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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证技术》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写]  胡向阳 刘国民 刘建华 杨立云  [审核] 舒玲华 

[课程类别] 必修                  [课程学时] 85 

[开课学期] 4、5、6 学期              [实验学时] 34 

[授课专业] 公安学院各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物证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法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

且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与完善，物证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因而在物证技术教学中有必要加强实验教学的环节，让学生们在实验中巩固

所学理论知识，增强感性认识，掌握好对各种物证的发现、显现、分析、提取、

包装、检验、鉴定的基本方法，提高实验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实验主要为操作性实验为主，演示实验为辅，通过实验教学应达到以

下基本要求： 

掌握手印捺印、足迹制模方法；手印定点及测量、手印物理、化学显现法原

理和操作方法；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笔迹、印文等的检验原理、

鉴定程序和方法。熟悉测谎仪、声纹仪、文检仪的应用。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捺印手印样本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捺印手印样本的基本程序。 

2.实验目的 

（1）了解手印样本的种类，掌握制作捺印样本、实验样本的程序、步骤及

操作方法， 加深对手印形成机理的理解。 

（2）掌握样本捺印的要求及提高样本质量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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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标划、描绘手纹的形态、特征及手纹的分类提供素材。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具体实验内容包括： 

（1） 实验准备 

①先在捺印纸上填写姓名、年龄 （出生年月日）、身高、体重等内容。 

②以捺印纸捺印部位下缘线为折线，将捺印卡折叠，平铺于桌面上，使捺

印部位下缘线与桌面边缘平齐。 

③挤少许油墨于调墨板上（油墨量应掌握适度，以“宁少勿多”为原则），

用油滚将油墨在调墨板上滚压均 ，以透过调墨板将能看到下面的文字为调墨的

标准量。 

（2） 捺印手印。 

捺印时两人一组，互为捺印人和被捺印人，交替捺取对方手印，要求捺印

部位要正确完整。捺印中遇有缺指、多指、骄指、残指等情况时必须注明，捺印

后逐个检查捺印样本是否齐全和达到要求，否则需要补捺或重捺。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二  手印的测量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手印各个主要部位的定点方法及测量方法。 

2.实验目的 

（1）熟练掌握手印各个主要部位的定点方法及测量方法，进一步熟悉手印

各个部位外形特征。 

（2）以正确测量方法测得的数据及稳定的外部形态特征为基础，正确分析

遗留手印的部位及形成手印的动作，准确推断人的身高、体态等情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以全手平面捺印样本为对象，按照正确的测量方法测量下列手印各部位的

长、宽度：包括手印全长、手印外缘长、手印内缘长、指印全长、指头印长、指

节印长、指印花纹中心至指根长、指头印宽、指节印宽、手掌印长、手掌印外侧

部长及手掌印宽等。要求读数精确至 0.1mm，准确记录每个量度的 5 次读数，

并求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后取用的数据，清晰工整地记录于手印下方该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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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实验结束后每人交一份对上述手印各部位长、宽度的测量作业，在手印下

方注明各项读数及单位（以 cm 为单位）。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三  粉末显现法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粉末显现汗潜手印的原理及具体操作方法。 

2.实验目的 

(1)了解粉末显现汗潜手印的原理。 

(2)熟悉常用粉末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3)掌握具体操作方法和技巧。 

3.实验内容 

（1） 直接刷显法 

（2）撒粉刷显法 

（3）撒粉抖显法 

（4）磁性刷刷显 

（5）撒粉吹显法 

（6）用指纹胶纸提取粉末手印 

 实验结束后完成每次交一次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四  “502”胶显现法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熟悉 “502” 胶显现手印适用范围、用 

“502” 胶显现手印的具体操作方法。 

2.实验目的 

 ( 1) 了解 “502” 胶显现汗潜手印的基本原理。 

( 2 ) 熟悉 “502” 胶显现手印适用范围。 

( 3) 掌握用 “502” 胶显现手印的具体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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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及要求 

（1）“502”胶加热熏显法 

（2） “502” 胶滤纸贴附熏显法 

（3） 增强“502”胶熏显手印的反差 

（4）在紫外灯或激光照射下可观察到荧光手印。 

实验结束后每人上交完成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五  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法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手印基本配方和操作方法。 

2.实验目的 

(1) 了解硝酸银显现手印的基本原理、熟悉其适用范围，掌握基本配方和

操作方法。 

(2) 了解茚三酮显现手印的基本原理、熟悉其适用范围，掌握基本配方和

操作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 硝酸银试剂配制； 

（2） 硝酸银显现操作； 

（3） 茚三酮试剂配制； 

（4）茚三酮显现操作。 

实验结束后每人交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六  分析、判断现场手印的遗留部位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分析、判断现场指印的遗留指位及部位的步骤

与方法. 

2.实验目的 

(1) 熟练掌握分析、判断现场指印的遗留指位及部位的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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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练掌握据典型手掌花纹和基本形态分析、判断现场掌印遗留方向与

部位的方法。 

(3) 掌握分析、判断现场指节印遗留部位的方法。 

(4) 掌握分析、判断现场掌印遗留方向和部位的综合分析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据指头乳突花纹的流向分析、判断指印的手别； 

弧形纹、帐形纹、箕型纹、囊形斗、环形斗、旋转的斗 ( 螺、绞、曲、双

箕斗的代名词) 指尖纹线流向 

（2）据印痕的面积、形态及纹线结构等分析、判断指的指别； 

拇指印、 食指印、中指印、环指印、小指印。 

（3） 据手掌花纹的形态及流向等分析、判断现场残缺掌印方向及遗留部

位。 

指根三叉纹线、指根斜箕、指间倒箕、指根横箕、指根弓型纹、指根弓、

箕并列花纹、横方箕、 弯口箕、“扫帚纹”、“汤匙箕”、“大头箕”(外侧倒

纵箕)、内横箕、外侧斗型纹。 

要求个人独立完成实验；标清手印的方向、部位，名称要规范；及时作出

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七   手印的检验与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2.实验目的 

（1）了解手印检验与鉴定的基本原理。 

（2）掌握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3）学会制作手印鉴定书。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准备工作 

（2）初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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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检验 

（4）比对检验 

（5）综合评断做出结论 

（6）制定手印鉴定书。 

对发给的实习鉴定案例，按先现场手印后样本手印顺序，依下列步骤进行

检验：定向—--定准手印的上下、左右方位；定线----弄清乳突线和小犁沟的不

同反映。照片上看白线或看黑线；定位----进一步落实手印遗留的部位；定型----

判定花纹类型及其不同形态；定特征----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尽量找全现有的

特征。 后把照片贴在作业纸上，标出所找到的所有特征，注明特征的名称，并

写明看白线还是看黑线，判断花纹类型和遗留部位。通过上述检验，定符合点和

差异点，通过综合评断得出认定或否定的结论。 

对发给的实习鉴定案例，按手印鉴定书的规则和要求，对指定的五个案例

编写出正式手印鉴定书，文字照片要齐全。 

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八  足迹捺印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足迹捺印的程序和操作方法。 

2.实验目的 

了解足迹样本的捺印种类，掌握足迹捺印的程序和操作方法，了解不同的

造痕体在平面足迹中的形态反映。 

3.实验内容及要求 

捺印赤脚和鞋底的平面单个足迹。按下列程序进行： 

（1）在捺印纸的表格里填上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以及鞋子种

类、样式、产地、鞋号、合脚程度项目 

（2）用油墨磙在调墨板上调好油墨备用 

（3）分别捺 2-4 枚印赤脚印和鞋印 

在橡胶垫上，按照自己迈步距离，铺上（26*38 厘米）的足迹分析纸上，分

别穿鞋和赤脚在油墨板上沾取油墨，从分析纸上踩过，逐渐地收取穿鞋和赤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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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足迹。在捺印前，若鞋底上有附着物应先清理干净。捺印完毕后应左右配成双，

并注明有关内容。 

要求足迹清晰、完整、捺印足迹时，双脚都要保持正常的步法行走，足迹

的跟部和掌部要尽量捺印完整。捺印的各部分油墨均 ，厚度适中，色调应以看

清楚为度。实验结束后每人交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九  足迹的测量和特征分析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赤脚痕迹和鞋底痕迹的测量及其特征分析的步

骤和方法。 

2.实验目的 

掌握赤脚痕迹和鞋底痕迹的测量及其特征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了解不同足

迹中各部位的形态及花纹特征。 

3.实验内容及要求 

测量赤脚、穿鞋平面足迹和立体足迹的全长及各部位的长、宽、并熟记各

部位的名称；观察、标示赤脚和鞋底痕迹的特征。具体步骤如下： 

（1）测量赤脚痕迹 

作出足迹中心线、测量赤脚痕迹全长、测量赤脚痕迹各部位的宽。 

（2）鞋底痕迹的测量。 

测量鞋底痕迹的全长、测量掌、弓、跟三部分的长。 

（3）测量鞋底痕迹各部位的宽度 

掌宽、弓宽、跟宽 

（4）赤脚痕迹的特征分析 

种类特征、个别特征 

（5）鞋底痕迹的特征分析 

种类特征、个别特征 

要求实验结束后每人写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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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十  足迹制模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石膏制模法提取立体足迹的步骤和方法。 

2.实验目的  
明确制模的适用范围，掌握石膏制模法提取立体足迹的步骤和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在泥土地面上或沙土地面上制作立体足迹石膏模型 

（1）制模准备：踩好立体足迹、打好围墙 

（2）调配石膏液 

（3）灌注模型 

（4）处理好模型：取模、冲洗晾干保存 

要求每人制作一个立体足迹的石膏模型，并写出一份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一  足迹的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足迹鉴定的程度和方法。 

2.实验目的 

了解足迹中特征的构成，掌握足迹鉴定的程度和方法，能独立完成足迹鉴

定规范文书的制作。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对检材和样本鞋印按检验要求进行检验和鉴定，并作出足迹鉴定书。步骤： 

（1）预备检验 

明确送检的目的和鉴定要求、了解案件基本情况、了解足迹的遗留情况、

了解样本足迹的有关情况、审查检材、样本的质量和数量，并进行详细的编号、

登记，避免造成遗失或混乱、对于复核鉴定，要了解其他单位的检验情况和鉴定

结论、做好鉴定所需要的器材准备，比如：量角器、分规、直尺、放大镜、有色

铅笔、纸张及其照相用的各种器材等。 

（2）分别检验 

完成对现场足迹和嫌疑人样本足迹特征的寻找和确定工作。目的是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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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的特征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以确定检材和样本的鉴定条件，为比较打好

基础。检验内容包括：形象特征、步法特征、动力定型特征 

检验步骤： 先检验现场足迹，后检验样本足迹、先检验种类特征，后检验

细节特征、先检验形象特征，后检验步法特征 

检验方法：由种类到细节、由点到面、由清晰到模参照验证 

（3）制作足迹鉴定书 

认真做好鉴定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工作，正确分析和处理好特征符合与特征

差异的矛盾关系，准确的作出鉴定结论。实验结束后每人交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二  工具痕迹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工具痕迹检验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2.实验目的 

了解工具痕迹检验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掌握工具痕迹特征比对的内容，能

独立完成工具痕迹的鉴定书的制作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检验前的准备 

明确鉴定的任务、受理案件的检验鉴定材料 

（2）检验现场痕迹 

（3）检验嫌疑工具 

（4）制作实验样本痕迹 

（5）比对检验 

实验结束后每人交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三  弹头上射击痕迹的识别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射击弹头上的各种痕迹。 

2.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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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实验，熟悉枪管内膛线在射击弹头上所形成痕迹的形貌，掌握枪膛

各部位在射击弹头上形成痕迹的特征。在了解各种枪管内部结构特点的前提下，

区分其射击弹头，推断枪膛磨损程度。并能够熟练地描绘射击弹头上的各种痕迹。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实验教师操作演示，讲解射击弹头痕迹检验要领和程序。 

（2）学生独立操作实验，以规范的动作完成射击弹头痕迹检验实验。 

（3）描绘射击弹头痕迹 

实验结束后每人完成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四  弹壳上的射击痕迹识别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枪机、弹膛等成疫部位在射击弹壳上所形成痕

迹的特征。 

2.实验目的 

通过本实验，熟悉枪机、弹膛等成疫部位在射击弹壳上所形成痕迹的特征，

掌握各相应成痕部位的形貌及成痕原理。在了解各种枪械结构特点的前提下，区

分其射击弹壳。并能够熟练地描绘射击弹壳上的各种痕迹。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实验教师操作演示，讲解常见痕迹在弹壳上的位置、形貌，讲解检验

要领和程序。 

（2）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独立操作实验，以规范的动作完成射击痕迹检验实

验。 

（3）描绘射击弹壳痕迹 

实验结束后每人完成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五  发射枪支的同一认定 

 
1.预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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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枪弹痕迹鉴定的程序。 

2.实验目的 

掌握发射枪支同一认定的原理和方法，能够根据弹头弹壳上“的发射痕迹

认定发射枪支。初步掌握枪弹痕迹鉴定的程序和规范地制作鉴定书，培养独立检

验和鉴定工作的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带教老师演示或图示主要痕迹的比较检验方法； 

（2）在教师指导下，同学二至四人一组进行实验操作，动作简捷而规范。 

要求每人独立完成图片编辑，制作鉴定书。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六  多量正常笔迹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笔迹特征。 

2.实验目的 

通过对正常笔迹的鉴定，训练的基本技能，培养笔迹鉴定的基本能力，学

习制作笔迹鉴定书。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在笔迹检材和样本上寻找相同单字、不同单字的相同组成部分及相同笔画，

记录其特征异同，评价异同点的质量，得出检材和样本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结论。 

（1）取正常笔迹检材一份，在检材中筛选比较特殊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特

殊的笔画，尽量寻找特征比较特殊而有重复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特殊的笔画；将

这些筛选的单字、组成部分、笔画仿写在特征比对表的“检材”栏内。 

（2）取正常笔迹样本一份，用与（1）相同的方法在样本中寻找单字、单

字的组成部分及笔画，将筛选出的单字、组成部分、笔画仿写在特征比对表的“样

本”栏内。 

（3）在特征比对表上用红、蓝铅笔标出相同特征和不同特征（注意：相同

特征都用红色标记，对不同特征则在检材栏用红色标记，在样本栏用蓝色标记） 

（4）对检材和样本中相同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笔画进行比较，记录比较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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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相同特征和不同特征的性质进行评价。 

（6）得出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结论。 

（7）按照标准格式制作鉴定书。 

另取检材和样本各一份，按照上述步骤再做一次实验，并写出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七  左手伪装笔迹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左手伪装笔迹鉴定 
2.实验目的  

通过对左手伪装笔迹的鉴定，掌握左手伪装笔迹的特点和鉴定要点。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对左手伪装笔迹检材和右手正常笔迹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左手伪装笔迹

的特点，得出检材和样本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结论。 

（1）取正常笔迹检材一份，在检材中筛选比较特殊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特

殊的笔画，尽量寻找特征比较特殊而有重复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特殊的笔画；将

这些筛选的单字、组成部分、笔画仿写在特征比对表的“检材”栏内。 

（2）取正常笔迹样本一份，用与（1）相同的方法在样本中寻找单字、单

字的组成部分及笔画，将筛选出的单字、组成部分、笔画仿写在特征比对表的“样

本”栏内。 

（3）在特征比对表上用红、蓝铅笔标出相同特征和不同特征（注意：相同

特征都用红色标记，对不同特征则在检材栏用红色标记，在样本栏用蓝色标记） 

（4）对检材和样本中相同的单字、组成部分及笔画进行比较，记录比较结

果。 

（5）对相同特征和不同特征的性质进行评价。 

（6）得出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结论。 

（7）按照标准格式制作鉴定书。 

另取检材和样本各一份，按照上述步骤再做一次实验，并写出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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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十八  打印文件检验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各种打印机制作的打印文件的特征。 

2.实验目的  

通过对各种打印文件的观察，掌握，培养通过打印文件判断打印机种类的

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对三种打印字迹进行观察，总结不同打印方式形成字迹的特点，并区分后

续提供的打印字迹样本的打印方式。步骤： 

（1）对打印方式已知的字迹样本进行肉眼观察，记录观察结果； 

（2）用放大镜对打印方式已知的字迹样本进行观察，记录观察结果； 

（3）将打印方式已知的字迹样本置于体视显微镜下，调整显微镜的焦距，

记录观察结果； 

（4）总结三种打印方式形成的打印字迹各自的特点； 

（5）对打印方式未知的样本按照步骤（1）、（2）、（3）的要求进行观察，

并记录观察结果。 

（6）根据步骤（4）的总结，判断打印方式未知的字迹的打印方式。 

（7）制作实验报告。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十九  印章印文的同一认定鉴定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对印章印文进行同一认定鉴定的方法。 

2.实验目的  

掌握对印章印文进行同一认定鉴定的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对印文检材和样本进行比对，判断是否为同一印章所盖。步骤： 

（1）寻找印文检材特征，其方法为整体形态观察法、角度长度测量法、细

节放大观察法等，并记录下检材印文特征； 

（2）寻找印文样本特征，其方法与（1）同，并记录印文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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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印文检材和印文样本进行比较，比较方法：特征标示法、几何构图

法、重叠比较法。 

（4）对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评断，得出结论并制作鉴定书。 

4．实验时间：2学时 

 

实验项目二十    语音鉴定演示及 VSC5000 文检仪操作演示 

1.预习要求 

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语音鉴定的一般设备、软件、方法。 

2.实验目的  

了解语音鉴定的一般设备、软件、方法，了解 VSC5000 文检仪的操作要点

及应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介绍语音鉴定设备和软件的工作原理，对语音检材和语音样本进行处理，

通过听、看、测的方法鉴定检材语音和样本语音是否为同一人语音。 

演示用 VSC5000 文检仪显现覆盖字迹、刮擦字迹和消退字迹。 

（1）介绍语音鉴定软件和设备的工作原理。 

（2）预先录制声音检材和样本各一份，然后用 Wavassitant2.0 语音鉴定

软件制作波形图、振幅谱和基频曲线、宽带语图等，分析检材和样本的语图特征，

并进行比对， 后得出是否同一人语音的结论。 

（3）介绍 VSC5000 文检仪的工作原理。 

（4）将覆盖字迹检材置于文检仪的载物台上，接通电源，开启计算机系统，

启动文检仪驱动程序，用带通在可见光照射下，轮换带通滤色片进行观察，直到

被覆盖字迹显现出来为止。 

（5）将刮擦字迹和消退字迹置于载物台上，用各种组合光源观察，直到刮

擦字迹和消退字迹显现为止。 

（6）记录以上演示过程和结果。 

 4．实验时间：2 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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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捺印手印样本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2 手印的测量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3 粉末显现法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4 “502”胶显现法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5 化学显现法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6 手印遗留部位检验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7 手印检验与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8 足迹捺印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9 足迹的测量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0 足迹制模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1 足迹的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2 工具痕迹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3 弹头枪弹痕迹识别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4 弹壳射击痕迹识别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5 发射枪支同一认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6 多量正常笔迹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7 左手伪装笔记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8 打印文件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19 印章印文鉴定 2 必做 综合  综合实验室 

20 语音鉴定演示 2 必做 观摩  司法鉴定中心

五、考核方式 

实验单独考核记入该课程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七、说明 

根据教学需要，任课老师可调整实验中某些项目及实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