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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购买和收藏高档手表，而仿真高档手表的出现使得许多消费者在手表的购
买中利益受到侵害。该文针对涉案手表的真伪进行物证鉴定，借助光学显微分析技术以及轻工业标准
所引用的防水、
冷凝试验等分析技术，对物证进行鉴定，可快速有效地对手表的真伪做出正确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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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like to purchase and collection of luxury watches,and the simulation of
high- end watches have made many consumers in the purchase of interests are infringed watch.In this
paperthe authenticity of watches for forensic identification,by means of optical microscopic analysis technique and light industry standards are referenced by the waterproof,condensation test analysis technology,the material evidence identification.Ca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to make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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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技术

进行微量物证鉴定，
并给出有效、
客观的原因鉴定结果：

高档手表真伪鉴定技术是原于高档手表在制造过

第一步：对送检检材进行外观目检，通过体式显微

程中的工艺要求，
高档手表在制作过程中使用先进的设

镜对其表盘、后盖标示、表针，表盘字体进行目检，观测

高质的材料，
达到加工精细、高光洁度等高要求。通
备、

其有无异常，发现表盘与玻璃间有异物，表盘上的各种

常，
手表的鉴定方法有：
光学显微镜检测、附件抗外力性

字符图案不准确不清楚，
表盘及表针有污点、
印迹、
划痕。

能、
耐腐蚀性能、
耐磨损性能、
防震试验、
防水试验等。本

第二步：
对检材的防水性能进行防水冷凝试验测试，

文主要介绍一种高效的鉴定方法，可快速给出结果。运
用光学显微分析确认手表表盘与表玻璃间不应留有任
何肉眼可见异物，
在体式显微镜［１］下观测，高档手表表盘
清晰，
表盘及表针应色泽均匀，
上各种字符和图案准确、
不应有泛色、
污点、
印迹、
划痕等缺陷。运用防水冷凝试

试验后发现检材表盘和玻璃脱离、
玻璃内表面有凝雾。

3 实际案例
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四川某公安局对一家

验 ［２］的方法，在温度为 ４０～５０℃的加热板上，使手表的

＂Ｍ２＂ 门市内的高档名牌手表进行查获，怀疑该门市内

温度与加热板的温度相同时，用温度为 １８～２５℃的水

的高档手表为假冒手表。四川某公安局用 ＥＭＳ 全球邮

滴滴到表玻璃上，
约 １ｍｉｎ 后用干抹布擦拭表玻璃，要求

政特快专递将需鉴定的手表寄送到 ＸＸ 微量物证鉴定

表玻璃内表面不应出现凝雾等现象。通过以上方法可快

所，
就寄送的手表的真伪进行物证鉴定。

速给出鉴定结果。

鉴定过程如下：
（１）根据委托方要求，从送检的 ５ 块手表中抽取 ３ 块

2 微量物证技术在手表真伪鉴定中的技术应用方案
关键点：针对仿真手表在制造工艺上的缺陷，对其

手表进行物证鉴定（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并对检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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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抽样的手表

图 1 送检的手表

（２）依据 ＧＢ／Ｔ１９８６３－ ２００５ 体视显微镜的试验方法对
检材进行外观检查，
依据标准 ＧＢ／Ｔ６０４４－ ２００５ 发现编号

迹（如图 ３ 所示）；在后盖标示位置发现字符和图案不准
确［３］（如图 ４ 所示）；

为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００１ 的检材表盘标示位置有污点、印

图 3 表盘标示位置

依据标准 ＱＢ／Ｔ１２４９－ ２００４ 发现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 ００２ 的检材表盘位置字符和图案不准确不清晰（如图 ５

图 5 表盘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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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后盖标示位置

所示），后盖标示位置有异物和划痕（如图 ６ 所示）；表针
位置有划痕、
印迹、
污点等缺陷［４］（如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

图 6 后盖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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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表针位置

图 7 表针位置

依据标准 ＧＢ／Ｔ６０４４－ ２００５ 发现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图 １０ 所示）；

－ ００３ 表针位置存在腐蚀、划痕、污点、印迹等（如图 ９ 和

图 9 表针位置

（３） 对检材进行防水冷凝试验测试发现玻璃与表盘

图 10 日历窗口位置

（如图 １３ 和图 １４ 所示）；

脱落（如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所示）；玻璃内表面出现凝雾现象

图 11 冷凝试验前

图 12 冷凝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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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冷凝试验后

图 14 冷凝试验后

4 鉴定结论

冷凝试验判定：
依据标准 ＱＢ／Ｔ１８９７－ １９９３．５．２．２ 将手表置于温度为
４０～５０℃的加热板上，直到手表的温度与加热板的温度
相同，其加热时间随手表型式而定，一般加热 １０～
２０ｍｉｎ。然后，
用温度为 １８～２５℃的水滴滴到表玻璃上，
约 １ｍｉｎ 后用干抹布擦拭表玻璃。若在表玻璃内表面出
现凝雾，
则视为不符合。
综上所述：
鉴定人员依据 ＳＮ／Ｔ０８９７－ ２０００ 进出口机械手表检验
规范和 ＳＮ／Ｔ０９４３－ ２０００［５］进出口指针式石英钟检验规程中
的对进出口手表的检验要求，
对送检的三块手表进行物证
鉴定。
在被鉴定的手表中，
检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００１ 不符合
ＧＢ／Ｔ６０４４－ ２００５ 指针式石英手表中 ４．１５ 外观的技术要求；
检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００２ 不符合 ＱＢ／Ｔ１２４９－ ２００４ 机械手
表中 ５．７ 外观的技术要求；检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００３ 不符
合 ＧＢ／Ｔ６０４４－ ２００５ 指针式石英手表中附录 Ａ．１．４ 外观的
技术要求；
检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１８６－ ００１￣００３ 均不符合国家轻
工业标准 ＱＢ／Ｔ１８９７－ １９９３ 钟表防水手表中 ４．２ 耐水压性

“

盘脱落、
字符和图案不准确等相关物证特征与假冒产品
的特征具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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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案例答案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Ｂ

３． Ａ

４．Ｄ

５．Ｃ

６． Ｃ

二、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６３

２． ＡＣＤ

３．ＡＣＤ

４． ＡＢＤ

７． Ｃ

８．Ｂ

“

能的技术要求。

送检的三块手表的检材存在的凝雾、污点、划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