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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案分析］

浅析激光在现场勘查中应用

林国财　童立强　刘　涛　杨　鸣
（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技术处视听科，重庆４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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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固体激光器技术日趋
成熟和完善，输出的激光波长已经覆盖短波紫外

到红外波段，并且激光器的尺寸和重量大大减小，

而其输出的激光功率、光束质量等大大提高，这就

为现场勘查中激光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

别是近几年半导体激光器的制作工艺突飞猛进，

激光器的便携性进一步提高，这就更加方便了现

场勘查中激光的应用。本文对激光所具有的特性

中适用于现场勘查的基本特性进行了讨论，并于

常见的其它光源应用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现

场勘查中激光应用的基本方法，讨论了现场中激

光应用现场生物检材的搜索和发现。

１　激光的特性

激光是一种受激辐射相干光，与多波段光源、

白炽灯发出的光等光源相比，激光具有高度的单

色性、方向性和高亮度。现场勘查中经常用到多

波段光源，多波段光源可以输出多种颜色包括紫、

蓝、绿、红以及红外等各个波段的光，并能提供较

高的功率，但是激光与多波段光源相比，有着显著

的不同。多波发出的光是连续光，为非相干光源，

多波段光源输出的不同波段的光具有较宽的谱线

宽度，约为４０ｎｍ左右，而激光是一种强相干光，其
谱线宽度非常窄，为几个纳米甚至还要窄。尽管

多波段光源输出的功率比较高，但是在相同的功

率下平均分配到每条谱线上的功率要远远小于激

光单条谱线相应的功率，这就使得在激发荧光方

面，激光激发荧光的效果要好于多波段光源，特别

是对一些光吸收非常微弱的检材，激光激发荧光

的效果要远好于多波段光源。激光具有很高的定

向性，其方向性要比普通光源好的多，其发散角非

常小，要远远小于普通光源的发散角，从光学谐振

腔输出的激光光斑直径一般都较小，约为几毫米，

这是由受激辐射的机理和光学谐振腔对光束方向

的约束所决定的，是激光的特性之一，这种特性决

定了激光的高亮度性。激光的这种高的方向性和

光斑尺寸小的特性往往不利于犯罪现场中的物证

检材的搜索，而激光的高亮度性则是激光应用于

现场勘查的优势，激光的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在现

场勘查的应用中表现出一定的冲突，解决的方法

往往是在保证亮度的前提下通过加入发散透镜组

对激光进行扩束并提高激光的发散角，增加激光

的光斑横截面。而普通光源方向性差，发散角大，

亮度非常低，往往需要加入会聚透镜组去提高输

出光的亮度。虽然加入透镜组会改变激光的某些

光学特性，但是激光在现场勘查中表现出的主要

特性为单色性和高亮度，透镜组的引入不会对激

光的这两种基本特性构成大的影响。

２　激光应用于现场搜索中的方法

在犯罪现场勘查中利用激光对犯罪物证检材

进行寻找和搜索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

分别为：掠入射法、吸收反射法以及荧光显现法。

掠入射法是采用掠入射的方法照射检材，主要是

针对灰尘足迹、手印以及头发、纤维、玻璃碎片等

微量物质进行搜索。吸收反射法是利用检材与客

体之间对激光的吸收差异来显现痕迹，该方法要

求检材与客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吸收差异。荧光

显现法是利用激光单色性和高亮度的特性，激发

检材或客体的荧光从而实现痕迹的显现。



与多波段光源和短波紫外光源相比较，激光

在掠入射法和吸收反射法中的应用并不占明显的

优势。多波段光源能输出较强的各个颜色波段的

光，在进行掠入射法和吸收反射法中多波段可以

采用不同的光源进行搜索，在这一点上多波段光

源具有较大的优势。而短波紫外光源在吸收反射

法中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因为大多数物质对短波

紫外呈现出强吸收作用，对一些光滑客体如玻璃、

瓷砖等表面，以及类似石灰粉刷的墙面上的汗液

指印具有良好的显现效果，而用激光进行显现时

却无法得到好的显现效果。短波紫外同样可以激

发荧光，可以用于激发精液等生物检材的荧光，但

是短波紫外光源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现场用的

短波紫外光源功率低，发散角大，在大面积搜索过

程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并且由于亮度低，对微量物

质激发出的荧光非常微弱，不利于观察。激光由

于其单色性高亮度的特性，在激发荧光方面优势

明显，是多波段光源和短波紫外光源无可比拟的。

激光非常适用于现场中生物检材的搜索。现场勘

查中激光的波长虽不能调节，波长单一，但是由于

激光功率高，对某些吸收率偏低的检材，在高功率

激光的激发下往往也能激发较强的荧光。

３　激光用于现场搜索生物检材

激光在现场勘查中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对生物

检材的搜索，包括汗液、血液、精液、唾液、尿斑等

痕迹的搜寻与发现。人体中汗液的主要成分为

水，主要的无机物为氯化钠和氯化钾，有机成分主

要为各种氨基酸，同时也包括尿素、非蛋白氮等有

机物以及维生素等。对人体正常的汗液以水分为

主，有机物占的比重很小，用激光激发往往观测不

到荧光，但是，可以利用汗液粘附特性，采用茚三

酮、氯化锌等显现后对残留汗液指纹的部位进行

激光显现，激发这些物质产生荧光，往往会取得很

好的效果；而对油脂指印，由于其中含有的有机物

成分较多，利用激光激发往往会得到很好的荧光

显现。对经常服用维生素的人来讲，其分泌的汗

液往往会含有较多的维生素成分，在激光的照射

下会发出较强的荧光。精液、阴道分泌物除了水

分以外，主要有机成分为各种蛋白质、氨基酸、酶

等，精液的荧光峰大约在６２２ｎｍ。但在实际现场

勘查中，精斑中含有的黄素使其在紫外光照射下

显白色荧光，斑痕边缘呈浅蓝紫色。人体其他分

泌物的斑痕，如汗液斑、尿斑、阴道分泌物、乳汁、

鼻涕等，以及肥皂、浆糊斑、某些药物、化学纤维制

品，紫外线灯照射下也可显现与精斑相类似的荧

光。在紫外线下出现银白色荧光，不是精斑的特

异性反应，不能作为确定精斑的根据。并且是紫

外光对人体的皮肤、眼睛均存在较大的损伤，不提

倡在现场过多的应用紫外光，同时紫外光的功率

一般来讲都比较小，对微量物证的激发效率比较

低，而对激光而言，可以选用可见波段的激光，如

４４５ｎｍ激光或５３２ｎｍ激光作为激发光源，在做好
眼睛防护的情况下可见波段的激光不会对人体造

成损伤，激光的单色性和高亮度，在激发荧光的效

率上比其它光源要高很多，特别是对体液微量残

留物的搜索，激光表现出了它独特的光学特性。

利用常用的可见光激光对血液痕迹激发往往得不

到肉眼能观察到的荧光效果。人体的血液主要是

由血细胞和血浆，所对应的内源性荧光物质分别

来源于血液中的内源性卟啉，色氨酸，还原烟碱腺

嘌呤二核苷酸（磷酸盐）和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

这些物质的荧光激发效率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变化

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在可见光波段，激发的血液

荧光非常弱，无法用肉眼直接观察。现场中利用

激光对血迹的搜索，主要是针对一些具有复杂图案

的衣服、床单、被单、等织物上的血迹进行搜索，一

方面是利用了血迹与织物材料的不同，对激光的吸

收反射存在差异从而发现血迹，另一方面，织物本

身在激光的激发下往往会发出可见荧光，形成血迹

与织物之间的显现差异从而实现血迹的定位。

４　小结

激光用于现场微量物证和生物检材的搜索具

有独特的优势，但是考虑到现场检材的复杂性，不

能仅仅依靠一种勘查手段，需要将多种勘查手段

结合。激光的一个明显的不足是波长的单一，而

多波段光源可以提供多个波段的光，短波紫外在

显现汗液指印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红外照相可

以用于发现血迹。在对现场的勘查的过程尽可能

的将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结合，综合运用，充分发掘

犯罪现场中的各种线索从而提高勘查效率。

３第１期 浅析激光在现场勘查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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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亚硝酸盐中毒

张　媛
（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河南 三门峡４７２０００）

作者简介：张媛，女，本科，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理化检验工作，Ｅ－ｍａｉｌ：３３１５６６５４１＠ｑｑ．ｃｏｍ。

　　亚硝酸盐，主要是指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是
一种白色结晶或粉末，无臭，味微咸带涩，有潮解

性，易溶于水，微溶于醇和醚，呈弱碱性反应。亚

硝酸钠熔点为２７１℃，亚硝酸钾熔点为９７℃。它
们广泛用作化工原料及分析试剂等，因其色白、味

咸，常容易误为食盐或面碱而中毒，也有见于投毒

的。在工作中曾遇到１例亚硝酸盐集体中毒案，
现报告如下供同行参考。

１　案例资料

某年１０月２８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乡发
生一起集体中毒案，涉及中毒的３４人，死亡１人。
接到报案后，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经了解，死

者高某某为其女操办婚事，在自家院内设摆酒席，

３４人在吃过年饭后半小时内出现不同程度的头
晕、恶心、昏迷、抽搐，立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

疗。高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我实验室检验

为亚硝酸盐中毒死亡。

２　亚硝酸盐毒性及中毒症状

亚硝酸盐是一种血液毒，亚硝酸根离子能迅

速使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失去携氧功

能，以致机体组织缺氧，呼吸中枢麻痹引起窒息死

亡。口服亚硝酸盐０．２克－０．５克可中毒，１克 －
２克可致死。

中毒后出现恶心、头晕，皮肤呈蓝褐、蓝灰或

蓝黑色，全身无力，嗜睡，严重者呼吸困难，昏迷、

抽搐，一般在食后半小时内发生。

如不及时抢救，可在２小时内死亡。血液呈

酱油色，不凝固。

３　检材提取、处理及检验

３．１　检材提取
中毒者的呕吐物、血液、吃剩的饭菜、饮料、药

渣、现场上的面粉、粮食等物质为好。该案中我们

共提取了１３个检材进行化验，包括中毒者王 ｘｘ
的呕吐物、厨房的食盐、饮用水、饭菜、调料、白糖、

输液瓶内的残液，结果在６个检材中检出了亚硝
酸盐成份，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依据。

３．２　检材的处理
亚硝酸盐在溶液中易分解，故检材的采取和

检验均须尽快进行，可用水浸、透析超过滤或沉淀

蛋白质法分离，检材如呈酸性应加碱中和后再进

行分离。

３．３　亚硝酸盐的定性分析
亚硝酸盐的定性分析方法简单、灵敏。在检

验过程中要及时取样、及时检验，还要加强调查研

究了解中毒情况，综合分析，得出结论。亚硝酸盐

的定性分析较常用的是格利斯试剂反应（灵敏度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原理：亚硝酸盐在酸性条件下可与
芳香伯胺反应生成重氮盐，重氮盐与酚类或芳香

胺类化合物反生成紫红色的偶氮化合物。格利斯

试剂的配制：甲液：０．５克对氨基苯磺酸溶于
１５０ｍｌ３０％醋酸中。乙液：０．１克甲萘胺溶于２０ｍｌ
水中，过滤，滤液与１５０ｍｌ３０％醋酸混合临用时将
甲液和乙液等量混合。操作：取检液一滴，置于点

滴板上，加格利斯试剂１滴 －２滴，如有亚硝酸盐
（下转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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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张某，男，５７岁，某年３月８日下午１４时２０

分许在某树苗基地砍伐树苗时，因他人操作失误

将电锯锯到张某小腿，张某在区医院包扎后被”

１２０”立即被送往某市医院救治，３月２３日１５时医
治无效死亡。

１．２　病例资料
张某因电锯割伤致右下肢出血 １．５小时入

院。查体：体温不升，ｐ１３６／分，Ｒ３６次／分，Ｂｐ测
不出，ＧＣＳ９分，神志模糊，双侧瞳孔直径３ｍｍ，光
反射迟钝。心率１３６次／分，心律不齐，心音低钝。
右小腿中下段辅料全部渗湿（为血性），伴明显畸

形，局部异常活动，伤口肌肉及骨质外漏，活动性

出血。患者于１５：２３入手术室出现双瞳孔散大固
定，对光反射消失，并出现心搏停止，立即给予心

肺复苏。抢救成功后手足外科急诊行右下肢伤口

清创术＋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术 ＋人工皮肤吸
引术 ＋骨折内外固定术。术后给予镇痛、营养神
经、扩管、纠正休克及贫血等治疗。次日凌晨６时
患者出现双侧瞳孔散大固定，血压下降等情况，予

扩容补液，血管药物维持血压等治疗，血压稳定后

行头颅ＣＴ检查提示：右侧大脑半球大面积低密度
灶，右侧大脑中动脉密度增高，右侧额叶小片状低

密度灶，脑干密度不均伴斑片状低密度灶，脑肿胀

伴大脑镰下疝。给予营养神经、伤口换药、抗感染

等治疗。患者出现发热，考虑下肢伤口感染，脓毒

症存在，行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ＢＰ）治疗。３月２３
日１０时患者氧饱和度下降，心率进行性下降，并
出现心搏骤停，立即给予胸外按压，反复静推肾上

腺素、阿托品针，患者心律未恢复，１５：３９告临床
死亡。

１．３　尸体检验
中老年男性尸体，冷藏保存，身长１６８ｃｍ，全

身无衣着，右小腿膝盖下至脚踝上区域用纱布包

裹，内侧有四枚钢钉支架分散固定，纱布中后段血

迹浸染。尸斑淡红色，位于体表低下及不受压位

置，指压褪色。尸僵程度较强，位于颈项四肢等关

节部位。死者面容苍白，球睑结膜膜及口唇粘膜

苍白。鼻孔及周围皮肤有散在皮下出血表及表皮

剥脱。左颈部有三处注射样针眼。去除右小腿包

裹纱布，右小腿中端前外侧见一面积２０ｃｍ×１２ｃｍ
肌肉裸露区，内有纱布填埋，部分肌肉呈褐色。

尸体解剖：胸腔见少量淡红色积液；心脏肥

大；脾脏肥大；双肾表面凹凸不平；颅骨及头皮下

未见异常，双侧颞肌未见出血，脑组织软化严重，

颅底未见异常。颈部右下侧肌肉出血。

法医病理学诊断：１．心脏：严重性冠心病，轻
度局灶性陈旧性心肌梗死，轻度局灶性心外膜炎；

２．脑：脑水肿，脑动脉硬化。３．肺：大叶性肺炎、肺
淤血、肺水肿；４．脂肪肝；５．肾：轻度固缩肾肾，小
球少部分纤维化，间质血管扩张、淤血；６．脾肿大。

２　讨论

该案例中死者尸斑淡红，眼球睑结膜膜、口唇

粘膜苍白均符合大失血症状；鼻孔及周围皮肤有



散在皮下出血表及表皮剥脱。左颈部有三处注射

样针眼及颈部右下侧肌肉出血符合医疗救助过程

中造成的轻微损伤；右小腿中端前外侧见一面积

２０ｃｍ×１２ｃｍ肌肉裸露区，内有纱布填埋，部分肌
肉呈褐色，说明损伤部位肌肉组织存在坏死。

导致休克的原因很多，但通过血容量减少、血

管床容积增大和心输出量急剧降低这三个起始环

节使有效血量锐减，组织灌注量减少是休克发生

的共同基础［１］。该案例中创伤后造成大量全血丢

失，机体血容量急剧下降。创伤造成的剧烈疼痛

又导致血管舒缩功能异常，继而血管床容积增大。

两者造成机体的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创伤后大量

组织因子进入血液，直接启动了机体凝血过程发

展，继而诱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导致机体
微循环功能异常。最终导致细胞及器官功能障

碍。

继发性休克的微循环障碍可累及多器官，但

各器官损伤程度有所不同，通常以肺、肾、脑受累

较著。常见的有：①休克肺，表现为双肺弥漫性淤
血，间质及肺泡腔高度水肿伴有肺泡壁透明膜形

成，毛细血管壁通透性极度增高者，可见肺泡及间

质出血，两肺体积弥漫性增大，比正常肺重２～３
倍；②低部肾单位肾病或挤压综合征③肺水肿及
脑疝，由于缺氧及酸中毒，脑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高，导致急性脑水肿，颅内压升高及脑疝形成

等［２］。死者外伤后大失血及手术前后多次出现心

脏停博，手术后 ＣＴ检查出现右大脑侧大面积脑
梗，脑干密度不均伴斑片状低密度灶，脑肿胀伴大

脑镰下疝，法医病理检查肺感染、肺淤血、肺水肿

的、肾小球少部分纤维化情况，均符合外伤性失血

休克所产生的继发性后果。

案例中张某从受外伤到死亡病程时间较长，

且术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治疗，长时间昏迷，呼吸

机等仪器一直未停用。但死后不到２４小时尸检
就发生脑严重液化，说明死亡之前一段时间脑功

能已有 不可逆转的丧失。本案例中张某因外伤

失血休克，病程转归为继发性休克晚期致多器官

功能衰竭死亡。其休克导致的脑梗、脑疝等病变

及肺部严重感染是导致最终死亡的直接原因，其

冠心病等基础疾病与外伤无关是死亡的辅助死

因，其右下肢的不全离断伤是死亡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１］　金惠铭，王建枝．病理生理学．第６版 ［Ｍ］．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７９．

［２］　赵子琴．法医病理学。第３版［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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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页）
存在，溶液即呈紫红色。该反应极为灵敏，空气和

饮用水微量的亚硝酸盐也能检出，因此必须做空

白对照试验。

４　讨论

４．１　亚硝酸盐的危害
亚硝酸盐是一种常见的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如火腿肠、香肠等，加入亚硝酸钠可保持肉类

食品颜色鲜艳、亮红，肌纤维蓬松，使这些食品既

好看又好吃，但如果大剂量使用，会使血色素中二

价铁氧化成三价铁，产生大量高铁血红蛋白从而

使其失去携氧能力，引起全身组织缺氧，体内高铁

血红蛋白达到７０％可致中毒死亡，故应严格控制
亚硝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

４．２　加强对市场亚硝酸盐成品的管理
亚硝酸盐属于工业盐范畴，常被大量用作建

筑行业的防锈、防冻剂等，在颜色、味觉上与食盐

相似，且价格低廉，故应加大对亚硝酸盐市场销售

的管理，避免因误食亚硝酸盐产生中毒案件的发

生。

４．３　改变饮食习惯
食剩的熟菜｛尤其是白菜、青菜类｝不可在高

温下存放很长时间再食用。“千滚水”、“隔夜水”

尽量少喝，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尽量少吃或不

吃腌制、熏制、腊制的鱼、肉类、香肠、腊肉、火腿、

罐头等。我国北方居民有冬季腌制萝卜、白菜的

习惯，食用腌制食品时应多加注意。一旦发生误

食，应采取紧急抢救措施，并将可疑检材及时送至

相关部门进行检验。

６ 证 据 鉴 识　 　　　　　　　　　　　　　　　　　　　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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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晚，杨某在某 ＫＴＶ包厢内，

被一青年男子用刀将左腿捅伤，后至市人民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１．２　尸体检验
尸表检验：青年男性尸体，尸长１６２ｃｍ，发育

正常，营养良好。尸温尚存，尸斑不显，尸僵不强；

两眼睑球结合膜苍白，角膜透明，瞳孔散大，直径

０．７ｃｍ；双耳道无异常物质；右鼻腔见血渍。左面
颊肿胀伴皮下出血斑，左眼睑周淤紫。口唇肿胀，

左上唇粘膜下有２．５ｃｍ×０．８ｃｍ出血，左颊粘膜
有０．６ｃｍ破裂。右耳后下方肿胀伴７．５ｃｍ×４．０
ｃｍ皮下出血，右颈胸有大面积皮下出血伴点状溢
血；左右下腹部有针眼状损伤；双肘内侧见针眼及

皮下淤斑；左手大鱼际至左腕内侧见 １２．５ｃｍ×
４．５ｃｍ皮下淤斑。左大腿前内侧见“Ｔ”形缝合创，
纵行长为１９．５ｃｍ、横行创长３．５ｃｍ（距膝上１０．０
ｃｍ），左大腿后侧见横行２．１ｃｍ缝合创口（距窝
上１４．０ｃｍ）。拆开缝线，前内侧横行创口前侧创
角钝，创缘齐。见创腔内多层肌肉缝合，并见股动

静脉及坐骨神经吻合缝合，左大腿前、后创口探查

可贯通，前后创间距１３ｃｍ长，后侧横行创口创角
外钝内锐，创缘齐。

解剖检验：右前额骨膜下有 ３．０ｃｍ×１．５ｃｍ
出血，颅骨未见骨折，硬膜外、硬膜下无出血，蛛网

膜下腔无出血，脑内无出血。右颈部皮下及肌层

弥漫性出血。上胸肌层弥漫性出血，双肺无破裂，

气管内未见异物，双胸腔有血性液体，左侧约

２００ｍｌ，右侧约１００ｍｌ。心包内有少量渗液，心脏大
小正常。腹腔内有血性液体约５０ｍｌ；腹腔各脏器
在位无破裂，肠管红染，肠管内血性液体，肠壁有

多处出血斑；脾脏皱缩，无破裂出血。胃内容物约

４００ｇ，可见成形米粒肉末，菜茎叶等，胃粘膜下见
弥漫性出血斑点。

病历摘要：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２０１３－５－３
外伤致左大腿流血半小时。患者面苍白，表情烦

躁，肢端湿冷，诉口干。查体：ＢＰ：４０／２０ｍｍｈｇ。专
科检查：左大腿可及贯通伤口，前侧 ５ｃｍ，后侧
４ｃｍ，出血不止，左下肢活动受限，末梢血运较差，
感觉丧失。全麻下行左大腿贯穿伤清创探查＋血
管神经吻合＋肌层肌腱修复术，术中见缝匠肌大
部断裂，半腱肌、半膜肌、股内侧肌、大收肌、股二

头肌部分断裂，股动静脉及伴行神经、坐骨神经完

全断裂，股深动静脉穿支断裂。２０１３－５－４死亡
诊断：失血性休克，左大腿贯通伤，左股动、静脉断

裂，坐骨神经断裂。

２　讨论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ｏｒｄｉｆｆｕｓｅｉｎ
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Ｃ）是在许多疾病基础
上，凝血及纤溶系统被激活，导致全身微血栓形

成，凝血因子大量消耗并继发纤溶亢进，引起全身

出血及微循环衰竭的临床综合征［１］。ＤＩＣ可在微
循环衰竭期发生，即病情发展为不可逆性休克，淤

（下转第９页）



第３卷 第１期 证 据 鉴 识 Ｖｏｌ．３，Ｎｏ．１
２０１６年３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利用灰尘痕迹确定高坠案件性质案例分析

吴悠悠　李　亮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重庆４０００２０）

作者简介：吴悠悠，女，本科，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现场勘验和检验鉴定工作，Ｅ－ｍａｉｌ：３２５７１１３５＠ｑｑ．ｃｏｍ。

　　

１　案件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２０１５年２月５日，刘某尸体在中兴段３６０号

楼下被发现。经现场勘验，刘某是从３６０号楼顶
翻至９－１客厅，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后由９－１主
卧窗户坠下。经现场调查和现场访问，当时刘某

进入９－１时，李某（女）在次卧室内睡觉，李某发
短信叫来了张某（男），张某来后，刘某躲在主卧床

下，趁张某和李某到客厅查看入口时，刘某从主卧

窗口坠下。

１．２　现场勘验
现场位于重庆市江北区中兴段３６０号楼下，

南侧为一个３０ｍ８ｍ的长方形院子，院子南侧和
西侧均为居民楼。在距３６０号１－１南墙１．９ｍ，
距１－１东墙０．３６ｍ处躺有一具男性尸体，尸体头
朝西，脚朝东，呈仰卧状，右腿压在左腿内侧。尸

体上身穿棕色外套，下身穿蓝色牛仔裤，黑色运动

鞋。尸体西侧一楼雨棚破损。９－１房间坐东朝
西，为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结构。房间大门外侧为

铁门，内侧为木门。进门为客厅，客厅西侧为主

卧。客厅内，倚东墙摆放一张方桌，方桌上摆放一

个黑色挂锁，南墙上开一扇窗户，窗户距地面高

０．９７ｍ，窗户玻璃窗开口宽０．３８ｍ，窗台外侧上有
足尖朝北侧的鞋印。主卧内，倚北墙摆放一张双

人床，床头朝西，倚南墙东侧摆放书桌，南墙上有

一扇窗户，窗户呈开启状，玻璃窗开口宽０．６５ｍ，
窗户高０．９７ｍ，窗户外窗台宽０．７１ｍ，在窗户外窗

台上有灰尘减层手印和鞋印，倚窗台东侧并排立

放有２块砖头。

图１　现场窗台情况

图２　移开砖块后的情况



２　讨论

高坠案件在近年来呈多发趋势，案件性质成

为查清案件最关键的因素，同时也容易引起公安

机关和家属、亲友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群体事

件。查清案件性质，除了调查访问以外，现场勘查

提取细微痕迹物证同样重要。

本例案件根据窗台上鞋印足尖朝向显示，客

厅窗台为入口，主卧窗台为坠点。在主卧窗台上，

只有刘某的灰尘减层手印和灰尘减层足迹，且足

尖朝外，并无发现打斗痕迹。并且，窗户开口仅

０．６５ｍ，在窗台西侧立放有两块砖（见图１），搬开
砖后，灰尘痕迹清晰、完整（见图２）。由于窗户空
间狭小，如果发生打斗、抓扯等情况窗台上会遗留

有灰尘减层痕迹，并且立方于窗台上的砖会移动

甚至平倒，而在现场没有发现类似情况，故此高坠

非刑事案件，为意外或者自杀。

灰尘是由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所组成的不均

匀分散体系。风力等外力原因使灰尘颗粒扬起，

随着时间流逝，没有被覆盖的、外露的表面上形成

了一层灰层。而如果表面上原本放置有其他物

品，经过一段时间后，物品的形状就被灰层记录下

来。由于灰层的轻、细小、异变、不可逆等特点，对

现场勘查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干净的或者灰层更

厚的物体与其相接触时，干净的物体会带走灰层，

而灰层更厚的物体则会留下更多的灰层，加层痕

迹和减层可以为我们提供接触物体的大小、形状

等信息，有些加层痕迹更可以辨识出多种不同的

物质，可以提供更多线索。同时利用灰层的厚薄

程度可以判断痕迹形成时间的长短，痕迹的新旧

程度，从而为案情分析判断提供依据。灰层在我

们生活中是很细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但是在刑

侦工作中，往往就是不被人察觉的细微之处反而

是最真实，最不会被改变的，也就成为了案件最关

键的依据。作为一个刑侦技术员，就是应该以小

观大，从细微之处入手，为侦查破案提供证据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７页）
滞在微循环内的粘稠血液在酸性环境中处于高凝

状态，红细胞和血小板容易发生聚集并在血管内

形成微血栓引起，此时，由于组强缺少血液灌注，

细胸处于严重缺氧和缺乏能量的状况，细胞内的

溶酶体膜破裂，溶酶体内多种酸性水解酶溢出，引

起细胞自溶并损害周围其他的细胞，最终引起大

片组织、整个器官乃至多个器官功能受损［２］。感

染性疾病占ＤＩＣ发病的３１％－４３％。ＤＩＣ的临床
表现最常见为出血，发生率为８４％－９５％，特点为
自发性、多发性出血，部位可遍及全身，多见于皮

肤、粘膜、伤口及穿刺部位，其次为某些内脏出血，

如咯血、呕血、便血、阴道出血，严重者可发生颅内

出血［１］。

本例尸体检验，死者左大腿有贯通创口，创腔

内多层肌肉断裂，左股动、静脉断裂，坐骨神经断

裂，经医院抢救缝合，其尸斑不显，两眼睑球结合

膜苍白，脾脏皱缩，呈失血状，结合在医院抢救时

持续性低血压，有面色苍白，表情烦躁，肢端湿冷，

口干等明显休克症状，尸检排除其它致命性损伤，

理化检验排除常见常见农药、杀鼠剂、安眠镇静类

药物，左大腿贯通伤为致命性损伤。尸检见皮肤

多处瘀斑，右颈胸部皮肤有点状溢血，肠管及胃粘

膜出血、胸腹腔血性渗液符合失血性休克晚期发

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致广泛性出血死亡。

参考文献：

［１］　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第７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１：６６１－６６５．

［２］　吴在德，吴肇汉．外科学．第７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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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１．１　案情介绍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４日１９时许，辽宁省丹东市铁

路蛤蟆塘火车站运转车间被盗，犯罪嫌疑人撬窗

入室，将车站运转车间３个办公室内的１８个铁皮
更衣柜全部撬开，盗走现金人民币４０００余元，手
机２部及其他物品。
１．２　现场勘查及破案过程

案发后，由于工人急于清点被盗物品，现场已

遭到破坏。侦技人员赶到现场后，经认真勘验在

更衣柜上提取螺丝刀撬压痕迹和指纹数枚，在室

内提取没开封的美汁源果粒澄饮料１瓶。询问现
场人员确定了饮料瓶系犯罪嫌疑人所留，对饮料

瓶用全光谱观察照相系统进行观察没有发现痕迹

物证，技术人员用“５０２”胶对饮料瓶进行冷熏，成
功地在瓶嘴下沿显出一枚不完整的指纹。通过痕

迹物证排查，更衣柜上的指纹系工人清点被盗物

品时所留。饮料瓶上的指纹入库查询没有比中嫌

疑人，案件侦破停滞不前。后来侦技人员在侦破

其他案件时，通过捺印上来的指纹样本比中辽宁

省凤城市人黄彦明（男、３６岁），通过审讯，该黄对
盗窃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２　讨论

此案的破获有两点启示：一是对侵财类多发

案件的现场勘验要细之又细。此案系流窜作案，

犯罪嫌疑人从８０多公里外的工作地乘车来到发
案地，此前没有前科，作案过程中又戴着手套，随

身携带的饮料又用手绢对瓶身表面反复进行过擦

拭，自认遗落在现场也万无一失。侦技人员临场

后面对现场保护不好、翻动面大的情况，如果缺乏

耐心细致，认真负责的精神，只是按部就班，认为

提取了工具等痕迹物证就完事大吉，从而忽视了

混在被盗翻动过的物品中的饮料瓶就有可能使此

案变成死案。侵财类案件是刑侦部门日常接触最

多的案件，基层勘验人员常年接触此类案件往往

容易产生懈怠思想，特别是被害人现场保护意识

不强，丢失被盗后不是对现场进行保护而是急于

清点物品，使大部分现场受到了破坏；还有的被害

人心情急躁不配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勘验

人员不能真正做到认真细致、耐心周到的去工作，

就有可能错失一次破案的良机。

本案中勘验人员在对被盗部位进行勘验检查

后没有草草收场，而是对地面散落的物品进行认

真甄别，正是由于勘验人员的细之又细发现提取

到了关键物证饮料瓶，使此案得以顺利告破。二

是对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痕迹显现时一定要多种

方法并用。目前基层刑侦技术部门普遍配备了较

为先进的多波段光源、全光谱观察照相系统等设

备，工作中注重使用先进设备的同时，传统的老办

法也不能扔掉，要因地制宜，灵活掌握，多种方法

并用，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本案中我们先是

用全光谱观察照相系统对现场提取的饮料瓶进行

观察并没有发现潜在的手印，对此我们并没有放

弃，又继续用”５０２”胶对现场提取的饮料瓶进行熏
显，最终在饮料瓶瓶嘴下沿显出一枚可供比对的

指纹，使狡猾的犯罪嫌疑人百密一疏现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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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入室盗窃案件的手法和连续犯罪的

疯狂性也有所变化。这不但为入室盗窃案件的侦

破增加了难度。而且由于其作案手段的特殊性，

作案方式的隐蔽性，对社会安定造成了一定的威

胁。经科学和实践证明，足迹分析在入室盗窃案

件侦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针对

不同案件现场足迹的分析，综合利用足迹分析技

术进行系统侦查，提高侦破案件的效率。

１　入室盗窃案的犯罪特点及勘查要点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犯罪分子

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尽管人们的居住环境

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入室盗窃案件仍然占居所

有盗窃案的一半以上。犯罪分子利用经常利用攀

爬入室以及破环锁具（技术开锁）等作案方法。由

于其作案手段的特殊性，作案方式的隐蔽性，使其

侦破难度大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

１．１　入室盗窃案的犯罪特点

１．１．１　作案时间
攀爬入室盗窃案嫌疑人一般都会选择在凌晨

２点到 ５点这个时间段进行。而破环锁具（技术

开锁）类入室盗窃案嫌疑人一般选择凌晨或白天，

多为工作日的上下午进行，或者凌晨进行盗窃。

１．１．２　作案地点及目标

犯罪嫌疑人会选择比较老旧或防范意识不强

的开放式小区、公寓楼进行作案。

１．１．３　作案人员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人员不固定，多数是无

业人员和有前科劣迹人员。有少数人单独作案，

大部分为团伙作案，作案时选择流窜作案方式，犯

罪地点选择随机。大多是由居住地向周边辐射，

跨区、跨县、跨市甚至跨省作案。

１．２　入室盗窃案的勘查要点

１．２．１　中心现场的勘查

犯罪中心现场的勘查尤为重要。首先是在犯

罪现场的中心部位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足迹遗留。

分析作案的进出口，来去路线，活动轨迹。其次是

在犯罪现场对犯罪嫌疑人的手印或指纹进行勘

查，最后是对犯罪嫌疑人的遗留物品进行勘查。

１．２．２　现场外围部位的勘查

犯罪现场的外围部位也是勘查的重点部位。

犯罪现场的外围部位容易留下犯罪嫌疑人在作案

时的来去路线，从而能够确认犯罪嫌疑人在犯罪

前的踩点位置、犯罪时的犯罪路线和逃跑路线等。

现场勘查技术人员则能够通过现场遗留的痕迹物

品等内容，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习惯等进行系统

了解。根据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外围的活动范

围和活动路线，能够确定犯罪分子对案发现场的

熟悉程度，并以此缩小怀疑对象的范围。

１．３　入室盗窃案现场痕迹的遗留以及分布

现场痕迹的遗留往往外围现场要多于中心现

场，嫌疑人在外围现场停留时间较长，容易放松警

惕，在外围现场容易遗留一些生物检材等痕迹物

证。痕迹分布主要集中在踩点的地点，沿途痕迹

分布减少。中心现场痕迹主要遗留在进出口，翻



动物品处。痕迹分布主要集中在门窗以及柜子

等。中心现场遗留较多的是足迹，足迹遗留与出

入口以及中心现场的地面上。在中心现场根据足

迹的遗留可判断进出口，寻找到外围现场的踩点

地点，在痕迹遗留及分布上足迹遗留多分布广泛，

容易发现，因此在勘查中优先发现足迹是勘查中

的重点。

２　现场足迹检验分析在侦查入室盗窃案
工作中的作用

２．１　现场足迹检验分析使用的科学依据及作用

人们在站立或者行走时，与地面接触会形成

形象痕迹，在侦查破案中现场足迹是常用的一种

重要的物证。它和指纹、犯罪工具痕迹、枪弹痕迹

一样，能为侦查人员提供一定的线索。而现场足

迹检验技术的科学性也尤显重要，现场足迹因其

固有的某些特征，在侦查破案工作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２．１．１　现场足迹具有的特点及实质

足迹的特点包括整体性特点，个人特定性特

点，规律性特点，多象形特点，多系列特征特点，足

迹随机性特点，因此足迹具有的特点是人体形态

结构固有的特性及行走动作习惯，以及由它们制

约的直接留痕体的外表结构、承痕客体的物理性

状等信息集于一身的物质形态，从而具有上述多

个特点，这些特点给我们进行足迹的分析与个体

识别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２．１．２　步法的特殊性与稳定性

由于每个人的体型结构、生理机能、心理状

态、遗传等因素以及生活环境、劳动方式、训练模

仿等客观条件的不同，形成了每个人的步法的特

殊性。步法的稳定性，是指人的行走运动动力定

型形成以后，步法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不

变的特性。这种保持人体行走运动的相对稳定

性，提供了运用步法特征的可能性。

２．１．３　足迹检验的作用

足迹检验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侦查破案

中的作用；二是在后期检验鉴定中的证据作用。

足迹分析的作用为侦查破案提供支撑减少侦查工

作中的障碍，节省办案时间。

２．２　现场足迹分析在侦查入室盗窃案工作中的

作用

２．２．１　协助分析案件性质

在案件侦查工作中，分析了解案件的性质是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痕迹物证是客观存在的，它

反映了案事件是否发生、发生的经过和造成的结

果。足迹是案事件现场的重要痕迹物证之一，通

过现场足迹检验分析，可以为我们判断发生的案

件是否是刑事案件、是何种性质的案件。在入室

盗窃案件中通过现场遗留的足迹，可以判断当时

现场人数，以及现场人员的活动轨迹，分析盗窃案

件的性质，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２．２．２　进出口的确定

足迹是确定作案人出入口的重要证据之一。

作案人要实施入室盗窃就要进入现场。因此在进

出口处会遗留大量的足迹，利用足迹来寻找出入

口在勘查中是一种快捷的方法。在中心现场发现

的足迹，寻找其根源，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盗窃案现

场的进出口。

２．２．３　活动情况的分析

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会在走动过程中留下足

迹。反动过程中在对应处留下足迹。发现这些足

迹，观察有几种类型，分布如何，状态怎样，分析这

些将勾勒出作案人在现场的活动情况。利用在中

心现场以及关联现场足迹，分析出盗窃案件的作

案活动过程，对案件的重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２．２．４　作案时间的确定

作案时间在足迹上也有反应。通过足迹分析

作案时间主要是依据足迹的干湿状态，以及足迹

上的粘附物的来判断。在出勘入室盗窃现场中要

结合中心现场以及关联现场的季节、环境、气候、

承载客体等全面分析足迹的遗留情况来判断作案

的时间。

２．２．５　作案人员的心理

人的足迹特征与行走规律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其形态可以观察与测量。作案人员在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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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留下足迹，根据足迹的特征，轻重、快慢、曲

直等勘查人员可分析作案人员的心理状态，是否

初次作案，作案是否成功而兴奋，失败而恐惧等。

作案人在现场遗留的足迹往往能暴露出作案人的

犯罪动机、个性及心理状态，要最大限度的挖掘足

迹信息，全面的分析足迹，为破案提供帮助。

２．３　为侦查工作提供线索

２．３．１　分析作案人所穿的鞋及鞋号

分析鞋的内容一般包括：鞋的种类、材质、样

式、大小、新旧等。今儿依据足迹分析鞋子可以通

过查档与市场调查的方式，找出写的样品。做好

足迹分析鞋的工作对侦查中寻找犯罪鞋，进而以

物找人、排查重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帮助。鞋号的

分析主要有以下公式：

鞋号＝足迹全长－鞋边数；

鞋号＝足迹全长－放余量－内外差；

放余量为鞋内长与鞋号之差。

２．３．２　分析作案人的特点

作案人的特点在足迹分析中主要有分析性

别、年龄、身高、体态、这些个人的特点在入室盗窃

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以足迹来找人的特点。对犯

罪嫌疑人有一个轮廓性的刻画，缩小了侦查的范

围为查找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２．３．３　分析行走特点

行走姿势与步法特征有关系，依据案件现场

中出现的步法特征，可以分析遗留足迹的人的基

本行走的姿势。在分析中主要以步幅特征、起落

足部位、步态特征等来分析行走的姿势特点。

３　足迹分析在串并入室盗窃案件中的运
用

３．１　入室盗窃案件串并的重要性

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在案件的破获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不但能够节省警力，集中优

势兵力打击犯罪，同时还可以为侦查提供线索和

方向，大大增加破案的质量和数量。案件的串并

可以根据所足迹串并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串并方

法。

３．２　足迹分析在串并案中的运用

犯罪嫌疑人大多在同一季节作案时通常只穿

一双鞋，这为我们的串并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

技术人员可根据足迹先在本区近期的入室盗窃案

件中进行串并，然后将串并起来的足迹发给同一

区域及周边地区的相关部门进行再次串并，这样

就能够及时地了解发案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活动

路线。

通过对现场足迹的检验，可以分析判断出足

迹的种类特征和细节特征。如果发现在多起案件

现场中的犯罪嫌疑人所遗留的足迹所反映出的足

迹特征都是相同的，则可判断这些案件都为一人

所为，即可以将多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如此即可

整合侦查线索，作出更有针对性的侦查措施，减少

侦破工作的难度。

４　小结

综上所述，现场足迹检验分析在整个侦查破

案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利用也具有一

定的科学理论依据。但是目前足迹检验分析技术

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往往在实际运用中出现的问

题也较多，这要求相关勘查员转变传统的破案理

念，在破案工作中主动学习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提

高自身专业技术知识。同时，在实际侦查工作中

做到认真细致，重视现场足迹在破案侦查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创新检验方法，发挥现场

足迹检验分析技术在整个破案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综合利用现场足迹及其它物证，及早发现破

案有力线索，提高办案的整体效率，促进法治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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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分子为了方便作案，经常选择汽车或摩

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因此在很多案件中都会涉及

到车牌的处理，车牌的处理是视频处理的重要内

容之一［１，２］，其目的是为了让模糊的车牌图像能

更清晰的反映出图像所包含的数字或字母图像，

以便获得车辆的相关信息。在实际案件中车牌的

图像清晰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包括光线、

距离、摄像头自身的因素以及运动情况等［２，３］。

由于车辆的运动造成的图像模糊在视频处理中较

为常见，对运动引起的图像模糊，往往需要利用视

频图像处理软件中去运动模糊功能对图像进行清

晰化，本文对去运动模糊在车牌处理中的应用进

行了分析，以便提高车牌图像处理的效率。

１　车牌图像处理

１．１　处理前准备
视频图像由一系列的帧图像构成，在观看视

频时人眼存在约为０．１秒的视觉暂留［４］，并且在

观看视频的同时，人的大脑对人眼观察到的视频

图像会存在一定程度先入为主的处理和判断，所

以在观看视频时经常会感觉到连续播放的视频所

反映的画面内容要比静态帧图像所反映的画面内

容清晰，这种现象对视频的分析和判断有一定的

帮助，但是在视频处理过程中这种现象有时会不

利于处理技术的应用。在视频图像转换为一系列

的序列帧图像后，单幅帧图像的清晰度要比预想

的差，特别是对车牌图像而言，由于车牌图像的构

成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汉字、字母和数字的组

合，观看连续视频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容易引

起后期处理上的偏差，所以在处理运动造成的模

糊车牌图像时，需要首先对视频进行理性的分析，

主要分析视频画面质量，特别是转换成帧图像后

的画面质量，分析造成画面不清晰的可能原因，判

断可能需要采取的处理方法，并选择可供处理的

帧图像，而不是直接对连续视频图像所反映的车

牌图像进行主观上的判断。

１．２　处理流程

目前视频图像处理具有成熟的处理流程以及

处理软件，对视频中车牌图像的处理同样遵循相

同的处理流程。处理流程基本上包括几个部分，

视频图像转换为序列帧图像，挑帧，图像放大，图

像稳定化，超分辨操作，去模糊处理，其它辅助操

作等。

１．３　运动模糊车牌图像处理分析

１．３．１　挑帧

车牌视频图像转换为帧图像后，并不是所有

的帧图像都可以应用处理操作，由于存在多种因

素的限制和影响，帧图像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帧

图像会对图像处理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在选择

帧图像时要注意去除图像质量差、容易掩盖车牌

图像特征的帧图像，同时也要注意参与处理的帧

图像并不是越多越好，每幅帧图像的模糊程度、噪

声等影响清晰度的因素并不完全一样，参与处理

的帧图像越多，引入的不利因素就越多，为尽可能

的减少不利因素的引入，处理图像时要确定合适



的帧图像数，一般不宜超过１０幅帧图像。

１．３．２　图像放大

车牌本身的尺寸较小，在监控画面中所占的

图像尺寸较少，在处理时有时需要对车牌画面进

行放大。放大画面一般选择双三次插值放大［４］，

但是插值放大实际上引入了画面本身以外的数

据，放大后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原始画面，如果原始

画面的尺寸足以进行图像处理，则不需要对画面

进行放大处理，只有在必要时，才对帧图像画面进

行放大以保证参与处理的画面为原始画面以尽量

避免插值对处理结果的影响。

１．３．３　图像稳定化

图像稳定化操作中，稳定化区域一般要以车

牌图像区域为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车牌所占的

画面较小，以车牌图像为稳定化区域有时得不到

效果好的稳定化操作，考虑到车牌与车身位置固

定，在选择稳定化区域时可以适当扩大处理区域，

或者以车身明显特征为稳定化操作区域进行稳定

化，稳定化完成后在对车牌区域进行处理。对摩

托车的视频图像进行处理时，有时摩托车上人像

相对于车而言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变动，所

以在稳定化时也可以以人像为稳定化操作区域进

行操作，如图１给出的视频，在稳定化操作时选择

了以摩托车和人像为操作区域进行操作，得到了

较好的图像稳定化效果。

图１　视频图像原始截图

１．３．４　超分辨操作
现在的视频图像处理软件均具有生成超分辨

图像的功能，生成的超分辨图像可设置为原图像

的若干倍，一般以２倍或３倍为主，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倍数越高，引入的噪声已经图像本身的噪声

就越大，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尽量选择低倍数以减

少不利因素的引入和放大。如图２给出的图像，

其中图２（ａ）给出的图像为放大２倍的超分辨图

像，图２（ｂ）为为放大３倍的超分辨图像，从两幅

图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图２（ｂ）的图像存在更多

的干扰因素，这些干扰源自于超分辨放大过程。

（ａ）放大２倍　　　　　　（ｂ）放大３倍

图２　超分辨放大图像

　（ａ）放大２倍超分辨　　　　（ｂ）放大３倍超分辨

　　　　放大图像　　　　　　　　放大图像

图３　去运动模糊结果

１．３．５　去运动模糊

利用视频图像处理软件中的去运动模糊功

能，如警视通所具备的去运动模糊模块，在初步判

断各种参数如角度、距离等大致范围的基础上进

行设置和调节，对参数数值范围的判断往往需要

较为丰富的实际处理经验，同时去运动模糊的效

果也与前期的稳定化、超分辨操作等操作结果有

关［５－７］。图３为放大２倍超分辨放大图像和放大

３倍超分辨放大图像去运动模糊结果，从图中可

以看到，虽然图３（ａ）和图３（ｂ）都给出了较为清

楚的车牌图像，但是图３（ｂ）中明显存在着较强的

干扰，这种干扰容易对图像的处理效果造成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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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１．３．６　辅助操作

为了更直观、清晰的观察去模糊后的图像，必

要时可以对处理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对比

度、亮度等调节以及反色等操作以加强图像的显

现效果。

２　讨论

对车牌图像的处理，目的是通过对视频图像

的处理使得模糊车牌图像能清晰的反映出涉案车

辆的车牌信息。在实际工作中，视频图像处理的

技术方法多种多样，对车牌图像的处理是多种技

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同时，图像处理经验的积累也

是十分重要。还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虽然车牌图

像的处理结果是获得车牌上的文字、字母、数字，

但是应该认识到对车牌图像处理的结果仍然为图

像，并且在处理过程中的各种操作如图像放大、稳

定化、超分辨图像放大等均引入了额外的因素，每

个步骤得到的处理图像不再是原始图像，得到的

处理图像虽然能够清晰的反映出车牌信息，但是

结果图像与实际的图像仍然可能存在偏差和误

差，在对处理结果进行分析和研判时，不能仅仅局

限于图像中反映出的字体形态来分析研判车牌信

息，应当充分考虑多种可能因素，对结果图像反映

出的字体形态进行充分的假设和判断，并结合其

它相关综合信息包括车型、车辆特征等多种信息

进行分析判断，以充分发挥视频图像处理的作用。

３　小结

视频图像处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运动模糊车

牌的图像处理，该类图像处理具有其特定的处理

方法和流程。本文中对运动模糊车牌的图像处理

流程进行了阐述，通过结合应用过程中的实际操

作分析了车牌图像处理流程中各个环节的处理方

法，剖析了处理技术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实际

问题，并对车牌图像处理结果的应用和研判进行

了讨论，旨在提高车牌图像处理的效率，充分发挥

车牌图像处理结果的应用效果以更好的服务于案

件的分析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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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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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在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小

王村村东南小沟一块玉米地内发现 １具无名男
尸，尸体面颅和背部组织严重缺失，尸体破坏严

重，案件性质不明，死因难以认定。

１．２　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小王村村东南

３００米远的一块玉米地内，该玉米地东西两面均
为玉米地，三块地呈梯田状排列，南北为两条沟。

该玉米地南侧紧挨一块墓地，中心现场即位于该

玉米地内距离墓地北１０米远处，１具男尸头西南、
脚东北呈俯卧位，身体上覆盖有玉米秸秆，衣着整

齐，双脚部穿蓝色袜子，无鞋。尸体西侧１．１米处
有一块黑色诺基亚电池；尸体东南方向３．６米处、
东北方向８米处有一块颅骨骨片和一块游离下颌
骨。尸体东南侧１２米处有一部诺基亚手机机芯，
内插手机卡；尸体北 ４６米处有一双低帮迷彩胶
鞋。尸体左小腿外侧地面上有一灰色手机套，内

有记录的电话号码纸；尸体右大腿外侧地面上有

一手机后盖。尸体头颅下方地面上、玉米叶上均

留有点状血迹，尸体上衣衣领、肩部有大片状血迹

浸染，衣领背侧有多处不规则撕裂口。死者灰色

上衣西装右下角衬里有一道破口，内有一报纸包，

包有１万元人民币，报纸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的
山西农民报”，另有零散现金１３５３元，西装右侧口
袋内装有一串钥匙、２个身份证（张贵开和另一女

性）、１张张贵开的爆破资格证。
１．３　尸检情况

男尸，轻度腐败，腹部出现尸绿，尸斑不明显，

尸僵缓解。尸长１７０ｃｍ，头面部皮肤、头皮及脑组
织缺失，颅骨粉碎性骨折呈分离状，颈部皮肤、皮

下组织、肌肉血管神经组织缺失，颈椎外露。肩背

部皮肤肌肉至腰部缺失，肩胛骨部分缺失，左侧

１、２、３、４肋骨部分缺失，皮肤边缘呈锯齿状，肋骨
全部外露，第１２肋弓下缘有肠管外露。胸部双侧
锁骨部分缺失，双侧胸腔上口与外界相通。右手

食指第一节指节陈旧性缺失。

将破碎游离颅骨进行对合，双侧颞部颅骨仍

有缺失，但从对合的右颞顶颅骨看有一处弧形缺

损，此处骨折边缘外板光滑、内板骨折线不齐，外

板与内板之间形成一斜面，右顶部颅骨有一处边

缘为１．５ｃｍ×２ｃｍ×２．５ｃｍ缺损，颅内脑组织缺
失，左枕部有一长３．５ｃｍ骨折线、左顶部有一长
５ｃｍ骨折线，右额部有一长６ｃｍ骨折线。左胸腔
内肺脏缺失，右胸腔仅有一叶肺叶存留，心包完

整，心脏未见损伤出血。腹腔内脏器未见破裂出

血，胃内容物呈黑灰色糊状，约４００ｍｌ。

２　现场重建与分析

２．１　尸源认定
从现场男尸身上发现张贵开的身份证件和爆

破资格证，尸体身上提取的钥匙可以打开张贵开

的家门，尸体右手食指第一节指节陈旧性缺失这

一特点与张贵开本人相符，现场提取的手机卡上

信息为张贵开。根据上述特点，可以认定死者系



定襄县河边镇赵家庄村村民张贵开。

２．２　死因及损伤情况分析
死者头面颈部、胸腔内、肩背部至腰部组织大

部分缺失，皮缘呈锯齿状，生活反应不明显，考虑

尸体在野外多日，符合死后被犬鼠类动物撕咬、服

食所致。

法医对颅骨碎片进行拼合粘接，结果发现颅

骨表面有几条骨折线，有一处骨折线为弧形，动物

啃咬难以形成，分析系钝器打击所致。因此，推断

其死因符合被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

伤死亡。

２．３　作案工具分析
经对颅骨碎片进行拼接后反复研究其骨折线

的走形，发现骨折线有交叉截断现象，尤其是一处

颅骨弧形缺损处，外板弧形缺损缘较整齐，颅骨外

板与内板之间形成一斜面，符合锤类工具打击形

成，打击次数在２次以上。
２．４　死亡时间推断

死者尸僵完全缓解，腹部出现尸绿，但肩背部

残留肌肉腐败不明显，胃内有４００ｍｌ糊状胃内容
物。根据上述征象结合北方初冬季节气温偏低的

情况，推断其死亡时间约在５－１５天前，饭后４小
时之内死亡。

２．５　案件侦破经过
尸源认定为张贵开后，案件迅速找到突破口，

经查，死者张贵开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曾从银行
取款３万元，不知去向。定襄县河边镇南庄村人
郑富何曾与死者一起贩卖银元，案发后不知去向。

调取郑富何手机通讯轨迹，发现在案发前与死者

伴随，案发后郑富何不知去向，因此确定郑富何有

重大作案嫌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郑富何被抓
获，其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在嫌疑人的指认下

在距离中心现场３０米远的另一块玉米地内提取
到作案工具锤子１把。ＤＮＡ实验室技术人员对现
场铁锤进行分段检验，在锤头部可疑斑迹中检出

死者张贵开的ＤＮＡ基因型，在锤把处提取的擦拭

物中检出嫌疑人郑富何的ＤＮＡ基因型。

３　经验教训总结

３．１　成功经验
一是现场勘查指挥得当，提取到大量痕迹物

证，第一时间准确认定了尸源。二是法医勘查人

员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精湛，通过对颅骨碎片拼接

后进行反复研究准确推断出死因和案件性质。三

是ＤＮＡ检验人员在作案工具铁锤锤把上检出犯
罪嫌疑人郑富何的ＤＮＡ基因型，为法庭提供了客
观证据。四是侦查部门与技侦部门密切配合，快

速启动合成研判机制，锁定嫌疑人轨迹，在尸源认

定４８小时后将逃跑到河南的犯罪嫌疑人郑富何
抓获。

３．２　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场勘查不细，仅仅注重中心现场的勘

查，忽视外围现场的勘验，没有及时发现作案工具

铁锤，直到抓获嫌疑人后在嫌疑人的指认下才找

到铁锤。二是现场勘查人员、侦查办案人员办案

程序意识不强。现场勘查笔录中没有见证人签

名，破案经过的说明中没有明确列出认定受害人

身份的依据，部分物证没有制作提取笔录，造成

ＤＮＡ检验报告中送检物证来源不明。
３．３　对命案现场勘查工作的建议

一是要建立命案现场勘查责任制。现场勘查

指挥员要对现场勘查负总责，根据现场具体情况

进行合理化分组，明确每位现场勘查人员的职责，

责任到人，奖罚分明。二是要建立命案批捕、起诉

前侦查、技术、法制部门人员审核把关制度。命案

在批捕、移送起诉环节要由刑侦部门负责人召集

主办侦查员、刑事技术人员和法制审核人召开命

案审核会议，对命案的现场勘验、检验鉴定、证据、

程序等进行审核把关，对命案实行集体讨论审核，

尽可能完善证据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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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２０１１年７月，广州白云区发生一宗命案，现场
房间被反锁，屋内女死者嘴巴被毛巾堵塞，仰卧死

于地上，尸体已经发生腐败。经现场勘查，提取死

者莫某的肋软骨、现场避孕套、现场“佳得乐”饮料

瓶、“康师傅”饮料瓶、“喜之郎”饮料瓶、“橙汁饮

品”饮料瓶、“旺仔牛奶”的吸管等生物样本检材。

２　现场及物证情况

避孕套分别提取内侧与外侧擦拭子，４个饮
料瓶瓶口使用两次擦拭法擦拭，吸管剪取上端

５ｍｍ长，取上述检材采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６核酸纯化仪
纯化提取ＤＮＡ，用 Ｓｉｎｏｆｉｌｅｒ试剂盒进行 ＰＣＲ复合
扩增，扩增产物应用 ＡＢＩ－３１３０ｘｌ型 ＤＮＡ序列分
析仪电泳分离和激光扫描分析。

现场“佳得乐”、“康师傅”、“喜之郎”瓶口，

“旺仔牛奶”的吸管，避孕套外侧拭子检出的生物

成分均来自死者莫某；现场“橙汁饮品”瓶口检出

的生物成分比中嫌疑人张某；避孕套内侧精斑预

试验与确证试验均为阴性，未能检出精子 ＤＮＡ基
因型，避孕套内侧拭子检出混合生物成分，不排除

含有莫某与嫌疑人吴某的成分。

３　讨论

ＤＮＡ的提取最常用的方法是 Ｃｈｅｌｅｘ－１００提
取法，是直接在样本中加入螯合树脂悬浮液，能有

效降解ＤＮＡ的核酸酶保护 ＤＮＡ分子，但是 Ｃｈｅｌ

ｅｘ提取往往在杂质多（如血痕和带有色彩的检
材）的时候提纯效果一般，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６核酸纯化仪
纯化对杂质比较多的生物检材提取 ＤＮＡ效果较
好，而且能用小体系的方法提取的较高浓度的

ＤＮＡ。在提取生物检材时，防止 ＤＮＡ模板的降解
和去除ＰＣＲ反应抑制物非常重要，由于本案中案
发时间较旧，屋子里面灰尘较多，现场的生物检材

比较脏乱，适合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６核酸纯化仪纯化。
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６核酸纯化仪上机前，先对检材进行处
理，将擦拭脱落细胞的棉签头剪下放入１．５ｍｌ离
心管，然后在离心管加入 ２００μｌ裂解液，一般在
８０℃加热震荡３０分钟，但为了提高效率可以缩短
加热时间，经多次重复试验对照证明，可在９５℃加
热震荡１０分钟后直接上试剂条效果俱佳，以２０μｌ
的洗脱液洗脱 ＤＮＡ，这样能提取到较高浓度的
ＤＮＡ，对微量检材的扩增提供更多的 ＤＮＡ模板。
在微量检材的扩增中，由于样本 ＤＮＡ数量少，得
到清晰分型图谱的几率比较少，我们可以适当增

加循环，在几次独立的 ＰＣＲ扩增之后电泳，取上
述几次不同扩增后电泳获得的相同的等位基因，

以减少零星污染造成的额外等位基因和个别等位

基因的丢失现象，能更加准确的确定微量 ＤＮＡ的
ＳＴＲ分型。

对于大的吸管可以擦拭，本案中“旺仔牛奶”

饮料的吸管较小，可以直接剪取上端５ｍｍ左右长
度进行检验。在提取ＤＮＡ过程中，饮料瓶瓶口与
避孕套内、外侧擦拭子的脱落细胞含量少，应尽可

能采用小体系溶解ＤＮＡ，以２０μｌ的洗脱液洗脱
（下转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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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２０日 １５时许，嫌疑人张某勇

（男，３２岁）到张某辉家中串门，在未发生任何争
执的情况下，张某勇持刀先后将张某辉、高某芝夫

妇捅死。张某勇到案后交待：他怀疑张某辉的儿

子和其妻子有染，导致其离婚，怀恨在心，杀张、高

夫妇进行报复。经调查，张某辉的儿子与张某勇

是小学同学，平时无联系。张某勇在０２年因精神
分裂住院治疗过。

１．２　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张某辉家南偏房及院内。南偏房内

大量血迹，偏房相邻的门洞内有两具尸体，地面上

有大量血迹。

１．３　尸体检验
张某辉：全身３０余处创口，主要集中在头面

部和颈部，分别为左面颊３．８ｃｍ创口；下颌下左侧
两处５．４ｃｍ、２．０ｃｍ创口；右下颌处４．５ｃｍ划伤；
左耳屏０．９ｃｍ裂开，左耳垂下方１．２ｃｍ创口；右
耳屏１．０ｃｍ裂开，右顶枕部两处５．０ｃｍ、３．８ｃｍ创
口；两创口下方有９处密集创口，长度在０．６ｃｍ—
１ｃｍ之间；右耳廓上缘后面１．５ｃｍ创口；右耳后方
２处１．８ｃｍ、１．０ｃｍ相邻创口；右耳垂后方２．０ｃｍ
皮瓣游离；枕部正中２．４ｃｍ创口；右侧枕部与项部
相邻处两处１．８ｃｍ、５．２ｃｍ创口。颈前喉头处７．４
ｃｍ横行创口，创缘伴有多处皮瓣，创道深达肌层，
创口上方有一长２．５ｃｍ划伤；右耳后下方三处４

×０．９ｃｍ、３．６×０．９ｃｍ、６×１．４ｃｍ创口，深达颈椎
骨前方；后项部正中有６．２ｃｍ创口。左背部有两
处分别长１．７ｃｍ、２．１ｃｍ创口。解剖检验见颈部
右侧肌群多处断裂，血浸染，右侧颈内静脉横断，

左侧大血管未见异常；椎前筋膜、左侧肌群出血，

第三椎骨前壁有切痕。

高新枝：全身３０余处创口，主要集中在头面
部、颈部和手上，分别为右顶部有０．６ｃｍ创口，右
枕部１．１ｃｍ创口，左眼内角１．５ｃｍ创口，左侧鼻
翼１．０ｃｍ创口，右侧鼻翼２．０ｃｍ创口，右面部７．０
ｃｍ创口，左侧面部有两处交叉创口，长 ５．０ｃｍ、
３．５ｃｍ，左耳前下方７．０ｃｍ创口，右下颌部５．０ｃｍ
创口。颈部自左侧耳下向右至后颈部横行离断，

创缘整齐，伴有多处皮瓣，无组织间桥，分离断端

可见断开的右侧颈静脉、右侧颈动脉，气管、食道

断开，寰枢椎间断裂，颈髓横断。左侧肌肉部分断

裂，左侧椎动脉见一破裂口。右前颈部有１．５ｃｍ
创口，左侧颈部有２．３ｃｍ创口，左肩胛岗内侧有一
３．０ｃｍ创口，右手无名指指间关节１．６ｃｍ裂创，右
手小指指腹 １．２ｃｍ创口，右手掌桡侧 １．２ｃｍ创
口，右手拇指虎口上方４．０ｃｍ创口，左手中指第二
指节掌侧有３．０ｃｍ创口，左手无名指第一指间关
节掌侧有０．８ｃｍ创口。

２　讨论分析

２．１　现场及尸体分析
（１）致伤工具和致伤方式：张、高全身多处创

口，创角一侧钝一侧锐，符合单刃锐器伤；颈部创

口有多处皮瓣，符合锐器多次在同一部位刺切形



成。

（２）死亡原因：张系锐器刺切颈部致右颈内静
脉断裂失血死亡；高系锐器刺切颈部致颈部断离，

颈髓横断死亡。

（３）现场屋内、门洞内、院内多处血迹，结合尸
体多部位大量创口，表明死者受伤后与嫌疑人有

过大范围的追赶、持续行凶的过程。

２．２　案件的反常之处
（１）现场位于村正中，作案时间在白天，不符

合正常人作案的思维。

（２）张、高二人全身多达３０余处创口，且持续
行凶，高某的颈部几乎离断，损伤程度明显偏重，

手段很残忍。

（３）张某勇在行凶前既无语言交流，也无肢体
冲突，突然行凶，不符合正常逻辑。

（４）张某勇与张某辉及其家人无经济纠纷和
矛盾，平时也无联系，只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张某辉

的儿子破坏了其家庭，选择了极端方式，不符合事

件的因果关系。

２．３　张某勇的犯罪过程
通过对张某勇的调查和讯问，张某勇自１２年

年底离婚后，不愿与人交流，与人难以相处，独自

一人发呆，经常自言自语，怀疑其父亲有私生子，

跟踪、监视其父亲。１３年年初，张某勇遇到过张
某辉的儿子，觉得周围人都在议论被张某辉的儿

子戴了绿帽子，案发前两天，张某勇漏接了其前妻

的电话，晚上张某勇偷偷地在张某辉门前听到笑

声，觉得张某辉一家人都支持张某辉的儿子娶其

前妻，随后产生杀人报复的想法。

由于张某勇存在妄想，且有精神病史，经鉴定

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２．４　该案件的犯罪特征
（１）犯罪嫌疑人张某勇与被害人之间无明确

的利害关系，无法通过调查被害人的矛盾点确定

嫌疑人，案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２）犯罪手段极端残忍，张、高二人多达３０余
刀，且颈部几乎离断。

（３）犯罪嫌疑人行凶时胆大妄为，作案时在白
天，且杀害张、高二人动机不清，目的不明，犯罪主

体与客体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３　案件总结

精神病杀人案件具有很多偶然性，给案件的

侦破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类案件也有很多反常

之处，比如手段残忍，胆大妄为等，作为法医，遇到

类似案件时，通过现场和尸体检验，应首先有个判

断，指明侦破方向。间歇性精神病人能够知道自

己的行为有危害，只是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而完全

性精神病人在毫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精神病人

犯罪很难控制，而且造成很多严重后果，给社会带

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加大力

度关心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避免无谓的惨案

发生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１９页）
ＤＮＡ，直接进行扩增和电泳，能得到较好的基因
型。

对密室命案的勘验中，如果死者为女性，正常

情况都需要检验受害人阴道拭子和内裤，并且对

避孕套内侧检验精斑，对于密室杀害年轻女性，往

往会伴随着强奸的发生，因此精斑检出基因型能

为破案提供直接有效地证据。但在实际一些特殊

案件中如犯罪嫌疑人没有射精或者精斑无精子等

情况下，很容易忽略进一步检验脱落细胞，本案成

功之处是对避孕套分别提取内侧与外侧擦拭子，

并且在避孕套内侧精斑预试验与确证试验均为阴

性，未能检出精子 ＤＮＡ基因型的情况下，继续对
避孕套内侧脱落细胞进行检验，并且成功检出混

合生物成分，不排除含有莫某与吴某的成分。避

孕套内侧无精斑并不能说明避孕套未被使用过，

如果精斑检测试验为阴性，就不继续检验脱落细

胞，导致遗漏了重要的嫌疑人，譬如本案中若遗漏

避孕套内侧擦拭子，将难以用有力的证据指证本

案中的主要嫌疑人吴某，最终吴某也在证据面前

供认了违法犯罪的事实。

１２第１期 精神病杀人案例法医学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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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例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的法医学分析

倪大鹏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辽宁 丹东１１８０００）

作者：倪大鹏，男，本科，主检法医师，主要从事法医现场勘查，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检验鉴定工作。Ｅ－ｍａｉｌ：７９０３０６１＠ｑｑ．ｃｏｍ。

　　肺动脉栓塞（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ＰＥ）是指
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肺

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其中最主

要、最常见的种类为肺动脉血栓栓塞（ＰＴＥ），是猝
死的常见死因之一。由于 ＰＴＥ发病急，难以预料
且死亡率高，临床表现往往呈隐匿性，因此，在疾

病诊断或者尸检中容易误诊、漏诊、漏检，易引起

死因的争议及医疗纠纷。笔者通过对自己处理的

本地区４０例ＰＴＥ死亡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就其发
病原因、特点及尸检、鉴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

讨，以供法医同行们参考。

１　案例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４０例ＰＴＥ死亡案例，为近１０年来笔者主持

或参与的公安司法及医疗纠纷鉴定的典型案例。

其中，男性 ２９例，占 ７２．５％；女性 １１例，占
２７．５％。年龄２８－６９岁，平均年龄４６．６岁。涉
及公安司法鉴定案例 １８例，占 ４５％。（其中，刑
事案件５起，交通事故案件１１起，其他一般案件２
起）；涉及医疗纠纷案例２２例，占５５％。
１．２　发病起因

４０例ＰＴＥ死亡者，院内死亡２４例，院外死亡
１６例。慢性病者８例，占 ２０％，外科手术后者 ７
例，１７．５％，外伤及骨折者２２例，占５５％，妊娠及
产后者２例，占５％，不明原因者１例，占２．５％。
１．３　尸检情况

４０例 ＰＴＥ死亡者，主要为大块血栓栓塞，为
３５例，占８７．５％。其中，单纯肺动脉干栓塞５例，

累及肺动脉干及一侧分支者１５例，累及双侧分支
８例，单纯一侧分支栓塞者７例（主要为右侧），其
中，大块血栓栓塞合并肺小动脉血栓栓塞者９例。
单纯非大块血栓栓塞者５例，占１２．５％。其中弥
漫性肺小动脉栓塞者３例，局灶性肺小动脉栓塞
者２例。镜检栓子绝大多数为混合型血栓，为３９
例，白色血栓 １例。栓子最长者 ２９ｃｍ，直径１．０
ｃｍ。有２１例查明血栓来源，占５２．５％，其中，下
肢静脉（股静脉、静脉）１８例，髂静脉２例，右心
房１例。

２　讨论

２．１　猝死案件中ＰＴＥ死亡较为常见，且猝死率较
高

ＰＴＥ死亡者往往有明显的病理基础，生前通
常存在引起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如血流瘀滞、血

液呈高凝状态及血管内皮损伤等。常见的为患有

慢性病长期卧床、或在手术后、产后、骨折、妊娠、

口服避孕药、严重烧伤及创伤情况下并发／继发有
关部位的血栓形成。ＰＴＥ死亡者猝死过程十分短
促，死前临床表现类似心绞痛发作，如突然胸痛、

吸气时加重、颜面苍白、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

法医在检验前听取案情资料时，如发现有上述高

危人群且发病急遽，应高度怀疑ＰＴＥ致死。
２．２　此类案件尸体检验注意事项

检验ＰＴＥ死亡者尸体时，文献记载应原位剪
开右心、肺动脉干及双肺动脉及分支寻找血栓栓

子。但是，非大块性血栓栓塞，尤其是小栓子阻塞

肺小动脉肉眼常不易发现。因此，高度怀疑 ＰＴＥ



死亡尸检时，肺部中小动脉的解剖检查及病理切

片镜检非常重要。有的ＰＴＥ死亡者死亡前有胸外
按压抢救的过程，可使肺动脉内的血栓栓子压碎

或者移位，因此，尸检时应保留右心室及肺动脉内

的可疑凝血样物进行切片镜检。

２．３　血栓栓子的来源对于法医学鉴定极为重要
对于ＰＴＥ死亡案件，确定血栓栓子的来源对

于死因鉴定及确定死亡与外伤的关系日益突显其

重要性。４０例ＰＴＥ案例查找到栓子来源仅为５２．
５％，主要原因为：早期尸检不重视寻找血栓来源；
寻找栓子解剖部位不全；部分栓子来源于深层中

小静脉，解剖发现确实存在困难。据文献记载，血

栓来源约９５％为下肢静脉，其次为髂静脉、盆腔静
脉、前列腺静脉、卵巢周围静脉、子宫静脉以及右

心房。４０例案例中，在下肢静脉、髂静脉及右心
房内发现栓子来源较常见，其中静脉居首位。

寻找栓子来源时，笔者有两点建议：有条件的，在

栓子来源处，附壁血栓的血管附着处进行病理镜

检。往往能发现静脉血管管壁有显著的淋巴细胞

和少量单核及中心粒细胞浸润，管壁附有混合性

血栓，血栓附着处内皮细胞消失，部分区域见肉芽

组织形成。从而进一步确定血栓形成的部位。在

肺动脉内发现的大块状血栓栓子，位于近心端处

栓子末端的形态特点，同栓子来源处近心端附壁

血栓的断端的形态特点相比较。主要是通过两断

端分叉的特点及吻合程度进行观察分析，可进一

步确定栓子是否为此处所脱落。该项检验对公安

司法鉴定的案例有一定的证据支持作用。

２．４　法医学检验总结
由于ＰＴＥ发病和临床症状多呈隐匿性及非特

异性，且从发病至死亡较为迅速，因此，临床上

ＰＴＥ患者常漏诊、误诊，易产生医疗纠纷。尤其是
在涉及到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伤者在医院

治疗期间发生的ＰＴＥ死亡，会产生一系列医学、法
学的争议，为基层公安司法机关办案、法院判案带

来一定的难度。如１例４５岁女性，交通事故导致
右腓骨下端骨折，肇事方全责，伤者在住院期间右

小腿夹板固定半卧床治疗。住院第２２天，伤者从
病床起来去卫生间，在行走过程中突然倒地，同时

发生呼吸困难，胸闷、心慌、血压下降等症状，经抢

救无效死亡。尸检见肺动脉干及右肺动脉内有长

１１．５ｃｍ，直径０．８ｃｍ混合型血栓，右静脉内见
附壁血栓。死者亲属与医院产生医疗纠纷。此类

死因鉴定对于法医工作来讲并不困难，但是有以

下问题产生：此类案件调查、尸检主办单位是公安

机关还是卫生部门？交通事故的外伤是否是导致

血栓形成及死亡的直接原因？死者死亡是否有医

疗行为的参与（包括使用药物不当、处置方法不

当、误诊漏诊等）？是否为伤者体质特殊发生

ＰＴＥ？如果外伤与医疗行为共同参与死亡的进程，
各自的参与度是多少？解决以上问题后，才能判

断肇事方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和责任的大小，以

及赔偿的金额。关于此类案件，在法医学、医学和

法律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没有统一标准。但

笔者认为，此案应与笔者经历的另一起 ＰＴＥ死亡
案例在后续处理上应区别对待。案例为：男，５５
岁，被他人泼汽油点火后严重烧伤，大部分Ⅱ°烧
伤，部分Ⅲ°烧伤，烧伤面积占体表５０％。伤者进
行性意识不清，卧床治疗，低血容量性休克，代谢

性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低蛋白、低钙、低

磷、高氯血症，烧伤处感染。于伤后第７天突发呼
吸困难死亡。尸检见双肺动脉、肺小动脉内血栓

栓塞，栓子来源为右心房附壁血栓，确定为ＰＴＥ死
亡。此案件应定性为烧伤后继发肺动脉栓塞死

亡。烧伤是根本死因，肺动脉栓塞是直接死因，根

本死因与直接死因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根

本死因本身也可致死或继发其他情况致死。因

此，在处理ＰＴＥ死亡案件时，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３２第１期 ４０例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的法医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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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乙醇含量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韩发旺

（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刑科所，河南 三门峡４７２０００）

作者：韩发旺，男，本科，主检法医师，主要从事法医学检验鉴定及现场勘察工作，Ｅ－ｍａｉｌ：２８５４８５６３４７＠ｑｑ．ｃｏｍ。

　　过度饮酒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酒精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影响人的正常行为和

判断力，酒后驾车和酒后滋事已成为严重影响交

通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被

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最高法、最高检及公安部

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上的，属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血液酒

精含量达到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上的，从重处罚。此
法律政策出台后，人们对体内酒精含量的检测关

注度越来越高，准确地检测出事发时当事人体内

乙醇含量在交通管理和法庭科学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及实际案例研究，对血液

中乙醇含量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希

望能为从事乙醇检测和案件办理的人员提供参考

和帮助。

１　饮酒人的个体差异

饮酒人的性别、年龄、体重、职业、遗传因素、

生活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体对酒精的代谢水

平，从而影响血中乙醇含量检测结果。饮用同种

同量的酒，在相同时间采集血样，因为体重不同，

体内血液含量也不同，血中乙醇浓度就不同；同样

体重的人，因性别、年龄、遗传因素、身体代谢机能

的不同，在饮用同种同量酒经过相同时间检测，因

为代谢能力不同，代谢后存留于血中的乙醇含量

也不同。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由于生活习惯的

差异，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也有差异。人的消化吸

收能力存在个体差异，饮同样酒，经过相同时间段

后吸收进入血液的乙醇的量不同，血中乙醇含量

检验结果也不同。

２　饮用酒的种类、品牌不同

利用体重计算人体内血液的量，利用酒的度

数计算出单位酒中含乙醇的量，然后再计算饮用

多少酒血中乙醇含量达到酒驾、醉驾标准，如白酒

的乙醇含量较啤酒高，要使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

相同的浓度，饮用啤酒的量就得大于白酒的量；即

使是同种类型的酒如白酒、啤酒，因生产厂家的不

同，品牌不同，酒中含的乙醇的度数也不相同，饮

用同等量的不同品牌、厂家生产的酒血中乙醇含

量也不同。

３　样本的采集、保存与送检对结果的影响

现场检测采集的样本为呼出气体，呼气检测

受体温、呼出气体温度和湿度、呼吸技巧等［１］多种

因素影响，目前只是用来作为现场筛查是否酒后

驾车的方法，实验室检测人体内乙醇含量一般用

人体血液样本，采集血液样本通常选择静脉血，抽

取血液样本时，不能用医用酒精对皮肤进行消毒，

否则就会影响检测结果。尸体中乙醇含量的检测

样本采集首选股静脉血，在股静脉血的采集量不

够时可采集完整心腔内的血样做补充样本［２］。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因某种原因不能及

时送检或者复检，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合适的

方式对样本进行保存。血液样本中乙醇浓度的变



化与保存的时间、温度、方式、有无防腐剂等多种

因素有关［３］，血液样本需专门的容器存放，并加入

抗凝剂，低温密封保存，没有低温保存条件的，可

在血液样本中加入１％防腐剂（氟化钠），尸体腐
败会分解产生乙醇，因此尸体样本应尽早采集送

检。样本采集时间的不同也会影响血中乙醇含量

检测结果，笔者遇到多例呼气测试时达到醉驾标

准，检验血醇含量未达到醉驾标准，甚至有一例呼

气测试达到醉酒标准，实验室检测血中乙醇含量

却为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经调查上述人员有的是饮酒后
短时间内就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有的是呼气测试

后经过了很长时间体内乙醇代谢完毕后才抽取血

样，血中乙醇含量为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那一例是喝了
一杯酒就出门驾车，刚上车点火倒车就被查获，呼

气测试后立即采集血样，呼气测试时口腔中含有

大量酒精有较大酒气，饮下的酒还在胃内没有吸

收进入血液，所以血醇检测结果为 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饮酒后经过不同时间段测试，测试结果也不相同，

血中乙醇含量大致呈非线性消除伴一级吸收的一

室开放模型，距离饮酒时间越短采集的血样，血中

乙醇含量越低，饮酒后约２小时左右血中乙醇含
量达到峰值，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血中乙醇含量

逐渐降低，达到一定的时间后，体内酒精代谢完

毕，血中含量变为０ｍｇ／１０ｍｌ。
笔者遇到一例刑事案件，几个人在一块吃饭

喝酒，席间两个人发生纠纷后嫌疑人将与他发生

纠纷的人刺死后逃跑，接到报案后当天晚上就将

嫌疑人抓获，提取了死者和嫌疑人的血液做乙醇

定性定量检验，结果死者血中乙醇含量超过醉酒

数值，嫌疑人血醇含量却为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案情调查
显示同桌吃饭的多人均证实两人都喝了大量酒，

有人据此怀疑血中乙醇含量检测的准确性，经了

解，案发９个多小时后侦查员才抓到嫌疑人采集
的血样，原来嫌疑人血中的乙醇已经代谢完毕。

４　检测方法的不同对结果的影响

乙醇的检测方法很多，主要包括化学方法、酶

学方法、气相色谱法、电化学法、红外光谱法、半导

体传感器法等［４］。不同的检测方法由于运用的原

理不同、仪器不同，抗干扰程度不同，适用检材不

同，对检测结果有不同程度影响，如电化学法、红

外光谱法、半导体传感器法、化学方法适用于呼气

酒精检测，气相色谱法适用于检测血液或者尿液

中乙醇浓度，酶学方法可用于检测血液、唾液、尿

液中乙醇含量。

化学检测法的原理是呼气中的乙醇被重铬酸

钾氧化成乙酸，橙红色重铬酸钾离子被还原成绿

色铬离子，颜色的变化和乙醇的浓度相关，浓度越

高颜色变化越大，该检测方法简便快捷，但特异性

不强，受操作方式影响较大。酶学方法根据使用

酶的种类分两大类，即乙醇脱氢酶法和乙醇氧化

酶法，乙醇脱氢酶（ＡＤＨ）法的主要原理是在一定
的缓冲体系下，乙醇脱氢酶（ＡＤＨ）催化乙醇生成
乙醛，同时将等量氧化型辅酶 Ｉ（ＮＡＤ＋）还原成
还原型辅酶Ｉ（ＮＡＤＨ），在３４０ｎｍ波长处检测吸光
度的变化或在４５０ｎｍ波长处检测荧光值的变化，
利用标准曲线法确定待测样本中乙醇的浓度；乙

醇氧化酶（ＡＬＯＤ）法的主要原理是血清中乙在
ＡＬＯＤ的催化作用下，生成乙醛和 Ｈ２Ｏ２，后者经
Ｔｒｉｎｄｅｒ反应生成红色醌亚胺，通过比色分析，对照
标乙醇浓度可计算出乙醇含量［５］；乙醇氧化酶法

特异性差，易受醇类物质干扰，脱氢酶法特异性

好，受醇类干扰小。电化学法的原理是通过将化

学能转化成电能来实现乙醇含量检测的，化学能

转化成电能的电信号在一定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该法稳定性好、精度高、操作简单，用来检测呼出

气体中乙醇含量，缺点是对醇类物质没有选择。

红外光谱法是用来检测呼出气体中乙醇含量，乙

醇具有特征的红外吸收波段，当呼出气体通过检

测装置时，呼出气体中的乙醇对特征的红外波段

吸收，通过对吸收特征谱线的分析，可确定乙醇的

浓度，该法检验结果稳定，抗干扰能力强，一些地

方已将该法检验结果作为执法依据。半导体传感

器法是将半导体做传感器，呼出气体中的乙醇在

加热的线圈上释放电子，引起线圈电阻值发生变

化，该变化经处理器处理后可得出乙醇浓度的相

应信息，该法检测结果误差较大，通常只用来进行

定性检测。气相色谱法是目前乙醇含量检测的标

准分析方法，用来检测血液或尿液中乙醇含量，依

据样品前处理方法可分为直接进样法、有机溶剂

提取法、固相微萃取法和顶空气相色谱法，目前最

（下转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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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抛甩状血迹形态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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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不同类型打击工具的垂直抛甩状血迹形态特征。方法　选择常见的菜刀、尖刀、斧
头、木棒作为模拟打击工具，用沾有新鲜鸡血４ｍｌ的模拟打击工具自上而下进行垂直抛甩，对距离垂直墙壁
４０ｃｍ处形成的血迹形态进行测量分析，通过对抛甩血迹的整体分布特征（跨度、高度、密度）、起始血迹的形态
特征（长度、宽度、接触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尖刀形成抛甩血迹的分布跨度最小（Ｐ＜０．０５）；在整体分
布宽度上，菜刀最小（Ｐ＜０．０５）；在整体分布密度上，除菜刀与斧头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它工具两两之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斧头较其它三种工具在起始血迹点长度上最长（Ｐ＜０．０５）；菜刀与斧头、尖
刀与斧头在起始血迹点宽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每一类型的模拟打击工具所形成的垂直
抛甩血迹形态具有一定的特征，可用于有血迹命案现场推断打击工具的类型。

　　血迹是暴力犯罪现场中最常见的生物学物证
之一，尤其在命案现场更为常见［１］。而现场血迹

的分布和形态特征，是命案现场勘查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血迹形态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主

要利用生物学、物理学、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以犯

罪现场遗留的血迹为研究对象，分析血迹的范围、

形态和分布，从而成为有血迹的案件分析行为类

型和出血机制的判断依据［２］。血迹形态分析是命

案现场重建极为重要的技术手段，也是判断作案

动机、准确刻画嫌疑人特征的极为重要的依据和

前提，对案件的侦破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前，现场血迹形态分析已成为一项公认的法庭

科学技能。血迹形态按照其形成的因素可以分为

抛甩状血迹、溅落状血迹、滴落状血迹、擦拭状血

迹、转移血迹、浸染血迹、喷溅状血迹、流注状血

迹、血泊等类型［３］。

抛甩状血迹是现场最常见、最重要的血迹形

态之一，抛甩状血迹是指沾血的物体运动（抛掷、

投甩、射出）时在客体上留下的血迹，最常见的运

动方式呈弧形，如挥动沾有血迹的物体、摆动出血

的肢体等。抛甩状血迹的尺寸基本在３～９ｍｍ，但

有时或大或小，依赖于打击工具的类型和尺寸，可

击打的血量，以及击打强度和挥动的距离而有所

不同。本实验通过用不同类型沾血的打击工具模

拟垂直抛甩状血迹的形成过程，寻找根据垂直抛

甩状血迹形态推断打击工具类型的方法，从而为

有出血的案件正确分析作案工具和成伤机制提供

重要遵循。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用血
本实验采用新鲜鸡血，加入抗凝剂肝素（１．２５

万Ｕ），慢慢搅拌，在３小时内使用，常温保存。
１．２　实验用具和打击工具

实验用具包括：比例尺、直尺、卷尺、一次性

５ｍｌ注射器、数码相机、防护服、白纸。
打击工具包括：菜刀、尖刀、斧头、木棒（见表

１）。
表１　实验打击工具的基本情况

工具 基本情况

菜刀 总长２８ｃｍ，刃长１７ｃｍ，刃宽８ｃｍ

尖刀 总长２５ｃｍ，刃长１４ｃｍ，刃宽２．３ｃｍ



工具 基本情况

斧头 总长３０ｃｍ，打击面为３．５ｃｍ×３．５ｃｍ方形

木棒 总长５０ｃｍ，截面为环形，直径３ｃｍ

１．３　实验者
每次实验的实验者为同一个人，以减少不同

人之间实验差异。实验者身高１８０ｃｍ，肩高１４６ｃｍ
臂长７８ｃｍ。
１．４　实验步骤

１．４．１进行实验准备。
在垂直墙面上贴满白纸，实验者身穿防护服，

分别用各种打击工具沾取约４ｍｌ新鲜抗凝鸡血。
１．４．２抛甩位置和次数。
实验者自上而下进行垂直抛甩，在沾血工具

运行轨迹与垂直墙面最近距离（抛甩点离墙面距

离）３５ｃｍ处进行抛甩，抛甩５次。
１．４．３测量指标。
纳入挑选离地高度在７５ｃｍ以上的血迹形态

较完整的所有血迹作为研究对象。测量每次抛甩

血迹的分布跨度（即最高点至最低点之间的距

离），数出血迹的总数，计算血迹分布密度；测量每

次抛甩血迹的分布宽度。测量起始血迹的长度

（ｌ）、宽度（ｗ），计算接触角度θ（ｓｉｎθ＝ｗ／ｌ）［４］。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珚Ｘ±ｓ表示，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若四种工具所形成的抛甩

血迹的各种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将每一组

总体均数利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进行两两比较。检验
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类型打击工具的整体分布特征
将菜刀、尖刀、斧头、木棒这四种不同类型的

打击工具所形成的抛甩血迹的整体分布特征（包

括跨度、宽度、密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２）。
通过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两两比较每组总体均数。

发现尖刀较其它三种工具形成抛甩血迹的分布跨

度最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菜
刀、斧头和木棒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整

体分布宽度上，菜刀较其它三种工具最小，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尖刀、斧头和木棒之
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整体分布密度上，

除菜刀与斧头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它工具

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四种打击工具的整体分布特征

（ｎ＝５，珚Ｘ±ｓ，ｃｍ）

工具 跨度 宽度
密度／

（个／ｃｍ２）

菜刀 ８８．６０±１２．５６ １．７５±０．５１ ０．２３±０．０９

尖刀 ４１．２６±１０．６８ ４．９±１．６７ ０．８３±０．１２

斧头 ７０．０９±１２．２６ ４．８６±１．７６ ０．１９±０．０８

木棒 ８６．３５±７．０８ ５．６３±１．０８ ０．４９±０．０９

２．２　不同类型打击工具的起始血迹特征
对四种工具形成抛甩血迹的起始血迹点（包

括长度、宽度、接触角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３）。
表３　四种打击工具的起始血迹特征比较

（ｎ＝５，珚Ｘ±ｓ，ｍｍ）

工具 长度 宽度 θ／（°）

菜刀 ４．３５±１．４１ ３．４０±０．７２ ５６．２６±１８．２９

尖刀 ５．１９±１．０６ ４．０３±１．１９ ５０．３０±４．７３

斧头 ８．７９±０．７８ ６．９３±１．３９ ５９．６２±１７．６５

木棒 ６．２３±１．１８ ４．８６±１．１３ ５１．０３±８．９６

　　四种打击工具形成抛甩血迹的起始血迹点长
度两两比较，斧头最长，与其它三种工具之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菜刀、尖刀和木棒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起始血迹点宽度两两

比较中，菜刀与斧头、尖刀与斧头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其它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起始血迹接触角度（θ）两两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通过对上述不同类型的四种打击工具进行垂

直抛甩所形成的血迹形态进行测量和分析，发现

每一类型的打击工具所形成的抛甩状血迹在整体

分布、起始血迹的形态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１）在整体分布跨度上，尖刀所形成的血迹分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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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小，与其它三种工具所形成的血迹分布跨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于尖刀的长度
最短，因此，垂直抛甩血迹的整体分布跨度有可能

与打击工具的长度有相关性。（２）在整体分布宽
度上，菜刀所形成的血迹分布宽度最小，与其它三

种工具所形成的血迹分布宽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由于菜刀刀刃最宽，因此，血迹分布
宽度与打击工具的横截面宽度有相关性。（３）在
整体分布密度上，尖刀所形成的血迹分布密度最

大，这是由于尖刀的刃短而窄，质量又轻，在相同

的抛甩力下，尖刀两侧面附着的血液容易被抛甩

出去，在分布跨度小的情况下，成的血迹多，血迹

分布密度就大。其次是木棒、最小的是菜刀和斧

头。（４）在起始血迹的形态方面，斧头形成的血迹
长度、宽度都明显大于其它三种工具，和其它三种

工具之间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由于血
滴的体积取决于血滴形成的载体的表面积，表面

积越大的载体形成血滴的体积就越大，斧头的表

面积最大，因此抛甩形成血迹的长度和宽度也最

大。（５）起始血迹的接触角度方面，四种打击工具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另外，本次实验发现，四

种打击工具抛甩所形成的起始血迹的接触角度，

大多在４０°～６０°之间，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抛甩状
血迹的起点血迹多为圆形的说法值得商榷。

总之，不同类型的四种打击工具所形成垂直

抛甩血迹在整体分布特征、起始血迹的形态特征

方面有一定区别，希望能对今后有血迹案件尤其

是命案的现场勘查及案件分析提供重要遵循。但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难以仅仅通过现场垂直抛甩血

迹的上述特征进行测量和分析来准确推断打击工

具的类型，还需结合现场其它线索进行综合分析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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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６（３）：１８０－１８５．

［３］　闵建雄．浅谈血迹分类［Ｊ］．刑事技术，２００２，（５）：３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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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５页）
常用的是顶空气相色谱法，该法是在密闭的系统

中将加热样品到一定温度，使乙醇在气相和液相

中达到平衡，通过检测气相中乙醇含量确定液相

中乙醇含量，该法操作简单，定量准确，全国各地

均将该方法用于执法办案。

５　结语

醉驾入刑以后，人们对体内酒精含量检测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快速准确地检测出案件当事人

体内乙醇含量，对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合法

痊愈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必须重视检测工作与调查工作紧密结合，规范

样品的采集、保管及送检，如在检验前了解当事人

的身体状况、饮用酒的种类及饮用的量、采集样品

的时间尽量接近案发时间、采集的样品按照要求

密封低温保存，在检测过程中严格控制试剂的纯

度及仪器的精密度，定期对仪器进行校准，严格按

要求操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会出现更

加灵敏和便捷的检测方法和检测仪器，使体内乙

醇含量检测结果更加快速便捷准确。

参考文献：

［１］　张红霞，邓振华等．酒后驾车血液呼气中乙醇检测方
法评价［Ｊ］刑事技术，２００３，（５）：３６－３９．

［２］　ＫｕｇｅｌｂｅｒｇＦＣ，ＪｏｎｅｓＡ．Ｗ．尸体样本乙醇分析结果的
解释策略［Ｊ］．石美森，译．证据科学，２００８，１６（３）：
３６７－３８２．

［３］　甄广怀．不同浓度不同放置保存方式对测定血液乙
醇浓度的影响［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０，３９（１２）：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４］　王鹏．人体内乙醇含量的检测结果集结果分析评述
［Ｊ］中国法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７８－１８０．

［５］　王向阳．乙醇氧化酶法测定血清中乙醇含量［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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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皮革物证的保护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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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革制品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使用的物品。从头上戴的皮帽、身上穿的皮衣、系

的皮带、脚上穿的皮鞋，皮革制品与人类的生活息

息相关，几乎无处不在。正因为皮革制品是如此

紧密的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在犯罪活动中皮革制

品的身影也不断显现，有时是作案工具，有时是作

案目标。在全新的执法环境下物证的保存越来越

重要，皮革物证的保护与保存就需要刑事科学技

术人员来研究了。

１　皮革物证损坏的原因

皮革制品是由动物皮经过一系列处理制成

的。一般制革往往要经过鞣革、加脂、涂饰等多道

工序，在加工中往往加入大量的动植物性油脂、酪

素、丹宁等物质。同时，加上动物皮本身就含有脂

肪、蛋白质，非常容易滋生微生物引起霉变、腐败。

皮革物证对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要求比较高。

适当的温度、湿度条件是霉菌生长的重要条件。

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控制不好，往往使物证

很快就出现表面霉斑等病害。霉菌一旦快速生长

就会产生各种生物酶和生物酸腐蚀皮革，并将皮

革内的蛋白质分解转化为自己的养料。保存环境

中中如果光照过量可以使皮革中的有机成分发生

光化学反应使皮革强度下降，颜色改变。空气中

的有害气体会使皮革产生粉状腐蚀。在室外环境

中的皮革还必须面对空气中的各种尘埃。尘埃的

成分十分复杂，包括各种酸性碱性物质、微生物、

昆虫等物，这些东西附着在皮革表面会不断的侵

蚀皮革，最终造成皮革腐烂、破坏。除去自然原因

外，人为破坏也是物证损坏的重要原因，水浸、火

焚、刀剪切割、土埋等都是被犯罪嫌疑人利用起来

破坏物证的手段。

２　皮革物证的保护

对于物证本身基本完好的，可以在进行过最

基本的清洁、消杀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仓库中并

辅以樟脑、麝香草等药物防虫、防霉保存。对于处

于较为湿润环境中的皮革制品，应当清洁后放于

仓库内缓慢阴干，降低皮革含水量后喷涂富马酸

二甲酯溶液保存。有部分皮革物证在发现时，已

经因为环境原因处于风干状态。此类物证如无明

显的虫蛀、霉腐的现象，可以在进行基本清理后入

库保存。

从水中打捞出的皮革物证，其内部已被超量

的水分充满，一旦出水应当立即装入密封袋，防止

出现脱水崩碎现象。处理时可以先用少量富马酸

二甲酯、丙酮溶液擦净，之后将物证浸入水、聚乙

烯醇、甘油配成的比例为５０：１：２０的浸泡液浸泡
７２小时，完成浸泡后取出晾干。遇到皮革物证出
现虫蛀现象，可以针对虫害喷洒杀虫药剂。

３　保护皮革物证常用的防霉剂

保护皮革物证常用的防霉剂主要有：樟脑、麝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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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电击死的法医学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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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公安处刑事技术支队，内蒙古 通辽０２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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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是当代生活不可缺少的能源，因电引起的
损伤（电击伤）和死亡（电击死）也屡有发生，且多

为意外或灾害事故，也多见于自杀或他杀。随着

电的广泛应用，电击死是法医实践工作中常遇到

的案例，法医学研究电流引起的死亡或损伤，主要

是查明这类死亡或损伤的性质以及法医学意义。

现笔者将通过对一例电击死案例的回顾分析，来

探讨电击死的法医学鉴定特征，为今后分析解决

此类案件提供帮助。

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李某，男，２９岁，吊车工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

１４时许，在某建筑责任有限公司院内，发现李某
倒地昏迷，呼之不应，经当地医院急诊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现场勘查：尸体旁有一吊车，吊车正上

方２．８ｍ处有两根２．２万伏供电线路。据了解，当
时李某正在吊车上作业，吊车吊钩抬起时碰到正

上方的高压供电线路。

１．２　尸体检验
尸长１７５ｃｍ，尸斑呈暗紫红色，存在于躯体背

侧未受压部位，指压褪色，尸僵未发生。双手甲床

发绀，左手掌有两处皮肤烧焦带，一处由大鱼际斜

行向下至虎口，黄褐色，有皮肤损伤，大小为５．７
ｘ０．５ｃｍ；另一处由中指掌指关节斜行向下至食指
第一指间关节，黑褐色，有皮肤损伤，大小为４．２
ｘ０．４ｃｍ。右手掌有一８．９ｘ０．７ｃｍ大小黄褐色皮肤
烧焦带，由手掌上内侧斜行向下外侧至虎口。右

膝关节前可见一处１．２ｘ０．９ｃｍ大小的椭圆形陈旧

性疤痕，已结痂。右小腿前面中部可见６．５ｘ５．２
ｃｍ大小的陈旧性疤痕，已结痂。左脚内侧中部可
见一圆形灰白色０．５ｘ０．５ｃｍ的皮肤烧焦伤。对两
处疑似电流斑处皮肤组织进行镜下观察：皮肤表

皮层可见有大小不等的空泡，呈蜂窝状；疑似电流

斑中心部位出现细胞极化现象，细胞质均质浓缩，

细胞粒拉长，并平行排列呈栅栏状或漩涡状，周围

部分除组织凝固性坏死，真皮浅层亦可见少量炎

细胞浸润，部分小血管内红细胞呈无结构凝固状。

镜下未见疑似电流斑处皮肤金属化。

１．３　毒物检验
心血中未检出乙醇及镇静催眠药。

２　讨论

电流通过人体引起的组织、器官的损伤称为

电流损伤，对机体可发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可能不

被感知，可能有麻木感、刺痛感。局部肌肉痉挛，

心室纤颤等。电击死一般为立即死（较多见），有

少数可为延迟死。电击死的机制为心室纤颤或由

于脑干受损，呼吸麻痹。电压在１５０伏以下相对
安全，１０００伏以上可使机体产生电休克，故电流
强度越大，产生的损伤越严重。

电击死尸体常见的外部征象有多种。电流斑

又称电流印记，系电流入口。带电导体跟皮肤接

触，电流通过皮肤，在接触处产生的焦耳热及电解

作用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皮肤损伤就形成了电流

斑。多出现于皮肤角质层较厚的部位。典型电流

斑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在５ｍｍ～１０ｍｍ左
右，多为灰白色或灰黄色斑块，瘢痕质硬而干燥，



中央凹陷。有的电流斑处可见水泡形成，水泡易

破碎，以致形成片状表皮剥脱，亦可发生电流性水

肿。电流斑可小似针头，大至数厘米或更大。电

流出口处多呈裂隙状，边缘隆起，边缘上也有裂

隙。光镜下观察可见电流斑中心部位表皮细胞融

合变薄、致密，细胞间界限不清，染色深。皮肤金

属化系因电极金属在高温下熔化或挥发而成，金

属颗粒在电场的作用下沉积于接触皮肤的表面及

深部。接触不同的金属元素，皮肤可成不同的颜

色（金属颗粒较大时），如接触铜导体，皮肤呈淡绿

色或黄褐色；接触铁导体，呈灰褐色；接触铝导体，

呈灰白色等。皮肤金属化在高压电击时尤为明

显，是证明电击伤和电流入口较特殊的征象。电

烧伤多发生在接触高压电时。电烧伤致使电流斑

呈黄色或黄褐色，甚至炭化变黑，严重烧伤可以完

全掩盖电流斑。若电流作用时间较长，即使低压

电流也可引起皮肤及组织烘干、炭化。电流出口

系因电流的轻度爆炸作用，使组织发生破裂，或由

于电火花穿凿而发生小炭化孔。电击纹是由于高

压电击时，皮下血管麻痹、扩张充血或出血，皮肤

表面可出现树枝状花纹，若无出血电击纹出现的

时间较短，容易消失。电流通过机体引起的病理

现象极为复杂，有些尚不清楚，主要表现为组织缺

氧的改变；电击死者常显示窒息死亡的一般征象。

有时血管发生破裂、出血，可形成血栓。电流直接

通过脑时，可发生脑撕裂伤，脑组织收缩。最明显

的改变是高温使之凝固、变硬。受累的神经纤维

肿胀、弯曲、断裂。严重的神经损伤，可引起该神

经支配的组织坏死、肢体坏疽，以致截肢。对肺的

损伤常见于肺水肿和点状或斑块状出血，高压电

击死者，肺尖可见电烧伤伴发气胸形成，这可能与

高压电通过肺有关。高压电电击伤还可引起肝

脏、胰腺、肾脏、肌肉等的出血坏死。高压电击时，

骨骼遭受电流热效应产生的焦耳热而发生坏死，

胶原破坏和无机物熔化，珍珠骨即是熔化的产物，

由磷酸钙融合而成，其状如珍珠，灰白色，内有空

腔，多在受损骨的表面，扫描电镜下，熔化骨的无

机物质表面呈砖样图像，被认为是电流作用的一

个指征。

本例李某死亡后尸表检验发现，右手掌有一

黄褐色皮肤烧焦带，左脚内侧中部有一圆形灰白

色的皮肤烧焦伤，上述皮肤烧伤样改变符合电击

形成，此两处皮肤镜下观察所见与电流斑镜下特

征一致。在疑似为电流斑的皮肤烧焦带周围有明

显的皮肤充血，说明电击伤形成于生前。在尸表

其他部位未见明显暴力损伤痕迹，可排除暴力性

外力作用致死。结合案情经过、现场情况以及尸

体检验结果，综合分析认为本例死者李某的主要

死因是电击死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２９页）
香草酚和富马酸二甲酯。樟脑是由樟脑树的枝叶

等蒸馏而得到的药品，是常用的家庭日用品。其

简便易得，使用方法也很简单。樟脑对于昆虫有

强烈的驱虫效果，对于物证的防蛀有较好的作用。

麝香草酚提炼自百里香草，这种物质对霉菌、真

菌、昆虫有较强的杀灭作用。是较好的保护药剂

富马酸二甲酯俗称“霉敌”原本是一种食品添加

剂，对霉菌有极强的杀灭、抑制作用，而且毒性很

低，非常适合对物证进行防霉处理。

４　残损皮革物证的加固、修复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和保存环境的限制，有些

物证在发现时就已经处于残损的状态了。为了保

持残损物证的证据价值，就需要对残损物证进行

加固。对于因腐烂而出现残损的物证应当格外小

心。首先应当用丙酮清理物证表面，之后将物证

润湿并用两片玻璃夹住定型，定型之后再根据不

同情况（如过度脱水、含水量过大等）添加药剂加

以保护。对已经断开、碎裂的物证可以根据案情

适度拼接，但是拼接时应当注意，在物证上留下明

确的修复痕迹，修复前应当对残片拍照固定。

１３第１期 高压电电击死的法医学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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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近年来辖区内的椎间盘突出案件８例进行

收集整理，按性别、年龄、职业、致伤物、突出类型、

突出部位、脊柱体表损伤特征、损伤程度评定分

类，进行回顾性探究。法医实践中遇到的椎间盘

突出症，绝大多数是原有椎间盘病理改变和外伤

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由外伤引起的椎间盘突出

较为少见，鉴定时容易引起争议。

１　案例资料

表１　８例椎间盘突出案件基本情况

调查项目 分布情况

性别 男６例，女２例，男女比为３：１。

年龄分布 １５岁到６０岁不等，以５０岁以上居多。

职业
农民工人等重体力劳动者５例，办公

室非重体力劳动者３例。

致伤物
拳脚、棍棒等打击２例，推倒或扭伤摔

倒３例，原因不明或原有疾病３例。

致伤原因
与本次外伤有关的椎间盘突出６例，

与此次外伤无关的椎间盘突出２例。

突出类型
颈椎键盘突出 １例，腰椎键盘突出 ６

例，胸椎键盘突出１例。

突出部位 单侧突出１例，双侧突出７例。

脊柱体表

损伤特征

脊柱软组织有表皮剥脱、青紫、肿胀６

例，无明显损伤２例。

损伤程度

评定

轻微伤１例，轻伤５例，不作损伤程度

评定只说明与本次损伤无关２例。

２　讨论

２．１　椎间盘突出与年龄、职业的关系
本组资料显示，椎间盘突出发生率随着年龄

增大而增加，多发生在中老年人，青少年极少发

生，这是由椎间盘的结构特点及其生理、病理因素

决定的。一般３０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椎间盘
及其附属结构逐渐发生退化，５０岁以后髓核钙
化，只要有轻微的外力作用，就可以诱发椎间盘突

出，所以３０岁以后应考虑到是否损伤与疾病共同
导致的陈旧性突出。另外，长期从事电脑，缝纫，

绘画等工作的人群易发生颈椎间盘突出，这是因

为长期从事伏案工作的人颈椎始终保持一个姿

势，保持同一姿势时间过长，易发生劳损而导致椎

间盘突出。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如民工、举重

运动员极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因为他们的腰部

长期承受重大外力的作用。因此椎间盘突出与年

龄、职业有密切的关系，法医临床学鉴定时应考虑

到这两个因素的作用。

２．２　椎间盘突出的形成机制和临床表现
椎间盘是脊柱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下软骨

板、中心的髓核及周围的纤维环构成。椎间盘位

于两个椎体间，周围有韧带、肌肉等组织包绕保

护，解剖位置相对隐蔽，不易受到直接外力作用。

人体正常椎间盘富有弹性和韧性，因此一般外力

作用很难引起单纯的椎间盘损伤。但椎间盘抗扭

转应力相对减弱，一旦脊柱过度扭转或过伸、过屈

时，超出椎间盘周围韧带及关节突的保护能力，会



发生纤维环及髓核的突出。此外，有专家明确指

出在椎间盘病变的基础上，着凉、感冒、腹压增加

等因素均可以诱发椎间盘突出，本组资料显示外

伤作为诱因的椎间盘突出占此类法医检案的

７５％。突出的髓核压迫纤维环内的痛觉神经纤维

导致病变部位疼痛，椎间盘向后突出可压迫脊髓

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表现，向后外侧方

突出压迫神经根可出现沿神经根支配区分布的放

射性疼痛及麻木感。此外还可以表现为脊柱生理

曲度改变，局部压痛，臂丛神经牵拉试验、直腿抬

高试验阳性等。ＣＴ可直接显示有无突出及突出

程度，一般突出组织的ＣＴ值为６０至１２０ＨＵ，具体

表现为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局限性向后或侧

方突出，压迫后方的脊膜囊和神经根。如髓核脱

出，游离髓核可进入椎管，引起等密度团块影。

ＭＲＩ可从水平位、冠状位、矢状位三个方向反映椎

间盘组织的变化，还可显示邻近椎体结构退变以

及脊髓受压的情况。

２．３　椎间盘突出的损伤程度评定

椎间盘突出的损伤程度评定可分为以下三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单纯外伤致椎间盘突出，即

此次损伤与椎间盘突出有直接关系，原来椎体无

病变，完全由此次外伤引起。年龄多在 ２０岁以

下，既往无外伤史。检验脊柱体表时，见有严重的

青紫，肿胀或表皮剥脱等软组织挫伤征象。Ｘ线、

ＣＴ、ＭＲＩ等影像资料显示椎间盘未发生明显退变，

未见结核等疾病。脊柱遭受强大暴力，如交通事

故等，无论其椎间盘有无退变或疾病，均应认为是

单纯损伤所致，此类损伤常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

定标准》５．９．４ｄ椎骨骨折或者脊椎脱位（尾椎脱

位不影响功能的除外），外伤性椎间盘突出评定为

轻伤二级。如伴随脊髓损伤，或多根脊神经损伤，

若有脊髓挫裂伤，评定为轻伤一级。若有排便或

者排尿功能障碍根据５．１．３．ｇ评定为轻伤一级。

若有重度肛门失禁或者重度排尿障碍，根据本标

准５．１．２ｒ评定为重伤二级。第二种情况是单纯

性的椎间盘退行性或疾病造成，椎间盘突出与此

次外伤无关，多见于５０岁以上，既往有外伤或疾

病史，查体时无体表损伤，影像资料显示有严重的

椎管狭窄，椎体骨增生，椎体钙化等，甚至可能出

现肌肉萎缩，由此可以认定为单纯退化或疾病所

致的椎间盘突出，通常不做损伤程度评定。第三

种情况是外伤仅作为一种诱因而存在，外伤与椎

间盘退化、疾病共同作用，此种情况最常见，在检

验时，脊柱体表可见明显软组织损伤痕迹，影像资

料显示不同程度的椎体退化征象或疾病，此种情

况应适当降级评定。

３　小结

在椎间盘突出的法医学鉴定中，首先必须确

定椎间盘突出是否与本次外伤有关，其次要确定

椎间盘突出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再次应根据影

像学检查查明椎间盘是否有钙化、结核、肿瘤的存

在。实践中应根据临床表现、案情、病史调查，结

合被鉴定人的年龄、职业，进行客观科学的综合分

析认定，给被鉴定人一个客观、公正、准确的损伤

程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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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滑脱是由于先天性发育不良、创伤、劳损

等原因致关节突间连续处断裂或延长，引起椎体

与椎弓根、横突及上关节突一同向前滑移，是上位

椎体相对于下位椎体的滑移［１］。本文就影像学检

查方法在腰椎滑脱法医临床学鉴定中的应用进行

论述，重点讨论峡部裂性及退变性腰椎滑脱的鉴

别，旨在为法医学鉴定实践提供参考。

１　腰椎滑脱的分类及分度

１．１　按Ｗｉｌｔｓｅ－Ｎｅｗｍａｎ－Ｍａｃｎａｂ法分类
（１）发育不良性腰椎滑脱 腰椎在发育时有椎

体及椎弓骨化中心，每侧椎弓有两个骨化中心，其

中一个发育为上关节突和椎弓根，另外一个发育

为下关节突、椎板和棘突的一半。如果两者之间

没有愈合，则会导致先天性峡部崩裂不连，引起腰

椎滑脱。另外也可因骶骨上部或 Ｌ５椎弓发育异

常而产生滑脱，但这种情况下峡部并无崩裂。

（２）峡部裂性腰椎滑脱 分为三种情况：①峡

部疲劳骨折性腰椎滑脱：从生物力学角度分析，人

体处于站立时，下腰椎负重较大，导致前移的分力

作用于骨质相对薄弱的峡部，长期反复作用可导

致疲劳性骨折及慢性劳损损伤。②峡部拉长性腰

椎滑脱：是由于反复微骨折所致，但是峡部拉长却

仍然完整，类似骨折端有骨组织填塞。③峡部急

性骨折性腰椎滑脱：与峡部疲劳骨折性腰椎滑脱

不易区分，核素显像可能有助于鉴别区分。

（３）退变性腰椎滑脱 由于长时间持续的下腰

不稳或应力增加，使相应的小关节发生磨损，发生

退行性改变，关节突变得水平，加之椎间盘退变、

椎间不稳、前纵韧带松弛，从而逐渐发生滑脱。但

峡部仍保持完整，故又称假性滑脱。多见于５０岁

后发病，女性的发病率为男性的３倍，多见于腰４，
其次是腰５椎体，滑脱程度一般在３０％以内。

（４）创伤性腰椎滑脱 严重急性骨折所致，发
生于峡部以外的部位，如椎弓根、椎板或关节突，

该型较少见。该骨折部位是后方骨钩而不是峡

部，包括软组织撕裂（如屈曲分离损伤）所致的滑

脱。

（５）病理性腰椎滑脱 系全身或局部病变，累

及椎弓、峡部、上下关节突，使椎体后结构稳定性

丧失，发生病理性滑脱，局部骨病变可以是肿瘤或

炎症。

（６）医源性腰椎滑脱 因椎板切除、侧隐窝扩

大减压术导致后方结构切除过多，可产生医源性

腰椎滑脱。

１．２　按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Ｂａｒｔｏｌｏｚｚｉ法分类
（１）发育性腰椎滑脱 ①高度发育不良型（合

并崩裂、合并延长）腰椎滑脱：多见于Ｌ５／Ｓ１节段，
常在青春期出现症状，实践中该类型滑脱较少见。

②低度发育不良型（合并崩裂、合并延长）腰椎滑
脱：年轻人多见，多伴有棘突裂畸形，该类型特点

是滑脱不伴有成角或后凸畸形，也可随着发育而

缓慢进展为高度发育不良型。

（２）获得性腰椎滑脱：①创伤性腰椎滑脱：急
性骨折脱位，疲劳骨折及术后，其中疲劳骨折主要

发生在Ｌ５椎弓峡部。②病理性腰椎滑脱：分局部



和全身性疾患，后者主要包括全身性骨与结缔组

织疾患，如 Ｅｈｌｅｒ－Ｄａｎｌｏｓ病、马方综合症等。③
退变性腰椎滑脱：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继发性常

见于存在邻近节段融合等诱发退变因素的中老年

患者。

１．３　腰椎滑脱的分度

将下位椎体上缘分为４等份，根据腰椎滑脱

的程度不同分为以下四度。Ⅰ度：指椎体向前滑

动不超过椎体中部矢状径的１／４者。Ⅱ度：超过

１／４，但不超过２／４者。Ⅲ度：超过２／４，但不超过

３／４者。Ⅳ度：超过椎体矢状径的３／４者，度数越

大，滑脱越严重。

２　腰椎滑脱的临床表现

大多数腰椎滑脱者可没有症状，腰椎滑脱者

的症状体征与滑脱类型、腰椎稳定情况、滑脱程

度、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关。常见的腰椎滑脱以下

腰痛和椎管狭窄为主要临床表现，如腰痛、下肢疼

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可出现大小便异常。滑脱

较重者可能会出现腰部凹陷、腹部前凸，甚至躯干

缩短、走路时出现摇摆。

３　讨论

腰椎滑脱在法医临床中以峡部裂性、创伤性

及退变性常见。其中峡部裂性腰椎滑脱因椎弓峡

部骨折，又称真性滑脱。退变性腰椎滑脱因仅有

椎体滑脱而椎弓完整，又称假性滑脱，腰椎后滑脱

也是由退行性变造成［２］。创伤性腰椎滑脱因椎弓

峡部以外的部位骨折而造成椎体滑脱，创伤性腰

椎滑脱易于鉴别。

重点讨论峡部裂性及退变性腰椎滑脱的鉴

别。Ｘ线平片尤其是斜位片以及 ＣＴ可以明确有

无滑脱及判断椎弓峡部是否断裂，但 Ｘ线片只能

反映腰椎骨性结构改变。ＣＴ虽可以同时显示椎

间盘及椎管内结构等情况，但常规扫描受到范围

限制，且软组织分辨率不高，故 Ｘ线片及 ＣＴ提供

信息有限［３］。而 ＭＲＩ相对 ＣＴ具有多方位、多序

列成像及软组织分辨率高、扫描范围相对较大等

优点，ＭＲＩ不仅能准确显示腰椎椎弓峡部裂和椎

体滑脱，而且还能显示关节突关节、椎间盘及椎管

内容物的形态变化及作出滑脱程度的分类。在腰

椎滑脱中如能明确显示椎弓峡部骨质断裂，ＣＴ及

ＭＲＩ均可见“双关节征”，如不能明确显示椎弓峡

部骨质是否断裂，退变性腰椎滑脱的滑脱椎弓完

整，整个滑脱椎随上位脊椎前移，与上位脊椎关系

正常，ＭＲＩ出现“上弧线征”，峡部裂性腰椎滑脱的

滑脱椎弓峡部断裂，断裂前部结构随上位脊椎前

移，而断裂后部结构和下位脊椎关系正常，位置未

变化，ＭＲＩ出现“下弧线征”和“椎管增宽征”。尽

管ＭＲＩ显示椎弓峡部骨质是否断裂有限度，但上

述ＭＲＩ间接征象是鉴别峡部裂性和退变性腰椎

滑脱的可靠征象，也是其特有征象［４］。

综上，峡部裂及椎小关节退变在 ＣＴ及 ＭＲＩ

上均有特征性表现，而 ＭＲＩ在腰椎滑脱中如不能

明确显示滑脱椎弓峡部骨质是否断裂时，间接征

象“上弧线征”、“下弧线征”及“椎管增宽征”是鉴

别峡部裂性和退变性腰椎滑脱的可靠征象，对两

者的鉴别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１］　赵定麟．现代骨科学［Ｍ］．第１版．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９３２－９３５．

［２］　邵成喜，唐相宝．退变性腰椎后滑脱症的影像学研

究［Ｊ］．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６）：９１８－９２０．

［３］　黄东琼，朱勤科．退行性腰椎滑脱的影像诊断评价

［Ｊ］．局解手术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５（５）：３１３－３１４．

［４］　牛玉善，陈学武，李庆国，等．腰椎峡部裂并脊柱滑

脱的ＭＲＩ表现及影像学比较［Ｊ］．医学影像学杂志，

２００２，１２（４）：２８８－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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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微创外科对于损伤程度鉴定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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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新颁布实行《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下称新标准）在功能区进一步细化，

在总结、整合原鉴定标准下，评定为重伤一级、重

伤二级、轻伤一级、轻伤二级和轻微伤，并出台了

《新标准》释义，损伤与标准的精确性，有效克服原

鉴定标准含糊的弊端，方便法医工作者实际操作。

针对于传统性手术与腹腔镜下手术方法，笔者结

合实际工作中涉及腹部刀刺伤的案例，依据鉴定

条款进行分析。

１　案例资料

案例１：某市周姓男子因纠纷被人捅伤腹部，
伤后立即送往市××医院普外科住院治疗。医院
查体：腹部平软，左侧腰腹部近脐部有一锐器创，

创口深入腹腔。入院后急诊全麻下行“腹腔镜下

探查”术，见大网膜裂伤，裂口长约３ｃｍ，周围有积
血及血凝块，肠钳由十二指肠屈氏韧带至回盲部

探查，未见明显损伤。吸尽腹腔积血，顺患者刀刺

伤窦道切开表面皮肤及皮下组织，可见左侧腹直

肌横断伤，腹膜破口约３ｃｍ，缝合腹膜，缝合腹直
肌，手术顺利，术中出血约１５０ｍｌ。伤检见：左腹部
正中有一 １０．５ｃｍ横行瘢痕，右腹部距正中 ３ｃｍ
有一引流术后瘢痕。

案例２：某男子因维修车辆不愿支付费用与
修理厂工作人员江某发生纠纷，并刺伤江某腹部。

医院查体：左下腹见长约３ｃｍ伤口，向脐下潜行，
出血，局部腹直肌断裂，全腹肌紧张，明显压痛，下

腹反跳痛。探查未见明显损伤，行清创缝合术，同

时行输液扩容行预防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伤检

示：腹平软，左下腹脐下２．５ｃｍ距正中４．５ｃｍ有
一４．４×０．１ｃｍ横行愈合瘢痕。

２　讨论

腹部因体表外面积大，是机械性暴力、火器等

外伤的常见部位，常造成人体组织破裂、出血，而

失去正常的连续性。损伤发生后，其愈后结果与

患者的就诊、手术方法有很大关联。

腹腔镜下手术广泛的开展，对于开腹传统手

术而言，腹腔镜具备创伤小、痛苦小、恢复快等特

点，腹腔镜手术较容易掌握，也保留了传统外科技

术的主体，深受患者和医务者认同。

在案例１中，腹腔镜下探查见大网膜裂伤，裂
口长约３ｃｍ，周围有积血及血凝块，行剖开探查见
腹膜破口约 ３ｃｍ，依次缝合腹膜、腹直肌，依据
５．７．４ｈ、５．７．４ｉ评定轻伤二级。在案例二，腹部刺
伤，向脐下潜行，局部腹直肌断裂，全腹肌紧张，明

显压痛，下腹反跳痛，腔镜下检查未见明显损伤，

行清创缝合，愈合好。法医检验时腹膜刺激征

（—），依据５．１１．４ｂ评定轻微伤。
如果在案例２中，刀刺伤病人入院，出血，腹

肌紧张，压痛（＋），反跳痛（＋），是否存在腹腔肠
管破裂，急性腹膜炎可能？脏器损伤可能？如果

急诊选择剖腹探查术，那么，在实际鉴定中，我们

依照的标准不能简单依据体表瘢痕来评定，存在

下面三种情况：在腹部原创口充分扩创，打开腹

腔，充分探查，腹腔积液情况反应？是否存在肠管

破损？网膜血肿以及斜向上膈肌破裂？各器官实

（下转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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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级公安机关实验室计量认证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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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加强对鉴定
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刑事诉讼的需要，为推

进公安司法鉴定规范化建设，规范检验鉴定活动，

落实科学发展观，公安机关的物证鉴定机构必须

进行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

２０１３年２月，我局鉴定机构顺利通过计量认
证并获得证书，成为全浙江省首家通过计量认证

的区（县）级公安机关鉴定机构。以下是亲历者和

组织者在获得ＣＭＡ证书后的一些见解，供同仁们
参考。

１　实验室开展计量认证的必要性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特别指出，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必须满

足４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一条是“有在业务范
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

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针对该决定，公安部高瞻远瞩，于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７日发布实施了《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
办法》和《公安机关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再次

强调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必需“依法通过计量认

证或者实验室认可”。要求虽短，但是内容非常重

要，从深层看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国际司法鉴定接

轨的形势需要，也是实验室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从实验室认证、认可的评审准则等来看，其对实验

室的人员、设备、环境、质量、方法等提出进行了系

统的要求及控制条件，这些要求对我们加强实验

室管理、规范实验室检验鉴定活动都是很有益的。

２　县级公安机关实验室选择计量认证的理由

从实验室认证、认可的评审准则等来看，均是

对实验室的人员、设备、环境、质量、方法等提出进

行了系统的要求及控制条件，这些要求对我们加

强实验室管理、规范实验室检验鉴定活动都是很

有益的，但是在权衡认证与认可方面还是有所区

别的。

２．１　计量认证与实验室认可的法律效力或
社会认同有区别。计量认证（资质认定）是国家行

政机构（省级以下的鉴定机构由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评审、颁发 ＣＭＡ证书，相当于第三方评价机
构，同时是一种行政审批，国内法律地位与认可基

本等同。但是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第三方权威机

构，国际上不认可，出了国门他国不采信。实验室

认可是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进行受理、评审及

颁证。认可委是由国务院、国家质监总局授权的

第三方专家机构，其在国际上有影响力，评审准则

参照国际标准，故其颁发的 ＣＮＡＳ认可证书国内、
国际认同，采信。

２．２　两者的评审准则条款大同小异。计量
认证依据的是２００６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实验
室计量认定评审准则》，实验室认可依据 ＩＳＯ／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前者管理要素１１个、技术要素８个，后者管理要
素１５个、技术要素９个，主要区别在管理要素的



要求中，认可对组织、结构及管理事项更加细化，

比如对不符合工作的控制方面，认可管理要求单

独条款，体现出对不符合控制工作更加重视。又

如认证的“合同评审”与认可的“服务客户”，虽然

表达的意思相同，实质是本质区别，前者依据是

“合同”，后者核心是“服务”。

２．３　投入资金差距较大。费用方面也是县
级公安机关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计量认证国家

级申请费１５００元（由各行业评审组收取）、省级
１２００元，专家评审费用一次性３００元／人／日，没有
注册年费；实验室认可申请费６００元，评审费３０００
元／人／日，注册年费 １０００元，审定费与注册费
２０００元。计量认证三年一复评，实验室认可两年
一复评，复评循环费用。当然，这些费用不包括评

审专家往来交通、住宿等费用。

２．４　作为区（县）级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鉴
定人员业务能力与省、市级的差别很明显，日常工

作量大、面广，基本处于应付工作状态，专业能力

上深度不够。市局、省厅的鉴定部门多为专家型，

业务精、细、深、广，部分还是走向国际的鉴定人

员；部分省、市级的鉴定机构设备精良、前沿、高

端。作为基层单位，不涉及对外（国外）鉴定及民

事诉讼的鉴定，主要是服务侦查破案，服务诉讼活

动，所以决定选择计量认证，接受国家行政机构的

监督评审更符合实际。

３　通过计量认证后的具体做法及感悟

既然选择计量认证，就得按照认证的要求来

准备、实施，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分别为前期准

备、编制文件、试运行和现场评审。

３．１　前期准备
３．１．１　统一思想，争取局领导的重视与支

持。

我们在开展计量认证初级由大队长专题向分

局局长、刑侦副局长报告计量认证的重要性，从分

局领导层面得到的认同及资金的支持。其次，统

一思想，从主管刑侦副局长、大队长、教导员及鉴

定室所有人员，充分认识计量认证的概念、意义及

开展认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成立工作小组，设

立责任人，具体到人头，制定工作进度计划。

３．１．２　向省厅、市局汇报，争取上级的支持。
浙江省厅物证鉴定中心是２００７年通过计量

认证、杭州市局刑科所２００９年通过实验室认可，
他们的认证、认可经验、管理模式对我们来讲，就

是最宝贵的财富。组织专门人员多次、实地考察、

学习省厅、市局实验室设备管理、体系文件、质量

记录等。当然在迎接现场评审之前，邀请省、市资

深专家到实验室进行现场评价，也是我们最后能

“很少不符合项且一次性通过”的关键环节。

３．１．３　落实相关具体工作，所有参与人员各
就各位。

按照评审准则的要求，从组织、机构方面必须

获得法人代表的任职文件、机构代码、法人代表的

授权及公正性声明（此处特别说明，作为区县级鉴

定机构，均非独立法人机构，且为刑侦内设机构，

所以被授权人必须是刑侦最高管理者，否则无法

排除来自刑侦大队的行政干预）、被授权人的任职

文件、成立鉴定机构的批文及组织机构图。为了

能通过计量认证，所有参与人员均须参与评审准

则的学习，并获得内审员证书，至今统计，本实验

室共计外出内审员培训２０人次。
３．２　编制文件

３．２．１　体系文件是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
魂魄。

每一个通过计量认证或认可实验室都有一

套，而且是规范、适用且运行良好，但他也是“唯

一”的。所以，在编制体系文件之前，必须充分认

识到“唯一性”的重要性，即所有他人的体系文件

只能是借鉴，而不是抄袭，这就要求我们从零开

始。

３．２．２　人人参与、各自担责。
有责任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根据实

验室计量认证工作的需要，决定参与人员分工协

作，确定专门人员负责实验室质量手册、程序文

件、作业指导书及仪器设备的建档、日常管理。确

定一名技术管理员，专门对材料审核、人员建档，

并日常检查。此项体系文件的编写工作要求一个

月内必须有初稿。

３．２．３　专家指导、事半功倍。
在体系文件形成初稿后，立即邀请市局、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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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认可的专家实地指导认证文件编制工作，比

如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的编写是否客

观、适用，内容是否详尽、实验室内部的规范是否

符合专业领域要求、与评审准则的对应关系等。

在专家的指导下，再结合本鉴定室的实际运行情

况，进行修改，基本上第 Ａ版第０次修订成型，决
定发布开始试运行。

３．３　试运行
试运行非常关键（评审准则规定的试运行时

间是６个月），通过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对不符合
工作实施纠正措施，能立即纠正的，立即采取纠

正。不能立刻完成的，规定整改期限并按期完成。

我们把试运行分三期，各２个月。
３．３．１　试运行初期。
在体系文件运行初期，基本工作主要是对体

系文件的宣贯学习。每次学习务必要求人人、次

次参与，签到表签名、记录详细记录培训过程及培

训效果。之前已经提到，体系文件是整个活动的

魂魄，即精神所在，体系文件不熟悉，以后的运行

会出现很多问题。简单说，不按规定做事，肯定出

事。在宣贯过程中，我们主要方法是组织者解读、

参与者领读，读一条、解释一条，条条过关。通过

这种方式，整个体系文件的要求、与准则关系等能

对所有人员起到耳熏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３．３．２　试运行中期。
在体系文件宣贯学习的基础上，逐步进入状

态，基本人人都认识到体系文件、规定制度执行的

重要性，“溯源”要求会深入到鉴定活动的每个细

节里。试运行中期才是体系文件真正的“始”运行

期，可以对质量表格进行部分修改。比如鉴定文

书审批表格，作为基层鉴定机构，人员少、简化程

序、方便办案的理念，我们审批程序从省、市五级

审核改为三级审核，即鉴定人－复核人（授权签字
人）－（技术管理）管理者。方便、适用、实用三个
要求，就是运行中期进行需要考量的元素。

３．３．３　试运行后期。
后期很关键，也是工作量最大的阶段。在本

阶段，要展开两次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其中一次

内部审核为对首次内审不能进行的４．１０、４．１１进
行补充审核，还要为提交申请做准备。作为首次

内审，又是一个零的开始。相对认可而言，我们申

请认证的专业就一项（ＤＮＡ），所有内审项目不多，
分别为ＤＮＡ实验室、技术管理、技术负责人、质量
负责人、最高管理者。根据年初计划、发布通知、

按计划进行就可以。但是对实验室的内审检查，

表格与检查内容是否对应，不符合如何表述，纠正

措施如何启动等等具体环节，还需慢慢、仔细琢

磨。面对“第一次”，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的

确有困难，但是一定要克服。本阶段给我的提示

就是，有困难不怕，因为我们有计划。内审、管评，

一切有计划，按计划执行，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的。

试运行三期顺利结束后，根据内部审核、管理

评审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整改，并做好预防

措施。在此基础上，登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页，

查询相关资料并下载申请书，按照要求逐条准备

申请资料。省质监局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受理申

请后２个月内安排现场评审。
３．４　现场评审阶段

经前期的准备及相关工作的展开，终于迎来

现场评审。在此之前，务必根据试运行的情况，再

次邀请市局、省厅专家实地指导，模拟一次现场评

审，争取早日进入现场评审的心态。现场评审需

要注意三个事项：

３．４．１　档案资料摆放整齐、规范。
按次序排放实验室资料，最好是按照评审准

则的条款顺序，比如按照组织机构档案、体系文

件、质量记录、内审、管评资料、人员档案、设备档

案的顺序，原则是“顺手可及”。现场评审过程严

肃而认真，时间紧，评审专家要求提供时要最快速

度提供，否则会视为缺项。

３．４．２　现场汇报客观、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如果撒一个谎就会用十个谎来圆谎，但是谎

言始终是要被揭穿的，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真的

很重要。现场汇报多媒体、平面两个材料务必真

实、客观，简单、形象、直观的反映实验室真实情

况。能力验证时，务必要诚恳的陈述实验室的能

力范围、方法使用及实验室的客观条件、试剂使用

等，不能夜郎自大，否则会弄巧成拙。

３．４．３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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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人与人交往的工具，同样也是解决问

题的最好途径。在评审专家面前，我们对计量认

证或认可就是门外汉，对认证、认可的认识深度明

显不够，对管理评审、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严重

缺乏。所以，现场评审过程中一定要定准位置，主

动沟通，承认不足，希望通过评审专家的深度剖析

与指点，对以后的鉴定起到更好的管理，改善不

足。其它比如实验室建筑结构上的不符合项，如

果专家提出需要大面积、大工程整改的，一定要积

极沟通。而小细节或短期整改能够完成的，要主

动接受并积极整改。也正因沟通渠道畅通，本实

验室最终以８个不符合项一次性通过现场评审。

４　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

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

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随着鉴定人出庭制度

的确立，今后，公安机关的鉴定人员为刑事案件出

具的检验鉴定意见出庭作证，当庭接受控辩双方

的质证将越来越频繁，这对刑事物证鉴定工作，既

是鞭策，也是动力。为了加强每一起刑事案件的

物证鉴定正规化、规范化操作，各级公安机关的鉴

定机构务必早日加入计量认证、认可的序列，从第

三方的认证、认可，从而保障鉴定工作法律效力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３６页）
质性损伤？如果一切均未见明显损伤，依据手术

瘢痕长度评定损伤程度。条款５．７．５ｉ（腹壁穿透
伤）的引用。确实腹部外伤下，存在腹膜刺激征阳

性体征，医生选择剖腹探查治疗方法在临床治疗

上有可行性，然术中未见明显器质性损伤，依腹壁

穿透伤的解释，评定轻伤二级。确因有其他明显

器质性损伤甚至严重后果，依腹部损伤相应条款

鉴明。条款５．７．５ｈ（腹腔积血或者腹膜后血肿）
的引用，其实不难理解，手术方式、辅助检查确能

证实明显积血或血肿，都是我们鉴定依据之一，难

就在量的层面上，理解有分歧。

《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鉴定条款第二

十八条（躯干部创口比照第二十一条）、二十九条

（躯干部穿透创未伤及内脏器官或重要血管、神经

的），三十五条（腹部闭合性损伤确证胃、肠、脾、或

者胰损伤），对于出血没有明确定义，给鉴定者笼

统感。《人体轻微伤的鉴定》第４．２躯干皮肤及皮
下组织单个创口长度在１ｃｍ以上或者创口累计长
度在１．５ｃｍ以上，刺创深达肌层。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损伤结果确造成

不同的鉴定结论。笔者认为有医疗方的因素存

在。不得不说，医疗行业存在最大两个问题即风

险规避和科室效益。医学是专业学科，须借助于

各类生化结果及仪器检验来明确分析，有些检查

无可厚非，而可做可不做的检查科室也在做，一方

面医务者在尽心，尽可能做到疾病排除，让家属无

理可闹，另一方面流动产生效益。还有，过度医疗

是个隐性话题。患者不懂医学，听到术前谈话中

的种种可能，心里全然没有主意，听专家的，听医

生的，不知不觉间有可能被“割”了一刀。

而法医鉴定工作往往滞后，伤者第一时间选

择报案，我们也强调首先临床治疗，因为疾病有未

知性，我们更不能以法医思维去影响临床治疗。

所以，我们依托的病历资料是医生思维的产物，特

别是鉴定要求定量（如出血量）。这对我们鉴定者

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不光于课本，更要深入临床，

去吃透医生判断的依据。同时，和医生形成友好

交流氛围，在沟通中相互有提高。

综上所述，法医鉴定应根据病历材料，结合法

医临床检验结果，对临床诊断、描述进行论证，如

有必要，协同办案单位对医生笔录留存。合理使

用条款，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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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混合斑分离在重大案件中的应用

吴新建　梅寒蒙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浙江 台州３１８０００）

作者简介：吴新建，男，双学位，主检法医师，主要从事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０５８６５８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目前在重大案件ＤＮＡ检验中，脱落细胞检材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于脱落细胞检材微量以及

易污染的特性，给勘查以及检验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类检材检见混

合分型谱带，因此，面对这样的混合分型谱带，该

如何去研判成了是否能为案件提供有力支持的关

键，现就此类案件进行交流如下。

１　案例

案例１：２０１４年０３月０５日１２时许，在台州市
临海市永丰镇新四村唐岙自然村村口水渠内发现

一具男尸。技术人员认真勘查现场之后提取捆绑

死者双手胶带和现场附近发现胶带送至 ＤＮＡ实
验室进行检验。经检验，两处胶带纸均检见混合

分型谱带。

图１：死者手上胶带的ＳＴＲ分型图谱

图２：现场附近胶带的ＳＴＲ分型图谱

图３：死者的ＳＴＲ分型图谱

结合死者分型对两处混合分型谱带进行分

离，将所得到的未知名男性的分型录入数据库进

行比对，比中嫌疑人，成功突破案件。

图４：塑料袋内侧的ＳＴＲ分型图谱

图５：死者的ＳＴＲ分型图谱

案例２：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台州市路桥

区新安社区墙里贺泾河面上发现人体尸块漂浮



物，经侦查人员现场勘查，总共找到十块尸块，案

件性质十分恶劣。侦查人员提取现场周边的一个

装有死者衣物的黑色塑料袋送至 ＤＮＡ实验室检

验，实验室人员对黑色塑料袋内侧划分九宫格进

行多点分区提取，检见一混合分型谱带。

结合死者的分型对混合斑进行手工分离，成

功比中在排查工作中查获的现场周边一近期忽然

离开人员的生活用品，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

２　讨论

２．１　细致客观现场勘查以及规范的送检是成功

检验的基础

脱落细胞检材由于其易被污染的特性，因此

在现场勘查以及提取送检过程中，必须按照规范

要求，防止勘查人员对现场检材的污染以及检材

之间的相互污染。在案例 １，除了中心现场的胶

带之外，在周边现场同样也提取了胶带检见和现

场胶带相同的混合斑，两个物证相互佐证，提高了

该数据的可信度。在案例 ２，同样是在现场周边

提取到了关键物证黑色塑料袋，成功检见嫌疑人

分型。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关注中心现场的同时

不能放弃对外围现场的勘查，往往可以提取到嫌

疑人离开中心现场之后随意丢弃的和案件相关的

物品。

２．２　实验室检验人员对检材研判是成功检验的

关键

首先，检验人员对检材的态度决定了检验的

成功与否，在重大案件检验中，往往检材数量比较

多，但是我们ＤＮＡ检验人员必须对每个检材都保

证足够的重视，用心提取检验，不放弃任何一个检

材。另外，对于脱落细胞类检材，提取部位的选择

也是相当关键的。在案例１，死者被锐器损伤，现

场大多检材被死者血迹污染，实验室人员在提取

死者手上胶带室，特地挑选了胶带远离死者的断

端进行检验，成功检出了嫌疑人分型。在案例２，

检验人员对检材进行分区块九宫格提取，保证检

出较完整清晰的混合谱带。

２．３　实验室检验人员对混合斑的分析是得到准

确分型的保证

对混合分型谱带进行分析的时候，首先必须

要排除污染，防止污染的措施应该在侦查人员到

达现场的第一时间就要开展，譬如说做好个人防

护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等，除此之外，在

实验室建立相关人员的质控库也是有效的防污染

的监控措施。

在混合分型谱带进行手工分离的时候，本着

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原则，结合受害人的分型以

及峰高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可以预先挑选几个

比较明确的位点录入数据库进行比对，在根据比

对结果来验证混合分型，同时，由于数据库自动比

对可能耗时较久，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人工比对

来缩短比对时间，提高案件侦破效率。

２．４　混合斑的应用要谨慎

脱落细胞检材检见的混合分型谱带往往出现

位点缺失以及扩增不平衡等情况，无法得到较完

整的分型，对于这一类数据，我们可以给侦查提供

方向，但是，如果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往往可能达不

到出具鉴定文书的要求，因此，对于混合谱带数据

的使用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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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医鉴定人出庭的探讨

廉泽林

（辽宁省喀左县公安局，辽宁 喀左１２２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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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医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和审判体制改革的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确保鉴

定意见准确的有效措施。作者以法医鉴定人出庭

为切入点，目的是提高法医鉴定人出庭质证能力，

作以探讨并提出对策。司法鉴定是证据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法医鉴定人作为司法鉴定的具体实

施者之一，应积极与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和审判体

制改革相适应，出庭接受对其所作鉴定结论的质

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确保鉴定准确的有效措施。

作者以法医鉴定人出庭为切入点，目的是提高法

医鉴定人出庭质证能力，作以探讨并提出对策。

１　相关概念

法医学鉴定：应用法医学的知识和技能对诉

讼案件涉及的活体或尸体及其生物源物质等进行

检验并作出判断，称为法医学鉴定。为司法鉴定

的一种，如被害人的死因、死亡时间、损伤程度等。

鉴定意见：是指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案件

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提出的书面意见。

质证：是指在法庭的主持下，当事人、诉讼代

理人及第三人通过采用质疑、辩驳、对质、辩论的

方式对提出的证据就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

行说明和质辩的活动或过程。

２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７条：公
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

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

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

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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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条，《司法鉴定程序通

则》第７条，《司法鉴定人员管理办法》第２９条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对司法鉴

定人出庭作了原则性或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８条：经

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

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

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１条规

定：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

日以前送达。

３　意义和作用

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有利于司法公正，提高

司法效率；有利于依法平等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

人的权利；有利于通过鉴定人出庭接受各方的交

叉询问，保证鉴定意见的最终合理化；有利于鉴定

人素质的提高和鉴定事业的发展。

４　现状与原因

在司法实践中，以前法医鉴定人的出庭机率

是极低的，即使出庭也只是念一遍鉴定书了事，或

由法官庭下审查或征询法医鉴定人意见，缺少了



接受各方的质询的真正环节。如今法官会基于案

件性质、证据价值、需要成本的综合考虑，当发现

诉讼双方对鉴定结论有实质争议时，如重新鉴定

后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时，会要求法医鉴定人出

庭质证，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８条规定，应当

出庭不出庭的以及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院可以

对证人、鉴定人采用拘留的惩罚手段，这是我国刑

诉法第一次把强制措施从嫌疑人、被告人身上扩

展到了证人、鉴定人身上，所以出庭质证将是每个

司法鉴定人必须面对的事实，这将是对法医鉴定

人真正的考验，每个法医鉴定人必须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和出庭质证能力，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５　法医鉴定人出庭的策略

法医鉴定人出庭质证时为了取得理想的效果

必须掌握一定的策略。出庭质证依照一定的程序

进行，它包括程序的启动、通知、出庭、法庭质证、

签名和退庭。

５．１　启动

《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７条规定了公诉人、当事

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

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

庭作证。

５．２　通知

《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１条规定了：传唤当事人，

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

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的通

知时限。

５．３　出庭

５．３．１　出庭前心理上的准备

出庭前首先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接到出庭

通知后，法医鉴定人一定要战胜胆怯，克服心理压

力，树立我是专家的自信心，才能保证出庭质证效

果。

５．３．２　证明材料的准备

准备庭审中可能出示的证明材料包括：法医

鉴定人鉴定单位资格证件、个人资格证件、个人身

份证件、鉴定委托书、鉴定书复印件、鉴定原始记

录等。

５．３．３　资料的审核
出庭前法医鉴定人应将原鉴定档案材料调

出，回顾案件鉴定的每一细节，翻阅有关记录，熟

悉相关资料，要做到对案件中所涉及的鉴定技术

以及工作职责内的问题了如指掌。

法医鉴定人应对鉴定意见认真审核以下内

容：①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

②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③鉴
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④检材的来源、
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

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

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⑤鉴定的程序、方法、分
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

法要求；⑥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
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

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

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

定人签名盖章；⑦鉴定意见是否明确；⑧鉴定意见
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⑨鉴定意见与其他证
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

照片是否有矛盾；⑩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
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如果

发现鉴定存在缺陷的问题，一定要进行补正。

５．３．４　制定质证提纲
法医鉴定人还可以与本案的承办法官联系，

详细了解案件当事人对鉴定争议的焦点，预测法

庭上会对那些问题质疑，针对这些问题和鉴定意

见存在的薄弱环节，做好详细的解答提纲，做到心

中有数有的放矢。

５．４　出庭质证
法医鉴定人必须准时出庭，遵守法庭纪律，听

从指挥。法医鉴定人要注重仪表大方，态度诚恳，

有风度，有气魄，不卑不亢，不趾高气扬。不忘乎

所以，不惊慌失措，摆正科学鉴定人的位置。在质

证过程中，应对法庭各方的询问，阐明鉴定意见的

科学原理作出结论的客观依据，在任何情形下，都

应举止大方，沉稳有序，头脑清晰，言而有据。在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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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ＣＴ受者不同组织的 ＤＮＡ嵌合状态鉴定
及法医学意义

丁春丽１，２

（１．山东政法学院 证据鉴识省级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２．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作者简介：丁春丽，女，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法医物证学和法医临床学的检验鉴定工作，Ｅ－ｍａｉｌ：ｌｉｃｈｕｎ９９９＿＠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山东政法学院科研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Ｆ１４Ｂ）

摘　要：目的　为调查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受者的血液、口腔拭子及毛囊的 ＤＮＡ遗传标记改变情况，特设计本实
验项目。方法　采用法医物证学中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技术检测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受者不同组织检材的常染色体和Ｙ
染色体ＤＮＡ遗传标记。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不仅移植后血液和口腔拭子，而且受者的毛囊也含有供者的细
胞，故从法医学角度考虑，毛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检材。结论　当受者为女性，供者为男性时，受者的毛囊和
血液及口腔拭子一样，均含有男性供者的Ｙ－ＳＴＲ和性别决定基因。法医物证鉴定中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种情
况，可能会导致错误鉴定。因此，对于来自犯罪现场的生物斑迹，不能仅仅检测男性特异性遗传标记，应全面

检测以免导致鉴定结论错误。

　　来自同一个体的所有细胞的 ＤＮＡ分型均一
致，故可以利用从骨骼或同一个体的不同组织检

材提取的 ＤＮＡ进行个体识别或亲权鉴定［１］。这

样就可以通过生物斑迹 ＤＮＡ匹配把罪犯与犯罪
现场联系起来，或者把犯罪嫌疑人与储存在国家

ＤＮＡ数据库中的遗传信息联系起来［２］，从而抓获

罪犯，使之绳之以法。然而，来自同一个体的不同

组织，ＤＮＡ分型可能不同，这可能源于后天的突
变、者先天性的双胞胎嵌合（即胎儿期部分造血干

细胞发生了交换）或者产前母胎之间的血细胞交

换。多项研究报道［３－５］骨髓干细胞可以转化为造

血干细胞以外的其他组织细胞，即具有可塑性。

受者的不同组织ＤＮＡ分型不一致（多样化或异质

性），对于法医物证学鉴定会构成重大威胁，如果

实践中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可能导致鉴定结论

错误。本研究的目的是对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受者的血
液、口腔拭子（含有表皮细胞）及毛囊的ＤＮＡ多态
性进行分析，并评估对于法医学个体识别和亲权

鉴定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６４例患者，均成功接受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移植时
间为５９－２８５２天，样品由某血液中心提供。１４例
为无关供者，４８例为同胞供者，２例为亲本供体。
３２例为女性受者接受男性供者的 ＨＳＣ。６４例受
者的移植信息及检测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受者 （ｎ＝６４）信息及移植后
血液、口腔拭子及毛囊的嵌合状态

调查项目 调查和研究结果

受者的年龄范围（岁） ２６－６４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后时间范围（天） ５９－２８５２



调查项目 调查和研究结果

移植前所患疾病分布ＡＭＬ／ＣＭＬ／ＡＬＬ／ＡＡ／ＨＤ／Ｌｙｐｈｏｍａ／ＣＬＬ（例） ３０／１４／６／４／４／４／２

造血干细胞来源外周血／骨髓／外周血及骨髓（例） ５０／１０／４

供受者相关／不相关（例） ５０／１４

供者－受者性别男性－女性／男性－男性／女性－女性／女性－男性（例） ３２／８／１４／１０

受者的嵌合状态－常染色体ＤＮＡ（例）血液（供者型／混合型／受者型） ６０／４（６５－７９％）／０

口腔拭子（供者型／混合型／受者型） ０／３６（１３－７７％ ）／２８

毛囊 （供者型／混合型／受者型） ０／０／６４

受者的嵌合状态－Ｙ染色体 ＤＮＡ（女性受者 －男性供者）血液／口腔拭子／
毛囊（未检出）

３２／３２／２８（４）

　　注：ＡＭＬ－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ＣＭＬ－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ＡＬ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ＡＡ－再生障
碍性贫血，ＨＤ－霍奇金病，ＣＬ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所有受者的移植后外周血和口腔拭子及移植
前受者和供者的血液样品均被收集双份并冷冻保

存直到ＤＮＡ提取。同样，每例受者３－８根移植
后毛发（带毛根）被拔掉并室温保存，直到ＤＮＡ提
取。所有检材的基因组 ＤＮＡ均使用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ＡＸ
试剂盒（Ａ＆Ａ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提取。Ｙ染色体性别
决定序列（ＳＲＹ）和男性 ＤＮＡ定量使用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ｌ
ｅｒ ＤｕｏＤＮＡ定量试剂盒，７５００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系统检测，ＨＩＤ分析软件 ｖ．１．０进行统计。使用
ＡＢ公司的 ＡｍｐＦｌＳＴ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ｌｅｒＴＭＰＣＲ扩增试剂
盒，复合扩增１５个常染色体位点和１个性别位点
ａｍｅｌ基因座，按照试剂盒操作指南进行实验。另
外，女性受者（男性供者）和男性受者（无关男性

供者）的检材 ＤＮＡ，使用 ＡＢ公司的 ＡｍｐＦｌＳＴＲＹ
ｆｉｌｅｒＴＭＰＣＲ扩增试剂盒复合扩增１７个 ＳＴＲ位点。
ＡＢ公司的３５００ＸＬ遗传分析仪进行ＤＮＡ分型。

２　结果与讨论

常染色体ＳＴＲ分型（见表１）显示：９４％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受者的血液表现为完全供者ＤＮＡ分型，６％
的受者血液为混合嵌合型（６５－７９％），无１例为
完全的受者型；５６％受者的口腔拭子为混合嵌合
型（１３－７７％），４４％受者的口腔拭子为完全受者
型，无１例为完全的供者型。

本研究的结果与早前的报道［６，７－９］是一致的。

供体来源的细胞不仅存在于血液和口腔拭子，也

存在于指甲［１０－１１］，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持续不断

再生［６，１２，１３］，那么同样来源于外胚层的头发也应

该含有供者细胞。然而，所有被检的６４例 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受者的毛囊通过常染色体检测均只检出自
体的ＤＮＡ分型，未检出供者ＤＮＡ。近几年的多项
研究［６，７－９，１４］调查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受者毛囊的嵌合状
态，常染色体ＳＴＲ－ＰＣＲ检测均未检出供者ＤＮＡ。
上述研究表明口腔拭子和指甲中含有供者 ＤＮＡ
成分，而毛囊中没有。专家学者们由此得出结论，

对于法医学鉴定，毛囊因仅含有受者细胞是唯一

可靠的生物检材。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可以证明

此观点是错误的。辩驳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在

于，应用更加灵敏的并且选择性扩增男性特异性

Ｙ染色体遗传标记的方法进行实验。

图１　２９号被检者利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检测ＳＲＹ序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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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１中曲线自左至右检测对象分别为：男
性供者血液、女性受者移植后口腔拭子、血液、毛

囊、移植前受者对照样品。

针对３２例女性受者接受男性供者 ＨＳＣ移
植，首先采用基于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扩增男性特异性片段，然后再进行 Ｙ－ＳＴＲ多态
性分析。对于有代表性的２９号检测对象，受者为
女性患者，成功接受男性的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其 ＳＲＹ
检测结果见图１。
３２例女性受者移植后的血液和口腔拭子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分析，来自于男性供者的ＤＮＡ分别为
１．３９－５５．３ｎｇ／ｕｌ和 ０．９８－３８．５２ｎｇ／ｕｌ。接受男
性供者移植的３２例女性受者其中有２４例毛囊中
检出ＳＲＹ序列，相当于含有男性ＤＮＡ０．０２－０．２１
ｎｇ／ｕｌ，而总的 ＤＮＡ含量为 ０．５６－２１．９１ｎｇ／ｕｌ，
ＤＮＡ含量相当于在数十个、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女
性受者细胞中含有一个男性供者细胞。Ｙ－ＳＴＲ
检测，３２例女性受者的血液和口腔拭子均检出男
性供者的 Ｙ－ＳＴＲ，而 ３２例受者中仅有 ２８例
（８７．５％）毛囊中检出供者Ｙ－ＳＴＲ。其中２０例检
出完整的１７个 Ｙ－ＳＴＲ位点，８例检出部分位点
（３－８个）。另外４例（１２．５％）毛囊中既没有检
出ＳＲＹ基因也没有检出任何 Ｙ－ＳＴＲ位点。２９
号被检者的Ｙ－ＳＴＲ检测结果见图２，仅显示其中
３个ＳＴＲ位点ＤＹＳ４３９、ＤＹＳ６３５及ＤＹＳ３９２。

图２　２９号被检者的３个 Ｙ－ＳＴＲ位点检测结果
注：自上至下检测对象依次为：移植后血液、

口腔拭子、毛囊、供者样品、移植前对照样品。

采用常染色体ＳＴＲ－ＰＣＲ技术未检出毛囊中
的供者ＤＮＡ，原因可能为大量女性ＤＮＡ与少量男
性ＤＮＡ混合，ＰＣＲ扩增时女性ＤＮＡ优势扩增，而
男性ＤＮＡ在扩增时被抑制。在法医学鉴定中，这
种现象很常见，比如性侵犯案件中收集的混合检

材。本研究选择更加灵敏的方法，比如检测男性

特异性的 ＳＲＹ序列和 Ｙ－ＳＴＲ单倍型，证明了不
但血液和口腔拭子中有供者细胞，受者毛囊中也

含有供者细胞。此外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女

性受者的移植前对照样品中均未检出 ＳＲＹ序列
和任何Ｙ－ＳＴＲ遗传标记，这样就排除了受者毛
囊中的供者 ＤＮＡ是来源于产前男性微嵌合的可
能性。故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后血液、口腔拭子（含有表
皮细胞）不能完全代表受者移植前的 ＤＮＡ样品，
而毛囊也不能完全代表受者移植前的基因分型。

３　结论

常染色体 ＳＴＲ分型１００％为受者型的毛囊，
却检出了供者的 ＳＲＹ序列和 Ｙ－ＳＴＲ单倍型成
份。对于法医物证学鉴定，毛囊与血液及口腔拭

子一样，也不是绝对安全的生物检材，也不能完全

代表受者移植前样品。因此，从犯罪现场收集的

生物斑迹不应仅仅检测 Ｙ染色体遗传标记，应全
面检测以免造成错误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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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技巧上，力求语气坚定，口齿清晰，回答

问题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注重条理性逻辑性，有

理有据，重点突出，详略恰当，用词准确，控制语

速，快慢适度。回答问题仅限鉴定的范围，仅对有

关问题作必要解释，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或

专业的科学前沿问题，不要不懂装懂，切忌轻率发

表无准备、无水平的言辞，回答问题时避免使用模

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语言，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要

贪多求全，或作多种解释，避免言多失误，授人以

柄，前后矛盾。无关问题及无理刁难，提请审判长

纠正制止。善于控制情绪，避免情绪激动。如果

发现鉴定中存在问题时要勇于当庭承认并予以改

正。

５．５　签名
质证结束后应签名法医鉴定人对质证笔录进

行仔细的阅读，如果没有错误即可签名。如有错

误提请法官改正笔录后再签名。

５．６　退庭
法医鉴定人对质证笔录签名后征得法官同意

即可退庭。

６　工作建议

首先法医鉴定人从受理案件起在思想上就应

当树立“接受法庭审查”的意识，以此要求自己在

检验和鉴定时科学而准确的进行鉴定，严格执行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使鉴定意见更具科学性和准

确性。

其次法医鉴定人每次出庭质证结束后，要进

行认真总结，加强自身知识的完善和能力的提高。

最后加强对法医鉴定人出庭能力的培训，注

重法医鉴定人专业知识培养提高的同时，要强化

鉴定人出庭能力的培训，如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

应变能力、表达能力、辩论能力等，对法医鉴定人

出庭能力的培训方式可采用模拟法庭的方式，经

常进行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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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上，法医学是一门法律因果关系的证据

科学。法医日常鉴定工作的内容及其程序，概括

起来就是基于司法审判量刑或者调解的需求，运

用生物医学理论知识和技术的手段，进行“取证

－循证－论证”，进而构建案件事实因果关系证

据链的过程。

笔者２００９年发表论文《从证据学角度探讨

法医学及其分支学科的重新定义》讨论了法医学

的证据科学本质属性及其鉴定工作内涵和学科

分类外延问题［１］。

之后，笔者还写了一篇关于“取证”规范的论

文《法医病理学首检取证责任制及其检材证据保

全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参加多次国内外

法医学术交流会并大会发言和讨论，但相关杂志

编辑部３次修稿，终因编委们意见不一而退稿。

本文系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

法医鉴定的因果关系理论体系中，最关键“论证”

问题。所谓“论证”应属于理论思辨过程，最易受

主观习惯性意识流、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影

响。正是由于法医学尚缺乏共识的“论证”理论

和实践指引，在法医工作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

鉴”及其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情况，引发公众对

法医鉴定科学性、公正性的猜疑，影响了法医界

乃至司法界的公信度，这也正是探讨本文提出的

法医因果关系学（Ｍｅｄｉｃｏｌｅｇａｌｓｙｚｙｇｉｏｌｏｇｙ）或法医

因果关系论（Ｍｅｄｉｃｏｌｅｇ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ｉｓｍ）的根本学

术价值和迫切实际需求之所在。

１　法医因果关系学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法医学者已共识，需要依据 ＷＨＯ自

１９４５年至今已再版 １０次的《国际疾病分类》

（ＩＣＤ－１０）的死因分析观点，作为法医学死因鉴

定的理论基础［２］。笔者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发表论

文《法医学死因分析及其参与度划分规范的探

讨》［３］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ｎ

ｓ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Ｃａｕｓｅ：Ｎｅｗ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ａｔｈＣａｕｓ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Ｄｅａｔｈ》［４］，讨论了相关问题：

（１）基于 ＷＨＯ－ＩＣＤ仅将的死因分析归类

为根本死因、直接死因、辅助死因、中介死因四种

死因情况，尚不能包括法医鉴定实践中的各种因

果关系情况。因此，结合《侵权责任法》［５］规定的

“当时医疗水平”公论的各种可能与机体死亡后

果的相关因素相互作用机制、方式和强度，建议

将难以穷尽的和复杂多变的死亡相关因素定性

定量地分类为：根本原因、直接原因、辅助原因、

中介原因、协同原因、诱发原因（简称诱因）、联合

原因、无关因素八种原因情况［２］。



（２）基于目前的“当时医疗水平”，①从医学

角度，各类死亡和伤残的原因均可笼统地概括为

损伤、中毒和疾病三大类［６－８］；②各类原因与机

体器官组织相互作用，产生的相应病理生理学代

谢功能及其病理学形态结构的变化，均毫无例外

地符合相通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及其发

生－发展－转归的基本医学规律；③死亡和伤残

不同后果的决定因素，仅是具体原因的作用部位

及其强度，即作用剧烈且损害重要器官功能则致

死，作用不严重且损害不重要器官则致残，作用

轻微且可代偿而无后遗症则痊愈。因此，不论单

一因素还是多个因素导致的机体损伤，决定伤残

和死亡后果的本质原因及其发生机理是客观统

一的和毫无区别的，建议统一伤残和死亡因果关

系及其原因力（参与度）分析的理论，完全符合辩

证唯物主义和基本医学原理的，可纠正现行人为

的法医学因果关系思维的混乱状况。

（３）鉴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死亡方式（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ｄｅａｔｈ）和损伤方式（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ｉｎｊｕｒｙ）的概念，

基于人身损害后果的决定因素为根本原因，因

此，建议死亡方式和损伤方式统一定义为产生根

本原因的案情性质。

（４）基于临床医学上，习惯于将心功衰竭、呼

吸衰竭、多器官衰竭，以及休克等各类死亡机理

情况或并发症（ＷＨＯ定义为“临死方式”），作为

死因诊断或者其中一部分，考虑到这类死亡机理

或合并症诊断，既有利于指导临床医疗救治，又

利于法医结合死因阐释死亡机理，因此，建议将

其归类为直接原因范畴。

上述这４方面观点，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法医

因果关系学／法医学因果关系论的医学理论基

础。

２　法医因果关系学的基本内容

从法医鉴定实际工作方面，法医学就是研究

司法案件中，生物医学证据检验鉴定的科学。贯

穿于法医鉴定工作始终的就是对于不同渠道来

源的证据，进行甄别、筛选、提取、固定、保存、检

验、分析、关联、整合，最终以专家证言／鉴定意见

的形式举证。

在整个鉴定过程中，最核心问题就是基于相

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将零散的证据，组合

构成因果关系证据链，并公开地以“可视化”、“可

理解”，特别是“无合理性异议”的方式，向当事

人、法官和律师，以及公众展示。但是，要做到法

医鉴定意见或结论“无合理性异议”，首先就要达

成法医学界的鉴定思维观念共识，统一“取证 －

循证－论证”因果关系证据链的理论思维准则，

制定相关的鉴定实践指引。也就是说，需要一个

共识的法医学因果理论体系，实现因果关系证据

链整合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１）取证（ｏｂｔａ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是指鉴定人应用

已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术，通过现场勘验、尸体

检验、活体检查、物证检验和文证审查５方面，获

取案件相关的实物证据和直接证据，主要为经典

法医学的研究范畴。

（２）循证（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是指鉴定人对于

尚未掌握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术，运用循证医学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手段，获得所需的理

论知识的间接证据，主要为法医循证学的研究范

畴。

（３）论证（ｃｌｅａｒｐｒｏｏｆ）是指鉴定人将取证、循

证所获得的全部相关证据，加以科学地关联，构

成完整的人身死亡或伤残后果的因果关系证据

链的思维及其结论阐述构成，主要为法医因果关

系学的研究范畴。

理论上，取证、循证、论证三者分属于不同的

理论体系。实践上，三者密切关联，相辅相成，取

证是客观基础，循证是理论依据，论证是思辨模

式。

３　法医因果关系学的思维模式

目前，国内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特别是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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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和法医临床学鉴定，均在相关证据检验基

础上，分别写出病理诊断／伤残诊断和分析结论

的两个主要内容。其中，病理诊断部分主要呈现

西医式直观形态描述性思维模式，即体现机械唯

物论的观念；分析结论部分主要呈现中医式主观

经验综合性思维模式，即体现辩证唯心论的观

念。两者的优缺点显而易见。但是，基于中国历

史文化基因遗传和司法体制的国情，以及国际通

行的相关法律惯例，我们既不能完全照搬国外西

医性法医鉴定思维模式，又不能完全固守国内中

医性法医鉴定思维模式，而应采取古为今用和洋

为中用的“拿来主义”，将两者掐头去尾地整合为

辩证唯物论的法医因果关系学思辨模式。概括

起来，法医学因果关系学思维模式的主要依据哲

学、法学、医学、逻辑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规则：

（１）哲学因果关系，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物质运动－变化－发展关

系、时间－空间关系、内因－外因关系、客观性－

普遍性－条件性等因果观的基本原理，以及绝对

性－相对性、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现实性、

现象－本质、普遍－特殊等事物对立统一规律。

（２）医学因果关系，即依据当代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的疾病（包括自发性疾病，以及外源性

损伤和中毒）的发生、发展、转归，以及脏器相关

的病因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以及相关临床专

科诊疗常规等基本理论和知识。

（３）法学因果关系，即依据刑事法学的“疑罪

从无”原则及其绝对因果关系理论、民事法学的

“疑罪从有”原则及其相对因果关系理论，事实因

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与相当因

果关系，可预见危险定性及其原因力定量的观

点，以及证据学基本原理。

（４）逻辑学因果关系，即依据同一律、矛盾

律、排中率、充分必要条件等分析判断的基本思

维原则。

综上，在严格遵守这四方面事物因果关系分

析判断的原理基础上，结合法医鉴定实践中普遍

性问题及其解决需求，构建法医因果关系学／法

医因果关系论）的思维模式理论体系。

４　法医因果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基于法医学鉴定的证据多元性、复杂性和综

合性，在具体案例的“取证－循证－论证”鉴定过

程中，应遵循笛卡尔认识事物分析方法的“复杂

问题简单化”四项原则：①凡是没有明确地认识

的东西，决不当成真实而接受，避免轻率判断和

先入为主，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心里、毫无怀

疑的事物之外，不作一点臆断；②审查每一个问

题，均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

便分别地逐一解决；③按次序进行思考，从简单

容易的认识对象开始，直到复杂困难的对象，将

不清楚关系的事物，先按时空关系设定一个次

序；④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

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无遗地分析和判断［９］。

在上述的综合哲学、法学、医学、逻辑学的因

果关系证据链的分析判断理论指导下，具体法医

学因果关系的分析判断过程中，应真正地做到的

三个一致性：①伤病的原发－继发、扩散－转移、

伴发－偶发的空间部位一致性；②伤病的新旧、

转归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辅助检验）的先

后、新旧、转归的时间顺序一致性；③伤病的原

发、继发、合并之间，协同、拮抗、循环等相互作用

的内在本质／病理机理一致性。同时，为保证不

出现疏漏，还要坚持在整个分析判断过程中，将

伤病的空间分布部位、时间先后顺序、病理转归

机理相互认证、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地形成符合

客观科学原理和公理常识的思维模式及其鉴定

意见结论。

一般来说，目前医疗损害鉴定及其审判量刑

案件争议最多、影响最大、最为混乱。究其原因，

撇开所谓的国家政策和医疗体制方面问题之外，

主要有：①涉及医学－法学－法医学－民众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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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思维，各自取向不统一性；②在一定法律时效

内结案的司法要求下，司法的公平公正和长期稳

定普遍性，与医学和法医学客观真理的相对性，

特别是医学理论和技术发展最迅速的特殊性之

间，即法律的时空绝对性与医学的发展相对性之

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体；③《侵权责任法》的

仅依据案发“当时医疗水平”评判医疗过错，尚存

在缺陷，即明确解释当出现医学不能完全明确解

释的、医学界内未完全共识而存在２种以上理论

或学说的、或者基本理论和常规普遍性与个别医

生临床经验的特殊性的情况时，该如何应对？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介绍一下涉及复杂的伤

－病－医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后果时，法医因

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的基本思维步骤：

首先，基于当今绝大多数人的社会性公理常

识或者医学界的基本理论常识进行分析判断，若

具体的受害者未经相关医疗，而任由其原发性伤

病的自然发展或转归的结果如何？一般有三种

情况。

其一，其结果与鉴定的死亡或者伤残程度／

等级基本相同，甚至死亡更快或者伤残更重，属

于“当时医疗水平”不能救治的伤病（即所谓“绝

对致命伤／病”）情况，则原发性伤病构成根本原

因。

在这种情况下，①存在医疗过错，仅具有一

定程度的间接地促进作用，不属于后果的决定因

素，则医疗过错构成辅助原因；②在受害人生命

垂危等紧急情况下，出现的轻微医疗过错，诱导

了病情恶化，则构成诱因（如常规医疗操作的轻

微生理性刺激或心因性反应而引发冠心病猝

死）；③不存在医疗过错，但可以明确不会造成任

何导致或存进后果的作用，不良后果纯属于原发

性伤病的合并症，则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损害或

属于无关因素；④在患者生命垂危等伤病紧急且

不具备相应救治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所谓“死马

当活马医”的医疗行为，应比照见义勇为的法律

规定，应属于从事实因果关系角度构成根本原

因，但从法律因果关系角度不构成医疗损害，无

需医疗赔偿。

其二，其结果与鉴定的死亡或者伤残程度／

等级不甚相同，不排除可延缓死亡或者减轻伤残

的情况，属于“当时医疗水平”可以救治的伤病情

况，但原发性伤病较重，医疗属于适应症、后果属

于合并症，则原发性伤病构成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①存在医疗过错，且属于原

发性伤病与医疗过错共同作用的后果，两者相互

作用及其原因力难分主次，则构成协同根本原

因；②在受害人少见特异体质等情况下，存在医

疗过错，且属于原发性伤病自然发展或转归不应

出现的后果之决定性因素，具有直接地介导作

用，则医疗过错构成中介原因，如人群中快速致

命性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不到０．１％ ［１０］，若未按常

规进行试敏发生的过敏性休克。

其三，其结果与鉴定的死亡或者伤残程度／

等级完全不同，甚至原发性损伤不经医疗即可自

愈或仅产生轻微伤残后果，属于“当时医疗水平”

可以完全医疗或无需特殊医疗的伤病情况，则原

发性伤病不构成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①存在医疗过错，且属于原

发性伤病自然发展或转归不应出现的后果之决

定性因素，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则医疗过错过构

成根本原因，原发性伤病构成辅助原因；②存在

医学发展的客观性医疗缺陷，即“当时医疗水平”

尚未解决的难题，属于医疗意外或常规性医疗缺

陷，则从事实因果关系角度构成根本原因，但从

法律因果关系角度不构成医疗损害，应适用无过

错赔偿情况；③“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

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可根据具

体情况，判断医疗行为构成协同原因或中介原

因。

５　法医因果关系学的实际应用

在统一死亡和伤残的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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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更好地协调我国与国际（特别是历史悠久

且广泛认同的 ＷＨＯ）的现代医学和法医学理论

与实践，建议基于 ＷＨＯ－ＩＣＤ－１０（１９９３）［２］和

ＷＨＯ－ＩＣＦ－２（２００１）［１１］的死因和伤残分类，综

合各类伤病的病理生理学过程中，相关因素相互

作用性质、强度及其与后果关系等情况，将基于

ＩＣＤ的四类医学死因分类扩展的法医学八类原

因，作为统一的死亡和伤残的事实因果关系的定

性及其相应的参与度／原因力的定量分析的理论

依据。同时，将基于 ＩＣＦ的七种伤残程度分级

（Ｎ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ｉｌ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ｏ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Ｎｏ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１１］和我国法医学的八个等差数列

程度（即全部、主要、同等／临界、次要、部分、轻

微、无关）［１２］，相互协调和对应地统一为死亡和

伤残的法医因果关系的定性及其相应的参与度／

原因力的定量的分析依据（见下表）。

统一的死亡和伤残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的定性定量分析表

基于ＩＣＤ的

事实因果关系

原因力／

参与度

取值权重的参考案情

上限 下限

基于ＩＣＦ的

法律因果关系
原因力

直接原因 １００％／０

根本原因 ６０％

中介原因 ４０％

辅助原因 ３０％

诱发原因 ２０％

协同原因 １００％／ｎ

联合原因 １００％×ｎ

无关情况 ０

违法／违规

主动

故意

疏忽大意

主观性

积极

主动性

必然性

可预见

恶性

富强者

合法／合理

被动

意外

谨慎注意

客观性

消极

被动性

偶然性

不可预见

良性

贫弱者

全部关系／责任 ９６％－１００％

主要关系／责任 ５０％－９５％

次要关系／责任 ２５％－４９％

部分关系／责任 ５％－２４％

轻微关系／责任 ０％－４％

同等关系／责任 １００％／ｎ

累计关系／责任 １００％×ｎ

无关系／责任 ０

　　基于本文的法医因果关系学理论，引用２０１３

年司法部能力验证的法医病理、法医临床的损伤

程度和伤残等级３个案例，说明统一的死亡和伤

残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的证据链思维模式

的科学性、实用性、可行性：

（１）法医病理案例（案情、尸检所见和分析说

明的文字部分从略）的参照 ＷＨＯ－ＩＣＤ－１０的

损伤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表。

３５第１期 法医因果学的理论与实践：基于ＷＨＯ－ＩＣＤ的法医因果关系鉴定必要性、科学性、实用性



　　（２）损伤程度案例（案情、活体检查和分析说

明的文字部分从略）的参照 ＷＨＯ－ＩＣＤ－１０的

损伤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表。

（３）伤残等级案例（案情、活体检查和分析

说明的文字部分从略）的参照 ＷＨＯ－ＩＣＤ－１０

的损伤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表。

综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生物医学证据的司法举证需求是法医学

及法医鉴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证据法

学的原理和规定是法医学鉴定必须依据的程序

规则，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是法医学鉴定的理

论基础和技术手段，整合哲学的、医学的、法学的

和逻辑学的因果关系分析判断的基本原理，形成

法医因果关系学，研究法医学证据链的因果关系

及其原因力分析的理论及其规律，构建法医学鉴

定意见或结论的思维模式及其规范，对于避免和

减少法医学鉴定的“同案不同鉴”和“同案不同

判”，具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ＷＨＯ－ＩＣＤ和ＩＣＦ的死亡和伤残

分类及其原因分析观点，试图探讨构建普适的法

医因果关系学及其事实因果关系分析的理论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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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检测氰化物的研究进展

盛日正１　李　婧２

（１．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安徽 池州２４７０００；２．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理化科，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作者简介：盛日正，男，本科，主要从事理化检验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９０９５１０５７９＠ｑｑ．ｃｏｍ

摘　要：当前法医毒物分析领域中常见的是无机氰化物，本文主要从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 －质谱法、离
子色谱法三个方面对近年来色谱法检测氰化物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对于法医毒物分析中氰化物中毒案例，

可根据不同生物检材或体外检材的具体情况及实验室具备的仪器分析条件，选取合适的色谱法进行检测。今

后，随着仪器设备的不断改善，分析技术的不断提高，氰化物的色谱检测方法也将逐步完善。

关键词：色谱法；氰化物；研究进展

　　氰化物在英文中称为 ｃｙａｎｉｄｅ，由 ｃｙａｎ（青色，
蓝紫色）衍生而来，氰化物特指带有氰基（ＣＮ）的
化合物，其中的碳原子和氮原子通过叁键相连接。

这一叁键给予氰基以相当高的稳定性，使之在通

常的化学反应中都以一个整体存在［１－２］。氰化物

可分为无机氰化物，如氢氰酸、氰化钾（钠）、氯化

氰等；有机氰化物，如乙腈、丙烯腈、正丁腈等均能

在体内很快析出离子，均属高毒类。很多氰化物，

凡能在加热或与酸作用后或在空气中与组织中释

放出氰化氢或氰离子的都具有与氰化氢同样的剧

毒作用［３］。氰化物进入人体后析出氰离子，与细

胞线粒体内氧化型细胞色素氧化酶的三价铁结

合，阻止氧化酶中的三价铁还原，妨碍细胞正常呼

吸，组织细胞不能利用氧，造成组织缺氧，导致机

体陷入内窒息状态。另外某些腈类化合物的分子

本身具有直接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４］。

当前法医毒物分析领域中常见的是无机氰化

物，本文将对近年来色谱法检测氰化物的研究进

展做一综述。

１　顶空气相色谱法

顶空气相色谱法（ＨＳ－ＧＣ）又称液上气相色
谱分析，是一种联合操作技术。通常采用进样针

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下对固体、液体、气体等进

行萃取吸附，然后在气相色谱分析仪上进行脱附

注射。萃取过程常在固相微萃取平台上进行。氰

化物的顶空气相色谱法分为衍生化后分析和直接

分析两种，衍生化顶空气相色谱法是在恒定的温

度和一定的酸性密闭条件下，样品中的氰化物与

次氯酸钠释放的活性氯发生衍生化反应生成氯化

氰，而直接顶空气相分析指样品中的氰根离子与

氯胺Ｔ作用生成氯化氰［５］。在顶空瓶内达气液分

配平衡时，取一定体积的液上气体经色谱柱分离，

电子捕获检测，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封

世珍等［６］利用氯胺 Ｔ衍生化，ＨＳ／ＧＣ／ＥＣＤ分析
衍生物ＣＩＣＮ，在１ｍｌ血中，添加０．２μｇ氰化钾，回
收率为 ８４．６％，ＲＳＤ为 ６．３９％；在 １ｇ肝中添加
０．５μｇ氰化钾，回收率为６７．３％，ＲＳＤ为５．０５％；
血中检出限为５ｎｇ／ｍｌ。Ｄｅｓｈａｒｎａｉｓ［７］等在６０℃条
件下用冰醋酸处理血和胃内容物，酸化检材中的

氰化物，再利用 ＨＳ－ＧＣ／ＮＰＤ（顶空气相色谱／氮
磷检测器）法检测，线性范围为０．０７～５０μｇ／ｍＬ，
检测限为０．０２μｇ／ｍＬ。

２　气相色谱－质谱法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氰化物酸化产物
ＨＣＮ时，由于其分子量与空气中的 Ｎ２分子量接
近，即便在高真空的环境下仍然难以避免干扰，通

常需要对氰化物进行衍生物，避免来自 Ｎ２的干
扰。魏万里［８］首先将生物检材中的无机氰化物在

酸性条件下蒸馏出，用碱性溶液吸收后，氰离子在

相转移催化剂作用下被五氟苄基溴（ＰＦＢ－Ｂｒ）衍



生化，最后用 ＧＣ－ＭＳ／ＭＳ法分析衍生化产物。
结果衍生化产物ＰＦＢ－ＣＮ的 ＭＳ／ＭＳ质谱图特征
性强，定性准确，在２０～１５００ｎｇ／ｇ浓度范围内呈
良好的线性关系（ｒ＝０．９９８），最低检测限为５ｎｇ／
ｇ，回收率为８２．３％ ～９８．６％。张建［９］等利用低

毒的ＫＳＣＮ代替 ＫＣＮ与氯胺 －Ｔ反应，将氰化物
衍生为氯化氰。优化平衡温度和平衡时间，建立

了测定酒样中氰化物含量的测定方法。在０．０５～
１．０μｇ／ｍＬ的范围内建立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５，平行 ５次测定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５．４％，样品加标回收率在１２０％，对氰化物检出限
为０．００２５μｇ／Ｌ。此方法准确、安全、抗干扰、可操
作性强，可用于酒样中氰化物含量的测定。Ｈｙｅ－
ＩｎＫａｎｇ等［１０］将在液体检材中假如０．７ｇ／Ｌ的１－
２－（二甲氨基）乙硫醇；调节 ｐＨ值至６，在６０°Ｃ
反应２０分钟，用３ｍＬ乙酸乙酯萃取，然后用气相
色谱质谱测定，线性范围为０．０２～０．０７μｇ／ｍＬ。

３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法测定氰化物分为直接法和间接

法，直接法多使用安培检测器直接测定溶液中的

氰化物，间接法则多使用紫外检测器。近年来，离

子色谱法测定氰化物正逐步成为标准分析方法，

如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ＡＳＴＭ）已将离子色谱法
确定为测定水中氰化物的标准分析方法。王

勇［１１］等采用积分安培检测器、Ａｇ／ＡｇＣｌ参比电极、
Ａｇ工作电极的离子色谱法检验中毒血样中的氰
离子。绘制了氰离子标准曲线，线性方程 Ｙ＝
１５．０２０９ｘ＋７．０１８４，ｒ２＝９９．９２２４％，线０．０５１ｍｇ／Ｌ
－５１ｍｇ／Ｌ，最低检出限以３倍基线噪声法表示为
０．００３ｍｇ／Ｌ；采用空白血样添加制作校正曲线，线
性方程Ｙ＝１３．０５１５ｘ－２．００３６，ｒ２＝９９．７８２８％，回
收率以添加５１ｍｇ／Ｌ、１．０２ｍｇ／Ｌ的标准溶液１．０ｍＬ
为例，分别为８３．９％和９２．７％。以校正曲线测定
实际案件中的中毒死亡的血液检材中的氰离子，

结果为１２．８８３ｍｇ／Ｌ。

４　展望

本文主要综述了近年来氰化物的色谱法检

测，线性范围宽，检出限低，灵敏度高，且可自动、

快速地测定大批量样本等优点，顶空气相色谱法、

离子色谱法及流动注射分析法应用较多。对于法

医毒物分析中氰化物中毒案例，可根据不同生物

检材或体外检材的具体情况及实验室具备的仪器

分析条件，选取合适的色谱法进行检测。今后，随

着仪器设备的不断改善，分析技术的不断提高，氰

化物的色谱检测方法也将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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