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ω 3号
司规 〔

法医类司法鉴定
司法部关于印发 《
执业分类规定》的通知
各省、 自治 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 〉,新 豇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

《法医类司法鉴定执 业分类规定》 已经 ⒛20年 5月 9日 笫 20
次邯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现 予印发 ,谙 认其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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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类司法鉴 定执业 分类规 定
第一章

总则

笫一条 为规范法医类 司法鉴定机 构和鉴定 人的
执业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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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 定 ,结 合 司法鉴定工作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笫二条 法医类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 动 中法医
学各 专
业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 或者 专门知识
,对 诉讼涉及 的专 门性
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 意见的
活动。
笫三条 法医类 司法鉴定依据所解决的
专 门性 问题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 鉴定、法医
精神病鉴定

分为

、法医物证

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等。
第二章

法医病理鉴定

笫四条 法医病理鉴 定是指鉴定人运月
法医病理 学的科
学技术 或者 专 门知识 ,对 与法律 问题
有关 的人身伤、残 、病、
死及死 后 变化 等专 门性 问题进行 鉴别和
判断并提供鉴定 意
见的活动。
法医病理鉴定包括死 亡原 因鉴定 ,死
亡
时间推 断 ,损 伤 时间推断 ,致 伤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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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判断 ,死 亡

断 ,成 伤机 制分析 饣医
|

|

疗损害鉴定 以及与死亡原 因相关的其他法医病理鉴定 等 。
笫五 条 死亡原 因鉴定。依据法医病理 学尸体检验等相
关标 准 j基 于具体案件鉴定 中的检材情况 、委托人的要求 以
及死者的 民族 习惯等 ,按 照所采用的检查方法进行死亡原 因
鉴定或分析。死亡原 因鉴定通常有 以下类型

:

尸体解剖 ,死 亡原 因鉴定 。通过进行系统尸体解剖检验
(包 括但 不限于颅腔 、胸腔 、腹腔等λ 提取病理检材 ,对

备器 官进行大体检验和显微组织病理学检验 ;提 取尸体相关
体液或 组织进行毒、药物检验 ,或 者其他实验 室检验 (必 要
时 〉。根据 上述尸体解剖检验和必要的实验 室检验结呆 ,结
合案情资料及其他 书证 材料 j对 死亡原 因等进行鉴定 。
尸表检验 ,死 亡原 因分析 。通过对尸体衣着 、体表进行
检验 ,必 要时进行尸体影像学检查或提取相关体液检材进行
毒 、药物检验等 。根据上述检验结呆 ,并 结合案情资料等对
死亡原 因等进行分析 。
器官/切 片检验 ,死 亡原因分析 。因鉴定条件所限 j缺 少
尸体材料 时 (如 :再 次鉴定时尸体 已处理 ),可 以通过对送
检器 官/组 织切片进行法医病理学检验与诊断,并 结合尸体检
验记 录和照片 、毒物检验结果以及案情资料 、书证材料等

,

进行死亡原 因分析 。
笫六条 器官组织法 医病理学检验与诊断。通过对人体
器官/组 织切片进行大体检验和 (或 〉显微组织病理学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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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法 医病 理 学专业知识分析 、判断 ,作 出法医病理 学诊断
意见 。
笫七条 死亡方式判断。通过案情调查 、现场勘验 、尸
体检验及相 关实验 室检验/检 测等资料综合分析 ,判 断死者 的
死亡方 式是 自然死亡还是他杀、 自杀、意外死亡 ,或 者死亡
方式不确定 。
笫八 条 死亡 时间推断。依据尸体现 象及其 变化规律推
断死亡 时间 ;依 据 胃、肠 内容物的量和 消化程度推断死亡距
最后 一次用餐的经历时间;利 用 生物化学方法 ,检 测体液 内
化学物质或大分 子物质浓度变化等推 断死亡 时间;利 用光谱
学、基 因组学 等技术 推断死亡 时间;依 据法医昆虫学嗜尸性
昆虫的 发育周期及其演替规律推断死亡 时间等。
笫九条 损伤时 间推断。在鉴别生前伤与死 后伤 的基础
⊥ ,通 过 对损伤组织的大体观 察和镜下组 织病理学检

查 ,依

据 生前损伤组织修复、愈合、炎症反应 等形态学 改变 ,对

损

伤 时间进行 推断 ;利 用免疫组织化 学和分 子生物学等技术

,

依据生前损伤组 织大 分子活性 物质奕化规律等 ,对 伤后

存活

时间进行 推断。
笫十条 致伤物推断。依据人体损伤形态特 征 、微量物
证及 DNA分 型检验 结果 等 ,结 合案情、现场勘验

及可疑 致

伤物特 征 ,对 致伤物的类型、大小 、质地、重量 及作
状等进 行分析 ,推 断致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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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形

笫十一条 成伤机制分析 。依据人体 损伤的形态、大小 、
方 向、分布等损伤特征 ,结 合案情 、现场勘验及 可疑致伤物
特征 ,对 损伤是如何形 成的进行分析 、判 断 。
笫十二条 医疗损害鉴定 。应用法医病理学鉴定理论知
识 、临床医学理论知识和诊疗规 范等 ,对 涉及病理诊断和/
或死亡后果等情形 的医疗纠纷案 件进行鉴定。判断诊疗行为
有无过错 ;诊 疗行为与死 者死亡后杲之 间是否存在 因杲关系
以及过错原 因力大小等。
笫十三 条 与死亡原 因相关的其他法医病理鉴定。包括
但不限于组织 切片特殊染色 、尸体影像学检查、组织器 官硅
藻检验 、尸体 骨骼 的性别和年龄推 断等 。
第 三章

法医临床鉴定

笫十 四条 法医临床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法医临床学的
科学技术或者专 门知识 ,对 诉讼涉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人体损
伤 、残疾 、生理 功能、病理生理状况及其他相 关的医学问题
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 意见的活动。
法医临床鉴定包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人 体残疾等级鉴
定 ,赔 偿相关鉴定 ,人 体功能评定 ,性 侵犯与性别鉴定 ,诈
伤 、诈病 、造 作伤鉴定 ,医 疗损害鉴定 ,骨 龄鉴定及与损伤
相关的其他法 医临床鉴定 等 。
笫十 五条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依据相关标准规定的备
类致伤 因素所致人身损害的等级划分 ,对 损伤伤情的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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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鉴定 。
笫十六条 人体残疾等级鉴定。依据相关标准规定的各
类损伤 (疾 病 〉后遗人体 组织器 官结构破坏或者功能障碍 所
对应的等级划分 ,对 后遗症的严重程 度及其相关的劳动能力
等事项进行鉴定。
笫十七条 赔偿相关鉴定。依据相 关标准或者法医临床
学的一般原则 ,对 人体损伤 、残疾有关的赔偿 事项进行鉴定。
包括 医疗终结 时间鉴定 ,人 身损害休息 (误 工〉期 、护 理期 、
营养期 的鉴定 ,定 残后护理依赖、医疗依赖 、营养依赖的鉴
定 ,后 续诊疗项 目的鉴定 ,诊 疗合理性和相关性 的鉴定。
笫十八条 人体功能评定 。依据相关标准 ,在 活体检查
与实验 室检验 的基础⊥ ,必 要时结合伤 (病 )情 资料 ,对 视
觉功能、听觉功能、男性性功能与生育功能、嗅觉功能及前
庭平衡 功能进行 综合评定。
笫十九条 性侵犯 与性别鉴定。采用法医临床学及临床
医学相 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 j对 强奸、猥亵 、性虐待 等非法
性侵犯和反 常性行为所涉专 门性 问题进 行鉴定 ,以 及对性别
(第 二性征 )进 行鉴定。

笫 二 十条 诈伤 、诈病 、造 作伤鉴定。采用法医临床学
的理论与技术 ,对 诈称 (夸 大 )损 伤 、诈称 (夸 大 )疾 病 以
及人为造 成的身体损伤进行鉴定。
笫 二 十一条 医疗损害鉴定。应用法 医临床学与临床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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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关学科 的理论与技术 ,对 医疗机构实施 的诊疗行 为有无
过错 、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 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及其
原 因力大小 的鉴定 ,还 包括对 医疗机构是否尽到 了说 明义务、
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 同意义 务的鉴定 (不 涉及病理
诊断或死亡 原 因鉴定 )。
笫 二 十 二 条 骨龄鉴定。通过 个体 骨骼的放射影 像学特
征对青少年的骨骼年龄进 行推断。
笫二 十 三 条 与人体损伤相关的其他法医 临床鉴定。采
用法医临床 学及其相关 自然科 学学科的理论 与技术 ,对 人体
损伤 (疾 病 〉所涉及的除上 述 以外其他专 门性 问题的鉴定。
包括损伤判定 、损伤时间推 断 、成伤机制分析与致伤物推 断、
影像资料的 同一性认定 ,以 及各种致伤因素造成 的人身 损害
与疾病之 间因果关系和原 因力大小的鉴定等。
第四章

法医精神病鉴定

笫 二 十 四条 法医精神病鉴定是指运用法 医精神病学的
科学技术 或者专 门知识 ,对 涉及法律 问题的被鉴定人的精神
状态、行为/法 律 能力、精神损伤及精神伤残等专 门性 问题进
行鉴别和判 断并提供鉴定 意见的活动 。
法医精神病鉴定包括精神状态鉴定、刑事类行为能力鉴
定、 民事类行为 能力鉴定、其他类行 为能力鉴定 、精神损伤
类鉴定 、医疗损害鉴定、危险性评 估 、精神障碍 医学鉴 定以
及与心理 、精神相 关的其他法医精神病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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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二十五 条 精神状态鉴定 。对感知 、思维、情感 、行
为、意志及智力等精神活动状态的评估 。包括 有无精神障碍
(含 智 能障碍 )及 精神障碍的分类 。

笫二 十六条 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对涉及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服刑人 员以及强奸案件 中被害人的行为能力进 行
鉴定 。包括刑事责任 能力 、受审能力 、服刑能力 (含 是否适
合收监 〉、性 自我防卫能力鉴定 等 。
笫 二十七条 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 。对涉及 民事诉讼活
动 中相关行为能力进 行鉴定。包括 民事行为能力、诉讼 能力
鉴定 等 。
笫 二十八 条 其他类行为能力鉴定 。对涉及行政案件 的
违法者 (包 括吸毒人 员 )、 各类案件的证人及其他情形下的
行为 能力进行鉴定 。包括受处罚能力 ,是 否适合强制 隔离戒
毒 ,作 证 能力及其他 行为能力鉴定等。
笫 二十九条 精神损伤 类鉴定 。对 因伤或因病致劳动能
力丧失及其丧失程度 ,对 各类致伤 因素所致人体损害后果的
等级划分 ,及 损伤伤情的严重程度 进行鉴定 。包括劳动能力

,

伤害事件与精神 障碍 间因果关系 ,精 神损伤程度 ,伤 残程度

,

休息期 (误 工期 )、 营养期 、护理期及护理依赖程度等鉴定。
笫三 十条 医疗损害鉴定。对 医疗机构实施 的精神 障碍
诊疗行为有无过 错 、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 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
系及原 因力大小进 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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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 十一条 危险性评估。适用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精
神病人 的强制医疗程序 ,包 括对其被 决定强制 医疗前或解除
强制 医疗时的暴力危险性进 行评估。
笫三 十 二条 精神障碍 医学鉴定。对疑似严重精神障碍
崽者是否符合精神卫生法规定的非 自愿住院治 疗条件进行
评估 。
笫三 十 三条 与心 理 、精神相关的其他法 医精神病鉴定
或测试 。包括但不限于强制隔离戒毒适合性评估 、多道心理
生理 测试 (测 谎 )、 心理评估等。
第 五章

法医物证鉴定

笫三 十 四条 法医物 证 鉴定是指鉴定人运 用法医物证 学
的科 学技术或者 专 门知识 ,对 备类生物检材进行鉴别和判断
并提供鉴定 意见的活动。
法 医物证 鉴定包括个体识别 ,三 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j二
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亲 缘关系鉴定 ,生 物检材种属和组织来
源鉴定 ,生 物检材来源 生物地理溯源 ,生 物检材来源个体表
型推 断 ,生 物检材来源个体年龄推断 以及与非人 源生物检材
相关的其他法医物证 鉴定 等 。
笫三 十五条 个体识 别。对生物检材进行性 别检测 、常
染色体 sTR检 测 、Y染 色体 sTR检 测 、X染 色体 sTR检 测 、
线粒体

DNA检 测等 ,以 判断两个或多个 生物检材是否来源

于 同一 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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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三 十六条 三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对 生物检材进行常
染色体

sTR检 测 、Y染 色体 sTR检 测 、X染 色体 sTR检 测

等 ,以 判断生母 、孩子与被检父或者生父 、孩子与被检母 之
间的亲缘关系 。
笫 三 十七 条 二联体亲子关系鉴定。对 生物检材进行常
染色体

sTR检 测 、Y染 色体 sTR检 测 、X染 色体 sTR检 测 、

线粒体 DNA检 测等 ,以 判断被检父与孩子或者被检母与孩
子之 间的亲缘关系。
笫 三 十八 条 亲缘关系鉴定。对 生物检材进行 sTR检 测 、
卧P检 测 、线粒体 DNA检 测等 ,以 判断被检个体之 间的 同
胞关系 、祖孙关系 等亲缘关系。
笫 三 十九条 生物检材种属和组织来源鉴定。对可疑血
液 、精液 、唾液 、阴道 液 、汗液 、羊水 、组织/器 官等各类生
物检材及其斑痕进行细胞学检测 、免疫学检测 、DNA检 测 、

RNA检 测 等 ,以 判断其种属 、组织类型或来源。
笫 四十条 生物检 材来源生物地理溯源。对 生物检材进
行祖先信息遗传标记检 测 ,以 推断被检个体的生物地理来源。
笫 四十一条 生物检材来源个体表型推断。对生物检材
进行 生物表型信 息遗传标记检测 ,以 推断被检个体容貌 、身
高等生物表 型或其 它个体特征信 息 。
笫 四十 二条 生物检材来源个体年龄推断。对体液 (斑 )、
组织等检 材进行 生物年龄标 志物检测 j以 推断被检 个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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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年龄。
笫 四十 三条 与非人源生物检材相关的其他法医物证 鉴
定。包括但不限于对来 自动物 、植物 、微生物等非人源样本
进行 同一性鉴识 、种属鉴定 以及亲缘关系鉴定 等 。
第六章

法医苷物鉴定

笫 四十 四条 法医毒物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法 医毒物学
的科学技术或者专 门知识 ,对 体 内外药毒物、毒 品及代谢物
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 ,并 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法 医毒物鉴定包括气体毒物鉴定 ,挥 发性毒物鉴定 ,合
成药毒物鉴定 ,天 然药毒物鉴定 ,毒 品鉴定 ,易 制毒化学品
鉴定 ,杀 虫剂鉴定 ,除 草剂鉴定 ,杀 鼠剂鉴定 ,金 属毒物类
鉴定 ,水 溶性无机毒物类鉴定 以及与毒物相关的其他法医毒
物鉴定等 。
笫 四十 五条 气体毒物鉴定。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一氧
化碳 、硫化氢 、磷化氢、液化石油气等气体 毒物或其体 内代
谢物 ;气 体毒物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
笫 四十六 条 挥发性毒物鉴定。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氢
氡酸 、氘化物 、含 氛苷类、醇类、苯及其衍生物等挥发性毒
物或其体 内代谢物 ;挥 发性毒物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 。
笫 四十七条 合成药毒物鉴定 。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苯
二氮卓类药物 、巴比妥类药物 、吩噻嗪类药物 、抗精神病药
物 、临床麻醉药 、抗生素、甾体激素等化学合咸或半合成的
ˉ11-

药物或其体 内代谢物 ;合 成药毒物及代谢物 的定量 分析 。
笫 四十八条 天然药毒物鉴定 。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 鸟
头 生物碱 、颠茄 生物碱 、钩吻生物碱 、雷公藤 甲素、雷公藤
酯 甲等植物 毒物成分或其体 内代谢物 ,以 及检材 中是否含有
斑蝥素、河豚毒 素、蟾 蜍毒素等动物毒物成分或其体 内代谢
物 ;天 然药毒物及代谢 物的定量分析。
笫 四十九条 毒 品鉴定。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 阿片类、
苯 丙胺类兴奋剂 、大麻类 、可卡 因、氯胺酮、合成大麻 素类、
卡酉酮类 、芬太尼类 、哌嗪类 、色胺类等毒 品或其体 内代谢
物 ;毒 品及代谢 物的定量分析。
笫五 十条 易制毒化 学 品鉴定 。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

l-

苯基乇-丙 酮 、苯 乙酸 、甲苯等易制毒化 学 品;易 制毒化学品
的定 量分析 。
笫五 十 一 条 杀虫剂鉴定 。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有机磷
杀虫剂 、氨基 甲酸酯类杀虫剂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等杀虫
剂或其体 内代谢物 ;杀 虫剂及代 谢物的定 量分析 。
笫五 十 二条 除草剂鉴定 。鉴定 检材 中是否含有 百草枯、
敌草快 、草甘膦 等除草剂或其 体 内代谢物 ,除 草剂及 代谢物
的定量分析 。
笫五 十三 条 杀 鼠剂鉴定。鉴定 检材 中是否含有 香豆素
类 、茚满 二酮类 、有机氟类 、有机磷类、氨基 甲酸酯 类等
有
机合戚杀 鼠剂 、无机 杀 鼠剂 、天 然植 物性杀 鼠剂 成分等杀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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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或其体 内代谢 物 ;杀 鼠剂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 。
笫五 十 四条 金属 毒物鉴定。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有砷 、
汞 、钡 、铅 、铬 、铊 、镉等金属 、类金属及其化合物 ;金 属
毒物 的定量分析 。
笫五 十五 条 水溶性无机 毒物鉴定。鉴定检材 中是否含
有 亚硝酸盐 、强酸、强碱 等水溶性 无机毒物 ,水 溶性无机毒
物的定量分析 。
笫五 十六条 与毒物相关的其他法医毒物鉴定 ,包 括但
不限于定性 、定 量分析 结果的解释 ,如 对毒物在体 内的存在
形式、代谢过程 、检 出时限的解释等。
第七章

附则

笫五 十七条 本规定 自公布 之 日起施行。

-13-

附表 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 目录
序号

顿找

分领域及项 目

o101死 亡原 因鉴定
o10101尸 体解剖 ,死 亡原 因鉴定
o【 0102尸 表检验 ,死 亡原 因分析
o10103器 官 /切 片检验 ,死 亡原 因分析
o1

法 医 病 理鉴 定

0102器 官组织 法 医病 理学检验 与诊断
o103死 亡方式判断
o104死 亡时 间推断
o106损 伤 时 间推 断
0100致 伤 物 推 断
o107成 伤机制分析
0【 08医 疗损害 鉴定
0109与 死亡原 因相 关 的某他 法 医病 理鉴定
0⒛ 1人 体损伤程度鉴定
o⒛ 2人 体残疾 等级鉴定

o203赔 偿相 关鉴定
0204人 体功 能评 定

02

法 医临 床 鉴 定

o⒛ 40【 视 觉功 能
o20402听 觉 功 能
o20403男 性性 功 能与 生育功 能
o20404嗅 觉 功 能
咖 佃 5前 庭平街 功 能
0⒛ 5性 侵犯 与性 别 鉴定

o206诈 伤 、诈 病 、造 作伤 鉴定

o2"医 疔损害 鉴定
02⒅ 骨龄 鉴定
o209与 人体损伤 相 关的其他 法 医临床鉴 定
ω Ol精 神状 态鉴定

oaO2刑 事类行 为能力 鉴定
o303民 事关行为 能力 鉴定
03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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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医枯 神病鉴 定

法 医物证鉴定

o304其 他类行 为 能力 鉴定
o306精 神损伤 类鉴 定
o⒃ 6医 疗损害 鉴定
o307危 险性 评估
0308精 神 陴碍 医学 鉴定
0a∞ 与心理 、枋 神相 关的其他 法 医精神 病 鉴定 或测
试
o401个 体识 别
o402三 联体 亲子 关系鉴定

序号

领找

分领找及项 目

o403=联 体 亲子关系鉴定

m∝

亲缘 关 系鉴 定
∝ 05生 物检 材 种 属 和组 织 来 源 鉴 定
o幻 6生 物检材 来源 生物地理溯源

0的 7生 物检材来源个体表 型推断
o佃 8生 物检材来源个体 年龄推断

m∞

与非人 源 生物 检材相 关的其他法 医物证鉴 定

o50I气 体毒物鉴定
oFlO2挥 发性 毒物鉴定

om3合 成药 毒物鉴定
om‘ 天然药毒物鉴定
o505毒 品鉴定
oFjO6易 制毒化学 品 鉴定
05

法 医毒物鉴定

o50?杀 虫剂 鉴定
0⑴ 8除 草剂 鉴定

o509杀 鼠剂 鉴定
o610金 属毒物 鉴定
o511水 溶性 无机毒物 鉴定
05】 2与

毒物相关的其他法 医毒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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