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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

对法庭科学充满兴趣与学习热忱的人们，

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女性朋友、在校学生！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延安中学教师，上海

市教育系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名师基地成员，长宁

区名师培育工作室成员。发表《致力于培养具有决策能

力的青少年》等学术论文10余篇，合著出版《诗歌名

画中的科学》，参与编译《科学发现者：化学概念与应

用》，编写《上海市高中“离子液体”创新实验》等著

作6部。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获奖近百项。曾荣获上海市科技新闻一等奖、上海市

教育情报课题一等奖、上海市青年教师课题奖、上海市

优秀科技辅导教师等。近年来，在倡导法治精神与核心

素养培育的时代背景下，秉持“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的育人理念，积极引导学生从“社会生活”情境出发，

培养证据意识、科学精神及法治理念，深受学生喜爱。

李法瑞



法学博士，现任《青少年犯罪问题》主编、华东政

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兼任上海市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犯罪学学会副会

长。牛津大学法外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英国利兹

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证据

法学、侦查学、国际警务与法律文化。撰写专著《法文

化视野中的侦查文化研究》等十余部，发表《侦查程序

公开的效益衡平论纲》等学术论文80余篇。主持或参与

国家哲学社科项目“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研究”等国家级

项目3项、公安部A类重点项目“商业秘密刑事保护若

干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刑事侦查权制衡机

制研究”、上海市教委项目“侦查程序公开研究”等项目

8项。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

倪 铁

V



前  言

侦探小说一直在文艺作品中长盛不衰。侦探的故事也一直被人

们津津乐道。《福尔摩斯探案集》让我们感受酷酷帅帅的侦探英伦

风；《名侦探柯南》则向我们展示了东邻日本具有卡哇伊风格的神奇

小侦探形象。其实，在华人世界里，侦探文艺形象也不少。比如，

经常被大家调侃“元芳，你怎么看”的狄仁杰，就是《狄公案》的

主角；《大宋提刑官》的主角是为世人称颂的著名法医学家宋慈；还

有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唐人街探案》中的人物，他们共同塑造了

古今中外一个个出色的、感人的侦探形象。在这些悬疑百出、情节

惊悚、推理缜密、扣人心弦的作品中，侦探们个个神机妙算，然而

真实的探案过程却并不仅是搏命打斗、推理斗智，它常常需要艰辛、

勤勉、无畏的精神，更离不开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探索精神

和亲密无间、齐心协力的团队合作！

侦查破案靠什么？智慧，推理，证据，科学……没错，它们一

个都不能少！事实上，这些要素都蕴含在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学科

之中—法庭科学。法庭科学的精髓在于解决如何发现、固定、提

取、贮运、审查及判断证据的问题，重构犯罪事实用以证实犯罪，

为法庭审判提供可靠依据。换句话说，法庭科学是一门以证据为中

心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只要与

法庭、司法相关的各类学科都可能与它发生交集。

本书包含了法庭科学家们经常使用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涉及化

学、物理、生物学、毒理学、人类学、昆虫学、心理学及相关工程

技术等领域，涵盖“指纹”“足迹”“微量物证”“血迹”“毒品”“毒

物”“现场勘查”等一系列妙趣横生的跨学科主题，同时还特意为读

者朋友设置了人身安全常识、性侵防范要领、犯罪预防措施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事关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的重要教育内容，为读者朋友

的健康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本书将“法治”融入生活，以“问题”为引领，以“故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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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朋友在思考与探究之中，深入理解法庭科

学家们独特的思想方法，体验调查取证、分析思考、推理断案的全

过程，感受法庭科学的精妙。同时，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在证据意识、

安全防范、法治精神、科学探究等方面有所获益，养成遵守法律的

自觉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

需要精心引导与栽培。本书以其生动鲜活的案例寓教于乐，在潜移

默化中加强青少年读者的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以期青少年读者

朋友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之中，自觉自发地去践行与奉献。

本书虽然从撰写到定稿经多次修改，但限于水平，错误缺点在

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李法瑞，倪铁

2019年6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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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证据！证据！证据！没错，破案必须要有证据！缺少可靠的证据，怎么能定

罪呢？所以，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寻找证据是首要任务。然而，大多数情况下，

发现证据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案件侦破也异常艰辛。这考验着每一位身

处一线的现场勘查员和在幕后工作的法庭科学家们。试想，如果所获得的证据缺

乏科学支撑、可靠性有失公允的话，显然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饱受各种质疑和争

议，以至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推理评判，甚至会对庭审双方造成不可弥补的伤

害，从而让真正的公平正义被束之高阁，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

1.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曾经轰动全国的“呼格案”[1]就是这样的例子。此案最终以再审宣判无罪并获

得国家赔偿金 [2]205万元结束。然而，令人悲痛万分的是，恰逢青春年少的呼格

吉勒图，在案发后的第62天就被执行了死刑，他再也无法听到这一迟来的正义

宣判。无独有偶，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布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

妇女案的再审结果，宣告聂树斌无罪，终于给这起陈年错案画上了句号。毋庸讳

言，聂树斌案的纠错来得太迟，“聂树斌案”给当事人及其家人造成的伤害已无法 

弥补。

没错，“公平正义”为我们每一位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为我们的幸福安康保驾

[1]  “呼格案”发生于1996年，当时全国处于严打状态，那年的4月9日，刚刚成年的呼格吉勒图（以下简

称呼格）在其工作的烟厂附近的厕所发现了一名遇害女性，见此状况，呼格选择报案。当时负责该案的

办案人员仅依据呼格手指甲里有被害人的血迹就主观臆断是呼格对该女子进行强制猥亵时，用手使劲掐

住其颈部，导致其死亡。同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处呼格死刑，认

定的是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核准死刑。案发后

的第62天，呼格被执行了死刑。然而，随着涉嫌犯有多项重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的落网，他于

2005年10月23日主动交代了1996年在呼和浩特赛罕区邻近卷烟厂的公厕里曾经强奸杀人，而且他供述

的情节非常地详细，远远超过了已被执行死刑的呼格，由此“呼格案”成为人们讨论的冤案，进而此案

走上了漫长的重审和调查程序。

[2]  国家赔偿是1995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之后，由国家对行使公权力的侵权行为造成的

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活动。而国家赔偿金则是以货币形式支付赔偿金额的一种赔偿方式，也是国家

赔偿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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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同时，“公平正义”更是法治社会的生命线。俗话说，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

的领航者和先锋员！如果出现司法不公，社会公正就会遭受致命破坏，人们的内心

就会感到不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1]这是法治中

国对司法活动提出的要求，更是实现司法正义的目标。因为，人民的幸福，离不开

法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离不开司法的正义。

有一句法谚说道，“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的确，当正义“姗姗来迟”，不仅

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深深的苦楚，更让每一位社会公民对司法体系的可靠性

产生错觉和怀疑。因此，我们应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呼格案”“聂树斌案”这样

的迟到的正义，我们应对“迟到的正义”坚决说不！

2. 法庭科学的重要角色

如今，我们置身于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毫无疑

问，这为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同时，

大大增强的社会流动性和便捷的通信方式，也为不法

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施害机会和更加隐蔽的施

害手段。因此，社会文明对国家法治建设和人民安全

指数的要求日渐增高，如何不断提升司法获取和分析

证据的能力是必须客观面对的重大课题，而“法庭科

学”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金钥匙！因此，作为现代公

民，走近“法庭科学”，认识它、了解它，十分必要！

显而易见，相比于各类言词证据，“物证”具有更

强的客观性、直观性和证明力。或许你没有机会真正

走进庭审现场观摩，但相信你一定在影视作品中见过

这样的情形：巧言善辩、面红耳赤的庭审双方；见风

使舵的证人；或者是突然推翻供证的被告人……面对

这样的场面，我们的肾上腺素就会加速分泌，不禁为

法官们捏上一把汗。不过，只要能提供基于科学分析

的物证，那么，这样的证据就可以成为制服任何翻供

[1]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图0—1
宋慈（公元1186—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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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伪证的强大武器，立竿见影地将庭审过程中的焦灼不堪终结。这就是“法庭科

学”的魅力，我们常说的“铁证如山”就是这个道理！

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这个名词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西方国家开

始广泛使用。法庭科学指用于法庭的科学或者与法庭活动有关的科学。事实上，

法庭科学活动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我国南宋时期的宋慈 [1]被誉为世界法医学界

的鼻祖。宋慈正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法庭科学家，他立志为百姓伸张正义，后来将

其毕生关于司法检验技艺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洗冤集录》中，希望为后世之人

提供科学的司法凭借。他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专注于检验本身，竭力保持司法的公

正性与严密性，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真正做到了“使死人说话，让尸骨鸣冤”。

为世人称颂的《洗冤集录》正是我国古代法庭科学的巅峰之作！它比意大利

人佛图纳图·菲得利于公元1602年写成的同类著作还要早350多年呢，其影响力

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除了众

所周知的法医学检验技艺之外，宋慈在书中还详细论述了其他相关学科，诸如侦

查学、昆虫学、物理学、心理学的司法技艺，大大提高了办案过程的精确度、可

信度，从而让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司法活动专业

化程度迈上了一个崭新台阶。

国际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 [2]曾在

《法庭科学与法律》（Forensic Science and the 

Law）一文中指出：“法庭科学在众多刑事和民

事案件中均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显然，

作为一名富有责任感、正义感、时代感的现代

社会公民，我们完全有理由来认识一下“法庭

科学”，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法庭科学

家们究竟如何基于科学手段完成从取证到庭审

的一系列过程，也关乎我们的人身安全，更有

助于我们树立法治精神、培养证据意识，积极

[1]  宋慈（公元1186—1249），字惠父，汉族，南宋时期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

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

生辉，值得发扬光大。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学”。

[2]  李昌钰，美籍华人，祖籍江苏如皋。曾任美国康涅狄格州警政厅长，康涅狄格州公共安全委员，康涅狄

格州鉴识科学实验室主任，首席犯罪学专家，荣获“国际鉴识学会终身荣誉奖”“世界杰出华人奖”等

称号共计800多项，有“现代福尔摩斯”“现场侦查之王”及“神探”之美称。2006年8月，李昌钰博

士受聘成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名誉院长。

图0—2
华裔神探李昌钰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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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与国家法治化进程中。

事实上，“法庭科学”一词已经日渐普及，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微量物证

分析及刑事摄影等科学技术体系已日趋完善化。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新近发展起来的电子证据等科学证据也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

医学、化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更为证据鉴识提供了全面、有

力的支撑，创造出以科学为手段、以证据为目的的崭新的司法局面。

3. 让安全伴随我们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仍有众多案件由于当前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阻碍着正义

到来的脚步，如2017年震惊全球的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失踪案 [1]。显然，随着犯

罪嫌疑人作案方法的日益智能化，各类案件的发生与诉讼、作案与侦破也注定会

频繁地与科技联系在一起。这既给侦查人员如何有效应对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段提

出了严峻挑战，也给审判人员如何正确运用科技时代的证据，提高办案质量，实

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应对科技化、信息化、复杂化的犯罪活

动时，必须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司法证明的科学化。

与此同时，章莹颖案也时时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安全防范意识

薄弱或避险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如儿童、女性、在校学生等），要有足够的安

全意识和能力，来防范与应对身边的安全风险和威胁，应当谨记在心：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潜在的危险，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登上那辆带走章莹

颖的‘土星牌’轿车，一去不复返！”

虽然我们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温暖、关爱、平安与和谐的社会，但与安

全相对的危险始终无法避免，与正义相对的罪恶也会始终存在，时刻威胁着我们

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所以，增进对法庭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会更有助于我们关注

自身和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及时发现和觉察潜在的危险，有助于我们树立防

患于未然之心，让安全伴随我们左右。

[1]  2017年4月，中国女学生章莹颖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交流学习。6月9日，在签租房合同半途中搭乘一辆由校友驾驶的“土星牌”轿车而失踪。因事件中的

监控摄像头分辨率不足，而难以辨认出嫌犯的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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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蒙娜丽莎”失窃了！

重点关注
● 指纹痕迹

● 指纹类型

● 指纹显现

● 指纹提取

关键术语
● 同一认定

● 潜伏指纹

● 指纹数据库

● 指纹细节特征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

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 

检验。

 —［中国］南宋法医学家

 宋慈

▲

 图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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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犯罪现场

《蒙娜丽莎》失窃案

1911年8月的一天，位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内举世闻名的艺术

杰作《蒙娜丽莎》竟然不翼而飞了。调查人员奉命火速赶到现

场，经过一系列细致地勘查，他们最终发现了一枚按压在玻璃罩

上的指纹，庆幸的是，指纹清晰可见。当时，著名的指纹鉴定专

家阿尔丰斯·贝蒂隆对这枚指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花费数月的

时间将其与指纹库中的样本逐个进行比对。然而，贝蒂隆所有的

努力并没有换来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蒙娜丽莎》失窃案就此被

尘封起来。

两年之后，犯罪嫌疑人佩鲁贾进入了警方的视野。指纹比对

结果显示，那枚在《蒙娜丽莎》盗窃现场获取的指纹正是佩鲁贾

所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贝蒂隆所收集的指纹样本库中早就包

含了佩鲁贾的指纹样本，不过数据库中的指纹是右手拇指指纹，

而在卢浮宫内遗留的却是左手的指纹。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
图1—2
《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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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差别竟给破案过程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曾经在卢浮宫当

过一段时间油漆匠的佩鲁贾装作游客进入卢浮宫参观，并在闭馆时偷偷躲进了一间

储藏室。一直等待到第二天一早，趁博物馆周一闭馆时，他悄悄取下《蒙娜丽莎》，

把它藏在自己的大衣里带出了卢浮宫……

2.分析与回答

（1） 起初，为什么指纹鉴定专家阿尔丰斯·贝蒂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如果你是贝蒂隆，你该如何发现、提取并进行指纹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两年之后，佩鲁贾终于被绳之以法，世界著名画作《蒙娜丽

莎》得以重返卢浮宫继续绽放其绝世的经典之美，这其中“指纹”功不可没！现

在，请将视线从20世纪初的法国转向古代中国，领略一下我国古人关于指纹的庭

审智慧吧！

首先，请你猜猜看—谁是被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指纹学家？就是我国唐代的

贾公彦。据考证，贾公彦知识广博，不仅是著名的儒学家、经学家，也是我国第

一个提出用指纹进行个人识别的学者。另据史料记载，我国元代的官员们，在审

理百姓的诉讼时，就可以凭借经验运用指纹常识进行案情推断了。比如，他们能

根据契约上所按压的指纹及其纹线的疏密程度，进一步研判遗留者的年龄阶段，

并在史料中这样写道：“以其疏密，判人短长壮少。”[1]意思是说：可以根据指纹线

的疏密，来判断人的高低和年龄。可见，当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注重司法活动的科

学性和公正性，将指纹识别纳入司法检验的范畴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距今6 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反映仰韶文

化的陶器上，就印有清晰可见的指纹图案。看来，当时我国古代的祖先们就已经

觉察到指纹的神奇之处，将指纹用作个人身份的象征了。

在美国芝加哥的菲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至今还珍藏着一枚中国古代的泥

印，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枚距今2 000 ～ 3 000年历史的泥印属于中国

西周时代或西汉时代的产物，这是古老的指纹凭证。谈及此处，我们应该感到自

豪：中国被世界公认为最早应用指纹的国家！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中部的一些土著部落，在1 000年前也会运用

[1]  “浙西廉访副使潘公神道碑”，见姚燧（元）：《牧庵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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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订立契约，不过他们不像中国人常常使用大拇指

的指纹印记，而是使用食指。在近代，阿根廷警察局

在1896年就在世界上率先使用指纹开始破案了。

的确，“指纹”是国际公认的证实犯罪行为的证

据，位居证据之首！因为指纹具有很强的同一认定作

用，换句话说，通过对现场指纹与犯罪嫌疑人指纹的

对比检验，可以为案件的侦破提供较为可靠的证明。

所以，对指纹的同一认定，受到了世界各地司法

人员的普遍欢迎，被广泛运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侦破

之中。因而，“指纹”的发现与提取，也成为现场勘

查员和法庭科学家们探寻与解读的重要目标证据。

现在，就让我们过一把侦探瘾，一起去探究隐藏

在“指纹”里的秘密吧！

? 思考

为什么指纹会被称为极其重要的证据？

图1—3
完整指纹

图1—4
残缺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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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纹与指印有什么不同？

现在，请你深入学习一下有关指纹的知识吧！指纹通常也被称为手印，它有广

义、狭义的区别。狭义的指纹其实就是手指第一节指面皮肤上的乳突线花纹；而广

义的指纹则包括指头纹、指节纹和掌纹等与手面相关的纹路。

在生活中，你常会听到“指纹”与“指印”两种不同的称呼，当然，两者的

确有差别。请伸出你的手指，瞧！指纹就是手指第一节手面皮肤上的乳突线花

纹。而指印则是乳突线花纹留在物品上的印痕。不过，在司法活动中，人们常常

将“指纹”与“指印”的概念通用，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2. 为什么会产生指纹呢？

你知道指纹是怎样形成的吗？在我们的皮肤生长过程中，表皮、真皮以及基

质层是一起成长的。然而，皮下组织较为柔软，它相对于较硬的表皮生长得要

快一些。可想而知，皮下组织会产生一种对表皮向上顶的压力，表皮就会自然

而然地向内层组织逐步地收缩和塌陷，一点点变得弯曲和褶皱，这样就可以大

神奇的指纹

第 节1

图1—5

图1—6
数字化指纹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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