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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旨在确立我国文书鉴定实验室进行印章印文形成时间物理检验所必须遵循的鉴定程序

和方法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行业的规范和有序运行。

本技术规范按照 GB/T 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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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杨旭、施少培、刘建伟、徐彻、钱煌贵、卞新伟、孙维龙、陈晓红、罗

仪文、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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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印文形成时间物理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印章印文形成时间物理检验的步骤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文件制作时间鉴定中印章印文盖印时间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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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SF/Z JD0201003－2010 印章印文鉴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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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Z JD0201003－2010《印章印文鉴定规范》中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规范。

3.1

印文历时性特征

特指印章印面在使用、保存、传递、盖印、清洗、修补、注墨等过程中形成或产生变化的反映印章

使用时间信息的印文特征的总称。印文阶段性特征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印文同时段特征和印文

阶段性特征。

3.2

印文同时段特征

特指印章在同一使用阶段形成或产生变化的，能够客观反映印文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连续特性的各

类特征的总称。印文同时段特征，是判断多枚印文是否一次、同批、同时、相近形成的依据。

3.3

印文阶段性特征

特指印章在使用、保存、传递等过程中形成或产生变化的，能够客观反映文件各要素在不同时间段

反映出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规律的各类特征的总称，印文历时性特征是判断印文盖印时间的具体依

据。

4 印文历时性特征的种类

4.1 印章尺寸、形状的变化特征

印章印面材料老化是导致印章尺寸、形状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印章印面材料老化的原因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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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一是印章材料本身的性能；二是由于长期浸染印油、印泥等盖印“介质”带来的影响；三是

来自保存和使用环境等外部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等，以及盖印压力的作用等带来的影响。三个方面

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不同类型、不同材料、不同使用情况的印章发生程度不同的老化现象。其老化特

征突出地表现在印文的尺寸和形状的变化上。如木质印章易发生膨胀变形，变形的程度与木质材料的干

燥程度、木纹的分布以及外部条件等因素有关；渗透性印章和原子印章，根据储墨垫的性能、质量的不

同以及温度、外力等使用条件的不同，极易产生收缩变形，其渗透孔容易受阻，印油也易发生渗透不均

等现象，导致印文尺寸、形状以及印面油墨分布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均能客观地反映出印章印文盖

印时间方面的信息，是印文盖印时间鉴定的重要依据。

4.2 印面缺损的变化特征

印章印面由于长期浸染印油、印泥，加上盖印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与纸张等载体接触、摩擦，以

及在保存过程中与其他物体的磕碰、摩擦等，会逐步导致印面缺损等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印面文

字笔画、线条、图案、边框的磨损、残缺、变形等，而且一旦出现是不可逆转的，也无法完全恢复，同

时随着印章的继续使用还会持续地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为我们判断印章印文的盖印时间提供了非常有

价值的信息，是印文盖印时间鉴定的重要依据。

4.3 印面附着物分布的变化特征

对于章墨分离的印章，印面附着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印章印面，二是来自盖印“介质”。

印章和盖印“介质”分别在保存过程中其表面容易吸附来自周围环境的细小物质，如尘埃、毛发、纤维、

纸屑、烟灰等，在盖印过程中印章和盖印“介质”表面的接触又会使这些附着物相互混杂或转移。因此，

对于印墨分离的印章，很容易产生印面附着物，其出现的部位、具体形态、分布等随机性很强，一般持

续的时间不长，容易发生变化。对于注墨类印章，附着物产生的情况与印墨分离的印章类似，只是其附

着物的来源主要是印章印面，因而附着物出现频率相对较低。印面附着物特征可以为判断印章印文的盖

印时间提供一方面重要依据。

4.4 印面墨迹分布的变化特征

对于渗透性注墨类印章，注墨后往往要使用相当一段时期。由于油墨的持续使用和不断的挥发、氧

化等，加上储墨垫或章面材料渗透孔收缩、阻塞、老化等导致墨迹渗透不均匀现象，其印面油墨分布会

发生阶段性的规律变化。其总体上的变化是从浓到淡、从均匀到分散、从清晰到模糊。对于章墨分离类

印章，印面油墨的分布变化主要来自盖印“介质”，通常印墨分离的印章，其盖印“介质”往往要固定

使用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来自印章的压力和摩擦，其表面分布会不断发生一定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变化

会直接反映在蘸取其盖印的印文上。印面油墨分布的变化情况同样可以为判断印章印文的盖印时间提供

一方面的重要依据。

4.5 印文墨迹渗散程度的变化特征

印文墨迹中，特别是印泥、印油中含有一定的油性物质，一旦盖印在文件纸张上会发生不同程度的

渗透现象。印油的这种渗透现象其变化的程度主要与印油的特性、含量的多少、文件载体的特性、周围

的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光照等），以及其在纸张上附着时间的长短有关。对同一文件上印文墨迹

的渗透程度进行一定时间的持续检测分析，根据其变化规律可以为判断印文是否近期形成提供一方面的

依据。

4.6 印文墨迹附着能力的变化特征

印文墨迹，特别是印泥，在纸张上的附着能力随时间推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印文墨迹附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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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变化主要与印油的特性、含量的多少、文件载体的特性、周围的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有关。同时与其在纸张上附着时间的长短有关，一般盖印时间不长的，印文墨迹未干的，其附着能力低，

比较容易被转印；盖印时间较长的，印文墨迹已干的，其附着能力强，不易被转印。因此，对印文墨迹

的附着能力进行转印检测，可以为判断印文是否近期形成提供一方面的依据。

4.7 印面暗记特征

指印章在制作过程中或在使用过程中，为了防伪或其它目的人为在印面上制作的各种记号。常见的

印面暗记特征是在印面上形成文字笔画或线条的残缺特征。与印面缺损特征一样，暗记特征一旦出现是

不可逆转的，也无法完全恢复，同时随着印章的继续使用还会持续地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为我们判断

印章印文的盖印时间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印文盖印时间鉴定的重要依据。

4.8 其它因素形成的变化特征

印章在人为的清洗、修补或加注印油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痕迹和产生的特殊现象。这些迹象如果反

映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可以为印章印文的盖印时间提供一方面的重要依据。

5 识别印文历时性特征的一般方法

5.1 常规检验

通过目测或借助放大镜，在自然光或照明光下，对印文的宏观、细微的形态特征进行观察和识别。

5.2 显微检验

借助各种显微镜，对于通过常规检验难以辨别的细微形态和显微结构等特征进行放大观察和识别。

5.3 检测分析

借助文检仪或其他光谱、色谱分析仪器等，对印文材料的物理特性进行检测分析。

5.4 测量分析

借助合适的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印文特征的长度、角度、距离、搭配比例、布局关系等进行测

量。适用时，可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根据印文特征的测量结果对印文特征的分布状况、变化范围、

程度及特征性质等进行统计分析。

5.5 试验分析

对一些难以确定的印文特征，可根据检材形成的条件进行模拟实验进行分析和验证。

6 鉴定步骤和方法

6.1 检材印文的检验

6.1.1 分析检材印文的特点，初步判断检材印章的种类，必要时应要求委托人提供检材印章。

6.1.2 根据检材印章的种类，分析其盖印的印文可能出现的印文历时性特征。

6.1.3 检验检材印文的盖印条件，初步判断其是否能清晰地反映出印文的历时性特征。

6.1.4 有多枚检材印文的，遵循 SF/Z JD0201003－2010《印章印文鉴定规范》，鉴定检材印文是否为
同一枚印章的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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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分析判断多枚印文之间是否一次盖印形成，检验时应注意分析以下几方面技术要点：

a) 分析各印文的盖印位置、方位及倾斜角度、压力偏重的分布是否一致或相近；

b) 分析多枚印文在印面墨迹分布特征上是否反映出特定的阶段性特点；

c) 分析这些阶段性特征是否反映出连续性的变化规律；

d) 分析是否存在其它能够影响这些印文阶段性特征的因素；

e) 综合评断反映出的这些阶段性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反映出连续盖印的特点。

6.1.6 综合印文色料的新旧程度、附着能力、印油的渗透情况等因素，初步判断检材印文是否可能系

近期形成。如有可能系近期形成的，可对检材印文色料的新旧程度、附着能力、印油的渗透情况等因素

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检测，并作好有关记录，根据对检材印文的变化规律，可为综合判断检材印文是否

一次或相近时间盖印提供一方面的依据。

6.2 样本印文的检验

6.2.1 遵循 SF/Z JD0201003－2010《印章印文鉴定规范》，判断样本印文是否同一印章盖印。
6.2.2 审查样本印文的来源, 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样本印文的来源进行审查:

a) 是否通过侦查、调查、质证等合法程序证实或认可的样本印文；

b) 是否从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提取的，能够被证实已经生效的样本印文，如工商、税

务等档案资料；

c) 是否能够通过其它证据证实的样本印文。

6.2.3 分析样本印文的特点，初步判断样本印章的种类，必要时应要求委托人提供样本印章。

6.2.4 对样本印文的比较检验：

a) 对样本印文逐一进行比较检验，分析其是否反映出印文阶段性特征；

b) 分析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是否稳定，其变化情况是否在现有样本中得到全面反映；

c) 分析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是否存在一定的变化规律，是否具备鉴定价值；

d) 分析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与其标称的日期是否吻合，如有疑问或矛盾，则该样本印文

不能使用，应要求委托方重新确认。

6.2.5 根据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规律，初步确定样本印文是否具备比对条件。如样本

印文明显不具备比对条件，则要求补充样本。

6.3 检材与样本印文的比较检验

6.3.1 遵循 SF/Z JD0201003－2010《印章印文鉴定规范》，判断检材与样本印文是否同一印章盖印。
如不是同一印章盖印的，要求补充与检材印文同一的样本印文。

6.3.2 通过检材与样本印文的比较检验，综合判断样本印文在标称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检材标称或声

称的时间范围或时间点）反映出有价值的阶段性特征，确定样本是否具备比对条件，如样本印文不具备

比对条件的，则要求补充样本。

6.3.3 通过检材与样本印文的比较检验，根据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规律，综合判断检

材印文是否应该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印文阶段性特征，确定检材印文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6.3.4 综合判断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否具备通过检材与样本印文的比较检验，根据样本印文阶段性

特征的变化规律分析判断检材印文形成时间的条件。

6.3.5 将检材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与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逐一进行比较检验，根据样本

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规律，综合分析检材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与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

性特征的吻合或变化情况。

6.4 综合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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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规律，对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反映出的阶段性特征的吻

合、不同或变化特征的总体价值作出综合评断，并根据综合评断的结果，对检材印文的形成时间作出相

应的鉴定意见。

7 鉴定意见

7.1 检材印文为某时间范围盖印

7.1.1 检材与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且样本的标称时间已知。

7.1.2 样本印文在标称的时间范围内反映出有价值的阶段性特征。

7.1.3 这些阶段性特征随时间的推移呈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7.1.4 检材印文与某时间范围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征吻合，而与其它时间段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征明

显不同。

7.1.5 无其它影响印文阶段性特征的因素。

7.2 检材印文不是某时间范围盖印

7.2.1 检材与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且样本的标称时间已知。

7.2.2 样本印文在标称的时间范围内反映出有价值的阶段性特征。

7.2.3 这些阶段性特征随时间的推移呈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7.2.4 检材印文与某时间范围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不同。

7.2.5 无其它影响印文阶段性特征的因素。

7.3 根据样本材料检材印文倾向为某时间范围盖印

7.3.1 检材与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且样本的标称时间已知。

7.3.2 样本印文在标称的时间范围内反映出有价值的阶段性特征。

7.3.3 这些阶段性特征随时间的推移呈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7.3.4 检材印文与某时间范围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吻合，但与其它时间段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

征明显不同。

7.3.5 无其它能够影响印文阶段性特征的因素。

7.4 检材印文倾向不是某时间范围盖印

7.4.1 检材与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且样本的标称时间已知。

7.4.2 样本印文在标称的时间范围内反映出有价值的阶段性特征。

7.4.3 这些阶段性特征随时间的推移呈一定的规律性变化。

7.4.4 某时间范围样本印文的阶段性特征在检材印文中没有出现。

7.4.5 无其它影响印文阶段性特征的因素。

7.5 多枚印文是一次盖印形成的

7.5.1 各印文的盖印位置、方位及倾斜角度、压力偏重的分布一致或相近。

7.5.2 在印文墨迹的分布上反映出特定的同一阶段特征。

7.5.3 这些阶段性特征反映出连续性的变化规律。

7.5.4 这些特定的同一阶段特征在其它历时样本印文中没有出现。

7.5.5 无其它影响这些印文同一阶段特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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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不能判断检材印文的盖印时间

7.6.1 检材印文不具备鉴定条件。

7.6.2 样本印文不具备比对条件的。

7.6.3 检材与样本印文阶段性特征的性质难以评断，既不能得出确定性意见也不能得出倾向性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