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部 

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司法鉴定协议

书（示范文本）》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配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下简称《通则》）

的实施，规范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提高司法鉴定文书的质量，进一步推动司

法鉴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建设，我部根据《决定》和《通则》的有

关规定，配套制定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司法鉴定协议书（示范文本）》，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2.《司法鉴定协议书（示范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提高司法鉴定文书的质量，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鉴

定程序通则》，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司法鉴定文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依照法定条件和

程序，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

和判断后出具的记录和反映司法鉴定过程和司法鉴定意见的书面载体。 

    第三条 司法鉴定文书分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对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进行

检验、鉴别后出具的记录司法鉴定人专业判断意见的文书，一般包括标题、编

号、基本情况、检案摘要、检验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落款、附件及附

注等内容。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对委托人提供的鉴

定材料进行检验后出具的客观反映司法鉴定人的检验过程和检验结果的文书，

一般包括标题、编号、基本情况、检案摘要、检验过程、检验结果、落款、附

件及附注等内容。 

    第四条 司法鉴定文书应当由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人按照本规范的要

求制作。 

    第五条 司法鉴定文书一般由封面、正文和附件组成。 

    第六条 司法鉴定文书的封面应当写明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司法鉴

定文书的类别和司法鉴定许可证号；封二应当写明声明、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



和联系电话。 

    第七条 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 

  （一）标题：写明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和委托鉴定事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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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情况：写明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受理日期、鉴定材料、鉴

定日期、鉴定地点、在场人员、被鉴定人等内容。 

鉴定材料应当客观写明委托人提供的与委托鉴定事项有关的检材和鉴定资料

的简要情况，并注明鉴定材料的出处； 

  （四）检案摘要：写明委托鉴定事项涉及案件的简要情况； 

  （五）检验过程：写明鉴定的实施过程和科学依据，包括检材处理、鉴定

程序、所用技术方法、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等内容； 

  （六）检验结果：写明对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进行检验后得出的客观结

果； 

  （七）分析说明：写明根据鉴定材料和检验结果形成鉴定意见的分析、鉴

别和判断的过程。引用的资料应当注明出处； 

  （八）鉴定意见：应当明确、具体、规范，具有针对性和可适用性； 

  （九）落款：由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写明司法鉴定人的执业证号，

同时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并注明文书制作日期等； 

  （十）附注：对司法鉴定文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附注中作出说明。 

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可以根据不同鉴定类别和专业特点作相应调整。 

第八条 司法鉴定文书附件应当包括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有关的关键图表、

照片等以及有关音像资料、参考文献等的目录。附件是司法鉴定文书的组成部

分，应当附在司法鉴定文书的正文之后。 



    第九条 司法鉴定文书的语言表述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 

    (一)使用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通用专业术语规范和法律规范

的用语； 

    (二)使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 

    (三)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符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  

    （四）文字精练，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描述客观、清晰。 

    第十条 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下列格式要求： 

  （一）使用 A4规格纸张，打印制作； 

  （二）在正文每页页眉的右上角注明正文共几页，同时注明本页是第几页； 

  （三）落款应当与正文同页，不得使用 “此页无正文”字样； 

  （四）不得有涂改。 

    司法鉴定文书制作一般应当一式三份，二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本

机构存档。 

    第十一条 司法鉴定人应当在司法鉴定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

加司法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司法鉴定文书经过复核的,复核人应当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复核单上

签名。 

    第十二条 司法鉴定文书应当同时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

章红印和钢印两种印模。司法鉴定文书正文标题下方编号处应当加盖司法鉴定

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钢印；司法鉴定文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

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作为骑缝章；司法鉴定文书制作日期处应当加盖司法鉴

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  

    第十三条 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和钢印为圆形，制作

规格应当为直径 4厘米，中央刊五角星，五角星上方刊司法鉴定机构名称，自



左而右环行；五角星下方刊司法鉴定专用章字样，自左而右横排。 

    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和钢印印文中的汉字，应当使用

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字体为宋体。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

专用章红印和钢印印文应当并列刊汉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自左而右

环行。 

    第十四条 司法鉴定人印章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应当经

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后启用。 

本规范施行前，司法鉴定人使用的印章和司法鉴定机构使用的司法鉴定专用章

规格、式样、文字、字体符合本规范规定的，在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后可以继续

使用。 

    第十五条 本规范自 2007年 12月 1日起施行。司法部 2002年 7月 5

日发布的《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一、二。  

 

 

 

 

 

附 件 1     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一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 



 

（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司法鉴定文书类别的标题：一般 2号或者小 1号宋体，

加黑，居中排列） 

 

 

 

 

 

 

 

 

 

 

 

 

 

 

 

 

司法鉴定许可证号：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号：3号仿宋体，居中排列） 

 

 

声 明 

 



（2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1. 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和采用

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 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

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 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声明内容：3号仿宋体） 

 

 

 

 

 

地  址：× ×市× ×路× ×号（邮政编码：000000） 

联系电话：00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及联系电话：4号仿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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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小 2号黑体，居中排列） 

编号××司法鉴定中心[200×]×鉴字第×号 



 

（编号：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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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序号采用阿拉伯 数字标识，年份应标全称，用方括号“[ ]”括

入，序号不编虚位。5号宋体，居右排列。编号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

定专用章钢印） 

一、基本情况（3号黑体） 

委 托 人：××××（二级标题：4号黑体，段首空 2字） 

（文内 4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 2字，行间距一般为 1.5倍。日期、数

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 

字标识。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等顺序排列。下同） 

委托鉴定事项：  

受理日期： 

鉴定材料：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 

被鉴定人： 

二、检案摘要 

 

三、检验过程 

 

四、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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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定意见 

 

六、落款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二○○×年×月×日 

（文书制作日期：用简体汉字将年、月、日标全，“零”写为“○”，居右排

列。日期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 

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 

说明：1. 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

章红印，作为骑缝章。 

2. 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需要添加附件的，须在鉴定意见后列出 

详细目录。 

3. 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正文的落款后另加附注予以

说明。（附注为 4号仿宋体） 

 

 

 



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二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司法鉴定文书类别的标题：一般 2号或者小 1号宋体，

加黑，居中排列） 

 

 

 

 

 

 

 

 

 

 

 

 

 

 

司法鉴定许可证号：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号：3号仿宋体，居中排列） 

 

 



 

声 明 

（2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1. 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和采用

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 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

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 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声明内容：3号仿宋体） 

 

 

 

地  址：× ×市× ×路× ×号（邮政编码：000000） 

联系电话：00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及联系电话：4号仿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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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小 2号黑体，居中排列） 

编号××司法鉴定中心[200×]×检字第×号 

（编号：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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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序号采用阿拉伯  数字标识，年份应标全称，用方括号“[ ]”括

入，序号不编虚位。5号宋体，居右排列。编号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

定专用章钢印） 

 

一、基本情况（3号黑体） 

委 托 人：××××（二级标题：4号黑体，段首空 2字） 

（文内 4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 2字，行间距一般为 1.5倍。日期、数

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 

字标识。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等顺序排列。下同） 

委托鉴定事项：  

受理日期： 

鉴定材料：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 

被鉴定人： 

二、检案摘要 

 

三、检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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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验结果 

一般采用文字或者图表形式。例如： 

                                      

×××××× 

××× ××× ××× 

××× ×××××××× ×××××××× 

××× ×××××××× ×××××××× 

（表格一般采用三线表，居中排列，图表说明和表内文字居中排列，5号宋体） 

         

五、落款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二○○×年×月×日 

（文书制作日期：用简体汉字将年、月、日标全，“零”写为“○”，居右排

列。日期处加盖司法鉴定 

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 

说明：1. 本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

专用章红印，作为骑缝章。 

2.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中需要添加附件的，须在检验结果后列出详细目录。 



3. 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正文的落款后另加附注

予以说明。（附注为 4号仿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