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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文件鉴定通用规范》的组成部分，旨在确立我国文件鉴定实验室进行特种文件检验的步

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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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红、凌敬昆、徐彻、钱煌贵、卞新伟、孙维龙、奚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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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文件鉴定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特种文件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对文件鉴定中货币、护照、身份证、票据等各类特种文件的安全标识和真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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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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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3 特种文件鉴定常用的检验方法 

3.1 宏观检验：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透射光照射下对宏观的印刷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如水印、

安全线等。 

3.2 显微检验：借助显微镜对微观的印刷特征进行观察和分析，如雕刻特征、微缩印刷特征等。 

3.3 测量检验：借助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印刷特征的位置、形状、规格及相互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 

印压痕迹检验：通过触摸、侧光观察或压痕仪显现对特种文件上的各类印压痕迹和墨迹凹凸状况

进行观察和分析，具体检验方法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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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红外光检验：在红外光照射下，观察和分析比较需检文件材料对红外光的反射、吸收特性。 

3.5 紫外光检验：在紫外光照射下，观察和分析比较需检文件材料对紫外光的反射、吸收特性。 

3.6 荧光检验：在特定光源的照射下，观察和分析比较需检文件材料的荧光特性，特种文件鉴定中常

用 365、245nm 长波和短波紫外线进行荧光特性检验，某些防伪油墨需在特定光源下激发荧光（如反斯

托克斯墨水，需在 950nm 激光下激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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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点滴试验：通过特定的化学试剂对印刷墨迹的显色、溶解特性等进行分析。 

分析仪器检验：通过分析仪器对印刷墨迹、纸张的理化特性进行定性和（或）定量分析，具体检

验方法可参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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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专用鉴别设备检验：专门用于鉴别各类特种文件的检测仪器，如验钞机、身份证鉴别仪、全息信

息识别仪、证照鉴别系统等。 

4 常见特种文件的特征 

4.1 常见特种文件的制作工艺特征 

a) 文件的规格：特种文件的类型、构成要素，及长度、宽度、厚度、页数等规格； 

b) 文件的载体：特种文件承印物的材质和加工、合成工艺，承印物的色度、厚度、平滑度等； 

c) 文件的印刷工艺：特种文件各部位的印制方法，印刷顺序，运用印刷油墨的特点等； 

d) 文件的装订工艺：特种文件的装订方法，装订顺序，装订线的材质、粗细、颜色、缠绕方式

等。 

4.2 常见特种文件的内容信息特征 

a) 内容信息：分析特种文件内容信息的项目、格式及具体内容、填写要求等； 

b) 附加信息：分析特种文件附加信息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方式，及附加信息的含义等。 

4.3 特种文件常用的防伪方法 

a) 承印物防伪：如特殊材质纸、水印纸、化学水印纸、超薄纸等； 

b) 特殊添加物：如安全线、彩色纤维、彩点等。 

c) 特殊油墨：如光敏油墨、紫外荧光油墨、日光激发变色油墨、红外油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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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斯托克斯墨水

等。 

d) 特殊工艺印刷：如全息照相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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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印版套印等。 

e) 特种印刷方法：如立体印刷、凹凸印刷、浮雕印刷、盲文印刷、磁性印刷、塑料薄膜印刷等。 

f) 特殊文字和图案：如微缩文字和图案、特殊形状图案、隐形图案等。 

g) 特殊装订方式：如多线缠绕装订等 

h) 文件号码：采用特殊的编制方式、印制方法、排列格式及其它特殊方式制作（如微孔印刷等）。 

5 特种文件鉴定的检验步骤和方法 

特种文件真伪的鉴定，通常需提供标准样本，鉴定时首先应根据以上常见特征文件特征对标准样

本的制作工艺、内容信息、印刷特征、防伪特征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必要时应要求委托方提供标准样

本的有关技术资料。根据标准样本各类特征及检材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检验方法对检材上对于的

各类特征分别进行检验，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检验。 

5.1 检材印刷方法的检验 

根据检材的功能及印刷材料、印刷方法、印刷工艺的特点，分析检材的印刷特征，具体检验方法

可参照 SF/Z JD0201004-2010  印刷文件鉴定规范，印刷材料特性如纸张理化特性、油墨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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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线理化特性等可参照 SF/Z JD0201008-2010  文件材料鉴定规范。 

5.1.1 根据检材的特性及印刷方法、材料的特点，综合评断检材的印刷方法。 

5.1.2 如有标准样本的，通过检材与标准样本的印刷方法的比较检验，综合评断检材与标准样本印刷

方法的异同。 

5.2 检材防伪特征的检验。 

5.2.1 分析检材的形式和防伪要求, 如有标准样本的，可根据标准样本防伪特征的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 

5.2.2 选用适当的检验方法，发现并分析检材防伪特征，可根据常见特种文件的防伪特征选用适当的

检验方法逐一进行检验。虽不同种类的特种文件，其防伪技术手段及特点不尽相同，但通常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检验。 

纸张：注意分析特种文件使用的纸张的理化特性，是否采用特殊制作工艺，以及是否存在异常擦

刮、消退、污染痕迹等，具体检验方法可参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变造文件鉴定规范 中有关方法。 

a) 水印：在透射光的照射下，注意观察和分析水印的位置、形态及内容，如图案、文字、数字等，

特别注意其轮廓的清晰度、立体感等。 

b) 安全线：在特种光源的照射下，注意观察和分析安全线的位置、形态及线条中的微缩印刷内容

等。 

c) 防伪纤维：在特种光源的照射下，注意观察和分析防伪纤维的分布状态、荧光特性、颜色等。 

d) 特殊油墨：在不同角度光源照射下或特种光源的照射下，注意观察和分析是否使用特殊油墨，

如光变油墨、紫外荧光油墨等。 

e) 微缩印刷：采用显微检验方法，注意观察和分析微缩文字、微缩图案的印刷方式、内容等。 

f) 隐形印刷：注意放大观察和分析隐形线条、图案、文字的印刷方式、内容等 

g) 照片：注意分析照片的制作方式，如粘贴、彩色激光打印、彩色喷墨打印等，接缝处处理方式，

并特别注意分析照片部位有无变造痕迹等，具体检验方法可参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

（污损）文件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变造文件鉴定规范 中有关方法。 

h) 碾压薄版：注意分析照片页碾压薄版上的特殊印刷信息的内容、位置及相互关系，如全息印刷

信息、彩虹印刷信息、特殊图案等。 

i) 特殊效果：注意发现检材上文字等内容的特殊印刷效果，如文字的 VIP 效果、重叠图像等。 

j) 证件文字、号码：注意分析不同部位文字、号码的印刷方式，如胶版、凸版、凹版印刷或直接

打印，微孔号码注意分析其组合方式、大小形态等。同时应特别注意分析证据号码有无擦刮、

消退、修补等变造痕迹，具体检验方法可参照 SF/Z JD0201005-2010  篡改（污损）文件鉴定

规范 第 1 部分 变造文件鉴定规范 中有关方法。 

k) 装订线：注意分析装订线的数量、缠绕方式及颜色、荧光特性等，及是否采用特殊方式固定，

如用塑料固定等，同时特别注意分析有无重新装订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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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分析检材防伪特征的数量和分布，并通过与标准样本的防伪特征进行比较检验，综合评断两者

的防伪特征的异同。同时特别注意分析检材的重要部位和信息有无变造的痕迹。 

5.3 检材特征质量的综合评断。 

5.3.1 根据特征的稳定性进行判断：易受保存条件、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特征稳定性差，其特征

价值较低；反之特征价值较高（如水印、防伪纤维、安全线等）。 

5.3.2 根据制作工艺进行判断：制作工艺越复杂、技术含量越高（如特种工艺印刷、各种防伪特征等），

特征价值越高；制作工艺越简单、技术含量越低，特征价值越低。 

5.3.3 对于检材受到污损的，要分析污染和损坏是否会导致某些特征的改变或者消失，必要时在可能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模拟实验，根据模拟实验的结果判断特征的价值。 

5.3.4 综合以上几方面，对特征的价值作出综合评价。 

a) 如有标准样本的，通过检材与标准样本的比较检验，综合分析两者印刷特征、防伪特征等的

异同，并根据综合评断的结果，到 6.1 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b) 如无标准样本的，应综合分析检材的重要部位或信息，如照片、号码、防伪特征等，有无明

显的变造痕迹或伪造现象，并根据综合分析的结果，到 6.2 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6 鉴定结论 

6.1 如有标准样本，通过对检材与样本的制作工艺、内容信息、印刷特征、防伪特征等综合鉴定，如

两者存在本质差异的，可做出检材是伪造形成结论；如两者各类特征（特别是防伪特征）相符，个别

变化特征能科学、合理解释的，可做出检材不是伪造形成结论。不建议采用推断性结论。 

6.2 如无标准样本的，一般不对检材的真伪直接做出判断，只需对检材具体的制作方法、制作过程、

印刷特征、防伪特征或其它异常痕迹（现象）等作出客观描述即可，只有当检材的重要部位或信息有

明显的变造痕迹或伪造现象的，方可作出检材系伪造的鉴定结论。不建议采用推断性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