印刷方法。 

3.13.3 发泡印刷：用微球发泡油墨通过丝网印刷方式在纸张或织物上施印，获得隆起图文或盲文读

物。 

3.13.4 软管印刷：利用弹性橡皮层转印图像的原理，对软管进行印刷的方式。 

3.13.5 曲面印刷：对外形呈曲面的承印物进行印刷的方式。印刷方法通常有干胶印、移印、转印、

静电印刷、丝网印刷等。 

3.13.6 贴花印刷：通常用平印方式将图案印在涂胶纸或塑料薄膜上，用时贴在被装饰物的物体表面

（例如瓷器），通过转移而得到贴花图案。 

3.13.7 液晶印刷：用渗入液晶的油墨，使印成品有可逆反应或不可逆反应的印刷方式。 

3.13.8 磁性印刷：利用渗入氧化铁粉的磁性油墨进行印刷的方式。 

3.13.9 喷墨印刷：通过计算机控制从喷嘴射在承印物上的细墨流而获得文字和图像的无压印刷方式。 

3.13.10 立体印刷：制作立体感图像的印刷方式。 

3.13.11 盲文印刷：用隆起的点字符号或线条组成盲人专用文字的印刷方式。 

3.13.12 全息照相印刷：通过激光摄像形成的干涉条纹，使图像显现于特定承印物的复制技术。 

3.13.13 移印（转移印刷）：承印物为不规则的异形表面（如仪器、电气零件、玩具等），使用铜或

铜凹版，经由硅橡胶铸成半球面形的移印头，以此压向印面将油墨转印至承印物上完成转移印刷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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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4 木版水印：依照原稿勾描和分版，在硬质木板上雕刻出多块套色版，用宣纸和水溶颜料逐版

套印成逼真的复制艺术品的印刷方式。 

3.13.15 拓印：以湿纸紧覆在碑文或金石文物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形的一种复制方法。 

3.13.16 塑料薄膜印刷：以塑料薄膜为承印物的印刷方式。 

3.13.17 不干胶印刷：在标签纸背面涂上不干胶水的专用复合纸进行印刷的方式。 

3.13.18 凹凸印刷：仅利用压力、而不使用油墨，在已印刷好的印刷品上或空白纸上用印版压出凹凸

图文的印刷方法。 

3.13.19 浮雕印刷：通过特殊的制版或印刷工艺，使印刷品画面具有浮雕的立体效果的印刷方法。 

3.13.20 静电植绒印刷：采用高压静电场的方式，使短纤维垂直的“植”在涂有粘着剂的底材上，形

成类似平绒的印刷方法。 

3.13.21 金银墨印刷：用具有金银色彩的油墨进行印刷的方式。 

3.13.22 热敏印刷：将无色热敏染料层转印到纸上，当对图文部分加热时，即产生颜色的印刷方法。

分间接式和直接式热敏印刷。 

3.13.23 微胶囊印刷：如无碳复写印刷。 

3.14 防伪印刷文件：为了达到防伪目的，而采用特殊的印刷技术制作的文件。常见的防伪技术如：

各种具有防伪性能的防伪油墨、防伪纸张、防复印技术、特种工艺防伪技术、全息防伪技术、结构防

伪技术等。 

3.15 防伪全息印刷：全息照相纪录下的全息图像，复制在特定承印材料上的技术。观察时，可再现

三维图像。 

3.15.1 模压全息：又称彩虹全息。激光全息纪录，白光再现浮雕型彩虹全息图。随着观察角度的变

化，图像的颜色可以连续发生红绿蓝的变化。 

3.15.2 反射全息：用光聚合感光材料制作的丹尼苏克全息图。观察时，可再现逼真的三维图像及不

同的图案的变换。 

3.16 重离子微孔防伪印刷：用重离子加速器的能量及特种成像技术，在高分子塑料薄膜上形成微孔

防伪图案，再经过后期加工制作而成重离子微孔防伪标识的技术。 

3.17 印刷油墨：由颜料、填充剂、连结料和辅助剂组成的胶态分散体系，用于印刷的着色材料。油

墨种类繁多，按照印刷版型可划分为平版油墨、凸版油墨、凹版油墨、网孔油墨和专用油墨等，按照

极性可划分为水性油墨、油性油墨等，按照状态可划分为胶体油墨、固体油墨等，按照性能可划分为

普通油墨和防伪油墨。 

3.18 防伪油墨：具有防伪性能的油墨。 

3.18.1 光敏防伪油墨：在光线照射下能发出可见光的油墨。 

3.18.2 紫外荧光油墨：在紫外光照射下能发出可见光的油墨。分有色荧光油墨和无色荧光油墨。 

3.18.3 日光激发变色油墨：在太阳光照射下，能发出可见光的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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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4 红外防伪油墨：利用对红外光有不同的吸收特点，匹配制成的油墨，并能通过仪器检测或识

别其印记。 

3.18.5 热敏防伪油墨：在热作用下，能发生变色效果的油墨。 

3.18.6 压敏防伪油墨：在压力或摩擦作用下，能出现颜色的油墨。 

3.18.7 磁性防伪油墨：采用具有磁性的粉末材料作为一种功能成分所制作的防伪印刷油墨。 

3.18.8 光学可变防伪油墨：采用能发生光学干涉作用的，多层光学薄膜片状粉末作为分散料所制作，

印记在光线入射角分别为 90 度和 30 度时，颜色完全不同的油墨。 

3.18.9 防涂改防伪油墨：对涂改用的化学物质具有显色化学反应的油墨。 

3.18.10 防复印油墨：对彩色复印机扫描光线有反应，从而改变复印色调的油墨。 

3.19 印刷纸张：指印刷承印物为纸质材料的总称。印刷纸张的种类较多，根据印刷机具可分为传统

印刷用纸、办公机具用纸及特殊用途纸等，传统印刷用纸常见的有胶版印刷纸、凸版印刷纸、凹版印

刷纸、新闻纸等，办公机具用纸中常见的有打印纸、复印纸、热敏纸、转印纸等，及特殊用途的防伪

纸张等。 

3.20 防伪纸张:具有防伪性能的纸张。 

3.20.1 水印纸:纸张生产过程中，用铸模机制成的具有浮雕形的、可透视的、可触摸的图像、条码的

纸张。 

3.20.2 化学水印纸：将化学物质印刷在纸张上所制成的水印纸。 

3.20.3 防伪嵌入物纸张:加有或涂敷具有防伪作用的小圆片、微粒、纤维、丝带、全息图及带有文字

的半透明窄条等的防伪纸张。 

3.20.4 超薄纸：又称低强度纸。表层具有不同颜色，可防止数字或签名等被擦去的防伪纸张。 

3.21 特种工艺印刷：为了达到某种特殊效果或防伪目的，采用某种特殊的技术和工艺的印刷技术。 

3.21.1 彩虹印刷:又称隔色印刷。一次印出的纹线有两种以上的颜色，在两色的交接处由一种颜色自

然过渡到另一种颜色的印刷工艺。 

3.21.2 对接印刷：又称花纹连接印刷。是印刷底纹的一种印刷工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满版底纹

印刷，纸张左右或上下对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一种是在纸张四边印有切边标记，将这些标记

正面对折，纹线完全吻合。 

3.21.3 对印印刷：正背两面的图案透光观察可以完全互合或是正背两面的部分图案透光观察又重新

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3.21.4 接线印刷：一个完整图案中不同颜色的花纹，采用特制机器一次套印，变色的接线处既不分

离，也不重合。 

3.21.5 多色叠印：又称叠印印刷。两种颜色的油墨压印在一起，可产生第三种颜色。 

3.21.6 缩微印刷：把极微小的文字印成肉眼看似一条普通印刷的虚线或实线，或印刷点，或底纹图

案的组成部分。 

3.21.7 多种印版套印：以手工雕刻凹版为主结合平板和凸版，多版多色一次套印的印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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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印刷特征：利用印刷机械和印刷材料，按照一定的印刷工艺，运用印刷技术在承印物（文件载

体）上形成的能够反映出其制作方式、方法、过程及制作工具种类特性和制作工具个体特性的表征。 

3.23 印刷文件种类特征：指承印物（文件载体）上的能够反映出印刷机械、印刷材料、印刷工艺种

类特性的表征。 

3.24 印刷文件个体特征：指承印物（文件载体）上的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印刷工具个体特性的表征。 

3.25 印刷文件鉴定：通过对承印物（文件载体）上反映出的印刷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确定

文件物证的印刷工具、印刷方法、印刷过程及其真伪、来源等的专门技术。根据印刷文件鉴定的目的

和任务，印刷文件鉴定可分为：印刷文件种类鉴定；印刷文件同机鉴定；印刷文件同原稿鉴定；印刷

文件同版鉴定、传真原始文件鉴定等。 

3.26 印刷文件种类鉴定：通过对承印物（文件载体）上反映出的印刷文件种类特征进行分析、比较

和鉴别，确定文件物证的印刷工具、印刷工艺种类及印刷过程等的专门技术。 

3.27 印刷文件同机鉴定：通过对承印物（文件载体）上反映出的印刷文件个体特征进行分析、比较

和鉴别，确定文件物证的特定印刷工具或是否用同一印刷工具印制的专门技术。 

3.28 印刷文件同原稿鉴定：通过对承印物（文件载体）上反映出的制作印版的原稿特征进行分析、

比较和鉴别，确定多份文件物证的印刷图文内容是否来源同一原稿的专门技术。 

3.29 印刷文件同版鉴定：通过对承印物（文件载体）上反映出的印版的种类和个体特征进行分析、

比较和鉴别，确定多份文件物证的印刷图文内容是否同一印版印刷的专门技术。 

3.30 传真原始文件鉴定：通过对传真形式文件上反映出的各类传真特征或其它非传真特征进行分析、

比较和鉴别，确定文件物证是否为传真接收机接受、记录形成的原始文件的专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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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印刷文件的制作方法及其特点 

1 范围 

本部分描述了文件鉴定实践中常见印刷文件的各类制作方法及其基本特点。 

本部分适用于对文件鉴定中各类印刷文件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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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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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3 常见印刷文件的制作方法及其特点 

3.1 凸版印刷文件 

3.1.1 凸版印刷原理 

凸版印刷的印版图文部分位于同一平面，且明显高于空白部分。印刷时，印版凸起部分由墨辊着

墨，通过压力将图文压印到承印物表面。按凸版制作方法，有活字版、浇铸版、腐蚀版和手工、电子

雕刻版等；按印版材料有铅版、铜版、锌版、塑料版、橡胶版、感光树脂版等。 

3.1.2 凸版印刷文件的基本特点 

a) 印刷的图文正面凹下、背面凸起； 

b) 印迹较实，中淡边浓，边缘有挤墨现象； 

c) 印迹边缘及微小空隙处易粘杂质而出现油墨疵点或模糊。 

3.2 平板印刷文件 

3.2.1 平版印刷原理 

平版印刷文件的印版图文部分和空白部分几乎处于同一平面，空白部分亲水疏油，图文部分亲油

疏水。印刷时，利用油水相拒原理，将版面湿润后施墨，仅使图文部分着墨，然后将图文直接或间接

压印到承印物表面。平板印刷应用 广泛的是的胶版印刷，印版有：平凹版、多层金属版、预涂感光

平版和即涂感光版等。其他平版印刷还有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等。 

3.2.2 平板印刷文件的基本特点 

a) 图文部分平整，正反面无凹凸印压痕迹； 

b) 印迹墨色均匀，无挤墨现象，但墨迹有时显得浅淡不实，边缘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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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文易出现点状漏空，空白部分常见脏版墨点，且墨点形状小、数量多； 

d) 层次表现通过网点面积的大小实现； 

e) 对于彩色图像，通过分色制版套印印刷，各色网点方向互不相同。 

3.3 凹版印刷文件 

3.3.1 凹版印刷原理 

印版空白部分凸起并在同一平面，图文部分凹下。印刷时，印版普遍着墨后用刮刀等工具除去空

白部分的油墨，借助较大的压力将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在印刷连续调图像时，是以墨层的厚薄（对

应凹版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深浅变化。凹版主要有照相凹版、蚀刻凹版、手工、电子雕刻凹版等。 

3.3.2 凹版印刷文件的基本特点 

a) 印迹色调浓重，墨层凸于纸面，尤其雕刻版更为明显； 

b) 低调处油墨较厚，呈起伏波浪状； 

c) 印迹边缘不齐，照相版、加网版、电子雕刻版印迹边缘呈锯齿状，雕刻版有毛刺，文字笔画

边缘更为明显。 

3.4 孔板印刷文件 

3.4.1 孔版印刷原理 

印版的图文部分由大小不同的孔洞组成，能透过油墨或油漆，空白部分没有孔洞。印刷时，油墨

透过孔洞漏印到承印物上。孔版印刷主要有誊印印刷、丝网印刷和镂空版喷刷。誊印印刷又称油印，

进一步可分为手工和打字誊写印刷、誊影版印刷和一体速印机印刷。 

3.4.2 孔版印刷文件的基本特点 

a) 图文线条由不规则的点、片状墨迹构成； 

b) 墨层较厚，边缘不齐，墨迹不匀； 

c) 纸面空白处多有点状、片状或条状油墨污染痕迹； 

d) 纸张无印版压痕。 

3.5 静电复印文件 

3.5.1 静电复印原理 

利用光导体材料的光电效应，使原来表面均匀带电的基体，通过原稿的曝光，产生电位变化，形

成相应于原稿图文的静电潜像，经显影、转印、定影等，制得复印品。静电复印机的工作过程主要有：

充电、曝光、显影、转印、分离、定影、消电、清洁等步骤。按成像方法，有卡尔逊法（放电成像法）

和 NP 法（电容成像法）。按色彩，有单色复印和彩色复印。按成像技术，有光学式和数字式之分。 

3.5.2 静电复印文件的基本特点 

a) 静电复印文件为复制件，常留有原稿纸边痕迹； 

b) 图文墨迹呈墨粉凝聚状，有立体感，空白处分布有粉墨弥散点； 

c) 图文线条质量较差，边缘常见散布的墨迹； 

d) 具有缩放、灰度调节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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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感光鼓光电特性及规格、显影方式、分离方式、定影方式、稿台方式、复印机功能、纸张规

格及走纸方式、墨粉材料等反映出静电复印机的种类特点。 

f) 因部件受损、污染和老化等原因，静电文件常见点、线、块状的痕迹及底灰分布，表现出静

电复印机的个体特点。 

3.6 字符式打字机打印文件 

3.6.1 字符式打字机打印原理 

字符式打字机打印原理与铅印相似，以击打动作，通过色带、着墨或复写完成字模印字。字符式

打字机分普通打字机和电子打字机。普通打字机又分普通中文打字机和西文打字机。电子打字机分并

行单字符打字机（如字鼓式宽行打字机、链式宽行打字机和带式宽行打字机）和串行式单字符打字机

（如球型打字机和菊花瓣式打字机）。 

3.6.2 字符式打字机打印文件的基本特点 

a) 文字为字符打印形成，笔画无点阵痕迹； 

b) 打印为击打形式，正面凹入，背面凸起； 

c) 字符种类少，不能打印图形； 

d) 字形、规格、 大字行宽度、步进距离、色带和功能键等反映出打字机的种类特点。 

e) 笔画缺损、模糊、定位不准及色带痕迹等反映出打字机的个体特点。 

3.7 传真文件 

3.7.1 传真原理 

传真时发送传真机的发信部件利用光电技术将原稿图文转化为电信号，并通过电话线路或其他网

络传输给接受方，接收传真机的收信部件将接受到的电信号转化为光或热信号，记录在一定的介质上。

按记录介质，传真文件分为热敏纸传真文件和普通纸传真文件。按印刷原理，普通纸传真文件有喷墨、

激光静电、发光二极管静电、热转印等不同的印刷方式。 

3.7.2 传真文件的基本特点 

a) 上方和下方有传真标识信息，中间为图文部分； 

b) 传真标识信息为字库印刷形成，相同字符点阵分布一致，线条质量高； 

c) 图文部分分辨率低，线条质量差，斜线条呈锯齿状； 

d) 传真文件上反映出的是传真发送机和传真接收机的混合特点； 

e) 传真文件上常反映出传真发送机和传真接收机的种类特点和个体特点。 

3.8 针式打印机打印文件 

3.8.1 针式打印机打印原理 

针式打印机主要由打印头、字车和传动机构、输纸机构、色带机构及控制电路构成。打印时打印

头横向运动，打印针击打纸张，打印纸纵向同步走纸，形成打印文件。针式打印机除打印普通纸张的

的打印机外还有打印票证的专用打印机。 

3.8.2 针式打印机打印文件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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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墨迹为点阵分布，呈击打凹状，背面纸张凸起； 

b) 笔画边缘不整齐，斜线条呈锯齿状； 

c)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笔画残缺或模糊；串行接字笔画错位、重叠或脱节；字库

造字；字宽、字距和行距不匀；字符墨迹浓淡不匀；打印污染等。打印缺陷痕迹能较好地反

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是打印机同机认定的主要依据。 

3.9 喷墨打印机打印文件 

3.9.1 喷墨打印原理 

    喷墨打印机的结构类似针式打印机，不同的是打印头由很细的喷嘴组成。打印时，在计算机控制

下，喷嘴将墨水以细微的墨点形式喷射到纸张上，形成文字和图像。喷墨打印机按喷墨方式分连续式

和随机式两种。打印油墨有液态和固态之分。 

3.9.2 喷墨打印文件的基本特点 

a) 笔画平实，边缘常见喷溅状墨点； 

b) 液态油墨的笔画易洇散，多数易溶于水；固态油墨色彩鲜亮，线条质量好； 

c) 彩色打印模式下，黑色笔画可见多色混合； 

d)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笔画残缺、露白、字符间距不规则、横向字符不成行、纵

向排列不整齐、打印污染等。打印缺陷痕迹能较好地反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是打印机同

机认定的主要依据。 

3.10 激光打印机打印文件 

3.10.1 激光打印原理 

   激光打印机由激光扫描成像系统和图像生成系统构成，其中图像生成系统的工作原理与静电复印机

基本相同。激光打印机的光导体多与墨粉容器做成一体，一次性使用。 

3.10.2 激光打印机打印文件的基本特点 

a) 图文墨迹呈墨粉凝聚状，有立体感，空白处分布有粉墨弥散点； 

b) 笔画边缘整齐，线条质量高； 

c)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横、纵向黑、白条状痕迹；点快、块状黑、白周期痕迹、

墨迹分布不匀等。打印缺陷痕迹能较好地反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是打印机同机认定的主

要依据。 

3.11 其他点阵式打印机打印文件 

其他点阵式打印机还有发光二极管打印机、热转印打印机（热熔式和热升华式）、液晶式打印机

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会不断有新型的打印机出现。对于打印文件，一般需从打印原理和打印

机构造上进行分析，必要时可通过制作实验样本，观察分析其打印特点，应用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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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规定了传统制版印刷文件同版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对文件鉴定中各类印刷文件的制作方法种类和传统制版印刷文件同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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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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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3 各类印刷文件的制作方法及其特点 

常见的各类印刷文件的制作方法及其特点见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及其特点。 

4 识别印刷特征的方法 

4.1 宏观检验 

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对宏观的印刷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4.2 显微检验 

借助显微镜对微观的印刷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4.3 测量检验 

借助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印刷特征的位置、形态及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 

4.4 印压痕迹检验 

通过侧光观察或压痕仪显现对印刷文件上的印压痕迹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检验方法可参

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4.5 视频光谱检验 

借助光谱成像设备对印刷材料的分色、红外、紫外光反射和吸收特性及可见、红外荧光特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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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分析。 

4.6 磁性检验 

借助磁性检验设备，对印刷油墨的磁性特性及记录的磁信息进行检验和分析。 

4.7 点滴分析 

根据印刷墨迹的种类，选用适当的化学试剂对墨迹的溶解、显色等化学特性进行分析。 

4.8 仪器分析 

通过分析仪器对印刷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体方法可根据印刷墨迹的类型参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中相应的方法。 

4.9 试验分析 

通过市场调查和模拟试验对难以把握的印刷特征进行分析。 

5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5.1 传统制版印刷方法(凸版、平板、凹版、孔板)的种类鉴定 

5.1.1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分析检材的印刷特征。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检材承印物的特点； 

b) 检材的排版特点； 

c) 检材图文的层次、色泽和均匀度情况； 

d) 检材图文处的墨迹和纸张的立体感效果； 

e) 检材的显微墨迹形态和分布状况； 

f) 检材图文边缘的挤墨、平滑度情况； 

g) 检材上的露白、疵点、断笔、堆积、条痕等痕迹； 

h) 检材的印版磨损和修版特征； 

i) 检材的网点特征； 

j) 检材的套色特征； 

k) 检材印刷纸张和油墨的特性； 

l) 检材的印后加工特点。 

5.1.2 根据检材的印刷特征，结合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印刷文件制

作方法及其特点中不同印刷方法的印刷品特点，综合评断检材是凸版、平版、凹版和孔版中的何种方

法印刷形成。 

5.1.3 根据具体情况，获取已知印刷方法的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分析两者印刷特征的

异同，综合评断检材是何种方法印刷形成。 

5.1.4 根据鉴定需要，在确定了印刷方法的基础上，对检材的印刷种类特征进行进一步检验。主要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 

a) 排版种类特点：活字排版、铸字排版、打字排版、手动照相排版、自动照相排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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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版种类特点主要从制版方法、制版材料和制版工艺角度分析； 

c) 凸版印刷注意鉴别活字版、铅整版、照相腐蚀凸版、手工、电子雕刻凸版、橡胶凸版、

感光树脂凸版等； 

d) 平版印刷注意鉴别各种胶印版及珂罗版、石板等； 

e) 凹版印刷注意鉴别手工雕刻凹版、电子雕刻凹版、照相凹版、蚀刻凹版等；孔版印刷注

意鉴别各种誊写版、打字蜡版、誊影版、丝网版等。 

f) 其他印刷工艺种类特点如加网、分色、套印等。 

g) 印刷纸张和油墨的种类特点； 

h) 印后加工特点。 

5.1.5 根据具体情况，获取已知印刷种类的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分析两者印刷特征的

异同，综合评断检材的印刷种类。 

5.2 传统制版印刷文件的同版印刷鉴定 

5.2.1 对检材的检验：参照 5.1，识别、分析检材的印刷特征。 

5.2.2 对样本的检验：参照 5.1，识别、分析样本的印刷特征。 

5.2.3 对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 

a)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的内容的异同； 

b)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的排版布局特征的异同； 

c)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的印刷方法的异同； 

d)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的印刷种类的异同； 

e)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在印刷疵点、露白、断笔、印版磨损、修版等印刷缺陷特征的符合

点和差异点的情况； 

f) 比较检验检材与样本印刷纸张、印刷油墨的异同； 

g) 比较检材与样本在裁切、装订、表面整饰等印后处理工艺及其特点的异同。 

5.2.4 综合评断 

a) 分析检材与样本的印刷特征符合点的数量和质量； 

b) 分析检材与样本的印刷特征差异点的数量和质量； 

c) 分析检材与样本的印刷特征的变化情况； 

d) 综合评断检材与样本的印刷特征的变化、符合点和差异点的总体价值，判断检材与样本

是否同版印刷形成。 

5.3 办公设备机制文件印刷方式和工具的种类鉴定 

5.3.1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发现并分析检材的印刷特征。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检材的纸张特点； 

b) 检材的文件形式及排版布局特征； 

c) 检材的击打凹凸痕迹及印压痕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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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材的显微墨迹形态和分布特征； 

e) 检材的点阵分布及分辨率特征； 

f) 检材的线条质量特征； 

g) 检材的字符错位、分离、倾斜等特征； 

h) 检材的周期性痕迹特征； 

i) 检材的点、块、线状污染、磨损、老化特征； 

j) 检材的走纸特征； 

k) 检材的色彩特征； 

l) 检材的打印、复印、传真的功能特征； 

m) 其他的附加信息特征，如色带遗留信息、计算机储存信息、传真机传真报告等。 

5.3.2 根据检材的印刷特征，结合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印刷文件制

作方法及其特点 中各种办公设备的印刷特点，综合评断检材是击打、静电印刷、喷墨印刷、热敏印刷、

热转印印刷的何种方式制作形成。 

5.3.3 根据文件形式和印刷特征，分析检材是打印文件、复制文件还是传真文件。 

5.3.4 根据印刷特征，分析检材的制作方法。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击打方式形成的检材：分析是字符式打印机打印还是针式打印机打印。 

b) 静电印刷形成的检材：分析是光学扫描成像、激光扫描成像还是发光二极管扫描成像。 

c) 喷墨印刷形成的检材：分析墨水组份及打印质量。 

d) 热敏印刷形成的检材：分析是串行打印还是行式打印。 

e) 热转印印刷的检材：分析是热熔型转印还是染料热升华型转印。 

5.3.5 根据印刷方式、制作方法，综合评断检材制作设备的种类。 

5.3.6 根据具体情况，可制作实验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分析两者印刷特征的异同，综

合评断检材的制作设备种类。 

5.3.7 根据鉴定需要，进一步分析检材制作工具的机型特点。对于不同种类的制作设备，要分别考虑

各自的特点。 

a) 检材为字符式打字机打印：分析反映出的字模、串并方式、步进、输纸、打印宽度、色

带、功能键等的机型种类特点； 

b) 检材为针式打印机打印：分析反映出的打印头、字车、输纸、色带等的机型种类特点； 

c) 检材为喷墨打印机打印文件：分析反映出的喷墨方式、喷头、输纸、同步、油墨等的机

型种类特点； 

d) 检材为激光或发光二极管打印：分析反映出的扫描方式、显影、定影、分离、输纸、墨

粉等的机型种类特点； 

e) 检材为静电复印机复印：分析反映出的稿台、显影、定影、分离、输纸、墨粉、复印功

能等的机型种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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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材为传真件：分别分析反映出的传真发送机和传真接受机的各机构功能的机型种类特

点； 

g) 检材为其它办公设备制作：分析反映出的设备各机构、耗材及设备功能的机型种类特点。 

5.3.8 根据具体情况，调研市场的设备情况，制作实验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检验，

分析两者印刷特征的异同，综合评断检材制作设备的机型种类。 

5.3.9 检验中应注意的事项 

a) 注意把握各种不同印刷方法及设备的印刷特点及特征表现； 

b) 注意区分静电复印机复印文件与激光打印机打印文件的不同； 

c) 注意区分静电复印机复印文件与扫描后静电打印文件的不同； 

d) 注意区分传真原始件与传真复制件的不同； 

e) 注意区分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打印文件与一体速印机印刷文件的不同； 

f) 注意鉴别传真发送机和传真接收机所形成的印刷特征； 

g) 注意分析复制、复写、褪色、污染对印刷特征的影响； 

h) 对于不能准确把握的印刷特征，通过市场调查或模拟实验进行研究和分析； 

i) 由于集打印、复印和传真于一体的办公设备发展迅速，打印、复印、传真设备之间的界

限已越来越模糊，故办公机制文件制作设备的种类确定应谨慎，表述要严谨。 

5.4 特种印刷方法的种类鉴定 

5.4.1 选用适当的印刷特征识别方法，分析检材的印刷材料、印刷方法、印刷工艺等特点。主要考虑

以下几个方面： 

a) 印刷品的用途：装饰、美工、标签、盲文、防伪及其它特种用途； 

b) 承印物的材料特点：纸张、软管、塑料、橡胶、皮革、布料、金属、陶器、玻璃等；  

c) 承印物的形状特点：平面、圆筒、圆锥、球体、曲面体、角体、多端体等； 

d) 印刷方式特点：凸印、凹印、平印、丝网印刷；静电印刷、喷墨印刷、磁性印刷；直接

印刷、间接印刷、转印印刷等； 

e) 印刷特征：墨迹形态、分布、立体感、网点、套印、印刷疵点等特征； 

f) 印刷材料特性。 

5.4.2 根据检材的特性及不同印刷方法的印刷品特点，综合评断检材的印刷方法。 

5.4.3 视需要，通过市场调查和获取已知印刷方法的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分析两者印

刷特征的异同，综合评断检材的印刷方法。 

5.5 防伪印刷方法的种类鉴定 

5.5.1 分析检材的形式和防伪要求。 

5.5.2 选用适当的印刷特征识别方法，发现并分析检材的防伪印刷特征。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承印物（一般为纸张）：材质、水印纸、化学水印纸、超薄纸、安全线、彩色纤维、彩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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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刷油墨：色泽、光敏油墨（紫外荧光油墨、日光激发变色油墨、红外光油墨）、冲击发

光油墨、光学可变油墨、热敏油墨、压敏油墨、磁性油墨、防涂改油墨、防复印油墨、

涂水显像油墨等； 

c) 特种印刷工艺：多色接线印刷、彩虹印刷、对印印刷、叠印印刷、对接印刷、缩微印刷、

重离子微孔印刷、全息照相印刷； 

d) 印刷方法：雕刻凹版、胶版、凸版。 

5.5.3 分析检材所采用的防伪印刷技术的数量和分布。 

5.5.4 根据具体情况，获取采用已知防伪技术的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综合评断检材的

防伪印刷方法。 

6 鉴定结论 

6.1 印刷文件的种类鉴定，往往是印刷文件变造鉴定、印刷文件同机鉴定、印刷文件制作时间鉴定的

基础，一般不需要单独作出鉴定结论。 

6.2 如需单独作出鉴定结论的，只需对检材具体的制作方法或制作工具的种类作出客观描述或判断。 

6.3 对于传统制版类印刷文件的同版鉴定，鉴定结论通常表述为“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是或不

是同版印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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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静电复印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静电复印文件同机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印刷文件鉴定中静电复印文件的同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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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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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 墨粉鉴定 

3 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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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中规定的，及以下术语及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1 静电复印机：是利用静电印刷原理，光、机、电高度一体化的复制设备。工作过程一般有充电、

曝光、显影、转印、分离、定影、消电、清洁等步骤。 

3.2 静电复印文件：由原稿通过静电复印机形成的一种复制件。 

3.3 静电复印特征：静电复印机的复印方式特点、种类特点和个体特点在静电复印文件上的具体反映。 

3.4 静电复印种类特征：静电复印机的种类特点在复制文件上的具体反映。主要表现出静电复印机的

结构、工艺和耗材的特点。 

3.5 静电复印个体特征：静电复印机的个体特点在复制文件上的具体反映。主要表现出静电复印机的

磨损、老化、污染、偏离等特点。 

4 静电复印特征 

4.1 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 

静电复印特征按普遍性和特殊性可分为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种类特征是指某一类型的静电复印

机都会产生的静电复印特征，主要反映出静电复印机的结构、工艺和耗材的种类特点；个体特征是指

某一台特定静电复印机才可能产生的静电复印特征，主要反映出静电复印机的磨损、污染、老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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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等个体特点。 

4.2 按成因分类的静电复印特征 

静电复印特征按形成原因可分为感光鼓特征、稿台特征、显影特征、分离特征、 定影特征、输纸

特征、复印机功能特征、墨粉种类特征、纸张规格特征等，分别对应于形成这些特征的静电复印机部

件、材料和复印功能。这些特征一般需要在 4.3 所列的表现出来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

判断得出。 

4.3 按表现形式分类的静电复印特征 

静电复印特征按观察到的形式有：复印质量特征、点状墨迹或露白特征、块状墨迹或露白特征、

线状墨迹或露白特征、周期特征、线条质量特征、显微墨迹形态特征、墨迹浓淡特征、墨迹分布特征、

底灰特征、印压痕迹特征、硅油污染特征、缩放等功能特征、墨迹理化特性、纸张规格等。这些特征

是进行静电复印文件同机鉴定的基础。通过形成原因的分析，这些静电复印特征一般可归类为 4.2 中

按成因分类的某类静电复印特征。 

5 识别静电复印特征的方法 

5.1 宏观检验 

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对宏观的静电复印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2 显微检验 

借助显微镜对微观的静电复印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3 测量检验 

借助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静电复印特征的位置、形态及相互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 

5.4 印压痕迹检验 

通过侧光观察或压痕仪显现对静电复印文件上的印压痕迹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检验方法

可参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5.5 仪器分析 

通过分析仪器对静电复印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体的检验方法可参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 墨粉鉴定。 

5.6 试验分析 

通过市场调查和模拟试验对难以把握的静电复印特征进行分析。 

6 静电复印文件同机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6.1 检材和样本的分别检验 

6.1.1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判断检材和样本是否为静电复印文件。检材/样本不是静电复印形成的，应与委托方沟通解决办法，或

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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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发现检材和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和其它痕迹特征。特别要注意细

微的、与图文重叠的、潜在的、纸张背面的等不明显的静电复印特征。 

6.1.3 分析、鉴别检材和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和原稿（亦可为复制件）痕迹特征。对于有多张检材

或样本的，注意分析这些特征和痕迹的特点及再现性。对于有原稿的，注意比较检材或样本上的这些

特征和痕迹在原稿上是否有对应痕迹。 

6.1.4 分析检材和样本是否多次复印（制）形成。如果经过多次复印（制）形成的，注意鉴别各次复

印（制）形成的复印（制）特征或痕迹。 

6.1.5 分析检材和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形成原因，判断形成检材和样本的静电复印机的种类特

点。 

6.1.6 分析检材和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的数量和质量，初步判断这些特征在同一认定中的价值。 

6.1.7 分析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的稳定性和变化情况；分析特征变化的规律及与时间的关系；分析

特征变化的原因。 

6.1.8 在检材和样本复制件上对有价值的静电复印特征进行适当标记。  

6.1.9 对检材上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反映程度、同一认定的价值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检材是

否具备静电复印文件同一认定条件。如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应与委托方沟通解决办法，或直接在鉴定

文书中予以说明。 

6.1.10 对样本上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反映程度、同一认定的价值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样本

是否具备静电复印文件同一认定比对条件。如样本不足的，应要求委托方进一步提供样本。 

6.2 实验样本的制作 

如果委托方能够提供可以静电复印机的，可制作实验样本供比较。 

6.2.1 了解静电复印机的性能及使用、维护、维修情况，检查静电复印机的状态。 

6.2.2 使用可疑静电复印机制作实验样本。视需要，变化复印机设置，如墨粉浓淡、纸张规格、进纸

口及各种复印功能等，考察不同条件下的静电复印特征的表现。实验样本应能全面、清晰地反映出静

电复印机的特点和状态。 

6.3 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 

6.3.1 比较检材与样本所反映出的静电复印种类特征的符合和差异情况。 

6.3.2 逐项比较检材与样本上的静电复印个体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 

6.3.3 静电复印特征的比对方法 

a) 直观比较：通过观察，必要时借助放大镜和显微镜，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形态

和分布进行比较。 

b) 测量比较：通过测量，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c) 线条结合比较：在检材和样本的复制件或扫描图像上，通过连接分散的特征点，对静电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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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特征的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d) 重叠比较：通过重叠，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e) 材料特性比较：通过仪器分析，对检材与样本的复印墨粉的理化特性进行比较。 

6.3.4 静电复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 

a) 对于大范围的静电复印特征，直接在检材和样本复制件上进行标注。 

b) 对于价值高的或细微的局部静电复印特征，通过复制剪贴、放大或显微摄影，制作特征比

对表，并标明特征出处。 

6.4 综合评断 

6.4.1 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符合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符合点时，应注意分析

符合特征的特异性，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则。 

a) 与使用过程相关的由静电复印机磨损、污染、老化等导致的静电复印特征的价值较高； 

b) 形态特殊的符合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c) 关联组合的符合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6.4.2 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差异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差异点时，应注意分析

差异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可能导致特征变化的因素，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a) 复印时间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b) 静电复印条件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c) 替换、补充墨粉（盒）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d) 保养、维护、维修情况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e) 多次复印及其他痕迹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f) 种类特征的差异具有非常高的否定价值； 

g) 同期样本的特征价值相对较高； 

h) 稳定的差异特征价值相对较高 

6.4.3 对静电复印特征的进行评价应特别注意鉴别静电复印特征与原稿特征的区别，对于难以把握的

静电复印特征，可通过模拟试验进行分析。 

6.4.4 根据对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进行综合评断的情况，形成相

应的鉴定意见。 

7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鉴定结论共分三类五种，其中确定性结论两种，分别为肯定同一和否定同一；非确定性结论两种，

分别为倾向肯定同一和倾向否定同一；没有结论一种，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7.1 肯定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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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是同台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b) 检材是某台静电复印机（样本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7.1.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同台静电复印机的复印特

点； 

b)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7.2 否定同一 

7.2.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不是同台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b) 检材不是某台静电复印机（样本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7.2.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不同静电复印机的复印特

点； 

b)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7.3 倾向肯定同一 

7.3.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是同台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b) 检材倾向是某台静电复印机（样本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7.3.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同台静电复印机的复印特

点； 

b)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7.4 倾向否定同一 

7.4.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不是同台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b) 检材倾向不是某台静电复印机（样本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7.4.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不同静电复印机的复印特

点； 

b) 检材与样本的静电复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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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7.5.1 结论的表述 

a) 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是否同台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b) 无法判断检材是否某台静电复印机（样本静电复印机）复印形成。 

7.5.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 

b) 样本不具备比对条件； 

c) 根据检材和样本的特征反映，既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也无法得出倾向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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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打印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点阵式打印机打印文件同机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印刷文件鉴定中点阵式打印机打印文件的同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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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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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和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中规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及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1 点阵式打印系统（机）：用点阵方式实现印字的打印系统。一般由计算机控制系统、文字处理软

件和打印机组成。根据打印方式，点阵式打印机有针式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发光二极

管打印机、热敏打印机、热转印打印机等，其中 为常见的是前三种打印机。 

3.2 点阵式打印文件：通过点阵式打印机打印的文件。 

3.3 打印特征：打印机的打印方式特点、种类特点和个体特点在打印文件上的具体反映。 

3.4 打印方式特征：打印机的打印方式特点在打印文件上的具体反映。主要反映出打印机采用的打印

原理的特点。 

3.5 打印种类特征：打印机的种类特点在打印文件上的具体反映。主要反映出打印机的结构、工艺和

耗材的特点。 

3.6 打印个体特征：打印机的个体特点在打印文件上的具体反映。主要反映出打印机的偏离、缺陷和

污染的特点。 

4 常见点阵式打印机的打印特征 

4.1 针式打印机打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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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针式打印机种类特征 

    主要有：打印头与基本字符规格特征；用纸特征；高速打印与双向打印特征；字库特征；字行间

距特征；色带特征等。 

4.1.2 针式打印机个体特征 

    主要有：打印笔画残缺、露白、模糊特征；串行接字错位、脱节、重叠特征；字符墨迹不匀特征；

字宽、字距、行距不匀特征；自造字符特征等。 

4.2 激光打印机打印特征 

4.2.1 激光打印机种类特征 

    主要有：感光鼓特性及规格特征；显影方式特征；分离方式特征；定影方式特征；纸张规格及走纸

特征；墨粉材料特征等。 

4.2.2 激光打印机个体特征 

    激光打印机的个体特征多因使用过程中的部件受损、污染和老化等原因形成，表现为点、块、线

状的黑色或白色痕迹及底灰分布，呈周期性、贯通性、弥散性（底灰）、潜在性（印压、硅油斑）等几

种形式。激光打印机个体特征还可按造形部件和成因进行分类。 

4.3 喷墨打印机打印特征 

4.3.1 喷墨打印机种类特征 

    主要有：打印分辨率及线条质量特征；墨点飞溅特征；纸张印压特征；油墨种类特征等。 

4.3.2 喷墨打印机个体特征 

    主要有：打印笔画残缺、露白、模糊特征；串行接字错位、脱节、重叠特征；字符间距、行距不

规则特征；字符偏斜特征；字符不对称特征、污染特征等 

5 识别打印特征的方法 

5.1 宏观检验 

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对宏观的打印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2 显微检验 

借助显微镜对微观的打印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3 测量检验 

借助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打印特征的位置、形态及相互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 

5.4 印压痕迹检验 

通过侧光观察或压痕仪显现对打印文件上的印压痕迹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检验方法可参

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5.5 视频光谱检验 

借助光谱成像设备对打印墨迹的分色、红外、紫外光反射和吸收特性及可见、红外荧光特性进行

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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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仪器分析 

通过分析仪器对打印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体方法可根据打印墨迹的种类参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中的相应方法。 

5.7 点滴分析 

根据打印墨迹的种类，选用适当的化学试剂对打印墨迹的溶解、显色等化学特性进行分析。 

5.8 试验分析 

通过市场调查和模拟试验对难以把握的打印特征进行分析。 

6 打印文件同机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6.1 检材和样本的分别检验 

6.1.1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确定检材和样本是否为点阵式打印机打印。不是点阵式打印机打印的，应与委托方沟通处理办法，或

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说明。 

6.1.2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进一步确定检材和样本是采用何种打印方式打印形成，如针式打印、喷墨打印、激光打印等。 

6.1.3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发现检材和样本上的打印特征及其它痕迹特征。特别要注意细微的、

与图文重叠的、潜在的、纸张背面的等不明显的打印特征。 

6.1.4 分析、鉴别检材和样本上的打印特征和其他痕迹特征，排除非打印形成的痕迹特征对鉴定的影

响。 

6.1.5 分析检材和样本上的打印特征的形成原因，判断形成检材和样本的打印机的种类特点。 

6.1.6 分析检材和样本上的打印特征的数量和质量，初步判断这些特征在同一认定中的价值。 

6.1.7 分析样本上的打印特征的稳定性和变化情况；分析特征变化的规律及与时间的关系；分析特征

变化的原因。 

6.1.8 在检材和样本复制件上对有价值的打印特征作适当标记。 

6.1.9 对检材上的打印特征的反映程度、同一认定的价值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检材是否具

备打印文件同一认定条件。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应与委托方沟通处理办法，或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

说明。 

6.1.10 对样本上的打印特征的反映程度、同一认定的价值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样本是否

具备打印文件同一认定比对条件。如样本不足的，要求委托方进一步提供样本。 

6.2 实验样本的制作 

如果委托方能够提供可疑打印机，可制作实验样本供比较。 

6.2.1 了解打印机的性能及使用、维护、维修情况，检查打印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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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使用可疑打印机打印实验样本。视需要，变化打印设置，如打印分辨率、打印浓度、纸张规格、

进纸口及字体、字号等，考察不同条件下的打印特征表现。实验样本应能全面、清晰地反映出打印机

的特点。 

6.3 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 

6.3.1 比较检材与样本的打印机打印方式的异同。 

6.3.2 比较检材与样本所反映出的打印种类特征的异同。 

6.3.3 逐项比较检材与样本上的打印个体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 

6.3.4 打印特征的比对方法 

a) 直观比较：通过观察，必要时借助放大镜和显微镜，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形态和分

布进行比较。 

b) 测量比较：通过测量，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c) 线条结合比较：在检材和样本的复制件或扫描图像上，通过连接分散的特征点，对检材与

样本的打印特征的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d) 重叠比较：通过重叠，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e) 材料特性比较：通过显微观察、视频光谱、点滴分析和仪器分析等手段，对检材与样本的

打印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比较。 

6.3.5 打印特征比对表的制作 

a)  对于大范围的打印特征，直接在检材和样本复制件上进行标注。 

b)  对于价值高的或细微的局部打印特征，通过复制剪贴或放大、显微摄影，制作特征比对

表，并标明特征出处。 

6.4 综合评断 

6.4.1 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符合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符合点时，应注意分析打印

特征的特异性，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则： 

a) 与使用过程相关的由打印机损伤、污染、老化等导致的打印特征的价值较高； 

b) 形态特殊的符合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c) 关联组合的符合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6.4.2 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差异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差异点时，应注意分析差异

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可能导致特征变化的因素，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a) 打印时间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b) 打印条件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c) 替换、补充耗材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d) 保养、维护、维修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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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打印方式的差异具有非常高的否定价值； 

f) 打印种类特征的差异具有非常高的否定价值； 

g) 同期样本的差异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h) 稳定的差异特征价值相对较高 

6.4.3 在对打印特征的进行评价时应特别注意鉴别其他痕迹和因素对打印特征的影响，特别是检材或

样本是打印复印件时，要注意分析复印对打印特征的影响。对于难以把握的打印特征，可通过模拟试

验分析特征价值的高低。 

6.4.4 根据对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进行综合评断的结果，形成相应的

鉴定结论。 

7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鉴定结论共分三类五种，其中确定性结论两种，分别为肯定同一和否定同一；非确定性结论两种，

分别为倾向肯定同一和倾向否定同一；没有结论一种：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7.1 肯定同一 

7.1.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是同台打印机打印形成；或 

b) 检材是某台打印机打印形成。 

7.1.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同台打印机的打印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7.2 否定同一 

7.2.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不是同台打印机打印形成； 

b) 检材不是某台打印机（样本打印机）打印形成。 

7.2.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不同打印机的打印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7.3 倾向肯定同一 

7.3.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是同台打印机打印形成； 

b) 检材倾向是某台打印机（样本打印机）打印形成。 

7.3.2 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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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同台打印机的打印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7.4 倾向否定同一 

7.4.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不是同台打印机打印形成； 

b) 检材倾向不是某台打印机（样本打印机）打印形成。 

7.4.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不同打印机的打印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打印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7.5 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7.5.1 结论的表述 

a) 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是否同台打印机打印形成； 

b) 无法判断检材是否某台打印机（样本打印机）打印形成。 

7.5.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 

b) 样本不具备比对条件； 

c) 根据检材和样本的特征反映，既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也无法得出倾向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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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传真原始文件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传真原始文件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印刷文件鉴定中传真原始文件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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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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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和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印刷文件鉴定术语 中规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及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1 传真机：发送、接收传真的机器。 

3.2 传真发送机：发送传真的传真机。 

3.3 传真接收机：接收传真的传真机。 

3.4 传真件：按照通信协议，由发送方的传真机对原稿扫描、发送，接收方的传真机接收、记录制成

的文件。 

3.4.1 传真原始文件：指传真时，由传真接收机接受、记录形成的原始文件，又称传真原件。 

3.4.2 传真复制件：指传真原件的复制件。 

3.4.3 传真原稿：指用于传真发送机传送的文件。传真原稿有可能是原始件，也有可能是复制件。 

3.5 传真形式文件：具有传真标识信息和图文部分，在形式上符合传真件特点的文件。传真形式文件

可能是传真原件或传真复制件，也有可能是采用拼接复制等方法变造的文件。 

3.6 传真标识信息：位于传真件 上方和 下方，标明发送方传真信息和接收方传真信息的部分。 

3.6.1 传真发送标识信息：由发送方所决定，标明传真发送时间、发送方号码、发送人、接收人、页

码等信息的部分。一般位于传真件 上方，故又称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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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传真接收标识信息：由接收方所决定，标明接受时间、接收方号码等信息的部分，一般位于传

真件 下方。 

3.6.3 报文起始线和结束线：传真接受机收到传送和结束报文的指令后，由字符发生器在传真件 上

方和 下方生成的线条。 

3.7 传真图文：传真原稿图文在传真件上的复制部分。 

3.8 传真特征：反映出传真发送、传输、接收特点的特征。 

3.9 传真发送机特征：反映出传真发送机特点的特征。 

3.9.1 传真发送机种类特征：反映出传真发送机种类特点的特征。 

3.9.2 传真发送机个体特征：反映出传真发送机个体特点的特征。 

3.10 传真接收机特征：反映出传真接收机特点的特征。 

3.10.1 传真接收机种类特征：反映出传真接收机种类特点的特征。 

3.10.2 传真接收机个体特征：反映出传真接收机个体特点的特征。 

3.11 热敏纸传真件：使用热敏纸张，以热敏印刷方式记录的传真件。 

3.12 普通纸传真件：使用普通打印、复印纸张，用激光静电印刷、喷墨印刷、热转印等方式记录的

传真件。 

4 传真特征 

传真特征有传真发送机特征和传真接收机特征，都进一步可分为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 

4.1 传真发送机特征 

4.1.1 传真发送机种类特征 

主要有：送稿方式特征、扫描器件特征、读稿方式和状况特征、分辨率特征、中间色调级数特征、

发送标识信息特征等。 

4.1.2 传真发送机个体特征 

多为传真发送机部件损伤、污染、偏离和老化所致，表现为黑色、白色纵向条纹、周期性斑点、

图文变形等。 

4.2 传真接收机特征 

4.2.1 传真接收机种类特征 

主要有：纸类特征、纸张规格特征、裁纸刀口特征、 大记录宽度特征、分辨率特征、色彩特征、

记录机构特征、起始线特征、结束线特征、接收标识信息特征等。 

4.2.2 传真接收机个体特征 

主要表现在打印记录过程中，与相应打印方式的打印文件的个体特征相似。 

5 识别传真特征的方法 

5.1 宏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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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对宏观的传真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2 显微检验 

借助显微镜对微观的传真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 

5.3 测量检验 

借助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传真特征的位置、形态及相互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 

5.4 印压痕迹检验 

通过侧光观察或压痕仪显现对传真形式文件上的印压痕迹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检验方法

可参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文件印压字迹鉴定规范。 

5.5 视频光谱检验 

借助光谱成像设备对传真墨迹的分色、红外、紫外光反射和吸收特性及可见、红外荧光特性进行

观察和分析。 

5.6 仪器分析 

通过分析仪器对传真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体方法可根据传真墨迹的材料种类参

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中相应方法。 

5.7 点滴分析 

根据传真墨迹的材料种类，选用适当的化学试剂对传真墨迹的溶解、显色等化学特性进行分析。 

5.8 试验分析 

通过市场调查和模拟试验对难以把握的传真特征进行分析。 

6  原始传真文件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6.1 检材的检验 

6.1.1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全面、细致的观察检材，了解检材概貌，发现各种传真特征及其他

痕迹特征。 

6.1.2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鉴别检材的制作方式，如热敏印刷、喷墨印刷、激光静电印刷、热转印印刷等记录方式。 

6.1.3 分析、鉴别检材上的传真特征和原稿痕迹特征。对于原稿明显是复制件的，分析复制过程可能

对检材图文部分产生的影响，如图纹线条质量、缩放变形等的变化。 

6.1.4 分析检材上的特征的形成原因，按传真接收机特征、传真发送机特征、原稿痕迹特征及待定痕

迹特征进行归类。 

6.1.5 分析检材传真标识信息的布局是否合理，点阵分布和线条质量是否符合字库打印的特点。 

6.1.6 分析检材图文部分是否合理，点阵分布、线条质量、缩放变形是否符合低分辨率扫描、打印的

特点。 

6.1.7 分析检材标识信息部分与图文部分的特征关系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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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分析检材是否存在可疑的拼接变造痕迹。确定检材经过变造的，应与委托方沟通处理方法，或

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说明。 

6.1.9 根据检验结果，对检材是否符合传真原件的特定进行综合评断，形成鉴定意见。 

6.2 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 

如能获得原始传真样本或制作传真实验样本，则视需要，在 6.1 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对检材与样

本进行进一步比较检验。 

6.2.1 如能获得声称的传真机发送机/传真接收机形成的原始传真样本的，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

验，其步骤和方法参照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7 部分 传真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中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6.2.2 如能获取声称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通过制作实验样本，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

其步骤和方法参照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7 部分 传真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中的

检验步骤和方法。 

6.2.3 根据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的符合程度进行综合评断

的具体情况，形成相应的鉴定结论。 

7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7.1 鉴定结论的种类 

鉴定结论分六种，确定性结论两种，分别是检材是传真原件和检材不是传真原件；符合性结论一

种，为检材符合传真原件的特点；非确定性结论两种，分别是倾向检材是传真原件和倾向检材不是传

真原件；及无法判断检材是否传真原件。 

7.2 鉴定结论的判断依据 

各种鉴定结论主要依据检材传真标识信息是否符合字库打印的特点；图文部分是否符合低分辨率

扫描、打印的特点；各传真特征及其关系是否合理；及检材与样本的传真特征的符合情况等综合得出。

根据检材条件、样本情况及检验发现，结合鉴定人经验判断的确信程度，形成相应的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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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分  传真文件同机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传真文件同机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印刷文件鉴定中传真文件的同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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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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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传真原理和传真特征 

见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6 部分 传真原始文件鉴定规范 中第 3款传真原

理和传真特征。 

4 识别传真特征的方法 

见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6 部分 传真原始文件鉴定规范 中第 4款识别传

真特征的方法。 

5 传真文件同机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5.1 检材的检验 

5.1.1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6 部分 传真原始文件鉴定规范，确定检材

是否传真原件。检材不是传真原件的，应与委托方沟通处理办法，或直接在鉴定报告中予以说明。 

5.1.2 根据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印刷文件制作方法种类鉴定规范，

鉴别检材的记录方式，如热敏印刷、喷墨印刷、激光静电印刷、热转印印刷等记录方式。 

5.1.3 选用适当的特征识别方法，发现检材上的传真特征和原稿痕迹特征。特别要注意细微的、与图

文重叠的、潜在的、纸张背面的等不明显的传真特征。 

5.1.4 分析、鉴别检材上的传真特征和原稿痕迹特征。对于原稿明显为复制件的，分析复制过程可能

对检材图文部分产生的影响，如图文线条质量、缩放变形等的变化。 

5.1.5 分析检材上的传真特征的成因，并按传真接收机特征、传真发送机特征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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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分析检材上反映出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种类特征，判断形成检材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

收机的种类特性。 

5.1.7 分析检材上表现出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个体特征，判断这些特征在传真发送机/传真接

收机同一认定中的价值。 

5.1.8 对有价值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在检材复制件上进行适当标记。 

5.1.9 对检材上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的反映程度和同一认定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

检材是否具备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同一认定条件。如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应与委托方沟通处理办

法，或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说明。 

5.2 实验样本的制作 

如果委托方能够提供可疑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可制作实验样本供比较。 

5.2.1 实验样本的种类 

a) 用可疑传真发送机发送，某一传真机接收，制作的实验样本。该类样本可用于传真发送机

的同一认定； 

b) 用某一传真机发送，可疑传真接收机接收，制作的实验样本。该类样本可用于传真接收机

的同一认定； 

c) 用可疑传真发送机发送，可疑传真接收机接收，制作的实验样本。该类样本 为理想，可

同时或单独用于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同一认定。 

5.2.2 了解可疑传真机的性能及使用、维护、维修情况，检查传真机的状态。注意调取可疑传真机的

传真报告及色带（热转印传真机）。 

5.2.3 根据鉴定要求和可获得的可疑传真机，制作相应的实验样本。视需要，变化传真发送机/传真

接收机的设置，考察不同条件下的传真特征表现。实验样本应能全面、清晰地反映出可疑传真发送机/

传真接收机的特点。 

5.3 样本的检验 

5.3.1 根据鉴定要求和样本的获得情况,样本可分为三种，分别是： 

a) 供传真发送机同一认定的样本； 

b) 供传真接收机同一认定的样本； 

c) 供传真发送机和接收机同一认定的样本。 

5.3.2 参照 5.1 的检验要素，对样本进行检验。发现传真特征，鉴别印刷方式，分析原稿影响，判断

特征成因，对特征进行归类和标记，对传真机的种类和特征价值进行判断。 

5.3.3 分析样本之间的传真发送机/传真发送机特征的关联性和变化情况。 

5.3.4 对样本上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的反映程度和同一认定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

样本是否满足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同机鉴定的比对条件。如不具备比对条件的，应与委托方沟通，

要求补充样本，或直接在鉴定文书中予以说明。 

5.4 对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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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比较检材与样本所反映出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的种类特征的异同。 

5.4.2 逐项比较检材与样本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个体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 

5.4.3 传真特征的比对方法 

a) 直观比较：通过直接观察，必要时借助放大镜和显微镜，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特征的形态

和分布进行比较； 

b) 测量比较：通过测量，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c) 线条结合比较：在检材和样本的复制件或扫描图像上，通过连接分散的特征点，对传真特

征的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d) 重叠比较：通过重叠，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特征的形态和位置关系进行比较； 

e) 材料特性比较：通过显微观察、视频光谱、点滴分析、仪器分析等手段，对检材与样本的

传真墨迹的理化特性进行比较。 

5.4.4 传真特征比对表的制作 

a) 对于大范围的明显的传真特征，可直接在检材和样本复制件上进行标注； 

b) 对于价值高的或细微的局部传真特征，可通过复制剪贴或放大、显微摄影，制作特征比对

表，并标明特征出处。 

5.5 综合评断 

5.5.1 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的符合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符合

点时，应注意分析符合特征的特异性，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a) 与使用过程相关的由设备缺陷、污染等导致的传真特征的价值较高； 

b) 形态特殊的传真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c) 关联组合的传真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5.5.2 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的差异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特征差异

点时，应注意分析差异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可能导致特征变化的因素，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a) 传真时间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b) 传真条件变化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c) 替换、补充耗材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d) 保养、维护、维修可能导致的特征变化； 

e) 传真种类特征的差异具有非常高的否定价值； 

f) 同期样本的传真特征的价值相对较高； 

g) 稳定的传真特征价值相对较高 

5.5.3 对传真特征的进行评价时，还应特别注意鉴别传真发送机特征和传真接收机特征；分析原稿痕

迹、污染、退色等对传真特征的影响；可疑传真机中的传真报告、打印色带有可能留有很重要的信息。

对于难以把握的传真特征，通过模拟试验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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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根据对检材与样本的传真发送机/传真接收机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进行综合评断

的具体情况，形成相应的鉴定结论。 

6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对于传真发送机同一认定和传真接收机同一认定，鉴定结论均分三类五种，其中确定性结论两种，

分别为肯定同一和否定同一；非确定性结论两种，分别为倾向肯定同一和倾向否定同一；没有结论一

种，为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6.1 肯定同一 

6.1.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是同台传真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b) 检材是某台传真机（样本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6.1.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同台传真机接收或发送形

成的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6.2 否定同一 

6.2.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不是同台传真机接收形成； 

b) 检材不是某台传真机（样本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6.2.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很高，充分反映了不同传真机接收

或发送形成的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6.3 倾向肯定同一 

6.3.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是同台传真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b) 检材倾向是某台传真机（样本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6.3.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同台传真机或发

送机接受或发送形成的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的差异点能得到合理解释。 

6.4 倾向否定同一 

6.4.1 结论的表述 

a) 检材与样本倾向不是同台传真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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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材倾向不是某台传真机（样本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6.4.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不同传真机接收

或发送形成的特点； 

b) 检材与样本的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特征符合点的总体价值较低，且能得到合理解释。 

6.5 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6.5.1 结论的表述 

a) 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是否为同台传真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b) 无法判断检材是否某台传真机（样本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接收或发送形成。 

6.5.2 判断标准 

a) 检材不具备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同一认定鉴定条件； 

b) 样本不具备传真接收机或发送机同一认定比对条件； 

c) 根据检材和样本情况，既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也无法得出倾向性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