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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任务书》依据《北京市重点学科管理办法》编制，

以 WORD文档格式录入，用 A4 纸打印，一式二份，分别于左

侧装订成册。 

二、《任务书》内容请参照编写提纲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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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学科基本情况介绍 

学科现状概述。（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特色，目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所处的地位、

优势和不足。）（限 3000 字以内） 

（一）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证据科学是文理交叉学科，主要包括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大研究领域，分为

以下三个研究方向： 

1.证据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1）狭义和广义证据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建

设研究。狭义证据科学包括法庭科学与证据法学交叉研究，广义证据科学涉及所有

证据问题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如证据本体论、事实论、事实认定与证

明论，经验推论与法律推理。（2）证据科学方法论研究，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逻

辑学等方法，概率论或统计学方法、决策论等。（3）证据科学应用研究，包括证据

管理决策模型研究，伤残鉴定、DNA统计分析、毒物分析、电子证据、声纹鉴定、文

件检验等。 

2.法庭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1）法庭科学鉴定管理研究，包括法庭科学

实验室管理标准和鉴定规范研究。（2）超微量物证技术应用管理研究，包括超微量

物证提取、检验、分析等操作流程管理标准，超微量物证检测检测结果的解释方法

以及在证据调查中的应用等。（3）死亡时间推断以及在侦查线索、范围、案件性质

等司法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3.证据法立法与司法实证研究：在起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

（司法解释建议稿）》的基础上，起草公安部《公安机关证据规定（草案）》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证据规定（草案）》，在以上工作基础上起草《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据法》专家建议稿，开展实证调查研究。 

（二）本学科主要研究特色 

1.文理交叉。本学科横跨医学、工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为特色，以证据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科技前沿问题和

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大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 

2.“产学研”三位一体。在科学研究方面，如上所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

目和创新科研成果。在学科建设方面，依托“证据法学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点，

下设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个研究方向，开设了 12门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专业课程，

招收、培养在校博士研究生 14 人，硕士研究生 34 人。在鉴定服务方面，三年来共

受理全国公检法机关委托的司法鉴定 7000 余件，辐射全国 20 多省市自治区，在国

内同行业中享有“高效、中立、公正”的良好信誉。 

（三）本学科目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所处的地位 

1.证据法学近年来逐渐从诉讼法学中独立出来，正在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证

据法学学术共同体逐渐壮大，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发表，许多诉讼法学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选择证据问题进行研究。证据法学在中国正在成为显学。 

2.法庭科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物证技术学和法医学，其中法医学门类中的法医病

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生物学（DNA 技术）、法医精神病学，以及物证技术学中的

文件检验学、声纹鉴定学、音像电子证据学、毒物分析学，近年来都呈现出十分活

跃的研究局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

着法庭科学学科体系建设薄弱的问题。 

3．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学校 2007 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设立了证据法学二级

学科博士点，设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个方向，证据科学研究院的成立扭转了证据

法学与法庭科学相互脱节的局面，将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支研究队伍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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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交叉研究，在国内法学同类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四）优势和不足 

文理交叉和“产学研”三位一体既是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除此以外，还有以

下几个明显优势： 

1.搭建了“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大法庭科学技

术鉴定研究所（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两大科研平台。（1）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整合了证据法学、法医学、物证技术学、心理学等学科，目前拥有专职研究人

员 36 人。（2）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 2009 年 5 月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资质认定的监督评

审，2009年 10月顺利通过了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专家组评审，现已被中央政法委正

式批准为全国 10家权威鉴定机构之一。这扭转了国内证据法学被诉讼法学淹没、法

医学依附于医学院校、物证技术学散落公安和部分法学院校的局面，在国内尚属首

家，在国际上也具有创新性。 

2.组建了教育部证据科学研究与应用创新团队。本团队成员共 47 人，骨干成员

13人（法庭科学 6人，证据法学 7人），是一支交叉学科创新团队，包括陈光中教授、

刘耀院士等老一辈知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罗纳德·艾伦教授、李昌钰名誉博士

等国际一流专家，以及张保生、常林、王进喜、刘良等一批中年骨干和 2 位“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3.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形成了一批创新研究成果。近年来，本交

叉学科专职研究人员共承担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31项，出版著

作 28 部，发表论文 204 篇，其中 14 篇被 SCI、EI、SSCI 收录。受最高人民法院委

托，起草了《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被最高法院采纳并在全

国 7个法院进行试点研究。受司法部委托起草了《司法鉴定职业行为规则》草案。 

4.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目前已主办两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派

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5次，提交论文 8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 7篇；选派

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出国学习，外国专家来访、讲学百余人次。 

本学科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证据法学方面，从法学一级学科角度看，证据法学还没有从诉讼法学中完

全独立出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证据法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从证据法学二姣学

科角度看，目前引进和介绍国外知识较多，缺乏对我国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 

（2）法庭科学方面，法庭科学的学科体系尚不完善，研究主要侧重刑事技术和

法医学，重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重司法鉴定，学科体系建设相对薄弱。 

（3）跨学科研究方面，证据法学与法庭科学相互脱节，表现两个方面：一是证

据法学缺乏实证研究手段、忽视实验室研究，法庭科学缺乏证据法理论和方法论指

导；二是证据法学研究队伍与法庭科学研究队伍之间的学术交流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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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学科学术队伍情况： 
（一）学科负责人 

姓名 张保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6 年 6月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科领域 证据法学 

工作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主要工作简历： 

2004 年至今       中国政法大学 

1987 年至 2004 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主要学术成果： 

《证据法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 2009年版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证据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世界贸易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月版  

《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湖南出版社 1992年 7月版  

《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 4月版  
 Evidentiary Provis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and Transition of the Judges’ Role, SUPREME 

COURT LAW REVIEW (2010), 49 S.C.L.R. (2d), pp.491-509.  
《证据法学篇》，《中国法治 30年回顾与展望 1978-2008》，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证据科学》2009年第 6期  

《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法学研究》2009年第 5期  

《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法学研究》2008年第 2期  

《WTO反歧视改革模式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国际贸易》2007年 8月号  

《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 6期  

《学术评价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研究》2006年第 2期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法学评论》2001年第 5期  

《法律推理中的基本矛盾》，《法理学论丛》第 2卷，法律出版社 2000年 12月版  

《论法律推理的本质特征》，《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 6期  

《法律推理活动和学说的历史考察》，《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 2期 

（二） 

队 

伍 

年 

龄 

结 

构 

专业技术职务 合计 35岁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60岁 61岁以上 

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者) 
13 0 3 4 1 5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者) 
12 4 8 0 0 0 

讲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者) 
12 7 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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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一）研究方向名称：证据法学 

主要研究人员 张保生 王进喜 房保国 吴丹红 

研究方向简介 

证据法学研究方向主要开展：（1）证据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2）与

法庭科学和其他学科交叉的证据科学研究；（3）证据法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人

才培养。 

（二）研究方向名称：法医学 

主要研究人员 常林 刘良 刘鑫 王旭 

研究方向简介 

法医学研究方向主要开展：（1）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基础研究和司法鉴定

研究；（2）与物证技术融合的法庭科学研究；（3）与证据法学和其他学科交叉的证

据科学研究；（4）法医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三）研究方向名称：物证技术学 

主要研究人员 刘建伟 刘斌 百茹峰 曹洪林 

研究方向简介 

物证技术学研究方向主要开展：（1）文件检验学、声纹技术、电子证据基础研

究与司法鉴定应用研究；（2）与法医学融合的法庭科学研究；（3）与证据法学和其

他学科交叉的证据科学研究；（4）物证技术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5）

法庭科学技术设备研制开发。 

（四）研究方向名称：科学证据与证据科学综合研究 

主要研究人员 胡纪念 张中 鲁涤 石美森 

研究方向简介 

科学证据与证据科学综合研究主要开展：（1）以科学证据为契合点的证据法学

与法庭科学交叉研究；（2）司法精神病学基础研究和司法鉴定应用研究；（3）DNA

检测技术基础研究和司法鉴定应用研究；（4）司法精神病学、DNA检测学学科建设、

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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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学科建设内容及预期目标 

一、主要从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以及条件建设几个方面分中

期和终期两个阶段写建设内容和预期目标 

二、主要谈如何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一、本学科建设内容和预期目标 

1．中期 

（1）队伍建设方面，构建专业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均衡的师资队伍，组成证据

法学、法庭科学、其他相关学科教师组成的三结合课题组，开展跨学科研究。 

（2）科学研究方面，以证据科学学科建设为中心，确立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证研

究、法庭科学基础理论与新技术应用研究、科学证据与证据科学交叉研究三项任务，

促进证据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学科建设。 

（3）人才培养方面：A.加强证据科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教学和课程建设，将

为吉林省法院系统培养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向）的模式在北京市和全国推广。B.

培养证据法学（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两个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法律硕士

（法庭科学方向）研究生；C.开展证据科学师资培训和司法人员在职培训 

（4）学术交流方面：A.办好两年一届的“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B. 办

好《证据科学》杂志、出版《证据科学译丛》、《中国法庭科学（英文版）》；C.履行

与美国杜肯大学法庭科学研究所、韩国国立搜查研究所的人员交流与合作研究协议。 

（5）条件建设方面，积极和学校各部门进行协调，为本学科从人力、资料、办

公地点等各个方面提供必要的科研环境与科研条件，加大学校经费等硬件支持力度。 

2．终期 

（1））队伍建设方面，师资总体规模不少 50 人，优化研究队伍年龄和学历结构、

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形成至少 5 至 7 个相对稳定的课题组。 

（2）科学研究方面：A. 促进证据法学与法庭科学融合，形成证据科学的中国

学派；B.促进法医学与物证技术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庭科学专业。 

（3）人才培养方面，在证据科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教学和课程建设方面取得

成果，证据科学人才培养形成证据法学研究型人才与法庭科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相结

合、证据法学基础理论与法庭科学专业训练相结合的特色，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

才，打造国内一流的证据科学人才教育基地，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150 人，在职研究

生 200人。 

（4）学术交流方面：A.将两年一届的“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打造成国

际知名品牌，并在此基础上筹建“国际证据科学协会”。B. 建立中日韩法庭科学学

术交流机制；C.《证据科学》杂志进入 CSSCI 核心期刊；D.与国外互派留学生和访

问学者形成制度。 

（5）条件建设方面，继续争取学校经费、科研环境与科研条件等硬件支持。 

二、北京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1.促进司法公正，优化法治环境 

证据是法治的基石，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开展证据科学的研究有利于北京

市公检法机关公正行使权力，准确认定事实，减少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优化

首都的法治环境。 

2.维护公共安全，构建和谐社会 

证据科学的服务领域正在从传统的刑事侦查和民事诉讼，扩展到行政执法、公

众安全、灾害救济等领域。因此，证据科学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前景广阔，将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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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首都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 

3.具体措施： 

（1）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为北京市司法工作（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局）

提供证据科学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2）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北京还没有设立法医学或法庭科学院系的院校，计

划与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合作，联合培养法庭科学专门人才。 

（3）在科技研发方面：积极申请北京市法庭科学工程中心，探索设立“首都法

庭科学技术研发孵化科技园”，吸引国内外相关企业加盟，开发法庭科学高技术产品。 

（4）在司法鉴定服务方面：争取北京市政法委的支持，计划与北京市司法局合

作共建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筹建“北京市交通事故法庭科学服务中心”；“北京市

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与调解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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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学科验收指标 

总体验收指标 

 

第一类成果：研究报告 

（1）《<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试点及修订报告》，报送最

高人民法院；同时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进行试点研究。 

（2）《人民检察院证据规定（专家建议稿）》，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并在有关

检察院开展试点研究。 

（3）《中国证据制度发展年度报告》（蓝皮书），报送国家立法、司法机关。 

 

第二类成果：论文、著作 

（1）学术论文 10篇 

（2）著作 5部 

（3）译著 3部 

 

第三类成果：专利、数据库 

（1）申请专利 6项； 

（2）证据科学数据库 1个； 

（3）《中国证据制度发展年度报告》（（数据库）； 

（4）超微量物证的法庭采纳标准 1个； 

（5）参与制定伤残鉴定国家标准 1个。 

 

第四类成果 

（1）人才培养：按计划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法律硕士（法

庭科学方向）、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向）。 

（2）队伍建设：形成证据法学、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文件检验学、DNA

分析技术、电子和声纹证据 6 个创新群体。 

（3）课程建设：系统开发 12门证据科学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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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情况 

1、建设项目经费来源（万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市教委专项拨款    30 30 

依托单位配套经费    10 10 

本学科自筹经费    10 10 

其他经费      

合计    50 50 

2、建设项目经费支出（万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队伍建设    10 10 

科学研究    15 15 

人才培养    10 10 

学术交流    10 10 

条件建设    5 5 

合计    50 50 

3、关于经费的其他说明：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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