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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非法贸易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野生动植物

和林产品非法贸易除了具有危害社会、侵害公众利益、影响恶劣等共性外，还具有涉

及物种多、产品多、人员复杂和形式多样等特性，特别是非法国际贸易经过多个国家

转运，最终消费地往往距离源头数千公里，使得世界各地的执法当局在打击野生生物

犯罪方面面临越来越困难和复杂的局面。 

自 2017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从生态环境领域主要

国际组织的近年出版物中选择了部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培训资料予以翻译，以协助我

国野生动植物和林业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海关和其他相关执法机构全面了解当前全

球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情况，并比照国外经验，分析我国打击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犯

罪的现状、特点和趋势。此前已经组织翻译了“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国际联盟”

（ICCWC）的《ICCWC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指标框架》，《野生动植物与森林犯

罪工具包》和《象牙采样及实验室分析技术和程序指南》。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授权，本次翻

译选择了《加强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合法和非法贸易法律框架》，《木材司法鉴定最

佳实践指南》和《UNODC“教育促进正义（E4J）”教材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

犯罪教程 1：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产品的非法市场》三本教材。其中，《加强野

生动植物和林产品合法和非法贸易法律框架》一书由联合国环境署于 2018年出版，全

面概述了国际社会在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自然资源管理、贸易监管、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三个领域内开展工作的主要政府间机构和法律文书。《木材司法鉴定最佳实践指

南》为 ICCWC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系列丛书之一，专门针对木材的非法贸易，为一线

执法人员提供了犯罪现场保护、识别和分析木材、证据链收集、法庭证据提交等不同

阶段的处理措施，同时本书也为木材鉴定专家、检察官和法官等司法机构官员提供借

鉴。《UNODC“教育促进正义（E4J）”教材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教程

1：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产品的非法市场》是 UNODC“教育促进正义（E4J）”在

线教材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教程的第一部分，该部分旨在介绍野生动植

物、森林和渔业产品非法贩运的原因、特点及与其供给与需求相关的刺激因素，以及

与非法贩运相关的、从偷猎到消费各环节的各种活动。并希望通过习题和案例，使学

员全面了解这些犯罪类型的模式和类别、形式、范围，并学会区分合法贸易与非法贸

易。值得注意的是，教材选择的一些案例存在来源不权威，数据不清，观点偏颇的问

题，但可供读者作为理解相关理论的一个参考，也可供我国野生动植物管理人员和相

关执法人员了解国际社会对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倾向性认知，建议读者对本教材的

相关案例采取批判性学习的态度。 

本项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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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组织完成。 

希望本系列丛书，会继续为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海关和其他相关执法

机关一线人员在政策制定、实际执法、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提供帮助。 

由于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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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背景 

在国内和国际上，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贸易是个主要问题。它不仅威胁单一物种，而且威

胁整个生态系统。其负面影响多种多样，造成了难以言状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损害。非法木材

贸易加剧了森林退化和毁林，对当地社区造成危害，使原产国丧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非法木材贸易是个复杂问题，通常涉及全球众多国家的众多参与者。非法活动可以发生在

木材供应链的各个阶段，从当地的非法采伐，到国际化、高度组织化、已确立商业型供应链的

犯罪集团，均属其复杂范围。木材犯罪具备有组织犯罪和复杂犯罪的所有特征，并与其他跨国

犯罪活动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经常涉及欺诈、洗钱、腐败和制假。 

国际层面上打击非法木材贸易的机制很少。最有效的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该国际条约旨在确保野生动植物标本的国际贸易不会威胁其生存。 CITES对超过

35,000 种动植物进行贸易管制，通过将其列入三个附录之一（附录 I、II 和 III），保护这

些物种免遭过度攫取。从 1975年最初列入 CITES 附录中的 18个树种，到今天已经列入了 600

多个树种，其中 400多种用作木材。需要对被贸易的标本做出明确鉴定，以显示该贸易活动是

否合法，这是 CITES履约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对于执法机构而言，鉴定是一项必要措

施，事实证明该措施是全球合法与非法木材贸易的关键。 

一些最近的会议、决议和决定表明，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

退化问题的严重性。在 2013年 4月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CCPCJ）第 22届大

会期间，会员国通过了一项关于“对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受保护物种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

策”的决议，并随后被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经社理事会第 2013/40号决议），此举强化了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领域的职责授权。该决议鼓

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与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ICCWC）1的其他

成员进行协调，“继续努力提供技术援助以打击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贩运”。在 2014年 5月的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CCPCJ）第 23届会议期间，成员国通过了“加强针对打击

非法贩运木材和林产品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策”决议（第 23/1号决议），邀请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强化“针对解决森林产品（包括木材）的违法贩运的工具和技

术开发”并“促进包括木材在内的非法贩运森林产品相关执法”。 

在 CITES第 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2013 年）上，177个政府一致投票通过将 293种新

的木材物种纳入 CITES管控，以确保合法、可持续和可追溯的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贸易。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一些决定鼓励更多地使用法医分析，以支持 CITES履约和执法。

1国际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同盟（ICCWC）是指 CITES 秘书处、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世界银行和世界海关组织间的一种合作关系。ICCWC 于 2010 年 11 月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的国际

老虎峰会上正式启动。ICCWC 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为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提供一种协调而全面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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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政治动力为基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被指定为牵头方，代表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ICCWC），制定指南以应对木材犯罪所带来的挑战，并通过使

用法医技术和实验数据为执法行动提供支持。 

刑事侦查中的证据鉴定可以通过应用法医科学来实现。法医分析可以显著促进合法、可持

续和可追溯的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贸易。木材的法医分析基于全面验证的方法可提供可靠的结

果，包括木材样本的种类和地理来源的鉴定。这些方法可用于验证或驳斥木材交易者做出的物

种和/或原产地声明，同样地，如果可使用本《指南》，有望为解决非法采伐，木材物种装运

物标签错误以及木材产品走私等问题提供支持。此信息对于设计有针对性的执法响应也至关重

要。这将有助于确保把资源引向发生非法采伐的地区，并将支持各国更有效地打击受保护木材

物种产品的非法贸易。此外，对证实采伐活动为非法的地区开展识别，有助于各国对本国境内

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帮助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这一问题。 

目的和范围 

为确保法医数据在法庭上是可信的和可采纳的 ，从首次检查木材装载物，到木材样本收

集和运输，实验室的分析以及在起诉过程中对结果的解释和陈述的整体调查过程中，均必须使

用恰当的方法和程序。 

本《指南》旨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法医科学的使用以打击木材犯罪。本

《指南》涵盖了整个事件链，提供了从犯罪现场到法庭的最佳实践和流程信息。目标受众包括

一线官员、犯罪现场侦查人员、执法人员、科学家、检察官和司法人员。本《指南》整体上代

表了以鉴定为目的，采用统一方法进行木材收集和法医分析的一个起点。希望本《指南》的使

用可以引导更为及时、彻底和有效的调查，从而增加胜诉量、减少非法木材贸易。 

由于木材鉴定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高技术性，本《指南》没有提供循序渐进的用于现

场或实验室的科学过程。相反，本《指南》聚焦于获取适合在法庭出示的、以支持对非法木材

贸易起诉的有力鉴定结果的程序方面。术语表参见附件 1。本《指南》通篇涉及的示例资源，

详细介绍了所需的科学方法；然而，木材司法鉴定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此处引用的资源应

仅作为示例使用。如要了解可用资源的当前情况，应咨询木材司法鉴定专家。 

木材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可将其制浆用于造纸、磨粉用于传统药物、刨成

极薄的单板、固定在一起制成胶合板，或者加工成高价值的物品，例如乐器。各种木材鉴定方

法的适用性可能因相关木材材料而异。为避免混淆，本《指南》仅聚焦于实木的鉴定。对可能

遇到的其他各种木制品的解释以及获取这些材料法医鉴定方法的考量，请参见附件 2。有关

CITES 所列树种的非固态木材产品的具体信息，请参见附件 3。 

法医服务的规定受到现有法律框架的影响，其中包括与进入犯罪现场、开展调查、处理证

据和实验室分析等有关问题。 

本《指南》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包含针对不同受众的信息。它们共同旨在为有关木材犯罪

证据的收集整理以及用于支持起诉和达到情报目的实验室分析提供整体方法。完整阅读本《指

南》将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增进对于不同犯罪环节上每个角色所面临法医挑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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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执法提供信息。该部分向一线官员描述了初始风险分析和搜查指南，就现场快

速鉴定的可选方案和法医问题的阐述方式提供了建议。该部分为收集证据和保存证据提供指

导，以维护监管链，包括通过运输把样本送到实验室。该部分还建议与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进

行沟通。 

第二部分面向正在承担或将来拟承担法医鉴定检测的科学家。部分信息也与参与鉴定方法

开发，但不一定从事法医案例研究的科研人员相关。该部分概述了各种诊断性木材鉴定方法，

以作为对相关学科的介绍；介绍了获取参考材料和数据的资源，并提供了关于进行法医工作的

实验室程序要求指南。该部分还建议与执法部门进行沟通，以及由法庭上的专家证人进行科学

结果交流。 

第三部分面向执法部门、检察官和司法部门。该部分聚焦于为法院准备非法木材案件材料

时应适当考虑的情况。为了便于检方和司法部门理解鉴定方法和鉴定结果，该部分提供了有关

方法的简要描述。该部分讨论了有关使用木材司法鉴定服务的关键法医要求和具体法律注意事

项，并提供了最终清单。 

第四部分讨论了国际合作对解决木材犯罪的重要性。该部分涵盖了相关的国际法律框架，

这些框架构成了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也在世界范围构成了打击跨境组织犯罪而开展监管、沟通

交流、信息交换和相互援助的基础。该部分提供了有关网络、机构和工具的信息，可供寻求从

另一个国家获得法律或科学援助的国家和个人使用。该部分概述了在国际上增进法律界与科学

界之间合作、交流与协作的一些利益、挑战和机遇。 

随本《指南》一起制定了最佳实践流程图，在一线官员对即将通过检查站（例如国际过境

点）的含木材装载物或装运物进行处理时，用于引导一线官员实施应完成的各步骤。该流程图

的在线版本包括其他资源的动态链接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访问：

www.unodc.org/documents/Wildlife/Timber_Flow_Diagr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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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第一部分面向执法从业者，提供可用的当前和新兴木材法医鉴定相关技术的信

息，包括如何决定是否使用特定技术以及获得可靠证据结果的最适合方法和途径。这些信息未

必详尽无遗，并且，鉴于本《指南》面向全球受众，这些信息无法解决每个国家的特定问题。

总体而言，本《指南》是采用统一方法进行木材收集和法医分析以用于鉴定的一个起点。 

执法部门可包括警察、海关官员、刑侦人员以及负责执行木材相关法律的一系列部门。实

际上，作为其在边境口岸开展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海关组织最容易频繁接触非法木材。此处提

供的指南包含可能只与海关情境有关的信息，例如对入境装运物的风险评估。然而，《指南》

包含的其他一些信息，例如涉及取样和维护监管链的过程，则与所有执法情境都相关。科学

家、检察官和司法人员也可能会对第一部分中包含的信息感兴趣，这些信息有助于加深其对于

一线官员遇到可疑木材装载物时所面临挑战的洞察和理解。 

本《指南》第一部分首先展示了旨在说明有关木材执法的最佳实践的流程图，然后更详细

地介绍了：初步风险分析、搜索指南、现场快速鉴定、法医问题的阐述方式、收集和保存证

据、监管链、将样本运送到实验室以及与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的沟通。 

2. 木材执法最佳实践流程图 

本《指南》已制定了一份最佳实践流程图（图 1 仅为图表；附有相关文档和链接的完整版

本可访问：www.unodc.org/documents/Wildlife/Timber_Flow_Diagram.pdf），在一线官员对即

将通过检查站（例如国际过境点）的含木材装载物或装运物进行处理时，该流程图可用于引导

一线官员实施应完成的各步骤。该流程图表示理想情况，而现实情况下，为适应当地条件，可

能实际过程会有所不同。实施每个步骤时涉及的特定执法人员可能也会基于司法管辖权的不同

而有变化。如果在国际过境点进行检查，这些人员可能都会成为边境协同管控项目（CBM）的

一部分。例如，因变为刑事调查，海关可能与接管案件的警察一起检查装运物；在其他情况

下，海关可能只处理文档检查，而其他机构则进行实物检查。该流程图的设计目的在于涵盖检

查站点处理木材的一般原则，使用者应考虑每个推荐步骤与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的一

致程度。此处提出的建议如果与任何地方或国家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则执法人员必须遵守其司

法管辖权的规定。 

 ４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ildlife/Timber_Flow_Diagram.pdf


第一部分 从搜索决定到木材司法鉴定：执法信息 ５ 

流程图布局 

在执法部门可以使用电子智能设备的情况下，可以带有动态链接的 pdf 文件来完整地访问

流程图，减少纸质版本的必要性。流程图本身（图 1）便于管理人员将其带入现场。也可以将

其打印在较大尺寸的海报纸上，但不一定要带离办公室。流程图分为三个不同部分： 

行政核实 

行政核实是指在对木材进行任何物理检查或取样之前必须完成的文档检查。 

实物核实 

实物核实是指检查装运物中存在的物理材料是否与证明文件相符的过程，以及根据装运物

的物理性质，检查所需的文档是否已全部提交。 

调查 

如果实物核实过程中出现任何不一致或疑虑，将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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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木材执法最佳实践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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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始风险分析 

只有对木材供应链某一环节实施适当干预，才能识别出非法木材。进口产品要经过核实程

序，海关和边境协同管控项目（CBM）其他组成机构处于实施干预的有利地位，例如文档检查

和物理检查。为了协助一线对非法木材做出决定，已制定最佳实践流程图（参见第 2 节图 1，
以及 www.unodc.org/documents/Wildlife/Timber_Flow_Diagram.pdf）。 

鉴于贸易量巨大且多数海关机构职责范围广泛，执法能力成为关键的制约因素。确定哪些

托运货物应接受进一步仔细检查的战略风险评估和趋势分析，以及随机例行检查，都至关重

要。为了提高对木材产品非法贸易经过某些检查站点可能性的警觉，应考虑以下几点： 

1 通过特定检查站点（进口，出口和中转）的木材装运物的体积 
2 木材来自哪里、去往何处 
3 识别木材装运物涉及的进口商、承运人、经纪人和/或出口商 
4 公司和相关特定人员的历史记录，包括以往审计和/或访问的数据 
5 相关公司和人员的活动，因此需要或可能需要什么木材类型 
6 木材种类列表，还有对将随运输物到来的材料描述和对其使用的产品 HS 编码，同时要 
考虑已识别的来源国（参见上文第 2 点）和相关公司所需的木材类型（参见上文第 5 点） 
7 CITES 文件的有效性，可以向合适的 CITES 管理机构进行核实 

边境协同管控项目（CBM）成员组织应和其他相关情报一起，评估这些信息，以就有关装

运物中有非法木材的潜在风险作出假设。这些假设应通过（在进口、转运、出口和存储和/或
库存期间）实施检查和对比已制定的《风险概况》来加以验证。并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以实物

检查结果来完善该《风险概况》。 附件 4 描述了一些常见的风险指标。有关 CITES 所涵盖木材

的具体细节，参见附件 5 和附件 6。随时间推移，CITES 附录可能增加或删除物种，因此，请

在 CITES 网站上查看有关附录的更新：www.cites.org 

4. 进行搜查 

一旦确定需要进一步仔细检查的装运物、装载物、场所或其他区域，则需要进行搜查。 

开展搜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所适用的法律、政策和程序。如果不遵守正确条款，可能会导

致证据不被接受，并危及整个案件。  

实施搜查的人员必须了解该搜查的性质和目的以及所要寻求的证据。搜查官员有责任遵守

法律，并确保其搜查不会超出法定限制。搜查人员必须牢记，搜查权仅限于为达到发现和保护

证据目的所需的合理范围[1]。搜查人员还必须充分了解其具有的查获权和取样权。 

搜查工作可以包括对集装箱及其货物、车辆或场所的搜查。搜查方法可以随检查原因而变

化。无论如何，应有条不紊地进行彻底的搜查。进行搜查时，应始终遵循已设定的程序。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ildlife/Timber_Flow_Diagr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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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和组织可能已制定了全面搜查指南流程，可供执法官员借鉴。此类搜查指南通常

仅限对执法团体公开。附件 7 包括了涉及面广泛的注意事项，供从事不同类型搜查工作的执法

机构使用[1]。 

检查型搜查必须在一发现犯罪迹象时就停止，例如，在原本不应包含木材的集装箱、车辆

等处中发现第一件木制物品时，或当现场快速鉴定的结果（参见第 5 节）表明存在潜在的犯罪

活动时。任何进一步的搜查活动均应根据刑事证据搜查的适当条款进行，这可能需要不同的人

员和方法（取决于司法管辖权）。鼓励官员使用附件 7 中的信息，对各自所在组织内可用的搜

索指南程序进行补充。 

5. 现场快速鉴定 

由于专家级的木材司法鉴定可能既贵又耗时（附件 8），为决定是否要对特定的木材装载

物进行专家级法医鉴定，一线执法官员需具备开展初步现场快速鉴定的能力。这种鉴定结果必

然只是初步的，最终将需要更为确定的法医鉴定以支持起诉案件。最初的现场快速鉴定需要向

官员提供足够的信息，以表明是否有正当理由来做进一步调查。 

预鉴定过程 

需要对已被选择要予以检查的木材装载物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现场快速鉴定，以确

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法医检测。 

一旦选择对装载物进行进一步检查，就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现场快速鉴定，以确定是否有

必要理由对该材料采取进一步的专业法医检测。木材装载物各式各样，可以是单个物品、数百

根整根原木、和/或数以千计的工业产品。对每个物体进行现场快速鉴定并不总是可行或必要

的。相反，鉴定的目的是对装载物中具有代表性的那部分进行现场快速鉴定，或将检查工作集

中在装载物中最有可能违法的组别。 

人员只有被授权后才能出现在场；应戴手套；应记录所有活动。 

此阶段应限制人员的进入，以免材料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并应留意以确保每个触摸木材或

木片的人员都佩戴检查手套以防止留下微量污染。应仔细记录所有观察到的情况和采取的步

骤，包括时间、日期以及正式启动现场快速鉴定所需的任何口头批准流程所涉及的人员。 

必须遵守检查、搜查和扣留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协议。 

并非每次对木材装载物或集装箱的检查都需保证遵守刑事证据收集程序。实际上，大多数

情况下都不需要。然而，所有检查都应遵守适用的关于检查、搜查和查获的国家法律和组织条

款。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收集的任何证据都不被法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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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任何物品之前对装载物进行影像拍摄或拍照，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

传输方法。 

由于现阶段无法预测案件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因此必须确保将木材装载物或集装箱中的物

品保留于尽可能接近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在搜查之前用诸如照相机或智能手机对场景拍摄影

像是个好做法，可以防止出现“物品在后续摄影前已被移动或摆放”的说法。如果无法进行影

像拍摄，建议在装运物完好无损时拍摄其静态照片。关于如何使用记录设备和后续数据，各组

织可能有相关的内部政策程序和条款。工作人员应始终遵守这些要求。 

除非为获得部分装载物而必须移动物品，不要移动任何物品。 

如果材料是以可以让人无需拆开内容物就能获取该材料的方式包装或存储的，应以不对装

载物造成太多干扰的方式，完成现场快速鉴定（以及随后的任何法医分析）。 

如果需要移动装载物，请创建一个可以链接回原始摆放状态的位置图。 

当处理载有原木或木板的卡车或包装紧密的集装箱时，通常需要开箱才能获得所有材料。

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下装载物的包装方式，以确定样本在装载物中的原始位置，通常

可以组合运用影像拍摄或摄影（遵守有关使用记录设备以及存储和传输派生数据的本地政

策）、贴标签以及创建一个可以使开箱物品链接回装载物原始摆放方式的位置图。使用诸如标

牌或可去除的标签来替代永久性标记物，确保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标签都不会在材料上产生永久

印记。 

根据当下可用的方法对材料进行现场快速鉴定。 

现场快速鉴定有很多可用的方法，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资源的

可用性和潜在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下一小节将介绍用于现场快速鉴定的多种选择。 

当排查显示可能存在违法犯罪，请通知相关主管人员和/或侦查人员。 

如果对可疑木材装载物的现场快速鉴定表明可能已发生刑事犯罪，则应通知相关主管，并

在适当时通知刑事侦查人员。如果把调查控制权委托予另一名工作人员，则对有关装载物做出

的任何后续决定都应经该工作人员批准或指示。 

目前用于木材现场快速鉴定的方法 

执法部门进行宏观木材解剖鉴定 

用利刃将木材切片，然后使用放大镜检查内部结构，进行木材鉴定。 

多种用于描述一系列精选木材宏观解剖特征的辅助工具已被开发出来，以协助执法部门对

木材装载物进行现场快速鉴定。这些资源包括手册、交互式参考数据库和海报，在可能的情况

下，应同时开展关于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由专业木材解剖学家讲授的培训项目。可用资源的列

表参见附件 9。在特定检查站点可能经常遇到来自已知物种的木材，其样本是支持一线开展宏

观木材鉴定的另一种选择。官员可以检查这些木材实物样本，并将其直接与证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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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获取此类样本以供参考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错误的样本显然会导致错误的现场快

速鉴定结果。在使用木材样本前，应先由专业级木材解剖学家进行检查，以确保鉴定准确。应

根据执法人员所遇装载物的来源区域和/或执法人员感兴趣的特定物种或法律来选择辅助其进

行宏观木材解剖学鉴定的适当资源。关于 CITES 所列木材和一系列相似物种的更多具体信息，

参见附件 10。在附件 11 中可以找到关于最重要的 100 种贸易木材的信息，这些木材均可通过

宏观木材解剖学加以区分。 

经过适当的培训和持续的熟练程度测试，执法人员做出的木材解剖鉴定可成为现场快速鉴

定的成功方法。然而，其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完整方案的可行性与可能面临的鉴定要求等级

成反比。例如，执法人员受过训练来鉴定那些经常经其所在检查站点非法运输的少量物种（大

约少于 10 种），他们可能有效地掌握了这些技能并且能够满足在岗位上遇到的大多数（即使

不是全部）现场鉴定需求。但是，他们鉴定新型非法木材的能力会很低。考虑到木材解剖鉴定

的高度技术性和达到熟练程度所需的拓展训练，对于接收全球装运物的国际港口而言，仅使用

这些方法所得结果的准确性可能相对较差。一些较大的港口，例如鹿特丹，都有专门的 CITES
官员待命，他们在 CITES 物种及其外观相似物种的宏观木材鉴定上受过良好的培训。但是，此

种方案可能仅对大型国际港口具有成本效益，并且仅涵盖对 CITES 所列物种的鉴定。 

场外专家进行宏观木材解剖学鉴定 

通过电子方式（电子邮件/短信）把木材结构的近景摄影发送给专业的木材解剖学家，由

其将鉴定结果返回给执法部门，进行木材鉴定。 

可以对一线执法人员进行适用于宏观木材解剖学鉴定的图像抓取技能培训。然后将可疑木

材产品的照片以电子方式传输到实验室，由专家级木材解剖学家对这些图像进行现场快速鉴

定，他们可以宏观鉴定木材，并指出哪些木材需要取样以进一步进行法医鉴定。训练有素的专

家可以尽快得出现场快速鉴定结果，并实时传输给可以执行相关决定的一线人员。一线人员观

察到的其他信息对于现场快速鉴定也具有价值，可以与照片一起提供给场外专家，例如木材的

气味和/或整体颜色，以及关于装载物内任何其他树叶或昆虫的信息。 

现场快速鉴定点所需的设备极少：只需一套合适的、能抓取宏观解剖学图像的相机装备，

以及将这些图像安全地传输给专家并接收结果的途径。正确抓取图像需要一些技能，但是与做

解剖学鉴定所需的技能相比，它可以相对容易且廉价地获取。无需专家在现场，相对较小的专

家库即可为相对较大的区域提供服务。选择开发此方法应与当地和/或地区的木材解剖专家进

行讨论。参考文献[2]中提供了这种方法的示例。 

侦探犬 

通过使用训练有素的、可以识别某些木材气味的侦探犬，进行木材鉴定。 

对于所关注的特定物种，特别是那些受 CITES 管制的物种，使用探测犬进行木材现场快速

鉴定可能非常有用。 但是，犬类只能确认是否探测到它经过训练后能够做出反应的物质气

味，而不能识别其他物质。因此，使用探测犬可以增加执法人员的鉴定手段，但不能满足对木

材现场快速鉴定的所有需求。犬类经训练可以检测到的目标气味数量没有固定限制，但是考虑

进行持续训练以保持效率所需的时间，对于任何一只特定的犬来说，合理的数量是 12-15 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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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此外，气味的强度和出现频率都会影响探测犬找出该气味的意愿。犬类会忽略稀有和微弱

的气味，而喜欢更强烈和常见的气味。为发现被贸易的野生动植物而训练犬类的指南已经制

定，并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评估使用探测犬识别特定木材的可行性。相关信息见参考文献

[3]。 

目前正在开发的木材现场快速鉴定方法 

目前正在开发两种自动化方法来辅助木材的现场快速鉴定。在本《指南》出版时，这些方

法尚未可供前线执法人员广泛使用，但今后几年可望广泛使用。这两种方法是自动化宏观木材

解剖鉴定（也称为“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NIRS）。有关这些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附件 12。尽管这些方法尚未铺开供执法人员用于现场快速鉴定，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方法

适合专家用作法医鉴定检测（参见附件 8）。 

现场快速鉴定结果 

如果现场快速鉴定出现无定论的结果，则执法部门将需要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在缺乏现场

鉴定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专家级木材司法鉴定。该决定完全由执法机构自由裁量，并可能受到以

下情况的影响： 

• 表明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非木材证据强度 
• 采用合适的木材司法鉴定服务所需的资源和时间 
• 合适的法医鉴定服务的可用性 
• 可用的法医鉴定服务对当前特定问题的适用性 

如果现场快速鉴定的结果与申报物品一致，并且装载物及其运输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正常，

则通常没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法医鉴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申报和现场快速鉴定是一致

的，也可能有充分理由进行专业级法医鉴定。例如，现场快速鉴定确认的属分类与申报一致

（例如，对申报为亚马孙黄檀（Dalbergia spruceana）的木材进行现场快速鉴定，反馈结果确

认为黄檀属），但该属也包含受限制的相似物种（例如，巴西黑黄檀（Dalbergia nigra））；

或者，有其他证据表明这批货物可能来源于非法木材的高风险地区（例如，马达加斯加，其中

所有的黄檀树种均受 CITES 限制出口）。这些决定也完全由执法机构自由裁量。 

如果现场快速鉴定确认木材中含有受 CITES 管制的物种或属，官员应检查他们处理的木材

的部分或衍生物是否包括在附录注释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构成 CITES 违规情况。更多信

息请参考 Conf. 10.13 (Rev. CoP15)号决议，可访问 www.cites.org/eng/res/10/10-13R15.php。 

违规情况可能与 CITES 有关，也可能与其他当地或国家法律有关。官员应熟悉其司法管辖

范围内适用的具体法律。 

 

https://www.cites.org/eng/res/10/10-13R1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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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医问题的阐述方式 

如果木材现场快速鉴定的结果表明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查，则官员必须花时间思考他们需要

哪些确切信息以继续开展调查。 

在要求实施法医检测前，确认涉嫌的罪名以及判定犯罪既遂所需的信息。 

在获得专业级木材司法鉴定信息前，执法部门应首先确定需要解决的法医问题的确切性

质。为此，需要以下信息： 

• 现场快速鉴定流程得出的结果  
• 该物种和制品是否列入 CITES（考虑任何相关的附录注释）或受国家保护 
• 涉嫌罪名，包括相关法令和条款 
• 需要鉴定到的分类阶元 
 
案例研究 A 是上述信息在虚构情况下的简单示例。 

 
案例研究 A 

• 侦探犬指明木材装载物中可确认有棱柱木 

• 棱柱木属所有种（Gonystylus spp.）列于 CITES附录 II，附录注释没有排除木材材

料。 

• 根据国家法律，未经许可进口或出口 CITES物种是违法的 

• 整个棱柱木属（Gonystylus）均列在附录 II中，因此鉴定到属就足以显示法律适用性 

 

此信息有助于确定以下法医问题： 

 

“从装载物 X中取样的木材是否来自棱柱木属（Gonysty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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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B 是上述信息在虚构情况下的较复杂示例。 

 
案例研究 B 

• 一线执法机关使用宏观木材解剖学进行现场快速鉴定表明，锯材装载物中含有黄檀属

（Dalbergia） 
• 对交易者的风险概述分析表明，他们在马达加斯加有交易历史 
• 该装运物申报为来自喀麦隆的斯图崖豆藤（Millettia laurentii） 
• 马达加斯加的黄檀属（Dalbergia）都列于 CITES 附录 II（且出口配额为零） 
• 巴西黑黄檀（Dalbergia nigra）被列入 CITES 附录 I 
• 其他几种黄檀属（Dalbergia）物种列于 CITES 附录 III 
• 根据国家法律，未经许可进口或出口 CITES 物种是违法的 
• 国家法规要求对所有进口木材正确申报物种名 

 
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以下法医问题： 
 
“从装载物 X 中取样的木材是否来自崖豆藤属（Millettia）？” 
“如果木材不是来自崖豆藤属（Millettia），是否来自黄檀属（Dalbergia）？” 
“如果木材属于黄檀属（Dalbergia），它是否来自马达加斯加？” 
“如果木材是黄檀属（Dalbergia）但不来自马达加斯加，它是受保护的物种吗？” 

 

提出一组木材司法鉴定问题，并与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一起讨论如何解答。 

每个问题集中于鉴定要求的一个方面，即离散序列问题，比单个复杂问题更有用。可以将

所有木材司法鉴定要求分解为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信息需求： 

• 证据所属的属（或更高分类阶元的鉴定） 
• 证据所属的种 
• 证据的地理来源 
• 证据的树龄 
• 证据源自于谁 

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不太可能需要回答上述所有问题。调查人员根据手头案件确定适用

的具体问题。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将会根据当前的科学知识来建议可鉴定到哪个分类阶元（关

于哪些法医鉴定方法能够回答特定鉴定问题的详细信息，参见附件 8）。然后侦查人员可以评

估可用信息对调查是否有用。例如，在案例 B 中，木材解剖学家可以对装运物鉴定到属。化

学分析能用于确定任一黄檀属（Dalbergia）物品是否来自马达加斯加，并且如确定非马达加斯

加来源，还可能确定到物种。即使回答整套问题的能力有限，把专业级法医鉴定执行到其能达

到的水平，仍然是有用的。例如，如果通过木材解剖学鉴定出不是崖豆藤属，则将证明该贸易

商已违反了对进口物品正确申报物种名的法律要求。  

考虑可能证明具体问题的其他证据，例如通过文书或货物中其他材料确定的地理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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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受保护物种获得了鉴定到属或鉴定到种的积极结果、但没有可用于鉴定地理来源的

检测方式，侦查人员可能还是会认为他们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可以继续调查案件，让其他证

据来证明该装运物的地理来源。例如，在案例研究 B 中，与货运相关的其他文件或证据可能

已经够证明其来自马达加斯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司法鉴定其来源地所属地理区域了。

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生物材料证据（例如昆虫）也可以帮助确定来源地所属地理区域（参见第

7 节“收集和保存证据”）。 

7. 收集和保存证据 

在现场快速鉴定表明应展开调查（参见第 5 节），并适当阐述法医问题（参见第 6 节）

后，执法部门必须决定是否扣押装载物并等待专家级鉴定木材的结果。如果决定是继续进行扣

押并寻求法医检测，则官员需要收集可以发送给服务供应方的证据样本。  

木材样本作为证据，随后将经过专家级法医检测，收集该样本时必须遵守相关组织机构

的证据收集程序。 

执行收集样本任务的任何员工均应进行接受适当培训、配有适当设备，在调查负责人或犯

罪现场负责官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就展现证物的完整性（参见第 8 节）而言，监管链至关重

要。在可行的情况下，应考虑任命一名员工专门对已收集的全部样本负责。该职员应负责密封

所有运输样本的容器，并提供随附样本到实验室的文件和/或监管链表格（参见附件 13）。 

按照概述的流程，旨在从装载物中收集具有查获木材代表性的样本。 

以下流程仅为建议。每个调查团队可以根据情况（例如员工培训水平、天气条件、装载物

的稳定性、员工的安全和其他考量）确定应遵循的程序。以下步骤假定有大量的木材装载物需

要拆箱，并处理采样时出现的常见问题。 

与现场快速鉴定一样，对每个物品进行采样以供实验室分析并不总是可行或必要的。收集

具有查获木材代表性的那部分样本才是目的，从而有最大化概率来取到在该货物所有位置都有

具备代表性的样本。确切地说，对于专家级法医检测，取样方式一定不能显露出主观故意错误

描述装载特征的迹象。本《指南》聚焦于选择采样位置的流程、大宗木材查获的物理采样要求

以及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然而，如果合适，同样的技术也可应用于小规模木材查获和货物，尽

管这类货物可能不需要对装载物进行拆箱。 

准备工作区域 

准备一个有足够空间、安全、专用的工作区域，并配有必要的木材采样设备。 

在对木材或木片进行分类和采样之前，必须首先建立专用的工作区域。该工作区域应是： 

• 由警戒线包围和安全的；禁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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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大，可以铺开所有要采样的木材 
• 受到保护（例如免受风吹、雨打、日晒） 
• 接通电源，用于电钻、照明等（可选择） 

记录信息 

在整个采样过程中，保持准确的现场笔记。 

在木材查获和分析的整个过程中，信息归档和记录是至关重要的。对信息做详细记录是采

样流程中必不可少的，并且应该一开始就组织好。可能的情况下，应指派一名官员专门做笔记

并分配（或记录）采样编号。 

信息可以记录在官员的笔记本中，也可以按照相关机构的政策、程序和协议中规定的专用

表格做记录。如果对正确的格式有疑问，工作人员应咨询其主管。关于证据收集和法医的基础

文献里对于记笔记、作记录和犯罪现场归档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官员应记录以下信息： 

• 数据记录的日期、时间和位置 
• 案件的标题 
• 数据记录者的姓名、所属机构及联系方式 
• 查获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 查获执行者的姓名、所属机构及联系方式 
• 查获情况的附加信息 

在移动任何物品之前对装载物进行影像拍摄或拍照，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

传输方法。 

在采样之前用诸如照相机或智能手机对场景进行影像拍摄这是个好做法，以防止出现“物

品在后续摄影前已被移动或摆放”的说法。如果无法进行影像拍摄，建议在装运物完好无损时

拍摄其静态照片。关于如何使用记录设备和后续数据，各组织可能有相关的内部政策程序和协

议。工作人员应始终遵守这些要求。 

清点木材并选择产品供采样 

按照所有必要的国家和地方流程来清点木材并记录详尽的木材物品清单；确保所有前来

接触装载物的官员都戴上手套。 

木材清点可使调查官员记录所查获装运物的全貌，这在调查的后期非常重要。木材清点有

助于估算木材的重量和体积，该估值对于正确地描述犯罪特征和准确记录用于报告的信息（例

如提交给 CITES）都是很关键的。木材物品清单还可以把对样本进行的任何专家级木材司法鉴

定检测结果准确地追溯回整个装载物，它提供的框架有助于确保以正确的顺序实施所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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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清点阶段，每个处理木材或木片的人都应戴上检查手套。打开包装箱后（如果需

要），应创建一个装载物位置图，该图可以链接回装载物原始摆放方式。 

检查装载物中发现的所有木材和木片。判定是否所有木材或木头看起来都是相同的颜色、

纹理和结构（如果有大量的木片，则此步骤或许不可行）。在检查集装箱装运物时，违禁品往

往靠近集装箱尾部，合法产品则靠近集装箱门。集装箱内木材类型或外观的变化可能表明存在

违法行为。 

完成一份木材库存物品清单，其详细信息以及示例表格参见附件 14。 

从每组中选择至少一个物品以供采样。 

一旦完成木材清点，装载物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木材或其他产品将被分配入相似物品组，

例如，组 1（G001）可能含有未处理的原木，组 2（G002）可能含有木板，组 3（G003）可能

含有相框。工作人员现应从装载物中选择应采样的物品，以进行专家级木材司法鉴定。 

应从每组中选择至少一个物品以供采样。如果所有木头的外观和形状完全相同，则考虑从

每个可辨别的运输货板或箱子以及从装运物不同位置各取一件。  

为要采样的每个物品分配并记录唯一的物品编号。 

给要采样物品一个唯一编号；这个工作可能在装载物拆箱并选择物品进行现场快速鉴定时

已完成了。如果物品已分配到唯一编号，请保持该编号用法始终一致，并且不要再为该物品分

配额外的编号。 

官员在样本上书写、刮擦或绘图会降低和破坏证据的价值，应尽可能避免这么做。但是，

在分类大量查获木材时，通常需要标记原木，标记应保持一致且易于识别。如果要处理有价值

的成品，请避免使用会严重贬损产品价值的永久性标记物，而使用可去除的标牌或标签（但请

确保已牢固黏附，以免其被意外去除）。 

拍摄并记录要采样的各个物品的详细信息，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传输方

法。在装载物位置图中添加被采样物品的详细信息。 

在官员的笔记本上用适当的方式（见附件 14 中 C 部分的示例）或以相关组织规定的其他

专用方法，记录与该物品和后续样本有关的所有信息。 

根据相关组织的政策、程序和协议，在每个物品经编号后，对其进行拍照。在装载物位置

图中每个表明物品取自何处的点上，标记该物品对应的唯一物品编号。重要的是要参考原始的

装载物位置图，因为其可以让官员： 

• 准确记录每个证据物品的精确采集位置以及这些证据物品之间的关系 
• 说明样本在所鉴定的木材材料中具有代表性 
• 防止因相机或相机卡故障而导致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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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样本交叉污染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交叉污染，例如戴上检查手套、将各样本分开以及清洗设备。 

必须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样本交叉污染。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不可消除的样本污

染，这可能会将侦查人员或实验室技术人员引入歧途，并对分析的最终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交

叉污染甚至可能妨碍案件的解决，或者导致木材鉴定错误。虽然不戴手套造成木板交叉污染看

似可能性极低，但由于可能难以对未能遵循公认采样流程做出解释，会导致对侦查人员在其他

侦查环节上认真程度的怀疑。为了防止污染，在开始采样之前应考虑以下事项： 

• 立即按类别分离和包装样本（例如，在分开的容器或袋子中） 
• 每次操作都要佩戴和更换检查手套 
• 样本切换时要清洗采样设备，或每次采样时使用不同的采样设备 
• 始终分开存储松散材料、微量证据（包括往返于法医科学服务点的转移过程） 

切割样本 

请遵循以下指南切割标准样本，或咨询实验室和检查官，考虑针对极高价值物品的可替代的

非破坏性采样方法。 

如果处理的是成品或非常有价值的木材，应寻求侵入程度最低的采样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采

样过程可能会使物品外形受损、破坏物品或以其他方式降低物品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请先与实

验室和检察官协商以考虑其他采样方法。取决于所在国家，如果在调查后确定没有违反法律的

情况，该物品的物主可以请求赔偿。在这种情况下，采样员行为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咨询了其他

部门就可能成为重要问题了。 

对于大多数法医分析，简单的物理切割流程就足够了，但应注意确保根据要做的分析类型，来

从木材的正确区域取样（参见表 1）。如果不确定所需样本的大小和类型，应咨询合适的专家

以确定确切的要求。 

 

表 1 关于以不同方法对存疑物品实施木材司法鉴定时所需样本量及采样部位的详细信息 

鉴定方法 
每个物品所需的 

样本数 
待采样的木材部位 

木材解剖学 1 优先选择心材，边材也可接受，如果可能，应避开从树

皮向内 5 厘米的区域。 

树木年代学 
1 个树干圆盘； 

或 2-3 个生长锥芯 

优先选择树干圆盘，或生长锥芯（沿树皮到木髓的方

向）。如果遇到板材，建议取一块可以看到最多年轮的

木头。 
质谱法 1 心材 

近红外光谱 1 任何部位 
稳定同位素 1 任何部位 
放射性碳 1 个增量芯； 优先选择生长锥芯（沿树皮到木髓的方向），覆盖 5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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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 个小木块 20 个年轮（理想情况下应大于 10 个年轮）； 
2 个小木块：一个来自最外层表面的小木块，另一个来

自从最外向内数 5-20 个年轮的区域（理想情况下应小于

10 个年轮）。 
如果采集两个样本，要对两样本之间未被采样的年轮拍

照和/或计数。必须指出两个样本分别来自原始物品的哪

个部位。  
DNA 分析 1 任何部位 

 

选择要采样的木材部位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实施特定鉴定方法的任何具体要求（参见表 1） 
• 选择能代表所采样木材类型的部位，即避免变色或结构受损的部位，因为其可能是由

于木材处理或病原体感染而导致的，可能使鉴定工作复杂化和/或给外部实验室带来标

本运送的生物安全风险。 

用小锯子切割木板的末端，形成一份大小介于“方糖”和“烟盒”之间的样本，就可以

快速地完成采样。 

对于木板或其他相对容易采样的木制品，使用钢锯、手锯或其他类型的锯子来切割样本可

能较为合适，切下大小介于“方糖”和“烟盒”之间的一小块即可（参见图 2）。在使用该方

法开始采样前，重要的是，检查一下打算采用的法医鉴定方法（例如树木年代学和放射性碳，

参见表 1）是否要求来自特定平面的一个或多个样本。在该情况下，通常更适合使用套钻法

（参见下文）。手动锯切不需要电力，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个重要考量。 

 

图 2（A）用手锯采样及（B）采样大小 

拍摄者：Eleanor Dormontt 

通过使用能够取芯的钻具可以轻松、快速地获取样本。此方法对干燥的木材特别有效，

但对于含水量较高的木材，其结果更不可控。 

通过使用手钻和能够取芯的附件可相对容易地获得样本。此方法更为广泛适用，因为它适

用所有可使用锯进行采样的物体（参见上文），但它也能够从较大的原木中抽取少量样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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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取适用于树木年代学和放射性碳分析的生长锥芯（参见表 1）。以该方式进行采样需要

电源，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限制因素。然而，可以使用能在场外充电的无绳电钻。木材

中的高含水量（如在许多未经加工的“生”原木中）可能会对钻头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对以此

方法直接收集样本形成阻碍。 

使用钻头和取芯附件采样时： 

• 沿纹理进行采样较为容易，因此通常作为优先选项 
• 虽然从端面纹理上采样在技术上较为困难，但当难以沿纹理进行采样时，它也可以作

为优先选项 
• 可能情况下，应努力减少采样对整个产品所造成的损坏，例如，对原木或木板的末端

或基部附近进行采样，或者，可从成品上看不见的部位进行采样 

在沿纹理采样时，孔锯附件（图 3A）和销钉铣刀（图 3B）都很好用。为了从端面纹理上

获取样本，需使用销钉铣刀（图 3B）。如果样本已切割，但在钻头移出后仍附在物体上，可

把一个简易工具锤击进切割槽，用它来撬出样本（图 4）。使用销钉铣刀时无需使用先导钻，

因此，建议在采样之前使用固定在木材上的塑料导轨，作为安全起步并防止打滑（图 5）。

 

图 3（A）孔锯附件和（B）销钉铣刀 

拍摄者：Samplexx, Kingsley Barraclough 

 
图 4 用扁平头的简易工具锤击进切割槽，用它来撬出样本 

拍摄者：Eleanor Dor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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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使用固定在木材上的塑料导轨，防止销钉铣刀打滑 

拍摄者：Samplexx, Stephen Kenny 

选择合适的钻机和钻头采集木材样本时，应考虑： 

• 钻头设计应便于从钻机中分离样本 
• 可能情况下，钻头应适用于自锁夹头，以便于使用和安全 
• 可能情况下，钻子应为无绳的以便于使用 
• 可能情况下，钻子功率应不小于 800 瓦 
• 钻头的切割面应耐用 
• 孔钻需要用到先导钻，推荐尺寸为 120 毫米 

可以使用手锯获得小直径原木的树干圆盘，而使用电锯获得大直径原木的树干圆盘。  

采样形成的树干圆盘可用作树木年代学和放射性碳分析（见表 1）。树干圆盘是原木的横

截面（见图 6）。对于小直径的原木，使用手锯可以相对容易地对横截面进行采样。对于较大

的原木，可能需要更大的电锯（例如带锯、圆盘锯或链锯）。运输较大样本会带来在物流和财

务上的困难。在可能需要用到树干圆盘的情况下，建议官员直接与法医鉴定服务供应方联系。 

 

图 6 来自刚果（金）的大美木豆（Pericopsis elata）树干圆盘 

拍摄者：中非皇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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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木质生物证据的样本采集 

在集装箱中对木材物体取样时，任何其他有机物质都应被记录并拍照，例如植被、霉

菌、烂泥/土壤或昆虫（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传输方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

其收集作为证据 。如果这些材料触犯动植物检疫规定，应依照当地相关协议处理。 

附加的生物材料可以辅助木材的分类鉴定及其地理起源的判定。取样的叶子和其他干燥的

植物性材料可采取与木材证据相同的储存方式，而无需额外的保存条件。在货船到达法医鉴定

设施之前，任何潮湿的植物材料以及所有泥巴/土壤样本都必须用适当的干燥剂（例如硅胶）

保存。潜在的侵入性或致病性物质，例如昆虫或霉菌，应单独保存于含 70％乙醇溶液的密封

容器中。若健康、安全和入侵物种等问题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核查，不得收集活昆虫作为证据。 

在许多情况下，装物中存在这类材料会触犯动植物检疫规定。无论木材鉴定结果如何，这

都为查获装运物提供了额外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必须依照当地相关协议来处理动

植物检疫违规行为。 

与实验室服务供应方讨论以确定，是否应将任何额外的生物学证据与木材证据一起发送到

实验室，还是应将其发送到具有专门鉴定此类特定证据类型的其他专门机构。 

在收集非木材生物学证据时应当： 

• 拍摄（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传输方法）每个物体在装载物中的原始位置  
• 为采样的每个物品分配并记录唯一的物品编号。 
• 将物品（或物品的子样本）放入含防腐剂（如果必要）的适当容器中，并在容器上标

记唯一的样本编号 
• 在官员的笔记本或其他适当的记录设备中记录以下详细信息： 

o 样本证据袋上记录的被采集样本的唯一编号 
o 样本收集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参见装载物分布图） 
o 样本采集者的姓名 
o 样本的简要描述，例如，叶质材料 

描述证据时，仅记录事实而不记录意见或假设。 例如，描述从原木集装箱中收回的叶子

时，不应暗示原木可能是何物种。但可以通过服务请求程序向法医服务供应方传达诸如运输集

装箱路线等额外信息。 

现场收集的物品应与验证调查假设相关。虽然在进一步的实验室和调查工作之前可能无法

形成某些假设，但仍必须在现场凭借判断力，就哪些物品可被视为证据并值得收集做出一些决

定。负责现场的官员必须对任何未收集的物品做记载，包括进行拍摄（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

文件存储和传输方法），并且必须详细说明不收集这些物品的原因。如果对物品的关联性存有

任何疑问，则应收集该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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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将样本运送到实验室 

把每一个样本放在为它专用的容器中。在湿的/未干的样本中放入干燥剂，在官员的笔记

本或其他适当的记录设备中，记录相关细节。 

每个证据物品必须放在单独的法医采样罐或证据袋中。如果没有法医袋可用，可以将小样

本放在单独的塑料袋或信封中。对于运输到实验室进行诊断鉴定的干木样本无保存条件要求。

如果样本未干，则应在证据袋中添加适当的干燥剂（例如硅胶珠），以防运输中发生腐蚀。一

旦采集了样本，应将其作为证据处理；在犯罪现场应准确用标签表明、记载和密封所有标本。

确保所有样本都用标签标明了唯一的样本编号。 

在官员的笔记本或其他合适的记录设备中，记录以下有关被采集样本的信息： 

• 样本证据袋上记录的被采集样本的唯一编号 
• 样本采集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 样本采集者的姓名 
• 每个样本的简要描述，如小木芯。 

如果到当日采样未能全部完成，就必须制定计划，使保存和保护查获物以及已收集的任何

样本。如果已对上述物品完成全部采样，可以先将装载物移至适合安全保存的环境中，直到能

做出决定来安排这些物品更为长期的储存。 

8. 监管链 

对于每个样本，必须完成其监管链的记录。 

采集的每个样本都需要一个监管链。这是指按时间顺序细致记载证据的文件，以清晰的显

示证据收集、保管、控制、转移、分析和处置的详细信息。监管链始于最初采集样本的人。每

次转移样本时，均应记录该业务的日期、时间以及证据物品转移者和接收者的名字（通常是签

名或全名首字母）。应使用监管链表格来保存从现场收集的每个样本的连续监管记录。监管链

表格示例参见附件 13。 

在样本运输过程中，承运人通常不需要为带有官方封印的包裹在监管链记录上签名，前提

是发件人和收件人可以证实封印的完整性。然而，不同国家法律可能有差异；如有疑问，请主

动与有关司法机关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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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输样本到实验室 

运输样本时必须谨慎，以确保能满足所有包装和文件要求，包括许可证、声明和监管链

表格。 

在运送到实验室之前，将收集到的样本与监管链表格的副本一起放在安全区域。对于样本

运输至本地机构的情况，可以亲手交付、或使用安全专递和邮政服务递送。亲手交付时，接收

样本的实验室应签署监管链文件（参见附件 13 第 8 节）。文档副本应由实验室保存，而原件

应由执法部门作为案件卷宗的一部分保存。 

将样本从查获国运至他国进行实验室分析时，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遵循正确流程

并采取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包括必要时获取恰当的进出口许可证，并遵守国家生物安全协议。 

以下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有价值的样本免于损坏、延误、丢失，或者被实施分析的国家拒绝

入境： 

• 在每个盒子内放置内衬塑料袋 
• 将吸收性衬垫放入袋中（也可以使用报纸或其他纸制品） 
• 将所有样本放入袋中，确保紧紧封闭所有小瓶盖、塑料袋或其他样本容器 
• 将监管链表格的副本与样本放在包装盒内 
• 包括一份正式声明，说明该包装中包含未知来源的木材样本，这些样本将被送去进行

法医分析以确定物种，该声明应该能规避大多数国家都要求的“所有进口应申报到物

种水平”。 
• 从外部用结实的胶带加固箱子的每一侧；运输公司可能会要求查看箱内物品，因此等

运营商同意接受托运物后，才执行此步骤 
• 在盒子外面标出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 将所有必需的文件放在标有“提请检疫机构留意”的封套中，并使用透明保护套将其

固定在包装的外部，要确保封套上的文字清楚可见 
• 在可能的情况下，复印并扫描所有相关文档，并在发送实物样本之前，先以电子方式

发送给实验室 
• 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将运输公司的姓名和快递单号告知实验室 

10. 与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进行沟通 

与可能的服务供应方进行沟通时，请提出具体的法医问题，并确定所讨论的方法是否可

以提供所需的鉴定结果。使用本节中建议的问题来进一步确定所得证据是否适合作为向法院

提交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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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木材司法鉴定要求从初步分类学鉴定开始，这通常可以通过木材解剖学鉴定更好地

实现，精确到属水平最为常见。所有与木材鉴定有关的执法机构都应与使用木材解剖方法的木

材司法鉴定服务供应方建立联系，理想情况下，这些鉴定服务能在本地或国内提供，但是在许

多情况下，所需的专业知识只能在国际上获得。每个国家的 CITES 管理机构应当有能力提供关

于哪家木材解剖服务供应方合适的建议，即使对于当前不受 CITES 管控的物种。 

与服务供应方沟通时，向他们展示关于案件已阐述的具体法医问题（参见第 6 节），并询

问他们所用的方法能够回答哪些问题。如果所采用的方法不能回答所阐述的特定法医问题，请

寻求其建议，以了解其他服务供应方可能提供哪些辅助，或者是否根本不可能对所涉及的分类

阶元做出专门鉴定。如果之前已与其他供应方联系过，应做好就这些互动所获结果展开讨论的

准备。 

一旦与实验室服务供应方确认了解决部分或所有法医问题的科学可行性，在决定使用其服

务之前，请确保以下问题已解决。请注意，每个司法管辖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限制性规则和

基础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1. 查获国法院是否已接受所涉分析人员在所涉实验室拟实施的方法，以作为支持非法木材交

易起诉的证据？ 
• 如果是，则有正当理由坚信分析的适用性。但仍然建议在第一时间与服务供应方一起

审查其余问题。 
• 如果不是，则该分析可能仍然适用，但在决定如何形成适当的木材司法鉴定服务时，

应谨慎行事。下一步见问题 2。 
2. 该方法的基础是否已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中发表，即使该发表内容没有聚焦于所讨论的

物种/属上？ 
• 如果是，则符合法庭对科学证据可接受性的常用评估标准之一。下一步见问题 3。 
• 如果否，则证据可能不会被法庭接受。 

3. 该方法是否已在法医学上被确认有效？ 
• 如果是，则符合法庭对科学证据可接受性的常用评估标准之一。下一步见问题 4。 
• 如果否，则证据可能不会被法庭接受。 

4. 实验室是否经过任何已知国家或国际标准认证？ 
• 如果是，这将有助于证明实验室已有适当的既定流程，并且工作人员具有合适的能

力。但仍然建议在第一时间与服务供应方一起审查其余问题。 
• 如果否，则需要进一步确认实验室程序和人员能力是否合适。下一步见问题 5。 

5. 进行所需的法医分析时，实验室是否遵循既定的标准操作流程？ 
• 如果是，这将有助于确定检测是按照既定惯例实施的。下一步见问题 6。 
• 如果否，必须对所进行的特定分析做出认真详细的描述并给出正当理由，这些都将作

为案例卷宗的一部分。下一步见问题 6。 
6. 该分析结果是否将以适合提交法庭作为证据的法医报告形式来呈现？ 

• 如果是，这将有助于确保根据既定的法医报告协议提交结果。下一步见问题 7。 
• 如果否，则法医证据不适合作为法庭证据。如果想要获得这一分析结果，则必须安排

对可获得结果做出适当的报告。下一步见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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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案件要开庭，所涉的分析人员是否准备以专家证人身份作证？ 
• 如果是，下一步见问题 8。 
• 如果否，请寻找一位适合出庭的分析人员，或者考虑到检测结果仅适合调查、不适合

提交法庭作为证据的情况。下一步见问题 9。 
8. 所涉的分析人员是否曾以专家证人身份作过证？ 

• 如果是，这将有助于确认分析人员对司法体系及专家证人出庭的现有协议有经验。应

讨论其以往经验的细节以满足任何关切。考虑与这些以往案件中涉及的执法部门和法

律团队联系，以获得对分析人员以往出庭表现的客观评论。下一步见问题 9。 
• 如果否，则分析人员的法庭表现能力未经检验，应考虑其背景是否存在任何可信度风

险（例如，以往的刑事定罪），或者考虑他们可能需要哪些培训做为准备，才能在该

案件中有成功的出庭表现。下一步见问题 9。 
9. 该分析人员是否已获得任何公认的法医鉴定机构的能力认证，或者他们是否参与了有关法

医鉴定方法的任何熟练度测试方案？ 
• 如果是，这有助于树立信心，客观上显示了该分析人员具备实施相关分析的能力，下

一步见问题 10。 
• 如果否，则可能要质疑该分析人员的能力，可能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持他们自称所具备

的能力。下一步见问题 10。 
10. 分析人员是公认的法医协会的成员吗？ 

• 如果是，这有助于对该分析人员的专业和道德操守树立信心，下一步见问题 11。 
• 如果否，则可能要质疑该分析人员的专业性和道德操守，可能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他

们自称所具备的的能力。继续问题 11。 
11. 实验室里是否能满足所有适当的监管链要求？ 

• 如果是，这将有助于确保分析结果不会因潜在的样本混淆或干扰而受到质疑。 
• 如果否，则该证据可能会受到质疑，辩方可能主张，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实际来自采样

的证据是值得合理怀疑的。如果想要获得这一分析结果，则必须在实验室内把适当监

管链文件和流程安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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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第二部分面向正在承担法医鉴定检测工作、或将来拟承担法医鉴定检测并希望

先做好准备的科学家。该部分中的某些信息也与参与鉴定方法开发的研究人员有关，但他们不

一定进行法医案例工作。一线官员、检察官和司法系统人员可能也对该信息感兴趣，这些信息

有助于加深其对科学家在木材司法鉴定所面临挑战的洞察和理解。此处提供的信息无意替代任

何正式的科学或法医培训，在与司法管辖区相关的特定法律问题方面，鼓励科学家寻求专家意

见。此外，科学家应当查阅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中的主要信息，以了解特定科学领域的最新

进展。 

11. 木材司法鉴定的可用方法 

木材司法鉴定方法包括多种成像、化学和遗传学方法，以确定木材的物种分类、地理来源

和单个来源以及其年代（有关何种法医鉴定方法可能适用于解决特定法医问题的详细情况，参

见附件 8）。在本节中总结了各种方法，以作为对其相关学科的介绍，参考文献[4]是已发表的

木材司法鉴定综述，参考文献[5]是已发表的木材追踪技术综述。不期待也不建议科学家开展

与其目前具备专家知识不相符的分析工作。由此，这些描述是为有助于理解其他可用方法而作

为上下文给出的。因此，如果您自己的方法无法给出所需的鉴定结果，在此特定情况下，建议

探索其他方法的效用，可能会有所帮助。所有方法都依赖于广泛的参考数据库，其中包含源于

参考材料的数据。除木材解剖学、放射性碳和遗传学外，迄今为止大多数学科开发的数据库都

很有限，继而限制了相关鉴定方法的应用范围。 

木材解剖学 

木材解剖学涉及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木材结构研究。其判定需基于大量的木材解剖特征

集。每个解剖特征都有一个关于环境和遗传影响的相对程度。因此，特征的特定组合可以用作

某些分类群体的诊断标识符。木材解剖学主要聚焦于检查木材中各种细胞和组织的形状、大

小、排列和内容物类型。文献[6]及其中包含的其他参考文献记载了有关木材解剖学科历史的

更多信息。 

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均可检测木材的解剖特征。可以用肉眼或借助小型手持放大镜来

进行宏观检查。宏观木材解剖学可用来区分 CITES 所列木材和一系列外观相似物种，更多具体

信息请见附件 10。可用宏观木材解剖学加以区分的 100 种最重要贸易木材信息请见附件 11。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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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鉴定需要把样本切片、必要时对那些切片进行染色、然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为了

达成明确鉴定结果，通常是鉴定到属，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微镜检测比宏观观察更为可取。 

木材解剖特征是根据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IAWA）标准术语[7-9]来描述的，通过将未

知样本与广泛的参考材料实物集合和描述进行比较，可以辅助鉴定到恰当的分类阶元。通过使

用样本和预制显微镜载玻片集合、还有各种已发表论文、木材图集以及在线或离线电算化数据

库，可以促成上述比较（参见附件 9 和 15）。 

通过自动化“机械成像”技术进行木材鉴定是一个较新的木材解剖学研究领域，展现了相

当好的前景。赫曼森和维登霍夫特[10]回顾了该方法的基本原理，简单来说，该系统整体上在

严格的光控制条件下捕获木材图像，并使用信号处理方法从图像中提取信息。生成的数据用于

建立分类方案。该系统依靠于录入分类阶元的高质量参考图像并将其分组，然后就能将未知的

图像分配给这些参考组。由于机械成像系统有能力“看到”并量化人类无法感知的变化，未来

的研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将展现出比传统木材解剖学现有水平更高的分辨率（例如物种鉴

定，来源）是很有可能的。 

木材解剖学检测通常有助于鉴定到属[11]，因为木材特征在属内趋于高度保守，继而导致

通常无法明确鉴定到种[12]。木材解剖学通常无法鉴定出木材来源，除非被识别的分类单元潜

在分布范围很狭窄，以致其来源很明确。 

树木年代学 

树木年代学是对树木生长增量的研究。树木年代学是基于对形成于大多数温带和一些热带

树种周期性的、通常是每年的生长增量（树木年轮）进行分析的科学。各个树轮的特征可以提

供有关当时生长条件的信息，这些树轮的顺序（或“年表”）可以提供丰富的有关树木及其环

境的信息记录。尽管树木年代学通常用于研究过去的气候和其他环境事件，但它也有望提供有

关树龄和来源的特定信息[13]。 

尽管通常仅用于具有重要考古意义的和温带地区具有清晰年轮的陈年木材，通过将样本的

年轮系列与来自特定区域的参考年表进行比较，有时可以确定其模式是否与特定区域一致

[14]。还可以通过计算年轮来确定树木的最小年龄，如果树皮和最外层的年轮还存在，则可能

可以确定树木何时被砍伐[15，16]，尽管在此类计算中需要谨慎考虑误差幅度[17]。将不同木

材表面之间的年轮模式进行比较，有时可用于识别到个体，即原木上被截断面的模式和与之相

关的树桩上的模式可以高度匹配。经典树木年代学方法只能应用于形成周期性年轮的树木。大

多数热带木材（通常是那些受到非法采伐威胁最大的热带木材）不会产生年轮。化学树木年代

学方法也可被应用，但如果已经有确定年份的树轮，该方法会更有用，参见以下稳定同位素和

放射性碳的章节。 

质谱分析法 

这种木材鉴定方法使用质谱分析来描述心材中存在，通常被称为提取物和分泌物或代谢产

物的植物化学成分的特征。这些提取物是在心材形成过程中沉积下来的，心材耐用性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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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决于这些物质。提取物可以通过质谱分析法进行测量，以生成其化学特征分析图或指纹

图。优化这些图谱的统计分析，可以将在分类上相关的个体聚类在一起。质谱分析法将化合物

电离以生成带电分子，并测量质荷比。由于需要在真空中进行电离，传统的质谱分析法需要大

量的样本制备步骤[18]。然而，最近开发的环境大气电离技术可最大程度地减少样本制备步

骤，并提供非常快速的结果。特别是实时直接分析-飞行时间质谱仪（DART TOFMS）[19，
20]，在用于木材鉴定已经显示出很好的前景[21]。 

可以用优化聚类化学指纹图的方法来将未知样本分配给参考组。根据木材样本中提取物的

自然变化，有可能鉴定到不同的分类阶元，并且这已在许多关键出版物中得以证明，例如鉴定

到属[22，23]、鉴定到种[18，24-27]，区分野生来源与栽培来源[28]。但是，请务必注意，分

类模型仅对收录于参考数据集的分类阶元有效。 

近红外光谱法 

近红外光谱法（NIRS）测量材料暴露于近红外电磁能时的吸收光谱。近红外光谱法可以应

用于固体木材以及诸如纸浆之类的颗粒材料。当用于固体木材时，它会返回源于木材化学和物

理结构的信息。近红外光谱法已在木材科学中广泛用于估计木材属性，但不太常用于分类鉴定

[29，30]。原始光谱输出很少直接提供信息，必须与适当的多变量分析结合使用才能获得有意

义的结果[31]。通过将数据与参考数据集对比，以确定可能的分类阶元。  

该技术有潜力以对样本极少的处理和对操作员极低的特定技能要求来返回准确的结果。然

而，使用该技术进行木材鉴定目前仅处在原型阶段。迄今在现场测验中获得的结果表明，它有

可能准确地将木材鉴定到科和种。已证明近红外光谱法可以对不同属[31-33]、同一属内的不同

物种[34]，以及不同地区的相同物种[35]进行个体区分。 

稳定同位素 

化合物由树木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其原始组成元素而合成。这些元素可具有多种同位素，这

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数量的质子和电子，但具有不同数量的中子，因此原子质量也不同。各种

稳定同位素的比例在自然界中会发生波动，并且通常与各种气候、生物和地质变量相关。例

如，在沉淀过程中，氢和氧的稳定同位素比例主要取决于温度[36]，还取决于海拔、纬度和所

处大洲的影响[37]。植物组织的氧同位素比例反映了植物水源的同位素组成以及受气候影响的

蒸腾作用[38]。各种碳稳定同位素的比例主要取决于植物所采用的光合作用通路[39]，但受到

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小。气候因素如例湿度，会影响气孔通导度[40]。 

通过在特定区域中观察上述比例，可以确定该位置的同位素“指纹”。结合多种稳定同位

素分析，包括硫[41]和锶[42-44]等元素，可以改善同位素特征的空间粒度。在此基础上，可以

使用稳定同位素来识别或排除木材来源于特定区域。稳定同位素也可以与不同的年度增长树轮

[45]（一种化学树木年代学方法，参见前面的树木年代学小节）分开进行分析。当存在适当的

参考数据库，稳定同位素适合在宽泛的地区水平上解决地理来源问题[45-48]。稳定同位素无法

确定属、种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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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纳入微量元素分析来改良粒度，可以增强稳定同位素分析的使用，参考文件[49-51]做
出了举例。可以将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一起视为“地理化学”。尽管尚未经过检验，但微量

元素分析也可能会增强其他试图确定木材来源的方法，例如 DNA 分析（参见后面的种群遗传

学和系统地理学小节）。 

放射性碳 

除了稳定同位素（参见前面的稳定同位素小节），元素碳也以放射性同位素碳 14 自然存

在于环境中，称为“放射性碳”。碳 14 的半衰期为 5730±40 年[52]，会自然衰变为元素氮的

稳定同位素氮 14。通过自然发生的核相互作用，碳 14 不断产生，主要发生于高层大气。在氧

化成二氧化碳之后，在整个大气层中混合，进而在整个生物圈（包括海洋和陆地土壤）中混

合。一旦碳 14 产生，会随着其半衰期而衰减，并且产生、混合和衰减之间的平衡会形成地球

系统各种碳库中的准恒定碳 14 浓度。所有生物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将碳吸收到体内，对于

植物而言，碳是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中固定下来的。一旦碳被保存并且不再通过

呼吸等过程与环境交换后，它会原位保留于生物体内（例如树干）。根据取决于营养水平的各

种分馏水平，组织中碳 14 水平始于自然大气丰度的某种相对比例，然后根据碳 14 半衰期可预

测地衰减至氮 14。通过测量碳 14 和碳 12 原子数的比率（以及碳 13 和碳 12 原子数的比率，

以校正任何质量相关的分馏），并将其与已知标准进行比较，可以计算出有机材料的“放射性

碳龄”[53]。IntCal04（北半球）和 SHCal04（南半球）是两条国际公认的校准曲线（数据

集），根据独立标记日期的树轮和海洋样本，可将放射性碳年份转换为日历年份[54，55]。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主要是后者），核弹试验产生的碳 14 显著增强了高层大气

中自然形成的碳 14[56]，如今在碳 14 校准中称之为“炸弹峰”[57，58]。碳 14 的激增及其随

后的降低，为精确确定现代物品年代到仅有数年误差范围提供了独特的机会[59]，并已在法医

应用中引起关注[60-62]。自该峰值以来大气中碳 14 浓度的稳定下降，是由于大气层中的二氧

化碳把含量升高的碳 14 一起吸收进了地球碳系统的其他储层（例如海洋、土壤），以及碳库

中那些碳 14 未提升的碳返回大气所形成的补偿性迁移。 

放射性碳定断代法有可能确定已往的时间（经校准后），即树木形成特定部分的时间

[61，63，64]。这种能力对于确定法律是否适用于特定木材而言尤其重要，在法规执行前采伐

的木材通常是被豁免的。 

DNA 条形码 

DNA 条形码基于特定基因区域能表现出足够遗传变异的假设而建立，使一个物种的成员

可以可靠的和另一个物种有所区分成为可能[65]。如今 DNA 条形码是一项全球新方案，线粒体

细胞色素氧化酶（CO1）基因区域被选作鉴定动物的标准。两种叶绿体基因区域，成熟酶 K
（matK）和核酮糖二磷酸羧化酶（rbcL），目前则是植物的标准标记。但是，它们只能区分大

约 70％的植物，并且通常需要局部条形码（附加基因区域）来促成确定到种[66]。DNA 条形码

可以用作物种发现过程的一部分或用于标本鉴定[67]。尽管使用 DNA 条形码进行物种探索将可

能构成基础分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以加强物种鉴定，但以木材司法鉴定为目的时，不会优先考

虑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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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条形码最适合鉴定到种或更高分类阶元，尽管在物种的系统地理学（区域）水平上

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在木材中，已经使用 ITS 基因区域对红木类进行了 DNA 条形码试验，展

现了良好前景[68]，更近的案例是使用从木材馆藏标本中提取的 DNAtrnL-trnF 和 ITS1 区域基因

已能将 CITES 所列沉香属所有种 Aquilaria spp.与其密切相关物种加以区分[69]。最近期的案例

是使用标准的 matK 和 rbcL 区域基因开发了印度热带常绿森林树木的参考库，并为边材样本提

供准确匹配[70]。 

种群遗传学与系统地理学 

天然林中的树种通常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空间遗传结构，并且可在本地和区域尺度上观察到

这些结构[71，72]。空间遗传结构这一术语描述了相同物种个体间的趋势，即基因越相似，地

理分布就越相近。自然种群的总体遗传组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是迁移史和灭绝史[73，
74]，以及通过花粉和种子传播的基因流动[75]。通过使用分子标记，最好是来自基因组中性区

域的分子标记（例如，未被自然选择），并从整个物种范围的不同区域筛选出大量个体，就有

可能创建该物种的基因地理分布图[76，77]。这些分布图传统上一直被用来阐明这些物种的历

史，但是在距今更近的时候，从奥克所做研究[78，79]开始，这些分布图在验证木材起源方面

的效用已经实现了。根据参考数据库提供的空间分辨率（既取决于基础遗传结构，也取决于构

建该遗传数据库的种群数量[80]），可以将具有相同遗传标记基因型的未知个体具有高度的统

计置信度分配回其遗传种群。可以根据同一原则，基于它们是一个或多个独立遗传簇的成员，

将各个体分配到其来自的物种，甚至是杂交状态。 

种群遗传学和系统地理学能够回答有关木材来源的问题。根据问题的规模以及参考数据库

固有的粒度，这些技术可用于确定原产国[82]、确定一国内部的地区[83，84]，甚至确定到具

体森林租用地的位置[85]。种群遗传学也是一个可以确定独立基因库组成部分的强大工具，可

用于将个体分配给其适当的物种库或杂交类别[81，86，87]。该应用对于确立杂交个体的法律

地位尤为重要，因为杂交个体通常不受具体物种相关贸易法的约束。 

DNA 特征分析用于个体化识别 

DNA 特征分析是一种在有机体一系列遗传位点（标记）进行基因分型的方法，以形成其

各自的遗传“指纹”。DNA 特征分析最初开发于 1980 年代[88，89]，现已成为人类法医学的

中流砥柱[90]。为法医目的开展的 DNA 特征分析旨在根据个人的 DNA 与犯罪现场的 DNA 进行

比较来促成鉴定或将个体排除在调查之外[91]。DNA 特征分析中检测的遗传位点是依据它们在

个体之间差异性大、而在群体之间分化性低而作出的理想选择。理想的标记有极高的差异性，

但是这种差异在地理结构上则并不显著[92]。然而实际上，许多遗传标记集已成功用于 DNA 特

征分析和群体遗传学。通过对一组足够广泛的代表性参考样本进行基因分型，有可能计算出一

个不相关个体具有与所涉个体完全一致的 DNA 特征图谱的理论概率。通常这种概率微乎其

微，导致 DNA 特征分析被普遍接受为稳健的证据形式。 

微卫星位点最常用于 DNA 特征分析中，然而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越来越频繁使用于人

类[93，94]。尽管每个 SNP 位点提供的信息少于单个微卫星位点，但通过包含更多位点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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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拟的效果[95]。而且，SNP 只需要较短的 DNA 模板片段就能成功扩增，使其更适合用于质

量受到削弱的样本[96]。 

原则上，用于木材鉴定的 DNA 特征分析应与人类鉴定相同。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使其

变得更为复杂。首先，人类是二倍体物种，这意味着其有两组染色体，分别来自父母。因此，

在一个位点上，一个人最多只能产生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在植物中，多倍体则更为常见

[97]，这意味着在单个个体的任何一个位点上都可能发现两个以上的等位基因，而且在许多情

况下，倍型水平尚不清楚。其次，人类的 DNA 特征分析几乎完全建立在微卫星基因分型上，

但是从木材中可能提取到的劣质 DNA 通常不适合此目的，因此首选 SNP 标记。 

DNA 特征分析可用于木材司法鉴定，以确定特定木材或木材产品中的 DNA 是否与另一木

材中的 DNA 相匹配。对于将查获自嫌疑人的材料与非法砍伐的树木建立关联而言，此项能力

可能是重要的。这项技术还为沿着供应链进行独立监管链核实提供了机会，DNA 特征分析在

其中可用于确认合法装运物的完整性且在通过供应链时不会被加入其他非法材料[98]。 

12. 获取参考材料的资源 

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开发和应用通常需要获得高质量的参考材料。对于大多数木材鉴定方

法学科而言，这些参考材料需要以木材形式出现，且与案例工作中预期收到的那些材料在特征

上相似，例如，如果可能遇到出现在贸易中的心材，科学家通常需要心材参考样本来进行法医

鉴定检测。遗传学方法可以使用其他植物组织来提取参考 DNA（例如叶子或形成层），但仍

需要对木材材料进行验证以证明这些方法在法医鉴定上的有效性。校准标准对于使用同位素分

析方法（稳定的同位素和放射性碳）开展分析是必要的。参考材料既可以从现有收藏物中获

取，也可以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来从外部获取。 

现有收藏物 

木材 

木材标本馆放置和馆藏用于科学的木材收藏物。网上可以找到世界范围内的木材标本馆列

表[99]，并在附件 9 和 15 中提供了链接。应与各个木材标本馆联系，以获取关于其标本可用

性、租借政策和流程的信息。树木年代学样本需要用到较大的完整木材横截面（也称为树干圆

盘），而此类物品不常被收集或馆藏。网上可以找到树木年代学相关研究机构的链接[100]，
应联系各个机构，以获取有关其样本可用性、租借政策和流程的信息。物种曾用的学名可视为

同义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名称仍旧与一些早期的木材馆藏标本一起出现。网上可以找到植物

名称和相关基本书目详细信息的数据库[101]。由于仅靠对木材进行成像检查通常不可能正确

鉴定到种（一般还需要例如叶子、果实和花朵等的诊断特征），因此在提供任何木材样本用于

确认物种时，考虑该确认方法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当来自同一棵树、显示出诊断特征的凭

证标本（例如，在植物标本室中存放和管理的叶子、果实和花朵，参见后面的植物材料小节）

与木材样本在一起时，可以促成最稳健的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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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材料 

植物标本馆放置和馆藏用于科学的植物收藏物（包括树）。它与木材标本馆的不同之处在

于它很少收集木材。取而代之，对于树，植物标本馆收集树枝和树叶等小型标本，理想情况下

还包含果实、花朵、树皮及其他有助于鉴定的诊断特征。可以在网上找到世界范围内现有的植

物标本馆清单[102]。应与各个植物标本馆联系，以获取有关其标本可用性、租借政策和流程

的信息。植物分类学是一个动态领域，随着新信息的发现，特定物种公认的学名可能会发生变

化。物种曾用的学名可视为同义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名称仍旧与一些早期的植物标本一起出

现。网上可以找到植物名称和相关基本书目详细信息的数据库[101]。 

同位素材料 

对于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碳分析的应用，需要参考标准来做校准，各种机构可以提供这些

校准标准[103]。 

新的收藏 

现场 

大多数现有收藏物都没有足够多的参考材料，无法稳健和及时地促进新木材司法鉴定方法

的开发，因此研究人员经常必须独立地采购额外的材料。如果这么做的时候，准确的分类学是

至关重要的。参考材料应由在现场鉴定相关分类群的专家收集（或与之合作）。在可能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已通过分类学验证的树木，例如永久性研究用地或植物园中的树木（尽管应谨慎

考虑使用植物园标本，因为可能会出现错误鉴定，并且进行解剖或来源研究时应完全避免使用

来自分类群自然分布区以外植物园的标本）。当从尚未被分类鉴定的活树上做收集时，应收集

植物凭证标本，以允许植物标本馆的分类学家在事后确认物种。如果为所有标本收集凭证是不

现实的（例如，枝叶处于树冠茂密的高处），则应通过其他方式，例如通过多种遗传学或化学

特征分析方法，用已通过分类学验证的个体来检验样本聚类，从而确认物种。 

贸易 

当用于特定分类群的参考材料匮乏时，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可从商业木材供应方获得样

本。使用这种材料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相关样本的稳健监管链不存在。这存在很高的风险，

即供应方提供的木材种类可能不是所需要的那种。无论贸易商的诚实程度如何，该风险都是巨

大的；大多数非法采伐和供应链扩充都是在零售端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人员应当考虑

到，通过购买，他们可能无意中资助了非法采伐活动，尤其对于非常高价值和/或稀有的木材

而言。 

对无法追溯到其来源点的参考材料进行使用，也会对任何依赖于该材料数据而衍生出的法

医检测的可用性带来潜在的法律挑战。意外地加入从并非来自其假定原产地的参考材料上获取

的数据，会导致衍生的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效用和可靠性站不住脚，或至少对其产生负面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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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别无选择只能从商业性供给渠道获取参考材料，应采取一些核实步骤来降低某些随之

而来的风险。应当注意这样的风险，即虽然购买到的木材物种是正确的，但其来源的地理区域

并不是广告中宣称的，这种风险在获取参考材料时尤其值得关注。开发用于鉴定地理起源的检

测时，应避免使用上述材料，除非其他已验证的方法能验证该材料的来源（例如稳定同位素或

种群遗传分析）。 

通常应遵循以下步骤： 

• 请木材解剖学专家进行检查以确定到属（以及他们可以提供的其他任何分类学信息，

例如某些情况下的确定到种）。 
• 如果有可用的序列数据，请使用 DNA 条形码检查木材的物种属性。 
• 请树木年代学家进行检查以确认每一块木材显然不是来自同一棵树（通常只有各木块

在其来源的树中彼此相邻时才可检测到，即使那样，采样的轨迹也会产生重大影

响）。在法医检测开发中包含来自同一棵树的多个样本会构成“伪重复”。  
• 如果用作种群级别特征研究的一部分，用来自同一分类群的其他经过分类验证的个体

来检查以确保各样本以预期的方式进行聚类。 
• 如果有可用的方法来确定该分类群的地理来源，请使用它来确认材料的地理来源。如

果没有，在做有关地理来源的推断或结论时，请避免使用由该样本得出的结果。 
• 进行研究时，与经过分类学验证的样本相比，应调整商业来源木材所获结果的重要性

权重。 
• 确保您的结果和后续出版物（包括提交到参考数据库的）清楚地说明了所获参考样本

的起源和后续使用的验证方法。 

13. 获取参考数据的资源 

与参考材料相反，参考数据是指在分析参考材料后所获得的结果，例如经过宏观和微观摄

像的木材、DNA 序列、化学/光谱特征图谱和同位素。在利用外部生成和分析的参考数据时，

重要的是要仔细考虑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这些结果可以追溯到经分类学验证的参考材料吗？

使用的方法是否经过同行评审和发表？实施的分析是否已得到充分解释和证明为正确？外部参

考数据的使用应遵循内部验证研究，以确定分析中获得的结果与所使用的参考数据具有可比

性。第 14 节提供了有关验证研究的更多详细信息。附件 16 中提供了可用于获取参考数据的

在线资源清单。 

14. 进行法医工作的实验室程序要求 

本节详细介绍了对从事法医案例工作的科学家的主要要求。鼓励读者也参考第三部分的第

20 节，以了解许多上述问题在法律视角下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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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案件的独特挑战 

从事法医案例工作与从事科学研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案例工作结果可能会受到的详细审

查是显著的；从事案例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可能受到批判和面临法律挑战，包括接触过证据或以

任何方式分析过数据的任何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批判通常聚焦于四个常规领域： 

• 证据物品的监管链并非完好无损。 
• 用于分析的科学是不可靠的。 
• 使用的科学是可靠的，但没有遵循采样、制备或分析所需的流程；因此，所获结果不

能准确代表所采样的总体。 
• 实验室没有采取足够的安保措施来防止交叉污染或故意的不当行为，也没有确保责任

制；因此，结果不能准确代表被采样物品。 

大多数从事木材鉴定方法研究的实验室都不是为开展案例研究而建立的法医实验室。由于

木材司法鉴定方法尚未常规化，短期内几乎无望将其在大体上纳入专用法医设施所开展的一系

列检测中。因此，目前拥有科学能力来处理木材鉴定要求的实验室有必要把所需的法医工作流

程准备到位，以符合法律要求。本节（第 14 节）剩余部分介绍了对于法医科学工作的一些基

本要求和建议。 

安全的监管链 

监管链是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任何证据材料所在地和保管人自始至终的完整记

录。该要求显而易见，绝不能以任何方式丢失或篡改样本或信息。出于法医目的，当实验室收

到样本时，不应终止监管链的路径；贯穿所有分析工作的样本跟踪是必要的。如果实验室未遵

循这些流程，会引发关于样本被其他样本交叉污染的质疑，或者暗示分析结果可能不是针对所

涉及的样本，或者样本已被更换。 

最初接收样本的实验室人员应记录（通常在实验室笔记本或专门为接收样本而指定的表格

中）样本和运输容器的状况。例如，样本容器封口是否完好或损坏。应该为每个样本分配实验

室编号，该编号可以与样本采集者分配的编号相同，也可以是实验室自己的唯一编号。当为样

本分配了不同的实验室编号时，应在同一文档中注明原始样本编号和新实验室编号，避免在分

析完成后混淆样本的出处。  

样本应以限制进入的方式保存，例如在守备严密的房间、密封的容器， 或在需要时放入上

锁的冰箱中。每当取出样本或样本的一部分做分析时，都应填写实验室监管链表格来陈述这一

事实。如果仅需要一部分样本，则应为该样本部分在实验室编号中添加一个子编号或字母，并

将其记录在实验室监管链表格中。分析结果应通过实验室编号和子编号或字母来识别。该流程

的目的是确保可以将分析结果记录回实验室收到的原始样本中。 

方法有效性验证和核实 

在开展法医鉴定检测以产生用于法庭的证据之前，该检测首先必须经过有效性验证，并且

大体上证明科学界接受该方法，经同行评审发表该方法是常见方式。有效性验证可以概括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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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一项检测得出可靠结果的能力、确定可以执行该检测所需的条件以及定义该检测的局限性。

有效性验证通常包括评估纳伪率和去真率，并通过研究相关检测的敏感性、稳定性和特异性，

以证明其可重复性、稳健性和可靠性。从已发表的学术（非法医学）文献中直接衍生出的检测

通常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额外的有效性验证研究才能获得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一旦检测的

有效性已初步得到了验证，寻求使用该检测的每个新机构随后必须核实该检测，每次流程或设

备发生较大变动时也都必须核实该检测。该核实程序通常也称为“内部有效性验证”。 

标准操作程序 

实验室对其采用的每种分析方法都要求有书面标准操作流程（SOP），它精确定义了应如

何执行检测和应如何分析和解释结果，包括考量可能的误差来源和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的条

件。一旦建立了标准操作流程，它便成为实施所有检测时都必须遵守的标准。随着时间推移，

可以修改和完善标准操作流程，但是这些变更必须仔细记录在案，并且自始至终都必须清楚每

个案例应遵循的书面标准操作流程（包括特定版本）。 

对科学证据的法律挑战通常聚焦于实验室如何严格遵守其自身的标准操作程序。例如，取

决于所采用的分析流程， 在样本用于分析之前可能必须按照特定的时间顺序对样本进行某种制

备处理。在分析木材样本之前，可能需要将其切成小块、磨成粉末或与溶液混合。案例笔记中

必须包含足够证据以表明已采取过这些步骤。同样，分析设备的校准可能是另一个需要仔细审

查的领域。如果标准操作流程

要求在使用分析设备前要清洁和/或校准设备，则必须将其记录在案。 

案例工作文档 

贯穿整个分析过程，必须记录并证实所有的法医案例工作。该文档构成法医报告的基础，

应向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庭提供，并包括以下细节： 

• 调查请求 
• 监管链（实验室内的证据接收及证据管控） 
• 采用的分析方法 
• 获得的分析结果 
• 所获结果的解释 
• 应用的特定协议 
• 实验室内涉及案件所有任何一个方面的特定人员 
• 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交流，包括电子邮件和所有通话的日志 

熟练度检测 

通过定期的熟练度检测，实验室及其工作人员可以证明其实施特定法医检测的熟练度。参

与者要对检测管理员已知的材料实施检测，并按照其常规检测未知样本的方式来陈述其发现。

如果得到正确答案，则认为参与者精通检测技术。如果得到错误答案，则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并

启动适当的教育计划，以确保其获得并保持熟练度。最可靠的熟练度检测方案是由外部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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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检测的组织实施执行。职业资格鉴定（参见后面的职业资格鉴定小节）和 ISO / IEC 17025
认证（参见后面的质量保证和认证小节）都要求熟练度检测。 

职业资格鉴定 

法医分析师职业资格鉴定在人类法医学中很普遍，也在野生动植物法医科学界内不断普

及。职业资格鉴定是能够用于判断分析师个人（独立于其属组织）适合从事法医案例工作的一

种方式。职业资格鉴定由公认的外部机构实施执行[104]。基于对申请人教育程度、熟练度、

经验、绩效、道德诚信和法医科学界内信誉等方面的评估，机构做出授予职业资格鉴定证书的

决定。 

质量保证和认证 

质量保证（QA）的概念是指使用系统和流程来控制质量并维持产品或服务的持续改进。

在实验室检测环境中，一般通过设计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QMS）来确保质量保证。质量管理

系统包括实验室使用的所有协议、标准操作流程、方法有效性验证文件和报告准则。为了进行

法医案件分析，质量管理系统的关键功能在实验室得以执行至关重要。为了证明实验室已建立

并遵循了质量管理系统，该实验室可以寻求认证，认证由外部评估机构参照许多国际标准之一

来实施。ISO / IEC 17025 标准描述了对于检测和校准实验室的能力要求，它是提供法医检测服

务的实验室在做认证时参照的主要国际标准。实验室可以用该认证来展示其监管链严格、所有

结果均经基本的方法有效性验证、有效的质量管理系统已到位。获得认证并不是提供法医证据

的法定前提条件，但通过这样做，实验室可以消除（或至少大幅减少）其证据因实验室操作不

当而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的可能性。然而，认证（例如 ISO/IEC 17025）是耗时、昂贵，且需要

许多小型野生动植物法医实验室可能无力提供的专用内部资源。 

野生动植物法医科学学会已制定了正式认证的替代方法，其形式为法医分析人员使用形态

学、解剖学、DNA 或化学方法进行植物学鉴定的《标准和准则》。《标准和准则》包括了范

围广泛的 ISO17025 标准中与开展法医案例工作相关的核心方面，从而提供了达到不同野生动

植物法医科学学科均需要的最低水平质量保证的方法。这些《标准和准则》涵盖了对于所有法

医实验室都是中心环节的实验室实践、证据处理和培训。《标准和准则》还包括对系统学、分

类学以及植物法医学专用参考收藏物的关键考量。该《标准和准则》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15. 与执法机关沟通的指南 

与执法机关的沟通一般会以侦查人员询问木材司法鉴定服务能力作为开始。执法官员会提

供一些案情以及其想要获得解答的一个或一系列法医问题（见第 1 章第 6 部分关于法医问题

的阐述方式）。执法侦查人员的动机往往不同于科学家的动机，谅解这些差异对于成功和有益

的工作关系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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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动机 

关于木材司法鉴定，执法人员主要关心的是查明有无犯罪。如果有犯罪，则获取法医证据

以支持起诉。科学上的细微差别可能有助于获取此类证据，但它一般超出了执法人员的兴趣和

专门知识范围。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适合在法庭上作为法律证据提交的科学成果对于执

法（几乎）没有价值。一般情况下，在调查开始时，一名官员会被要求提交一份正式报告以解

释调查的根本原因。同样，他们将被要求解释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证据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证据，

包括科学分析的结果。因此，侦查人员必须了解法医报告的内容。 

科学交流 

最初接触法医服务提供方的执法人员可能对所采用的方法几乎没有进行事先了解，并且可

能只受过非常初级的基础科学教育。与执法部门讨论特定专业领域时，重要的是牢记受众。一

般来说，面向高悟性外行人的那类解释是适用的。科学家应该相应地调整其交流方式。应避免

使用技术行话、缩略词及执法人员以前不太可能遇到的其他特定领域术语。任何新术语都应仔

细解释。如果向执法部门提供常规的法医服务，各组织应考虑提供可供执法机构使用的解释性

材料，以便执法人员在必要时熟悉重要概念。 

确认法医问题 

所有木材司法鉴定要求可分为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信息需求: 

• 证据所属的属（或者更高分类阶元鉴定） 
• 证据所属的种 
• 证据的地理来源 
• 证据的树龄 
• 证据来自于谁 

此外，法医问题可以被分为全面鉴定类问题或核实类问题这两类。前者要求关于证据确切

性质的信息，后者要求关于证据是否符合某一具体要求或查询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微妙但很

重要的差异，它可能会对得出期望答案所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产生影响。因为进一步全面鉴定

的要求属于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大多数法医问题最初将侧重于核实。 

例如，如果海关截停一批装运物中含有申报为阔叶黄檀（Dalbergia latifolia）的木材，但

认为该木材可能是 CITES 所列物种巴西黑黄檀（Dalbergia nigra），那么海关即刻要问的就是一

个物种核实问题。核实可以用两种方式表达: 

1) 该证据是巴西黑黄檀（Dalbergia nigra）吗？如果是，就发生了 CITES 违约行为。 
2) 该证据是阔叶黄檀（Dalbergia latifolia）吗？如果是，这批货物就是正常的。 

如果在两种方式下证据均未被核实为所询问的物种，侦查人员可以选择进一步核实证据

（例如，证据是 CITES 所列黄檀属 Dalbergia 其他物种之一吗？）或进行完全鉴定（证据是什

么物种？），或者如果侦查人员认为无需更多信息，就可以选择结案而不再获取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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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案件中，一般先初步通过木材解剖分析来实现确定到属（或更高的分类阶元），是

首要需求，因为需要输入这一信息才能应用大多数其他的方法。 

与官员沟通时，共同的目标应该是确定哪些问题适用于本案、哪些答案（如果有）可由特

殊的专业方法来提供。理想情况下，调查人员已经事先独立阐述了这些问题，但如果不是这

样，就必须通过讨论官员在案件中待验证的假设来首先澄清这些问题。 

有法律效力的预期 

第 1 章第 10 部分（与木材鉴定服务供应方沟通）有一份建议的问题清单，供执法部门在

潜在法医服务供应方提供服务之前来询问该供应方。该问题清单旨在解决木材鉴定服务的法医

学要求，以确保执法部门和科学提供者都了解证据提供方面的与法律有关的预期。问题集中在: 

• 分析人员以往的法医经验 
• 方法的有效性 
• 监管链的管控 
• 具备且遵照标准操作流程 
• 形成法医报告 
• 分析人员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的适宜性及意愿 

重要的是，科学家也应考虑这一清单（第 1 章第 10 部分），以确定其分析对执法目的的

适用性和适宜性。 

对预期工作进行管理 

在安排实施一项分析前，应商定以下几个重点，确保双方了解对于它们有那些要求，以促

成有用的结果。 

• 成本：分析将花费执法机构多少成本，包括任何杂费？预期成本范围见附件 8，但个别

的一些实验室可能不符合这些平均值。 
• 时间：分析需要多长时间？预计官员什么时候能收到其结果？预期时间范围见附件 8，

但个别的一些实验室可能不符合这些平均值。 
• 取样：需要多大的样本尺寸？会采用破坏性试验吗？ 
• 物流：官员应如何将样本运送至实验室？考虑与所在司法管辖区相关的适当的生物安

全要求。. 
• 后续分析：如果需要使用多种木材鉴定方法来回答整套法医问题（例如，木材解剖用

于确定到属，然后 DNA 条形码用于确定到种），组织后续分析的安排是什么？谁来负

责寄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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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科学结果交流指南 

对与法医证据有关的科学数据做出解释是将实验室分析联系到调查问题的过程。至关重要

的是科学家必须向执法人员、律师和司法部门清楚地传达其研究结果的意义和相关性。在解释

所有检测的结果时应适用几个原则，以确保沟通清楚，并将沟通不良或误解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些原则包括： 

• 避免“检察官的谬误”。科学家应该限制他们对结果的解释，只评论在不同情况下的

证据强度，而不是在给定证据时评论特定情况的可能性（有罪或无罪）。以后者方式

而不是前者方式进行评论，通常被称为“检察官的谬误”，它可以相当微妙，但对正

确应用法医证据至关重要。全面的讨论请参考 Evett 和 Weir 的论文[105]. 
• 持续尝试在各种选择性主张下对证据进行评估。这有助于确保科学家以采用不带偏见

的方式对结果做出解释。侦查人员通常会将某个主张引向其所描述的情景，该主张被

称为“起诉假设”。例如，侦查人员问：“这是棱柱木属（Gonystylus）的木材吗？”

适当的起诉假设是：“木材来自棱柱木属（Gonystylus）的一棵树。”在本案中，另一

个被称为“辩护假设”的选择性主张是：“木材来自另一个属的一棵树。”科学家要

起的作用是评估在各种选择性主张下观察到法医证据的概率[105-107]。 
• 对结果的解释必须遵循起诉国法律制度所接受的方法至为重要。普遍接受的方法是用

似然比的形式来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直接比较控辩假设下观察到证据的可能性。需

要谨慎解释似然比，但 DNA 证据可以产生很高的似然比。在某些国家，证据可以用匹

配概率来展示（即，这种特征图谱出现于总体的 1/X），而不是使用似然比。 
• 用于交流结果的语言应无歧义、简洁，不得延申到所选科学方法的范围以外。未能正

确展示的法医证据通常会被法庭否决。 
• 结论应该清晰、保守、措辞谨慎。对结果做出解释后，科学家常被要求陈述其结论。

结论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结论不能超出分析所支持的内容。虽然结论陈述会有

相当大的变化，但所有陈述都应该是保守的，并清楚地说明最终结果。 

对于本《指南》虑及的每一种木材司法鉴定科学方法，考虑到采用该方法的预期目的，下

面给出了明确而简明的结论示例。请注意法医报告方式在各国间会有差异，为执法部门提供分

析结果的科学家应始终参考相关的国家标准。 

属鉴定（木材解剖） 

证物 X 的解剖特征是黄檀属（Dalbergia）所特有的。证物通过观察宏观和微观解剖特征并

对比参考材料得以鉴定。观察到的特征均不与结论相矛盾。 

属鉴定（DNA 条形码方法） 

从证物 X 获得的 DNA 序列是棱柱木属（Gonystylus）中发现的变体所特有的。本报告中所

鉴定的序列与所鉴定的属的同源性程度高于该序列与任何其他属已报告序列的同源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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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鉴定（质谱法） 

将从证物 X 获取的质谱结果与八种不同黄檀属（Dalbergia）物种及六种外观相似物种等一

大批物种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无法区分证物 X 与黄檀属（Dalbergia）其他成员。 

属鉴定（近红外光谱法） 

从经过植物学方法鉴定的桃花心木属（Swietenia）所有物种和 6 个外观相似的物种（西班

牙柏木（Cedrela odorata）、轴状独蕊木（Erisma uncinatum）、钩叶桉属（Micropholys 
melinoniana）、圭亚那栋树（Carapa guianensis）、巨桉（Eucalyptus grandis）、孪叶豆

（Hymenaea courbaril））材料中获得各物种的近红外光谱，从来自不同树木的至少 20 个样本

（每份样本取 3 份光谱）获得证物 X 的近红外光谱，对比这些近红外光谱的化学计量分析结

果，确认了证物 X 可辨识为桃花心木属（Swietenia）。 

物种鉴定（质谱法） 

将证物 X 的质谱结果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一大批黄檀属（Dalbergia）物种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无法区分证物 X 与交趾黄檀（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物种鉴定（近红外光谱法） 

从经过植物学方法鉴定的大叶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和六个相似的树种（西

班牙柏木（Cedrela odorata）、轴状独蕊木（Erisma uncinatum）、钩叶桉属（Micropholys 
melinoniana）、圭亚那栋树（Carapa guianensis）、巨桉（Eucalyptus grandis）、孪叶豆

（Hymenaea courbaril））材料中获得各物种的近红外光谱，从来自不同树木的至少 20 个样本

（每份样本取 3 份光谱）获得证物 X 的近红外光谱，对比这些近红外光谱的化学计量分析结

果，确认了证物 X 可以辨识为大叶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 

物种鉴定（DNA 条形码方法） 

从证物 X 获得的 DNA 序列是南洋棱柱木（Gonystylus bancanus）中发现的变体所特有的。

本报告中所鉴定的序列与所鉴定的物种的同源性程度高于该序列与任何其他物种已报告序列的

同源性程度。 

地理种源鉴定（树木年代学） 

利用经典的树轮年代学工具和方法，确定了证物 X 是 A 地区被砍伐的危地马拉冷杉

（Abies guatemalensis），这一结论通过将证物 X 的年轮序列与不同地区已有的一些参考树轮

年表相匹配而得出的。这些参考树轮年表是从国际树轮数据库（ITRDB）中提取出来的，或发

表在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请见在报告附件中列出的出版物）。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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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证物 X 树轮序列与区域 A 参考年表之间匹配度的数学变量以 95%的概率确认了证物 X
的起源。 

或者 

描述证物 X 中树轮序列与区域 A 参考年表及区域 B 参考年表之间匹配度的数学变量显

示，区域 A 的变量值显著高于区域 B 的变量值。变量以 95%的概率确认匹配了证物树轮序

列，仅对于区域 A 成立。 

地理来源鉴定（质谱法） 

将各质谱分析结果与一大批来自分布区各区域的黄檀属（Dalbergia）物种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无法区分证物 X 与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黄檀属（Dalbergia）物种。 

地理来源鉴定（稳定同位素） 

将各质谱分析结果与一大批来自分布区各区域的黄檀属（Dalbergia）物种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无法区分证物 X 与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黄檀属（Dalbergia）物种。 

地理来源鉴定（群体遗传学/系统地理学） 

证实来源声明 

假设证物来源树生长于区域 A，那么证物 X 所获 DNA 特征图谱的遇见率会 Y 倍高于假设

证物来源树生长于区域 B 的情况。 

以及 

证物 X 所获 DNA 特征图谱以大于 95%的概率排除了其来源树生长于区域 B 的情况。 

在没有来源声明的情况下鉴定来源 

从有可用对比数据的所有地理位置所获 DNA 特征图谱并进行比较，发现证物 X 所获 DNA
特征图谱与位置 A 所获 DNA 特征图谱最为相似，且没有显著差异。在被告没有对证物声明物

种地理来源的情况下，可得出结论，如证物来自 A 地点，观察到 DNA 证据的概率是最高的。 

以及 

证物 X 所获 DNA 特征图谱以大于 95%的概率排除了其来源树生长于其他任何有可用对比

数据的位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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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龄测定（树木年代学） 

相对树龄 

利用树轮年代学的经典工具和方法，确定证物 X 危地马拉冷杉（Abies guatemalensis）的

年轮数为 Y。得出的结论是，在砍伐时，证物 X 的来源树龄至少为 Z 岁。真实年龄为 Z 加上树

木生长到证物 X 被取位置的高度所需的年数。 

绝对树龄 

利用树木年代学的经典工具和方法，我们确定危地马拉冷杉（Abies guatemalensis）证物

X 最近形成的树轮可以追溯到 A 年。因为样本包括树皮，这意味着证物 X 所来源的树木是在 A
年被砍伐的。该日期是通过将证物 X 的树轮序列与现有关于同一地区同一树种的参考树轮年表

相匹配后得出的，可以从国际树轮数据库（ITRDB）或发表在同行审阅期刊上数据来获取，和/
或对照为证物 X 来源森林中同一物种（树桩）构建的树木年轮年表。描述证物 X 树轮序列与

参考年表匹配率的数学变量以 95%的概率确定了采伐年份。 

树龄测定（放射性碳） 

放射性核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证物 X 所来源的树在 1952 年后一直存活。最可能砍伐的年

份显示为（1980-1985 年），可信度为 95%。 

个体化识别（树木年代学） 

通过比较生长增量宽度、生长增量轮廓和心材-边材过渡情况，分析样本 W、X、Y 和 Z，
以确定它们是否来自同一棵树。样本 W 和 Y 测量值是协调的，这表明它们来自同一个亲本

树。更具体地说，样本 Y 是从样本 W 的（左）侧切下的板，表示从树皮向内计数第 17 到 79
区生长增量。样本 X 和 Z 彼此不匹配，且都与样本 W 和 Y 不匹配。 

17. 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的指南 

如果分析人员提供的法医证据最终走上法庭，该分析人员很可能会被要求出庭作证。如果

需要作证，检察官将向分析人员提供针对特定司法管辖权的具体预备资料。相应的，辩护团队

也可能使用了科学服务，辩护团队同样应当为分析人员出庭做准备。作为一般指南，应当考虑

以下原则： 

专家证人与事实证人 

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提供法医专家知识的分析人员被视为专家证人。专家证人与事实证

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区别在于专家证人被允许在其作为专家的事项上发表意见。一般来说，

专家证人必须向法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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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证人发表的意见是与其专业知识领域相关的 
• 专家证人通过特殊训练、研究和/或经历积累，成为领域专家 
• 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是基于法庭所采信的事实的 
• 专家基于上述事实形成意见的方式 

专家证人的公正性 

虽然很可能将由执法部门和检方法律团队来使用科学服务，但分析人员必须时刻记住他们

自己并不代表检方（或辩护方，如果辩护团队使用科学服务）。分析人员不是特定方诉求的辩

护人，必须保持完全公正。分析人员的责任仅限于所提供科学证据的真实性。如果专家证人可

以被证明有偏见或被定性为辩护人而不是公正的证人，其证词效力可能会受到损害，在某些情

况下，他们的证词会被视为不可受理而被驳回。 

专家证人的可靠性 

在试图使专家证人证词不可信的过程中，反方律师往往会针对专家证人的私人生活，寻求

证明其偏见、鼓吹、不诚实、判断力差或犯罪行为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涉及到他们可能

必须在法庭上回答的潜在问题时，分析人员生活中没有哪个领域是超过讨论范围内的；任何公

开可用的信息，包括社交媒体简介和个人网站，都可以用来为提问提供信息。理想情况下，在

任何法医检验开始之前，应与执法部门协商确定分析人员作为专家证人的适宜性。 

 

 



 

第三部分 法庭上的木材司法鉴定证据：执法人员， 
检察官和司法人员的信息 

本《指南》第三部分面向执法、检察官和司法机关，聚焦于准备起诉非法木材案件时的适

当考量。一线执法人员和科学家可能也对这些信息的兴趣，他们希望更好地了解其所做工作的

法律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做。第三部分概述了现有的各种法医鉴定方法，并涵盖了关键的法医鉴

定要求。讨论了使用木材司法鉴定服务的具体法律问题，并提供了一份最终的检查清单。 

18. 木材鉴定技术概述及相关考量 

本节简要介绍了每种可用的法医鉴定方法，并展示了使用此类证据时的具体考量。关于哪

些法医鉴定方法可能可以对具体的鉴定问题产生效果，见附件 8。 

木材解剖学 

这种识别方法基于对宏观和微观特征的视觉感知和识别，这些特征对木材的特定属（偶尔

是特定种）有诊断意义。通过比较木材的各种木质特性并将这些特性与已建立的参考材料进行

比较，可以廉价地开展鉴定到属。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木材解剖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该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对木材可靠地鉴定到属，偶尔也可以鉴定到种 
• 该技术无法确定木材的来源，除非由于该属木材地理分布有限 
• 该技术不能确定木材的具体个体或树龄 

树木年代学 

以树木年代学方法开展的鉴定基于对大多数温带树种和一些热带树种的周期性生长年轮进

行检查。通过将样本的树轮序列与来自特定区域的参考年表进行比较，可以确定其模式是否与

特定区域一致。也可以通过计算树的年轮来确定树的最小年龄；如果树皮和最外层年轮存在，

则可以确定树木何时被砍伐。不同木材表面之间树轮图案的比较也可用于识别个体，也就是，

原木及其相关树桩上的图案可以正匹配。然而，由于树轮宽度的可变性，很少使用这种个体识

别方法。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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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树木年代学专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该技术仅适用于会形成生长轮的木材 
• 只能确定树木来源与已编制年表的特定地区相一致（或不一致）；不能排除其他未编

制年表的地区 
• 在估计采伐日期时，树皮损失、木材腐烂和树木濒死期间没有形成年轮等因素会影响

结果的精度和/或准确性 
• 只能对原本在立木中彼此相邻的的两份待匹配木材（例如树桩和原木）做出有把握的

个体识别 

质谱分析法 

这种木材鉴定方法对在心材形成过程中沉积的萃取物进行特征化，用质谱来产生化学特征

图谱或指纹。特征图谱的统计分析经优化后可以把分类学上相关的个体聚类一起。质谱法将化

合物离子化以产生带电分子，并测量其质荷比。取决于出现在木材样本中的萃取物的自然变

异，可做不同程度的鉴定，包括属、种和来源。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化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该技术只适用于那些待研究群体间萃取物诊断差异可探测的分类群，该技术可能更适

用于芳香木 
• 鉴定到属的方法仅限于每个属内用作参照材料的那些物种 

近红外光谱 

近红外光谱（NIRS）用来测量材料暴露在近红外电磁能下的吸收光谱，并给出木材化学和

物理结构衍生的信息。原始的光谱输出很少直接提供有用信息，它必须与适当的多元分析结合

使用，以获得有意义的结果。近红外光谱可以区分不同属的个体、同一属内的不同物种以及不

同地区的同一物种。 

一些考量： 

• 基础模型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化学家来开发 
• 模型开发后，该方法必须由经过培训的分析师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鉴定到属的方法仅限于每个属内用作参照材料的那些物种 
• 对于未知样本的任何给定光谱输出，近红外光谱只能确定其在预先确定组中最匹配的

一个参考集，例如潜在物种。因此，如果物种正确但却不是模型的一部分，则无法将

其正确鉴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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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 

由树木合成的化合物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其原始组成元素。元素通常有多种天然存在的同位

素，通过观察这些同位素在给定区域的相对数量比率，通常可以确定该位置的同位素“指

纹”。结合多种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提高同位素特征的空间粒度。稳定同位素分析是一种技

术，可用于回答有关样本是否来自特定区域的具体合规问题。它可能提供可靠证据证明一个地

理区域是样本来源地，或者可能排除一个地理区域作为样本来源或起源。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化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多同位素检测可大大提高在来源研究中使用同位素的预测能力 
• 样本的分配基于最近邻原则，它是指具有相似同位素特征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同一产地 
• 分配不是连续的，对于来自某些区域的参考材料，其有组织采样活动很少或不存在

（因此，在进行全面取样之前，某些区域是有统计惰性的） 
• 为一个物种获取的稳定同位素识别标志在用于鉴定另一个物种的地理来源时的效用尚

未确定 
• 由于随时间推移而在环境过程和生理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从不同的老化组织中可以分

别测量出稳定同位素，可能提供不同的结果 

放射性碳 

放射性碳断代法可用于测定木材的年龄。通过测量碳同位素比值并与已知标准进行比较，

可以计算出有机物质的“放射性碳年龄”。如果有就木材年龄做出的主张，这种分析可以用来

支持或反驳该主张。可能需要两个来自不同老化组织（如生长轮）的样本，才能有把握地测定

年龄。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木材的放射性碳分析将产生被测组织年龄的年份范围；一般来说，该组织的生长年份

处在被测定的年份范围内的概率为 95% 
• 由于树种可以存活几十到几百年，树木被检查分析的部分将对由此产生的年龄测定产

生很大影响；靠近树木中心（髓部）的样本将是最老的；只有从树干最外层的组织中

提取的木组织才能反映出树木接近砍伐日期的年龄 

DNA 条形码 

与几乎所有的生物材料一样，木材中含有 DNA，可以对其恢复和分析以辅助鉴定。DNA
条形码建立于特定基因区域表现充分遗传变异可以区分类群的前提下。目前，两个叶绿体基因

区域，成熟酶 K（matK）和核酮糖二磷酸羧化酶（rbcL），是植物的标准标记；然而，它们只

能区分大约 70%的植物，并且通常需要局部条形码（附加基因区域）来促成确定到种。一旦从

木材中提取 DNA 并扩增出合适的条形码位点，得到的 DNA 序列将与参考序列数据库相匹配，

以推断证据样本的分类学来源。 

 



木材司法鉴定最佳实践指南 
 
４８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生物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木材中的 DNA 通常被降解，长基因区域的扩增是一个挑战 
• 与任何物种鉴定一样，应将序列与已知凭证样本的序列进行比较 
• 需要确定用于比较的参考数据的真实性 
• 由于物种内的序列变异，证据物品的 DNA 序列可能与该物种的参考序列不同，但不排

除其属于该物种。类似地，在更高度保守的基因区域中，证据物品的 DNA 序列可能与

特定物种的参考序列相同，但却获取于一个密切相关但不相同的物种。这些情况下，

必须考虑证据序列和不同候选参考序列之间的相对差异水平 

种群遗传学与系统地理学 

从单个木材样本中可以产生一份由多个 DNA 标记的测量值组成的 DNA 特征图谱。通过将

该 DNA 特征图谱与来自同一物种个体的地理参考 DNA 特征图谱数据库进行比较，然后可以将

该 DNA 特征图谱分配给可能的地理来源。由数据分析来估算 DNA 特征图谱的地理来源。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生物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样本的 DNA 特征图谱必须用与参考数据库中 DNA 特征图谱相同的标记来分型 
• 在各实验室之间进行分析时，需要对所有位点的等位基因调用进行校准，以确保各实

验室之间的等位基因调用是完全一致的 
• 样本的分配基于 DNA 特征图谱在不同地点上的差异；它不考虑任何政治（国家）边界 
• 分配结果不是绝对的，而是以可用数据给出的最佳估计 

DNA 特征分析用于个体化识别 

从单个木材样本中可以产生一份由多个 DNA 标记的测量值组成的 DNA 特征图谱。可以计算出

两棵树携带相同 DNA 特征图谱的概率。该概率应该是极低的，除非其中一颗树是以克隆方式

栽培的。因此，DNA 特征图谱可用于将木材样本与被盗伐后的木桩进行匹配。数出不同的

DNA 特征图谱可知制造诸如许多已加工的木材产品的树木最小数量。 

一些考量： 

• 该技术必须由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生物学家按照标准化协议来实施 
• 匹配 DNA 特征图谱相关证据的强度，和特征图谱来自同一棵树的概率与特征图谱来自

不同树并随机匹配的概率之间的比率相关。该比率越高，证明真实匹配的证据就越强 
• 与无亲缘的两棵树相比，近亲缘的两棵树有更大可能性共享 DNA 特征图谱。在匹配个

体样本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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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键法医要求概述 

作为本节以及后面第 20 节的序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每个司法管辖区中，程序性规

定、证据限制性规则和基础要求会有所不同。虽然某些总体考量很可能跨过司法管辖区边界后

还能适用，但不同法律制度和传统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是不能否认的。因此，检察官必须与将

引进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司法管辖区的有关法律部门核实该司法管辖区对关键的法医、证据和程

序要求的具体规定。 

重要的是，检察官和司法部门应了解对于法庭可接受的法医证据的要求，以及与这些要求

有关的一些关键概念。 

为了让法医证据被接受，检察官必须证明： 

• 证据是被合法查获的（查获权） 
• 审判时的证据与最初查获的证据相同，并对于讨论中的材料具有代表性（监管链和采

样方案） 
• 证据在检验时与被查获时的状况基本相同（监管链） 
• 证据就是控方或辩方所说的那份证据（法医分析） 

查获权，先前在第一部分中讨论过，通常是一个由法官在审判前决定的法律问题。为了使

法医证据被接受，控方必须证明证据是合法获得的。 

如果要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不是唯一的（例如木材），或者证据的相关性取决于查获后的

分析，则需要提供监管链证明。证明监管链是适当的需要三个类型的证据：（1）一件证据与

其声称情况一致的证据，（2）每一个曾持有过证据的人从证据被查获之时起一直连续拥有证

据，直至将其提交法庭的证据，以及（3）每一个曾持有过证据的人所作的证言，证明该特定

证据自该人管有之时起，直至该人将该证据交由另一人保管为止，基本上保持相同的状况（例

如，证言证明该证据是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在该地方除证据保管人外无人有权进入）。 

在某些情况下，将所有证据提交给实验室分析是不现实的（例如，大宗木材装运物）。在

这些情况下，应采用采样方案以确保所收集的样本能代表讨论中的证据。（有关采样方案的更

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5、6 和 7 节） 

20. 合法性考量 

司法机关作为审判时提出证据的“守门人”，确定证据是否可接受。在评估起诉案件时，

应考虑以下有关证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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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方案 
在许多情况下，执法部门要求对一批装运物内的所有物品进行法医检验是不现实的。 取而

代之的是，根据采样方案选择装运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分析。 

在评估采样方案的适宜性时，问题在于是否合理地尝试过获取能代表采样对象的样本。在

回答这个问题时，法院将考虑以下问题： 

• 在当时所处情况下，该计划合理吗？ 
• 是否存在一个科学界已认可和接受的木材采样方案既定协议？ 
• 已使用的采样方案是否符合公认的采样方案？ 
• 如果没有公认的采样方案，已使用的采样方案是否遵循逻辑流程？ 

在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情景下，有诚意的努力比采样数量上的一些随机性更为重要。例

如，在为一堆木板制定取样方案时，应从每一组不同尺寸、外观和/或装载位置的木材中取

样。采样方案不应显露出旨在错误描述木材装运物内被采样物品特征的主观故意迹象。见第一

部分第 5、6、7 节，以获取有关实施采样方案的进一步信息。 

采样协议 

采样协议是为确保证据收集方式不会污染或以其他方式玷污所收集样本而安排到位的流

程。换言之，从原始装运物中提取物理样本的程序是否为准确检测材料创造了机会？或者，用

来获取样本的方法会歪曲后续的分析吗？ 

取样流程的挑战常常聚焦于所使用的取样协议对于后续实验室鉴定方法的适用程度。应始

终遵循基本的交叉污染预防流程。在一些国家，如果采样未能遵循公认的采样协议，法院可能

会拒绝由此形成的全部证据。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未遵循采样协议并不会影响证据的可接受

性、但会影响证据的权重。这意味着可以引入证据，但是事实审理官可能会认为该证据不太有

说服力（关于采样议定的进一步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7节）。 

样本装运 

从现场到实验室的样本运输是另一个可以接受合法性审查的领域。简言之，到达实验室的

样本是否与在犯罪现场获得的样本相同？强烈建议，采集的任何样本都应清楚地标明唯一的编

号、放在密封袋中、安全地储存。在储存和装运期间，样本应始终随附监管链表格副本（有关

样本装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一部分第 7节）。 

监管链 

贯穿整个分析过程，必须记录并证实所有的法医案例工

作。 该文档构成随后法医报告的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提供给法院和辩方。它应当包括以下

细节： 

• 调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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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链（实验室的证据接收和控制） 
• 分析方法 
• 分析结果 
• 结果解释 
• 所使用的协议 
• 所涉及的人员 

对于实验室分析结果可接受性的法律挑战都大多源于未能记录所使用的程序，而不是分析

结果本身。因此检察官应尽可能早地审查法医案卷， 以确定可能影响实验室分析结果可接受性

的任何问题。 

有关监管链符合规则的证明是需要被记录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与任何其他证据的保管一

样，样本的保管在任何调查中都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可以作为谁何时保管什么的证明。有

关监管链符合规则的证明是在法庭上接受证据的先决条件。监管链表格的示例见附件 13。 

应当为收集的每一个样本都提供监管链证明以作为证据。该证明要求对如何收集证据进行

仔细的、按时间顺序的记录，以确立证据与涉嫌罪行的关联。这包括记录其收集、保管、控制

、转移、分析和处置的所有细节。从法医程序的开始到结束，能够演示

为确保证据从犯罪现场到法庭审判室的可追溯性和连续性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至关重要。 

有关监管链符合规则的证明文件始于第一个在现场采集样本的人。此后每次转移样本时，

应记录日期、时间以及证据物品转移者和接收者的名字（通常是签名或全名首字母）。 监管

链表格应对从现场收集的每个样本的保管情况做好运转记录，确保样本始终处于指定人员的控

制之下并始终处于安全位置，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变更、篡改或丢失。监管链的证明还要求，贯

穿所有实验室检测流程，对实验室接收和保存的每个样本进行跟踪和记录。 

在审查实验室案卷时，律师应考虑以下监管链问题： 

• 在样本到达检验场所时是否正确地做了记录，包括样本

状态的详细情况以及封印是否存在/ 完整？ 
• 如果为证据指定了唯一的实验室编号，样本是否能够可靠地追溯到负责收集原始证据

的机构为其分配的原始样本编号？ 
• 所有子样本都能可靠地追溯到原始证据吗？ 
• 在实验室对证据进行分析时，能否表明样本储存始终安全？ 

分析流程 

分析所依据科学前提的可靠性2是实验室分析结果可用

性所面临的法律挑战之一。 例如， 对于得出样本是某种木材的结论，微观木材解剖鉴定是可靠

方法吗？根据司法管辖权的不同，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一些问题，包括： 

• 分析程序是否已经整理成为有条理的行为规范？ 

2
在一些国家，用于鉴定物质的分析方法由适当的监督政府机构引用或列入条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这样的木材鉴定要求。但是，重要的是，要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已经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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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科学界是否接受这种程序方法？ 
• 结果是否能够重复？ 
• 该方法在相应情况下是否合理？ 
• 误差幅度有多大？ 
• 方法是否被误用？（比如，该科学方法可以可靠地鉴定到属，但不能鉴定到种） 

在普通法管辖区，这一挑战通常被视为一个法律问题。因此，通常会在初步程序中被提

出，并由法院而不是陪审团决定。如果证词和口头辩论是证据的一部分，则可以在听证会上确

定，也可以仅通过提交文件来确定。检察官应尽早在内部向侦查团队提出这一问题，并提前准

备查明和引入专家证人、宣誓书和/或出版物等适当证明，以展现所使用的分析程序是准确和

可靠的。 

实验室操作流程及质量保证 

对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可用性提出质疑的另一个依据就是进行检测的条件以及实验室是否遵

循了自己的流程。 

质量保证（QA）的概念是指使用系统和流程来控制质量并维持产品或服务的持续改进。质

量保证一般通过设计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QMS）来确保。质量管理系统包括实验室使用的所

有协议、标准操作流程、方法有效性验证文件和报告准则。 

为了证明实验室已建立并遵循了质量管理系统，该实验室可以寻求认证，认证由外部评估

机构参照许多国际标准之一来实施。ISO / IEC 17025标准描述了对于检测和校准实验室的能

力要求，它是提供法医检测服务的实验室在做认证时参照的主要国际标准。然而，认证耗时、

昂贵、且需要许多小型野生动植物法医实验室可能无力提供的专用内部资源。野生动植物法医

科学学会已制定了正式认证的替代方法，其形式是法医分析人员使用形态学、解剖学、DNA或

化学方法进行植物学鉴定的《标准和准则》（野生动植物法医科学学会植物法医鉴定《标准和

指南》请见 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无论认证状态如何，实验室都应该为其采用的每种分析方法制定书面标准操作流程

（SOP），对实验室流程的大多数法律挑战将聚焦于这一领域。 

在审查实验室案卷时，律师应考虑以下标准操作程序问题： 

• 对运用于证据的检测方法，标准操作流程（SOP）是否存在精确定义应如何执行检测和

应如何分析和解释结果的标准操作程序？包括考量可能的误差来源和可能影响结果准

确性的条件。 

• 试验方法在使用前是否经过有效性验证，有效性验证协议和报告是否可供检查？理想

情况下，在用于法医分析和获得正式认可之前，检测方法应在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

上发表。 

• 分析前是否采取了所有样本所需的制备步骤（例如，将木材样本磨成粉末，与缓冲溶

液混合等）？ 

 

http://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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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是否得到适当维护（例如，校准和清洁计划是否得到遵守和记

录）？ 

实验室未必会为用于特定分析的特定取样方法或流程做认证，辩方可能会利用未经认证的

情况来辩称分析不可靠，不应被接纳为证据。实验室认证可能是一项昂贵的事务；因此在大多

数情况下，实验室只获得了其常规分析程序的认证。为各种流程做大范围认证的实验室数量非

常少。 

交叉质证通常针对于实验室采用的未获认证的流程。这是相关的，因为许多木材鉴定流程

是相对较新的，尚未被常规应用因而也得不到认证。然而，只要遵循了特定分析所需的适当流

程，缺乏认证不应对案件造成致命影响；它只是对分析结果准确性提出的另一方面质疑。 

使用流程类比是可能反驳“使用未经认可流程是无效的”论点的一种方法。例如，木材分

析流程（或其中的一部分）可能相似于一种实验室内已经经认证的可比类型分析试验所用的流

程。因此，其基础科学并非全新，只是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而已。在提出新的分析程序时，通

常有一些因素有助于确立可靠性，而提供此类证据应足以回答大多数可接受性问题，这类问题

基于对可靠性提出科学质疑。建立可靠性的有用信息可能包括： 

• 同行评审的证据 

• 已知错误率的证据 

• 结果再现性的证据 

在司法程序中展示实验室分析结果 

在满足了采样和分析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等基本要求后，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解

释和表述的问题。最终，需要向事实审理官（法官和/或陪审团）解释或说明实验室分析的结

果。这就需要有一个“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就结果运用于案件事实时的显著性发表其意见。 

在审判中，大多数证人都是“事实”证人，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就自己的经历或观察提供证

词。另一方面，专家证人则允许就虽然可能没有直接经历，但根据培训、技能、教育或经验有

资格进行解释的事实发表专业意见来作证。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在被允许发表意见之前，证

人必须先获得专家证人资格。可通过关于证人背景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确立证人是否有资格

成为专家证人。 

对科学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质证的最常见方面之一是证人意见的确定性程度。大多数科学家

不以百分之百的准确度来谈论科学结果。他们习惯于处理确定性程度和误差幅度。然而，在审

判中，准确度和确定性是衡量所有证据的标准。证人对自己的证词越不确定，就越有可能受到

质疑和挑战。因此，在为审判做准备时，律师和科学家花些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不可或缺。通常

情况下，双方都可以就证据的提交方式达成双方都能感到满意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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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法医证据时的注意事项清单 

• 证据是否系合法获得？ 
• 证据是否系根据适当的采样方案收集？ 
• 是否保持并记录了符合规定的样本监管链？ 
• 分析检测是否根据适当的实验室标准操作流程进行？ 
• 是否保存了全面的法医案卷？ 
• 所用的检测是否适于达成目的，是否经主管部门批准？ 
• 检测是否由受过该类检测充分培训且对该类检测经验丰富的称职人员实施？ 
• 是否考虑过对于数据的各种替代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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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国际合作 

木材非法贸易超越国界，其跨国性质使共同和协调的全球反应成为必需。为确保恰当地识

别、调查、起诉森林犯罪，需要开展跨界合作。不仅需要法律部门内部和科学界内部的国际合

作，而且还需要法律界和科学界之间的国际合作。 

图 5.国际合作利益相关方 

图 5 说明了有可能吸引到许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有效的国际合作，并有助于了解行动人和专

家知识领域的互补性，以及合作的复杂性和必要性。 

制定本《指南》的目标是提供支撑以达成一种标准化方法，该方法将强调并促进国际合作

以应对在全球层面解决木材非法贸易所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涵盖了相关的国际法律框架，这

些框架构成了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也在世界范围构成了打击跨国组织犯罪而开展监管、沟通交

流、信息交换和相互援助的基础。第四部分概述了在国际上增进法律界与科学界之间合作、交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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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协作的一些利益、挑战和机遇。此外，提供了有关网络、机构和工具的信息，可供寻求从

另一个国家获得法律或科学援助的国家和个人使用。 

21. 国际法律框架 

对于国际司法合作或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而言，从另一国寻求援助时，需要能为之提

供法律依据的国内或国际框架。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有可用的国内法，详细规定了刑事司法互

助的要求和机制。以一般执法问题或与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有关的更具体的目的，可以缔结

双边协定。取决于其适用条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等国际文书可以提供协助。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保护濒危动植物的多边条约。CITES 共

有 182 个缔约方，通过规范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它仍是世界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力的工

具之一。CITES 对 35000 多种动植物的国际贸易进行管制，包括其产品和衍生物，通过严格管

制合法贸易和打击非法贸易，确保物种在野外存续。给予一个物种的监测程度和保护强度取决

于该物种是否列于 CITES 附录 I、II 或 III。附录 I 所列物种通常被禁止贸易，而附录 II 则

受制于各种管控以及对物种在野外可持续性的判定，附录 III所列的是 CITES 缔约方请求其他

国家协助监测来自该国的物种贸易。 

虽然 CITES 对缔约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并不能取代各国国内法。更确切地说，它提供

了一个每个缔约方都要维护的框架，缔约方必须通过国内立法来确保 CITES在国家层面得到执

行。为处理缔约方的违规行为，CITES 已经制定了一些战略，其中最严重的是 CITES 常委会提

出的暂停贸易的建议。 

CITES 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或确定负责管理和履行 CITES 义务的国家机构。第九条

第 1 款（a）规定，每个 CITES 缔约方均须指定一个负责 CITES 的国家管理机构，其职责包

括： 

• 批准和签发许可证和批准证书 

• 向其他缔约方和 CITES秘书处传达信息 

• 就关于 CITES遵约事务做报告 

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的设计和指定方式交由各缔约方自行决定。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又称《巴勒莫公约》），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主要文书，也包括打击动植物及其部分和衍生物非法贸易。该公约于 2000 年 11 月 15 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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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联合国大会在第 55/25 号决议序言部分承认该公约是打击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

种等犯罪活动，促进《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有效工具和必要的国

际合作法律框架”。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采取了灵活的做法，其考量所涵盖各种行为的严重性，而不

是将自身局限于一份预先确定的和严格的犯罪清单。当犯罪具有跨国性质并涉及有组织犯罪集

团（第三条），其广泛的范围使其能够适用于由其及其议定书确立的犯罪（第三十七条）和任

何其他严重犯罪（如第二条所界定）。 

根据第三条第 2 款，某一犯罪具有跨国性质的条件是：（1）犯罪发生在一个以上的国

家；（2）犯罪发生在一个国家，但其预备、策划、指挥或操控的实质部分发生在另一个国

家；（3）犯罪发生在一个国家，但其涉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一个以上国家从事犯罪活动，

或（4）在一个国家犯罪，但在另一个国家有实质性影响。 

该《公约》还将“有组织犯罪集团”定义为由三人或更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

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第 2条）。 

根据《公约》第二条（b）款，“严重犯罪”指被最高可判处剥夺至少四年自由或更严厉

处罚的犯罪行为。因此，重罪的定义不包含与罪行的严重性、动机或内容有关的任何要求，但

与之相关的刑事处罚（至少四年监禁）除外。因此，在《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列入“严重犯

罪”的概念，使公约能够适用于范围广泛的犯罪，包括动植物及其部分和衍生物非法贸易，尤

其对于国际合作而言。 

各国还可能发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新形式和新维度，例如与较为传统的犯罪相比，动植物

及其部分和衍生物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可能对有效的调查和起诉以及对国际合作构成的更大挑

战。这是根据该《公约》第二十八条来探讨对本国境内有组织犯罪趋势、有组织犯罪活动环境

以及所涉专业团体和技术的分析方法，并通过国际和区域组织相互分享与这种分析相关的专业

知识的额外原因。 

在国际合作领域，《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规定旨在发挥关键作用以在刑事案件

国际合作领域中协调义务和消除法律空白。在主权缔约国已加入的有关刑事案件国际合作的其

他双边或多边协定所产生义务的基础上，该《公约》为引渡（第十六条）和司法协助（第十八

条）以其他形式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例如联合调查（第十九条）和控制下交付（第二十条）。 

截至 2016 年 5 月，已有 186 个成员国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承认有组织犯罪所构成

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促进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该《公约》还寻求有更高效地使与跨国有组

织犯罪相关的国家立法措施、行政措施和执法措施相互协同，并寻求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

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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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了有助于评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适用性，要记住，在开发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所

有阶段，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可能发生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能为打击腐败行为相关森林犯罪提供重要法律基础。本《公约》是

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反腐败文书、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先例为基础、并纳入

了大量类似条款。截至 2016年 5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共有 178 个缔约国。 

该《公约》规定了一系列预防性反腐败措施，以及与刑事定罪和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

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有关的措施。 

该《公约》载有一套全面的预防措施，旨在确立诚信、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助于在涉及打

击森林犯罪的机构中抑制腐败，例如执法机构、海关、野生动植物和林业部门及检察官和司法

部门。 

该《公约》还包括一套全面的刑事定罪规定，包括强制性规定和可选性规定，涵盖范围广

泛的腐败行为。根据该《公约》第六十五条第 2 款，各缔约国均可采取更严格或更严厉的措施

以预防和打击腐败。因此，该《公约》不妨碍采取和执行范围更广的刑事定罪措施，包括了更

为多种多样的、与腐败有关的、针对行政管理甚至私人利益的犯罪或行为。 

《反腐败公约》的国际合作条款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应条款的先例为基础，

其全面性提供了进一步的附加价值。《反腐败公约》第四十六条关于司法协助，堪称“微型司

法协助条约”的典型范例。此外，为提高上述两项公约确立的犯罪相关引渡机制的效率，该

《公约》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一个基本的最低标准。此外，该《公约》第五章（资产追回）包含

的各项条款全面规定了在资产追回方面进行合作的具体措施和机制。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执行情况审查机制第一个审查周期内，各国已经特别注意到中心

部门和（或）主管部门的结构和作用，这些部门是有效执行该《公约》第四章关于国际合作部

分的关键机构。有些缔约国赋予其中心部门纯粹的行政角色，该部门仅负责接收和发送司法协

助请求；而在其他缔约国，中心部门可能会负责执行请求、开展实质性协调或跟进各国家机构

之间的请求。那些不同的角色对各中心部门与外国对应机构的沟通以及它们参与可能有助于促

进司法协助进程的区域或国际合作网络产生影响。 

22. 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 

为了实现有效的国际合作，应考虑多种因素，从一国应对大宗木材查获的能力到与其他国

家和区域合作的益处，均属其范围，并应考虑可能需要的支持及可能遇到的任何潜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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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 

在审阅本《指南》时，各国应反思关于国家层面优势和挑战的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精简和

有效的合作并获得所需的支持： 

• 本国将如何应对大宗的非法木材查获？本国是否具备遵循本《指南》中最佳实践的法

医学和科学能力？ 
• 如果本国无法遵循这些最佳实践，本国可以从国际伙伴那里获得什么援助？本国从哪

里可以获得有关潜在国际伙伴的信息，以及应该如何接触这些伙伴？ 
• 本国建设必要的国家能力的长期计划是什么？哪些组织或机构可以协助制定和执行培

训和能力建设的长期计划？ 

各主管部门在确定本国使用法医方法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能力时，需要考虑以下

一些问题： 

 

• 是否有专门的机构来提供犯罪现场调查服务？ 
• 一线响应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并配备了隔离和保护非法木材和森林犯罪现场的设备？ 
• 发现潜在违法行为时先向谁报告？ 
• 是否有要求技术专长的程序？ 
• 侦查人员是否有权使用犯罪现场调查工具包和材料？ 
• 侦查人员是否保留犯罪现场以使其适合法医检查？ 
• 侦查人员是否接受过关于确定寻找目标的培训，是否意识到法医检查和证据的潜力和

局限性？ 
• 侦查人员是否熟悉法医证据收集流程、证据原状维持和监管链？如果不熟悉，侦查人

员能否参加犯罪现场调查培训？ 
• 负责官员是否有与国际刑警组织共享查获信息的机制？ 
• 是否有国家法医实验室和合格人员分析样本？如果没有，是否有在其他国家的实验室

愿意提供分析服务？ 
• 哪个机构负责促成分析？ 
• 负责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调查的执法官员、海关和警察是否可以使用现有的法医实验室

服务和设施？ 
• 实验室是否已有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按照经认证或公认的最佳实践标准开展工作？ 
• 是否对实验室工作开展外部审查和审计以确保技术得到正确实施？ 
• 有哪些可用的法医支持？（例如，解剖分析、化学分析、基因特征分析。） 
• 实验室人员是否接受过起诉机制和出庭展示证据的培训？ 
• 是否有国家数据库存储来自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法医数据？ 
• 国家执法行动计划和预算是否为收集和向指定的法医实验室提交样本做了准备？ 

为建立法医实验室设施提供建议虽然不在本《指南》范围内，但应当承认许多国家仍处于

发展这种能力的阶段，这是对国家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从现有研究设施的改造到专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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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木材法医服务的建立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关于 DNA 鉴定实验室专用可选方案的讨

论，见参考文献[108]）。还应考虑在一个国家的多个机构之间或在国家间的区域层面分享法

医服务。野生动植物法医学学会（SWFS）、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 ITTO/CITES）、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野生动植物法医网络

（TRACE）等组织的任务是就法医能力建设提供建议，并在建立野生动植物和木材法医实验室

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在实验室开发的早期阶段就进行咨询以获取这类国际专家知识。 

合作的益处 

“国际合作应被视为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障碍”[109]。在区域或国际层面双边合作带

来的益处包括： 

• 与先进研究机构和犯罪调查专家合作进行能力建设和培训 
• 为采样和/或实验室设备（仪器和人力）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 研究活动中可能建立的伙伴关系 
• 相互支持在该国（或多个国家）开展阻断犯罪网络的执法行动 
• 协助处理具有挑战性的查获案件 
• 通过与有关组织和网络开展联合保育活动以支持保护森林 

潜在的挑战 

在涉及大宗木材查获的国家，官员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特别是与查获规模有关的挑战，

其中可能包括： 

• 保护查获木材以维持证据原状 
• 为查获的证物提供充足、安全的储存设施 
• 提取、记录和处理法医证据 
• 收集木材样本用于法医分析 
• 加工样本或将其运送至加工实验室 
• 足够的财务预算，以支付储存、处置、运输和实验室分析费用 
• 后续调查和起诉 
• 样本中转、进口、出口和再出口规定，例如 CITES 许可证 
• 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例如，向识别出的非法采伐热点实施控制下交付或派遣有针

对性的执法人员 

在法医方法开发和相关研究项目方面，也可能出现挑战，包括： 

• 收集木材样本用于法医分析，包括文件记录 
• 处理样本或将其运送至其他国家的加工实验室 
• 支付处置、运输和实验室分析费用 
• 样本中转、进口、出口和再出口规定，例如 CITES 许可证 

虽然各国可以从国际合作中受益，但也有一些能阻碍这一进程的潜在障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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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一般国际援助或从特定国家接受国际援助的敏感性或限制 
• 不愿意公布可能被视为具有其他知识产权价值的实验室结果 
• 木材作为科研对象或执法证物进出口的各种考量 
• 限制将材料从犯罪现场释放到另一个国家的机构进行法医分析 
• 一些国家对履行 CITES 采取了更严格的国内措施 
• 用于法医分析的查获木材的获取时机被延误 
• 对送至国外的木材样本失去控制的敏感性 
• 顾虑木材被破坏性采样 
• 限制犯罪嫌疑人的国际信息共享 
• 实物证据跨国转移的障碍 
• 缺乏可供研究活动共享的特定木材查获相关信息 
• 关于遗传物质交换的国际协定可能阻碍科学研究或法医工作样本贸易 

23. 需要国际合作的科学领域 

为了提高全球木材司法鉴定能力，已确定了一系列应通过国际科学合作与协作加以应对的优先

领域和相关行动。 

参考样本集 

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开发和应用通常需要获得高质量的参考材料。对于大多数木材鉴定方

法学科而言，这些参考资料需要以木材形式出现，且与案例工作中预期收到的那些材料在特征

上相似，例如，如果可能遇到出现在贸易中的心材，科学家通常需要心材参考样本来进行法医

鉴定检测。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提高科学参考材料的数量、质量和获取途径（更多信息

见第 12 节）。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应包括： 

• 参考样本收集工作的协同，如参考文献[110]。前往边远地区通常会给收集工作带来最

大的挑战，其所产生的费用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通过最大限度地收集各种物种、样本

和信息，并以允许最大限度利用的方式来将其馆藏，收集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

回报。 
• 简化参考材料收集、交换和租借的许可制度。参考材料的收集和共享对于法医木材鉴

定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促成样本出口的现有程序往往很耗费时间和资源，特

别对于 CITES 物种而言，有时会导致所需的参考材料完全无法获取。简化这些过程将促

成更多有关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研究。 
• 数字化和在线获取收集记录。将现有的记录数字化，可以提供一种无需许可证就可共

享参考数据的快速、准确方式。尽管已存在一些资源（见附件 16），但应在使用和提

供数据方面鼓励更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然而，管理数据时需要非常小心，以确保它

们适用于相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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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 

需要提高科学家、执法人员和业界鉴定木材的技术能力。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将促进在采伐

点做出正确鉴定、提高对于非法木材的侦破率和后续起诉率、并有助于各实体和各主管部门之

间有效地交流信息和知识。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应包括： 

• 木材科学家应接受常规鉴定工作的培训 
• 应对开展鉴定工作的科学家建立衡量指标，以提高对科学家价值的认识 
• 应通过培训伐木工（结合原生的本地知识和准分类学）来改进林内鉴定。通过训练合

法伐木工更好地识别现场的树木，可以增加对正确树种的采伐，并且木材在供应链中

可以更易于随附树种信息 
• 应开展研究，以支持开发鉴定木质复合材料成分的技术（见附件 2） 

法医科学能力 

需要提高木材鉴定专家的能力，使其能够以无损于法医学的方式开展工作，确保鉴定结果

适用于支持法律案件。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将方法标准化以确保信息能够有意义地交流，并确

保各司法管辖区所获结果有一致的质量。在这方面本《指南》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进一步的

行动应包括： 

• 完成所有木材鉴定方法的法医有效性验证研究 
• 协调法医木材鉴定中的能力测试项目 
• 增加对实验室鉴定工作适用的法医学标准和指南的使用（野生动植物法医科学学会

植物法医鉴定《标准和指南》请见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
work-products） 

协作 

为了将协同增效作用和合作机会最大化并将多余工作最小化，需要改进法医木材鉴定领域

工作的整体协作。加强协作将促进在采伐点做出正确鉴定、提高对于非法木材的侦破率和后续

起诉率、并有助于各实体和各主管部门之间有效地交流信息和知识。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应当

包括： 

• 支持进一步整合主要国际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努力 
• 积极与私营部门合作以制定与木材法医鉴定相关的政策和技术 
• 确保未来工作聚焦于木材贸易中的重要物种，包括 CITES 类群以及非 CITES 类群 

 

http://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http://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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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需要国际合作的法律领域 

在调查和起诉木材犯罪活动时，法务人员不能只注重在其所在国内可获取的执法和科学工

具。必须从其他国家寻求援助以便成功地调查和起诉案件的情况越来越多。参与木材犯罪活动

的罪犯并不重视国界。相反，他们利用地理边界来掩盖其非法活动，并为其自身和犯罪所得资

产提供安全庇护所。因此，有效率的侦查人员和检察官必须掌握外国法律和法律标准的应用知

识以及可用于确保其他国家证人提供证据和证人证词的方法。 

例如，在多个国家进行起诉往往是必要的，以同时遏制木材犯罪活动的供需双方。然而，

赢得刑事定罪所需的法律、必要证据和举证责任在各国间可能差异很大。此外，这些起诉通常

涉及相同的实物证据。因此，重要的是了解每个可能提起诉讼的国家适用的法律标准，以确保

法务人员不做任何可能妨碍在其他国家提起诉讼的事情（例如，在检测期间销毁证据）。 

一些领域频繁需要国际合作，它们包括： 

• 获取书面证据 
• 证人访谈 
• 传讯 
• 发传票传唤 
• 获取对于目标物的监管权 
• 追回资产和犯罪所得 
• 理解出口国国内法和违法理由 

主权问题 

侦查人员或检察官在外国调查犯罪活动或收集证据时的不当行为可被视为侵犯该国主权，

这可能导致外交抗议、拒绝接触甚至拘捕。主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它主张一国政府对其国内事

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而不受任何来自外部来源或机构的干涉。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可以使用几

种方法，在不引起主权问题的情况下获得外国的援助。 

与国外机构进行联系-非正式途径 

个人对个人的联系通常是从另一个国家获取信息的最快方式。实时获取的信息还可以帮助

检察官判断更为正式的请求是否会有用。 

可以通过非正式接触获得的有用信息包括： 

• 识别目标和证人 
• 当地警察做的问询 
• 资产和场所的位置 
• 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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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存在的联系人通常是与其他国家的对应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最佳方式，因为双方之间

已经有了融洽的关系和信任基础。强烈鼓励在案件发生前建立这些关系。通过培训、会议和其

他国际能力建设活动等方式主动建立这种联系，检察官能确保在需要外国援助时有资源可用。 

如果侦查人员或检察官在外国没有预先存在的联系人，他也可以通过本国国家中心局

（NCB）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援助请求。然后，他们将与另一个国家的国家中心局联系，后者

将确保该请求被送达适当的机构。 

虽然非正式途径通常是获取信息的最快方式，但它有一个显著的缺点。非正式获得的证据

通常在法庭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的证据规则要求证词和证据只能通过现场证人来

提供。此外，这种非正式的方法没有提供执法机制，例如执行传票以传唤证人在另一个国家作

证的能力。因此，检察官必须采用更正式的方法来获取可接受的证据，并确保证人出庭受审。 

与国外机构进行联系-正式途径 

调查委托书 

获取可接受证据和证词的一种正式方法是使用调查委托书。调查委托书是一国法院向另一

国法院提出要求执行一项行为的请求，如果没有外国法院的批准就去执行该项行为，可能构成

对该国主权的侵犯。如果外国法律允许，调查委托书可用于送达诉讼文书或获取证据。在没有

条约或其他协定的情况下，调查委托书是从另一国获得司法协助的惯常手段。 

在启动调查委托书程序之前，检察官应确定他们寻求送达程序或取证的国家是否是任何多

边司法协助条约的缔约国，例如《海牙国外取证公约》或《美洲调查委托书公约和附加议定

书》。在根据这些公约要求司法协助时，经简化的各种流程大大减少了传统的调查委托书所需

时间和负担。（见下文–司法协助条约（MLAT）要求） 

通常情况下，调查委托书请求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 一份声明，表明为司法公正而请求国际司法援助 
• 案件的简明概要，用于使外国法院了解所涉问题，包括各方的身份证明以及案件中

要求和寻求帮助的性质 
• 案件类型，如民事、刑事、行政 
• 所需协助的性质，例如强迫作证或出示证据、送达诉讼程序 
• 拟送达或拟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提供证据的海外人士的姓名、地址和其他标识，如公

司名称，以及拟送达的文件 
• 如适用，一份拟提问题的清单，通常以书面质询的形式 
• 拟提供的文件或其他证据清单 
• 提出请求的法院表示愿意向接受国司法当局提供类似协助的声明 
• 提出请求的法院或当事方愿意向接受国司法当局补偿因执行请求法院的调查委托书

而所发生费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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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调查委托书的过程是漫长的。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来执行调查委托书。调

查委托书通常通过外交渠道传送，这是一种耗时的传送手段。 

此外，外国法院一般会根据外国法律法规执行调查委托书。例如，在强制获取证据时，许

多外国法院不允许外国律师参与其法庭诉讼。并非所有国家都会使用法庭书记员或例行提供逐

字记录。有时主审法官会口述其对证人答复内容的回忆，这在其他国家可能无法被视为合格的

证据。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调查委托书通常仅限于为审判，而不是在案件调查期间获取证据

和证词。 

最后，调查委托书只是一个法院向另一个法院提出的请求。外国法院未必会提供所请求的

协助。基于这些原因，检察官可能倾向于通过使用司法协助条约请求来获得证据和证词。 

司法协助条约 

司法协助条约（MLAT）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允许在刑事案件中交换证据和信息的

协议。MLAT 请求是关于协助获取刑事调查和起诉证据的请求，例如证人证词和文件送达。这

种协助的形式还可以包括人员、地点、物品的检查与识别、押运押送、固定犯罪工具。 

与调查委托书不同，MLAT 请求不是向法院或者通过法院提出的。相反，它们通过每个国

家指定的“中心局”提出。各个 MLAT 的条款有所不同。例如，某些 MLAT 排除了一些特定类

型的犯罪。MLAT 请求的一个优势在于协助通常是必须履行的。另一个优势是在案件调查和审

判阶段都可以获得 MLAT 协助。 

 

 

 

 

 

 

 

25. 可获取的支持：网络、工具、通讯机制 

利用区域和国际协调机制和网络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业务层面，区域合

作安排可包括指定国际合作联络点、通报国家要求和合作程序，建立安全的沟通渠道或平台，

并在参与国主管部门之间建立处理案件和分享经验的机制。这些活动可聚焦于促进正式的司法

刑事诉讼中可能出现的国际问题和解决办法摘要 

本节仅涉及刑事诉讼中可能出现的许多国际问题和解决办法。侦查人员和检察官有如下

一些的重要实践指导： 

• 考虑调查员和检察官的行为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相关案件产生的潜在不利后果 
• 调查员和检察官逐步熟悉可用于从外国获取证据和证人证词的不同工具，包括正式和

非正式的 
• 调查员和检察官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国际合作伙伴建立关系，以便其在出现特定情况时

能够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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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非正式或正式的执法合作以及情报共享。这些活动未必依赖条约作为基础，可以与区域

合作条约同时存在，也可以在没有区域合作条约的情况下存在。 

总体上，就寻求刑事调查的跨国方案或者区域层面方案而言，区域合作网络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无论这些网络是由执法人员、科学家组成还是由多学科小组组成。区域网络加强了个人

联系、建立了从业人员之间的互信、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各自的法律、科学的程序和操作要求。 

本节概述了目前可用于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执法和科学的众多网络、机制和工具

中的一部分。其职能范围从提高认识、能力建设和最佳做法的执行到处理针对具体国家或区域

的跨国犯罪案件。虽然列出所有可用资源超出了本指南的范围，但是，以下选择被认为与打击

木材犯罪最相关的一些资源进行详细介绍。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 (ICCWC)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ICCWC）成立于 2010 年，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秘书处、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世界海关组织协同努力

的成果，致力于向日复一日以行动保护自然资源的各国野生动植物执法机构以及次区域和区域

网络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更多信息见 www.cites.org/eng/prog/iccwc.php）。在国际打击

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为大力加强全球合作和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能力提供催化剂”

的宗旨中，加强合作处于其中心位置。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 2016-2020 年战略方案将

“改进知识和创新的利用、为当代处理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方法提供信息”确定为 ICCWC

活动的一个焦点领域。增加法医技术的使用被强调为 2016-2020 年优先行动领域，ICCWC 将在

必要时向各国提供支持 3. 

以下概述 ICCWC 用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各种协同成果以及来自 ICCWC 各伙伴组织的可用工具

和支持。 

野生动植物紧急援助队  

CITES 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执法事务的 16.40 号决定第 a）段发出号召，当

CITES 物种遭到严重偷猎影响或已查获大宗 CITES 物种标本的国家发出请求时，向该国部署由

执行人员或相关专家组成的野生动植物紧急援助队（WITS），以协助、指导和促使受影响国家

在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可根据请求并根据可用

资源，部署野生动植物紧急援助队。特别是，可以调动这种部署，以提供调查支助、证据收集

和（或）协助进行法医分析。 

可通过有关国家的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向 CITES 秘书处或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提

出部署野生动植物紧急援助队的请求。至关重要的是，在国际专家援助小组到达之前，应将查

获物视为犯罪现场并妥善维持其原有状态。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分析工具包 

3
请见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 2016-2020 年战略方案焦点领域 5，

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prog/iccwc/ICCWC_Strategic_Programme_2016-2020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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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开发的《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分析工具包》 [109]是一种

技术资源，用于协助各会员国就与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有关的现有预防性对策和刑事司法对

策完成一份国别分析。该工具包有助于评估与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有关的以下领域： 

• 立法 
• 执法事务 
• 检察能力和司法能力 
• 违法行为的驱动因素和预防性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 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可用性及分析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和有关部门利用分析结果来确定加强国家应对野生动植物和

森林犯罪的关键领域。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利用相关成果为国家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制定具体工作计划。 

CITES 秘书处 

在协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履约方面， CITES秘书处发挥着关键作

用4，提供各种工具、专业知识、文档和培训。以下突出介绍其中的一些方面。 

立法支持 

秘书处为缔约方制定了一个 CITES 示范法模板 5，缔约方可以使用这个模板来制定新法或

分析现有法律。秘书处还发布了一份立法清单 6，可用于审查履行 CITES 的国内法。清单载有

70 个事项供审查，这些事项基于 CITES 缔约方大会的决议和《履行 CITES 的立法指南》。清单

所含事项关于：履行 CITES 的国内法的总体设计和适用、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许可证要求、

许可证和证明书的格式和有效性、许可证的撤销、修改和暂停、许可要求的例外情况、边境管

控、货物和许可证的管制、执法和处罚、罚没标本的处置、外国许可证的接受和拒收、报告以

及财务事务。《公约》鼓励和协助缔约方立法工作的基本机制是贯彻其国家立法项目，该项目

目标是确保各方为管制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7。 

CITES 虚拟学院 

在提高缔约方能力、提升《公约》意识、提供 CITES 相关学习和培训材料的工作

中，由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主办的 CITES 虚拟学院已成为的重要资源。它包括许多在

线互动课程和培训材料，可以通过 CITES 网站访问 8。 

执法联络人名录 

4
见 www.cites.org/eng/disc/sec/index.php 

5
见 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prog/Legislation/E-Model%20law-updated-clean.pdf 

6
见 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prog/Legislation/ChecklistEN.pdf 

7
见 www.cites.org/legislation 

8
见 www.cites.unia.es/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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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录已确定了国家执法联系人，以增进各国野生动植物执法主管机构间就一些具体执法

问题的协作和沟通。秘书处编制了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联系人名录和国家执法部门联系人名

录，以促成更多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协作 9。 

CITES-ITTO 项目 

CITES 正在与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合作开展重要工作，协助各国实施木材司法和非

司法鉴定以及追踪工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itto.int 和 www.cites.org。 

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有 190 个成员国，其中大多数国家设立了国家中心局（NCB），作为

与总秘书处和其他国家中心局合作的协调中心。国家中心局可以充当野生动植物和森林执法部

门之间的联络点。 

国际刑警组织可以促进跨境执法并协助各国收集证据、查找罪犯及其资产。在可能有国际

影响的案件中，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其《环境安全方案》来协调多个国家采取的行动。 

国际刑警组织野生动植物犯罪工作组 

国际刑警组织野生动植物犯罪工作组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刑事侦查人员，采取有关

措施以增进以下方面的情报交换： 

• 参与动植物非法贸易的个人或公司 
• 参与动植物非法贸易的组织 
• 动植物非法贸易的方法 

野生动物犯罪工作组对所有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和区域代表开放；鼓励世界各地的环境专

家参与其中，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前项目的全球影响并制定新倡议。 

生态讯息（Ecomessage） 

生态讯息（Ecomessage）是一种用于报告案件的结构化格式，它使用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警

用通信系统 24/7（I-24/7），报告与濒危物种非法贸易、CITES 违法行为和其他形式环境犯罪

有关的案件。它是促进国际环境犯罪案件信息交流以及改进此类信息收集、储存、分析和流通

的工具。它可以将这些信息从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传递给其

他受关注国家的相关机构。 

全球警用通信系统 24/7 (I-24-7)  

国际刑警组织开发了接通各成员国执法人员的 I-24/7 全球警察通信系统。它允许授权用户

每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与全球各地的对应方共享敏感和紧急的警察信息。I-24/7 网络使侦

查人员能够访问国际刑警组织各种犯罪数据库。通过直接访问关于犯罪嫌疑人或通缉犯、被盗

9
见 www.cites.org/eng/resources/enforcement_focal_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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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丢失的旅行证件、被盗的机动车、指纹、DNA 档案和被盗的行政文件的数据库，授权用户

可以在几秒钟内搜索和交叉核对数据。通过在全部 190 个国家中心局都安装的 I-24/7 网络，国

际刑警组织还与许多国家合作，将国际刑警组织服务的可用范围扩大到国家中心局以外，延伸

到海关官员等一线官员。 

使用安全的国际刑警组织 I-24/7 通信系统，可以将与濒危物种非法贸易或其他形式的环境

犯罪有关的机密和敏感执法信息从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传递

给其他受关注国家的有关机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由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合

并成立于 1997 年，通过广泛的区域办事处网络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开展业务，UNODC 是打击非

法药物和国际犯罪的全球领导者。UNODC 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的守护者，这两项公约与解决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问题密切相关。 

UNODC 推动和促进各国不同类型主管机构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UNODC 还充当各国与

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络人，并促进世界各地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区域合作网络。2014 年 5 月，

UNODC 启动其《打击野生动物和森林犯罪全球方案》。该《全球方案》为 UNODC 针对野生动植

物和森林犯罪的各种行动充当了伞护项目。 

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分享平台（SHERLO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了共享犯罪行为相关电子资源和法律（SHERLOC）知识

管理门户网站，以便利传播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执行情况

的信息。SHERLOC 包括：判例法数据库、立法数据库、书目数据库和主管部门名录。除了允许

用户直接访问有关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个别法律和案例外，SHERLOC 在应对野生动植物和

森林犯罪方面促进了合作，因为它还为用户提供了: 

• 对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行为定罪的各相关法律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概述 

• 拥有类似法律制度的国家可以在法庭上信赖的相关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法理学 

• 立法援助，即起草者可以查阅已经对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进行刑事定罪的不同国家

所采用的方式 

• 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正如 SHERLOC 所列案例突显的各国在国际合作中获得成功背后

的原因 

国家主管部门目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家主管部门 

本目录列出了经指定接收、答复和处理有关司法协助、引渡、移交被判刑人员请求的国家

主管部门， 并列出了在 该

《公约》适用范围内促进国际合作以防止和打击文化财产贩运的联络人。指定这些主管部门的

法律依据包括《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和第三十一条） 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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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大会第68/186号决议（ 第6段） 。 议目议可通议UNODC网站https://www.unodc.org/compau
th/en/index.html获取。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家主管部门 

本目录列出了经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这些部门接收、答复和处理关于司法协助和资产追

回的请求以及关于分享该国制定和执行预防腐败具体措施经验的请求。指定这些机构的法律依

据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条和第四十六条）以及该《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第 4/4 号

决 议《 关于 资 产 追 回 方 面 的 国 际合 作》 第 18 段。 该目 录可 通过 UNODC 网站

www.unodc.org/compauth_uncac/en/index.html获取。 

司法协助请求书撰写工具  

作为 UNODC 向各国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帮助有效执行这些工具的一部分，UNODC 开发了一

个《司法协助请求书撰写工具》，帮助从业人员及时编写适当、完整和有效的请求，从而使司

法援助程序效率更高。该《工具》旨在涵盖所有严重违法行为，而不仅仅是根据国际条约或公

约确立的那些。 

该《工具》使用页面模板，指导从业人员逐步完成起草过程。起草者在每个模板中选择下

拉菜单并填写模板给出的各种数据字段。这些字段可以方便地加以调整，以满足发出请求国的

法律和程序要求。该《工具》要求起草者按顺序完成每个页面以避免不完整的请求，并将延迟

或拒绝请求的风险降到最低。 

一旦起草者输入完数据，该《工具》将合并所有数据，并生成一份请求草案供最后编辑和

签发。使用该《工具》编写的所有请求都可以保存到数据库中，以后可以随时访问。 

如果不确定接收请求国所需信息是否包括提交正式的多边援助请求，或者说，非正式的请

求就够用了，发出请求国的从业人员应事先与接收请求国的中心局核实是否需要正式或非正式

请求。 

MLA 工具目前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葡萄牙文、波斯尼亚文、克罗地亚文、黑

山文和塞尔维亚文等版本，并已经过修订，增加了资产追回、数码证据、刑事诉讼移交、联合

调查、控制下交付和视频会议等额外内容/模块。可在 UNODC 网站上访问 MLA 工具：

www.unodc.org/mla/en/index.html 

对区域网络的支持 

在区域层面，UNODC 继续支持成员国建立检察官和主管部门非正式网络，以促进国际合

作，例如“中美洲打击有组织犯罪检察官网络”和“西非中央当局和检察官网络”。 

UNODC 还一直在努力推进被称为“将网络互联”倡议。该倡议旨在加强各区域和国际执法

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系，以确保跨区域刑事情报共享，并支持多边联合或协调行动。此外，它还

促进在执法网络、检察网络和金融情报网络之间建立联络和联系，以期有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 

 

https://www.unodc.org/compauth/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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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DC 在支持区域网络方面的经验表明，取得成功的关键特征包括将该网络嵌入现有的体

制结构，例如中美洲检察官理事会在瑞富（REFCO）案件中的作用。清晰的创始文件、法规和

战略计划对有效的网络运营也至关重要。如果网络是以中央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则

可能包括专门针对恐怖主义或腐败等具体犯罪的联络点，但应设法解决所有形式的跨国犯罪。

这种做法可以加强中央主管部门，使其作为刑事案件国际司法合作的单一联络点。此外，虽然

某些形式的犯罪要求在特定区域形成焦点，但跨国犯罪越来越需要全球和区域间的对策。因

此，区域安排一旦建立，就必须逐步向外看，包括通过发展不同区域网络之间的联系。这种

“将网络互联”的办法可能是加强全球刑事合作的一条途径。 

UNODC -WCO 集装箱控制项目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海关组织（UNODC-WCO）的集装箱控制项目（CCP）支

持各国在海港或陆港选定的集装箱码头创建机构间集装箱风险概述分析港口单位，以尽量减少

利用高风险集装箱非法贩运毒品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这样做时，应以培训海关和执法

机构为中心，培训如何在海上、陆地和机场对高风险货物集装箱进行有效的风险概述分析和检

查。 

集装箱控制项目的核心是建立港口控制单元（PCU），它由各种执法机构组成，这些机构

经受标准化、分阶段的培训计划。此外，还为PCU提供专业化培训计划及考察访问机会。 

集装箱控制项目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是提升对于环境犯罪风险指标的意识和知识。在理论课

堂培训以及高级专业化培训期间，一些课时专门针对CITES和野生动植物犯罪，其中非法伐木

和贸易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各港口控制单元的官员已经成功地将他们所获得的技能应用于木材贩运领域，通过开展风

险管理和检查可疑集装箱，从而查获了数吨非法木材和其他野生动植物产品。 

经提升的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是增强执法机构识别高风险集装箱能力的最佳途径。因此，

港口控制单元接受了关于与其他港口控制单元和执法机构交换信息的培训，包括使用量身打造

的信息系统，例如ContainerCOMM（由世界海关组织开发）。这些信息在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

之间共享，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和情报，使定位和拦截非法货物成为可能。此外，港口控制单元

还定期到其他港口和其他港口控制单元进行考察访问以互换经验和情报。结果，在这些访问之

后，已观察到一些通过ContainerCOMM交换情报而做出查获的情况。 

各国可以应邀加入集装箱控制项目。集装箱控制项目团队将评估和讨论该国需求并与该国

制定一项执行计划（基于可获得的资金）。该项目目前在28个国家开展业务。 

世界海关组织 

世界海关组织（WCO）是一家独立的政府间机构，其任务是提高海关管理的效力和效

率。世界海关组织开发了各种工具，以加强海关官员、其他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 

海关执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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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执法网络（CEN）是收集海关相关数据和信息的全球网络。CEN 由世界海关组织运

营，使世界各地的海关官员能够就海关法规违法行为交换信息，通过全天 24 小时可用的直接

访问权限，用及时、可靠和安全的方式来分享情报。CEN 基于互联网并使用有效的数据库保护

规范，使用加密技术以保护通信和数据传输。 

海关执法网络（CEN）可用的工具包括： 

• CEN 数据库记录了海关查获和违法行为，按 13 个不同标题分类，分类涵盖海关执法活

动的主要领域，包括 CITES 所列濒危动植物种贸易。还可获取说明隐藏方法的图片和 X
光图像。所有图片都可以下载并用于培训目的 

• CEN 网站包含执法相关问题的警报，以及海关部门所需的情报。它包括参考系统、警

报讯息、情况表单、区域联络处专用页面、与其他组织的链接等等 
• 通信应用程序是一种工具，有助于用及时、可靠和安全的方式交换和使用任何信息 

通过世界海关组织区域情报联络处网络，CEN 系统以电子方式连接海关管理部门。世界海

关组织成员和区域情报联络处可向 CEN 数据库报告查获信息。反过来，它们也可以利用数据

库进行国家级、区域级和区域间分析并发布警报。每一个参加世界海关组织的成员国都提名一

个国家联络点来充当该国海关管理部门和相关区域情报联络处之间的枢纽。 

环境网（ENVIRONET） 

环境网（ENVIRONET）是一种全球实时通讯工具，用于打击与环境有关的跨境违法行为，

由世界海关组织运营。ENVIRONET 为海关官员、其他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及其区域网络提供

了一个安全的、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以便它们在日常运作过程中相互合作和分享信息。对于所

有可能破坏环境的商品或涵盖于贸易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商品，这些商品相关信息都可以通过

ENVIRONET 进行交流。这包括濒危动植物，以及诸如消耗臭氧层物质、危险废物和材料、杀

虫剂、化学武器和改性活生物体等问题物品。为了加强协调和精简活动，CITES 秘书处最近将

其执法论坛与 ENVIRONET 合并。ENVIRONET 现在包括关于 CITES 执行事项通知、CITES 秘书处

发出的警告、CITES 许可证和证书样本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和信息的专用文件夹 10。 

区域情报联络办公室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交换情报是海关部门采用的一个重要机制，它为更有效的执法行

动和管控创造条件，并确保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意在建立一个全球情报网络，世界海关组

织于 1987 年设立了第一个区域情报联络处（RILO）。如今，RILO 网络已发展到 11 个办事

处，为世界海关组织所有六个区域提供有效的覆盖范围。 

11 个 RILO 办事处中的每一个都覆盖了一些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国，并在区域层面对成员国

的情报需求做出响应。RILO 网络还通过提供业务支持、设计和实施面向目标的情报分析项目

和区域情报引领的行动、促进行政互助、推进和保持与其他执法机构和组织的区域合作等，来

支持 RILO 覆盖范围内的世界海关组织成员管理部门。RILO 网络经常使用 CEN 数据库来分析查

10
更多信息请见：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notif/E-Notif-2015-0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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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情况并开发区域性的情报产品，同时 CENcomm 平台服务于交换业务信息以及促进成员国和

合作伙伴之间的安全通信。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是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关键来源，它是打击森林犯罪的

重要伙伴。 

森林方案 

管理得当的森林有减少贫穷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潜力，并且它有助于建立健康的局部环境和

全球环境。森林方案（PROFOR）创建于 1997 年，目的是支持深入分析、创新进程、知识共享

和对话，其信念是健全的森林政策可以为诸多重要议题带来更好的成果，其范围从生计、金融

到非法伐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自 2002 年以来，该方案由世界银行的一个核心团队管

理，得到了多个捐助方的支持。PROFOR 鼓励有全局观的发展中国家的森林保护和管理方式，

特别注重四个主题：生计、为可持续森林管理融资、跨部门、治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porfor.info 

森林执法与治理 

森林执法和治理（FLEG）进程是由世界银行协调并与各国政府和消费国合作组织的区域倡

议。今天，已经在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亚和东南亚制定了区域性的 FLEG 倡议。FLEG 进

程的目标是改善森林部门的治理和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通过改善联系和协调规章制度，在木

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打击非法采伐和贸易。FLEG 进程强调支持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形成

谅解，强调支持制定旨在确保只有合法木材才能进入消费国市场的方案。通过与各国政府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世界银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合作安排，FLEG 在欧洲和

北 亚 的 实 施 得 到 了 欧 盟 的 支 持 。 有 关 详 细 信 息 ， 请 参 见 以 下 链 接 ：

 www.worldbank.org/en/topic/forests/brief/fleg-regional-forest-law-

enforcement-governance 

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和团体 

专门的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WEN）可以促进能力建设和资源共享。一些区域性 WEN 已经

建立起来以促进各机构之间的跨境合作，这些机构都参与预防和制止包括木材犯罪活动在内的

野生动植物犯罪活动。WEN 网络已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区，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南美洲、中

美洲和北美洲建立。 

WEN 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执法团体协调对于非法贸易保护物种的区域级响应。它们提供了一

种的机制，各国通过该机制可以分享信息和最佳实践并且可以改善各自区域内执法机构的协调

与协作。 

 

http://www.porfor.info/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forests/brief/fleg-regional-forest-law-enforcement-governance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forests/brief/fleg-regional-forest-law-enforcement-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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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法医网络 

野生动植物法医学学会（SWFS）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任务是将野生动植物法医学发展成为

一门综合、完整和成熟的学科。SWFS成员资格向法医从业人员和野生动植物法医界的其他利

益相关者开放。SWFS致力于确保符合法医标准，并为执行植物学鉴定的法医分析人员制定了

《标准和指南》，其作为一种方法以实现执行野生动植物法医案例工作时所需要的最低水平质

量保证。（野生动植物法医科学学会植物法医鉴定《标准和指南》请见：

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SWFS 促进各实验室之间的国际协作与协调，每两年或三年召开一次会议。有关更多信息

请见 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东南亚已经建立了一个区域野生动植物法医网络，

非洲野生动植物法医网络目前正在推进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ww.tracenetwork.org 

有多个区域法医网络没有具体关于木材的专门工作组。然而，它们仍是能够协助法医科学

问题的实体。国际法医战略联盟（IFSA）是区域法医实验室网络之间的多边伙伴关系。IFSA

是一个由成员网络组成的合作型实体，旨在为全球法医学界的战略合作创造机会。IFSA 已经

发布了法医实验室的最低要求，从三个领域起步：犯罪现场、DNA、毒品。犯罪现场和 DNA都

与任何法医案件有关，其目的是加强基本能力和建立一种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的标准化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ww.ifsa-forensics.org 

全球木材追踪网络（GTTN）是一个由正在研究技术和政策以减少全球非法砍伐及其相关贸

易的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开放、非正式网络。它是一个汇集了科学、科学家、决策

者和其他关键角色的全球平台，他们致力于用协调和全面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www.globaltimbertrackingnetwork.org

 

http://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swgwild/swgwild-work-products
http://www.wildlifeforensicscience.org/
http://www.tracenetwork.org./
http://www.ifsa-forensics.org./
http://www.globaltimbertracking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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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术语表 

认证：特别用于实验室。实验室通过遵守特定标准（如 ISO/IEC 17025）来证明其能力的过

程。 

等位基因：同一基因或位点（同源染色体上相同位置）对应替代形式的名称。 

注释：特别用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关于适用 CITES 于特定物种的

特定情况信息，例如，可能排除特定产品类型或地理区域。 

附录：特别用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CITES 附录 I、II 和 III 是物种

列表，通过该《公约》为这些物种提供不同程度或类型保护以防止过度开发。 

条形码方法：特别用于 DNA。对基因组标准化区域中 DNA 短片段的测序，可用于鉴定不同的

分类群。 

职业资格鉴定：特别用于分析人员。分析人员通过遵守特定标准（如野生动物法医科学家职业

资格鉴定）能够证明其能力的过程。 

CO1：被选作动物标准条码区的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基因区。 

经系统化规范整理：经整理成为系统化的规范。 

控制下交付：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的主管部门知晓和监督下，为了确定参与犯罪的人，允许可疑

货物从其领土出境、经过其领土或进入其领土的技术。 

树木年代学：树木生长增量的研究。树木年代学是基于对形成于大多数温带和一些热带树种周

期性的、通常是每年的生长增量（树木年轮）进行分析的科学。 

法医的：用来表明某物与法庭有关或某物用于法庭的术语。 

遗传标记：已知在个体间有差异的 DNA 区域，例如微卫星序列，单核苷酸多态性。 

属：一个主要的分类学阶元，其等级高于种、低于科，并用大写拉丁名称来表示，如黄檀属

Dalbergia。 

组：特别是通过木材物品清单确定的。组是一批装载物中共享定义特征的物品集合，例如未处

理的原木、木板和相框都构成单独的组。 

心材：心材是靠近树干髓部或树枝髓部的木材，通常颜色不同于边材。 

植物标本馆：经系统整理和馆藏的干燥植物材料收藏，供科学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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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码：关税分类表的协调制度编码（HS）或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

名称和编号系统，用于对贸易产品进行分类。 

检查：实施检查人员依据被授予的法定权力，仔细检查文件或装载物、车辆或场所的内容的行

为。请参见“搜查”。 

鉴定：确立未知材料（如木材）的属性。与“验证”进行比较。 

个体化识别：鉴定某一物种特定个体的过程。 

生长锥芯：通过生长锥钻孔机或取芯钻获得的木材样本。木芯通常横断多个树轮，有助于树木

年代学和放射性碳分析。 

执法机关：包括警察、海关官员、侦探员和一系列负有执行法律任务的机关。 

调查委托书：在没有条约或其他协议的情况下从另一个国家获得司法协助的惯用方法。如果外

国法律允许，调查委托书可用于送达诉讼文书或获取证据。 

装载物：集装箱、货舱、挂车、棚屋等任何储存设施或运输工具的内容物或货物。 

装载物位置图：装载物中内容物的图示，由执法部门绘制，它显示装载物中发现的物品的原始

位置、这些物品如何被拆包、以及哪些物品被采样用于分析。 

宏观的：特别指木材解剖，宏观的结构是可以用肉眼或是如手持透镜等低倍放大器材观察到的

结构。 

管理机构：特别用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根据 CITES 正文第九条指

定的国家级管理机构。 

质谱法：将化合物电离以产生带电分子，并测量其质荷比。 

matK：成熟酶 K，被选为植物标准条码区的两个叶绿体基因区之一。另见 rbcL。 

微卫星序列：也称为简单序列重复（SSR）或短串联重复（STR）。见“遗传标记”。 

微观的：特指木材解剖，微观的结构是指只能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结构。 

司法协助条约：简称 MLAT，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允许在刑事案件中交换证据和信息的协

议。 

近红外光谱：简称 NIRS。对材料暴露于近红外电磁能下的吸收光谱进行测量。 

官员：在执法部门中担任权威职务的人。 

准分类学：利用不太合格的、非专业的分类学专家进行分类工作，一般在现场开展。准分类学

利用不太专业的（但更容易即刻获取的）人力资源来鉴定可识别的分类单位。与“分类学”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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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理学：形成个体地理分布现状的历史过程研究，特别是通过考虑个体的地理分布及其遗

传学。 

髓：树干的中心，生长环围绕着它发出。髓是原始茎的残余。 

种群遗传学：研究生物种群中等位基因的分布和频率变化的学科。 

熟练度测试：实验室和分析员称职地实施特定测试和测量的能力评估方法。 

特征分析：特别用于 DNA。一种通过一系列遗传标记对生物体进行基因分型以形成其个体遗传

“指纹”的方法。 

来源：特别用于木材。原产地。来源可以指多个地理尺度，例如国家、森林、租用地、种植

园。 

质量保证：简称 QA。其概念是使用系统和程序来控制质量和持续改进产品或服务。 

放射性碳：特别用于年代测定。用碳 14（一种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定物体的年代。 

rbcL：核酮糖二磷酸羧化酶，作为植物标准条码区的两个叶绿体基因区之一。另见 matK。 

参考材料：可用于制定和校准鉴定试验的已知材料示例（例如特定树种的木材）。 

样本：在分析上相当于“标本”，它是整个待测材料的代表性部分。从统计学上讲，它是从总

体中获得的一组数据。 

边材：在心材和树皮之间新近形成的较软的外层木材。 

搜查：实施搜查人员依据被赋予的法定权力，仔细检查装载物、车辆或场所内物品的行为。见

“检查”。 

装运物：通过装运来运送的一种特定装载物。 

单核苷酸多态性：简称 SNP。见“遗传标记”。 

种：主要的自然分类学阶元，级别在“属”之下，用拉丁二项式表示，例如巴西黑黄檀

（Dalbergia nigra）。对动植物贸易的大多数限制都与种一级鉴定有关；根据《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这一术语包括任何物种、亚种或其地理上分离的种群。 

标本：在分析上相当于“样本”。在本《术语表》语境中，指用于检查、研究或分析的任何生

物材料。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指任何动物或植物，无论是活的还是死

的。就植物而言：对于附录 I 所列物种，为其任何易于识别的部分或衍生物；对于附录 II 和附

录 III 所列物种，为附录 II 和附录 III 所列与该物种有关的任何可即刻识别的部分或衍生物。 

稳定同位素：元素可以有多个同位素，这意味着它们有相同数量的质子和电子，但中子数量不

同，因此原子质量不同。各种稳定同位素的比值在自然界中有波动，常常与各种气候、生物和

地质变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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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圆盘：树干的横截面部分。 

分类学：有机体的分类。另见“准分类学”。 

分类群：来自分类学。任何等级的分类学组，如种、属。 

木材：制备或打算用于建筑和木工的木头。木材通常是树的心材，有时是边材。尽管在贸易中

树皮通常完整附在原木上，但木材不包括树皮。 

木材物品清单：由执法部门记录木材装载物的确切内容的文件，包括数量、尺寸和重量。在取

走样本用于分析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木材物品清单（如果相关的话，还可以使用装载物位置

图）来准确地指出样本来自哪里。 

有效性验证：特别用于“法医的”。为验证某一特定方法是否正常发挥作用而实施的实验室测

试。有效性验证实验通常检查精密度、准确度和灵敏度，这与方法的可靠性、再现性和稳健性

有关。有效性验证是对所有法医检验的要求。 

核实：验证一份声明或主张是否正确，例如文件的真实性、木材等材料的申报品种。与“鉴

定”比较。 

木材解剖学：木材解剖学涉及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木材结构研究。 

木材标本馆：经系统地安排和馆藏的木材标本收藏，可供科学界研究。 

 

 



 

附件 2. 非木材森林产品及其鉴定考量 

本附件和附件 3 旨在提供一些贸易产品的信息，这些产品以木材为原材料制成，但未必具

备本《指南》所述方法促进鉴定时所需的一些特征或质量。本附件面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相关

内容的人群，包括贸易中各种木材产品类型、它们在处理和加工方面与实木有何不同、以及这

些因素如何影响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适用性。有关非木材森林产品司法鉴定可选用的特别方

法，应进一步咨询合适的木材解剖专家。全球木材馆藏品和木材解剖学联系方式的详细情况见

附件 9 和 15，这可能有助于找到合适的专家。 

介绍 

本指南关注到各种科学鉴证技术对木材的适用性，由于木材是足够大、结实的实木干块，

因此它们不会对科学的应用施加任何人为限制。但这类标本只代表贸易的一部分，不代表国际

市场上许多木质产品。因此，在确定某项技术是否适合某一特定证据时，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主要考虑因素有：（a）木材在产品中的形式，（b）木材在树木中的原始位置，（c）木

材在物理、化学或生物上的改变程度，以及（d）木材产品是如何生产和完成的。一个关键的

次要考量是在检查和分析过程中允许的损坏程度。例如，乐器的某些部件可能已被蒸汽弯曲，

一些粘在一起，其他被染色或上漆，对于所有这些部件，以展露未经改变的木材的方式来采样

分析，可能难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可应用技术的总范围较窄。 

本附件简要讨论了由各种状况和产品类型造成的每种限制，并在最后附有一个表格供快速

参考，详细说明了各种法医方法对各种产品类型的适用性。 

产品条件 

表面污染 

无论产品类型和产品中木材的性质如何，产品的一般状况都会影响适用技术的范围。例

如，表面污染（油漆、焦油、面漆、蜡、污垢、碎片等）可能会模糊任何快速现场识别技术所

需的特征，而这些材料渗入木材本身甚至会限制实验室测试，除非有可能移除足够的受污染木

材，展露出其下未受污染的优质木材。 

含水率 

含水率是在一定条件下，木材总重量相对于该产品烘干重量的分数。在木材中，这些值的

范围从零（完全干燥，这在贸易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到 200%或更多，比如绿色的（从未干

燥）低密度木材是或其他被水浸透的产品。解剖学技术不受水分含量的明显影响，但其他方

法，如近红外光谱（NIRS）会受到影响。木材加工中的干燥方式（空气干燥、窑干燥、微波干

燥）会影响产品中的抽提物或改变木材中可提取 DNA 的质量，从而影响这些技术的适用性。

木材产品中的高水分也为生物污染创造了条件。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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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污染 

木材的生物污染包括霉菌、细菌、蓝变真菌、腐烂真菌和一系列害虫。虽然害虫是全球植

物检疫的重大关切，但它们对木材的影响在木材鉴证方面通常是有限的。木材鉴证方面更大的

关切是细菌和真菌的生长。细菌和真菌都能代谢许多提取物，可能改变木材的化学图谱。细菌

和大多数真菌，包括霉菌，缺乏真正降解木材物质本身的生化机制，但会导致 DNA 的严重污

染和降解。霉菌和发霉真菌通常只限于木材和木制品的表面，因此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展露其下

未受污染的木材来去除它们。然而，木栖真菌不能如此容易地被清除。蓝变真菌（不会吞噬木

材物质）和腐烂真菌（会吞噬木材物质）都生长在木材细胞内，以有序的方式在木材上繁殖，

首先吞噬活细胞的内容物。从木材表面数毫米到数米都是它们的生长范围，对木材的损害（特

别是化学损伤和 DNA 降解）可能会很严重。应清楚地注明被认为已腐烂的标本，以便法医工

作人员能够对其进行检查，并根据可能的局限性来确定工作中最佳的程序。 

木材来自树木内部的生物位置 

另一个生物学上的考虑是制作特定产品的木材来自于树木的哪一部分。从一个部分到另一

个部分（如茎到枝、髓到树皮、心材到边材、正常木材到反应木部、幼龄木材到成熟木材），

树木结构、化学成分和 DNA 数量/质量的某些方面会发生变化，因此原始树木中木材的来源会

影响技术的适用性。在检查和样本选择时，无法控制这一点，但如果已知此类信息，对与样本

在树中的来源有关的明显位置，应以注释和图像来做记录。 

木材处理和产品类型 

作为产品的投入，木材原材料加工（锯切、贴面、粘合、削片、剥落、研磨、粉状、压

碎、制浆、研磨）直接影响适用于产品的法医技术范围。 

实木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实木是指木材、木板、木片或木材的组成部分，其最小尺寸通常超过

8 毫米，通常是通过锯切生产的。这样，像工程地板这样的产品可以既包括实木（最上面的耐

磨层，厚度可能超过 8 毫米）也包括胶合板底部，每层厚度可能只有 2-4 毫米。与下面的薄层

相比，实木表层适用的技术范围更广。 

单板 

单板是薄板材、卷材或木条，长宽通常在厘米到米之间，最小尺寸通常在 0.25 毫米到 8
毫米之间。单板通常是通过去除一片长而连续的切向木材（去皮单板）或用大刀切割单板飞片

并去除单独的木材（切片单板）来生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通常对原木进行蒸煮，或以其他

方式用水汽加热，以使木材更容易切割。加热木材可以去除挥发性提取物，加热也可能破坏

DNA 质量或引起其他化学变化。未粘合在一起形成胶合板或其他基材的松散单板，可能更像

实木，尤其是较厚的单板。一旦粘到产品上（通常是在高温高压下），预期的适用技术范围就

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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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木和单板，单独的木片都可能被粘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复合材料产品（例如，层压

单板木材、平行线木材、指接成型、胶合板等）。在一些高价值的森林产品中，化学改性的实

木产品（如乙酰化木材）越来越普遍，其他常见产品通常经过化学处理（例如，经杂酚油处理

的铁路枕木、经防腐剂处理的建筑木材）。在未对基于实木开发的鉴定技术逐一开展产品应用

的仔细审查之前，所有这些经过化学改性的产品都应被视为未知领域。 

碎木（木屑和薄片、颗粒、木粉） 

许多木制品是由小块木材重新成形而制成，通常用胶水、粘合剂、蜡、塑料或其他非木质

成分，制成较大的产品。碎木有“木屑和薄片”、“颗粒”、“木粉”三种。碎木通常是通过

机械方式将木材打碎成更小的碎片而产生的。对于“碎片和薄片”，单个碎片的最大长宽尺寸

通常为厘米级，最小尺寸为毫米级。单个木片和薄片的机械强度比相同尺寸的实木片弱，这限

制了将其制备用于显微镜方法的简易性，但在其他方面不会改变材料的结构或化学性质。 

“颗粒”比“薄片和碎片”小很多倍，单个最大尺寸通常在 0.5 到 8 毫米之间，同时也有

其他两个在 0.5 到 2 毫米之间的尺寸。虽然在制造“颗粒”时，木材没有明显的化学改性，但

即使是很小的体积（例如 50 立方厘米），也会含有来自许多不同树木、甚至许多物种的木

材，这是非常普遍的。正因为如此，除了传统的木材解剖之外，大多数鉴定技术都不适合对

“微粒”进行法医学分析。对于传统的木材解剖来说，每一个“颗粒”都是一个单独的样本，

对于直接分析来说太大，而需要单独的切片和制备；因此，即使是调查一个“颗粒”产品中含

有哪些木头，劳动负担也很重。 

“木粉”是通过研磨和筛分木材而形成的木粉或木尘。单个“木粉”颗粒以微米为单位测

量，不能单独加工。因为“木粉”中有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树木、也许来自许多不同的物种，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传统的木材解剖可能适用。 

纤维化木材 

纤维化木材可以用化学法、机械法或化学-机械结合法来生产。纤维化过程可以是完整

的，将木材还原成其组成细胞，如用化学制浆法来制造纸浆和纸制品，或者，纤维化过程可以

像大多数机械或化学机械过程一样，产生单个细胞、破碎的细胞碎片和多个细胞簇。根据木纤

维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这种材料可用于制造纸、纸板或一系列纤维板产品。这些产品可以用各

种粘合剂、填充剂、树脂、蜡或不加添加剂制成，并且可能涉及高温和高压（例如一些纤维

板）的应用，或者可能主要发生在环境温度下（一些造纸工艺）。对于化学纸浆木纤维，DNA
将被破坏，提取物被去除或显著地改变，细胞与细胞位置关系是大多数解剖鉴定的基础。因

此，通过传统木材解剖方法进行纤维鉴定，是实木鉴定的一个简化案例，通常是为获取一个较

为笼统的最终结果。由于木材在加工过程中混合的类似原因，应用于机械加工木材纤维的其他

法医技术，在运用于木材颗粒或木粉时，可能会显示出相同的局限性。 

形成产品的工业过程本身（加热、提取、胶合、挤压、干燥、涂漆等） 

无论产品状况或木材加工和产品类型如何，形成最终木材产品的工业过程，只要带来改

变，就会缩小适用的法医技术范围。如上所述，许多产品需要加热、胶合、涂饰、处理或以其

他方式对木材物质进行物理和/或化学改变。生产胶合板、刨花板、刨花板和纤维板等板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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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涉及到高压以及典型的高温和含水物。木塑复合材料需要高温，并且通常在成型或挤压过程

中，将木质部件完全装入塑料中。甚至实木制品的油漆、染色或粘合也会影响法医技术的适用

性。注意工业加工可能带来的限制，并请毫不犹豫地联系您的法医专家进行澄清。 

木头、产品、法医技术的快速参照表 

加工后的各种类型的木材（心材、边材）或尺寸的木材显示于行，法医技术和背景（即确

定植物特性或来源）显示于列。在每个单元格中，都有一个简短的描述，说明该技术在特定环

境中对产品的适用性。 

请注意，该表包含“开发用于法医应用的参考数据库所需材料”部分。将其纳入该表是为

了完整性，并强调基于 DNA 技术的好处之一，特别是不需要破坏性采样（例如，树可以保持

直立生存），这对于稀有、受威胁或濒危物种尤为重要。当使用“频繁”一词，则表示给定技

术通常在这些情况下可用，但有时不可用，具体取决于特定技术或测试、生物变异性或加工过

程中木材的变化（例如，DNA 技术对于实木心材经常有用，但不总是有用）。在使用“少

见”一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将不适用。“可能”一词表示，目前科学

家不知道某项技术是否可用，但希望有时可用（例如，通过机器视觉来进行种源测定，还没有

人尝试过，但属/种分辨率很高，因此人们期望它至少有时对种源有效。） 

有关具体选择非木材森林产品法医鉴定方法的进一步询问，应咨询木材解剖方面的适当专

家。全球木材馆藏品和木材解剖联系人的详细信息可在附件 9 和 15 中找到，这可能有助于找

到合适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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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木头、产品、法医技术的快速参照表 

 木材属/种鉴定 木材来源确定 

分析目的 分析所用材料 木头/产品 
木材 
解剖学 

机器 
视觉 

树木 
年代学 

稳定 
同位

素 
遗传学 质谱法 

近红外 
光谱 

木材 
解剖学 

机器 
视觉 

树木 
年代学 

稳定 
同位

素 
遗传学 质谱法 

近红外 
光谱 

参考 
数据库 

材

料

性

质 

实木 
心木 是 是 

否 否 

频繁 是 是 

否 

可能 是 是 频繁 是 是 
边木 是 是 是 否 否 可能 是 是 是 否 否 

非木质 叶、花、果、皮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法医应用 

木

料

性

质 

实木 
心木 是 是 频繁 是 是 可能 少见 是 频繁 是 是 
边木 是 是 是 频繁 否 可能 少见 是 是 频繁 否 
板材 是 可能 频繁 是 是 可能 否 是 频繁 是 是 

碎木 
碎片/碎屑 是 否 频繁 是 可能 否 否 是 频繁 是 可能 

木尘 是 否 可能 频繁 可能 否 否 可能 可能 频繁 可能 
木粉 是 否 可能 可能 可能 否 否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纤维化木 

机械纤维 是 否 可能 频繁 可能 否 否 可能 可能 频繁 可能 

化学-机械纤维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可能 否 否 否 

化学木浆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可能 否 否 否 

制

品

种

类 

实木 实木 是 是 频繁 是 是 可能 少见 是 频繁 是 是 

木头合成

物 

胶合板/LVL 是 可能 可能 是 是 可能 否 是 可能 是 是 
欧松板 OSB/ 

刨片压制刨花板 
是 否 可能 是 可能 否 否 可能 可能 是 可能 

木楔压制刨花板 是 否 可能 是 可能 否 否 可能 可能 是 可能 
纤维板 是 否 否 可能 可能 否 否 可能 否 可能 可能 

木塑复合材料 是 否 否 可能 可能 否 否 否 否 可能 可能 

木浆和纸

张 
纸张 是 否 否 可能 可能 否 否 可能 否 可能 可能 
木浆 是 否 否 可能 可能 否 否 可能 否 可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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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ITES 附录物种的非木材森林产品 

本附件和附件 2 旨在提供有关贸易产品的信息，这些产品是以木材为原材料制成的，但不

一定具有本指南所述方法便于识别所需的特征或质量。本附件面向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所列几种常用于生产非木材产品的树种的具体信息感兴趣的人群。这里所包含的信

息未必详尽无遗；其他 CITES 附录树种也可用于生产非木材木产品。有关具体选择非木材森林

产品法医鉴定技术的进一步咨询，应找木材解剖方面的适当专家。全球木材馆藏品和木材解剖

联系人的详细情况见附件 9 和 15，可能有助于找到合适的专家。 

主要用于非木材森林产品的 CITES 保护木材说明 

此信息取自参考数据库 CITESwoodID 和 macroHOLZdata（见参考文献） 

玫瑰安妮樟 （Aniba rosaeodora）-CITES 附录 II 

科：樟科（LAURACEAE）。同物异名：Aniba duckei; A. rosaeodora var. Amazonica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Pau rosa verdadeiro, pau rosa imbaúba, pau rosa itaúba, pau rosa 
mulatinho （巴西）; bois de rose （法国）; cara-cara （圭亚那）; bois de rose femelle （法属圭

亚那） 

该物种生长在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主要生长在巴西境内，但也有少量生长在邻

国，如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圭亚那和苏里南。 

用该植物制备的最重要的产品是一种用于香水行业的高价精油，偶尔用于治疗目的。不

过，有迹象表明，偶有实木贸易，用于家具制造、拼花地板和旋转装饰物。 

沉香属（Aquilaria spp.）和拟沉香属（Gyrinops spp.）所有种-CITES 附录 II 

科：瑞香科（THYMELAEACEAE）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 Trâm huong, dó bâu （越南）; aloewood, agarwood （英国、美

国）; bois d'aigle, bois d'aloès （法国）; karas, kayu garu （马来西亚）; gaharu mengkaras （马

来西亚-沙捞越）; akyau（缅甸）; tanduk, udúr （印度）; kaju alim, kaju gaharu（印尼）; Chan 
krasna （柬埔寨）; tengala （文莱） 

沉香属（Aquilaria）（19 种）和拟沉香属（Gyrinops）（9 种）的地理分布范围包括从印

度北部到新几内亚岛，亚洲南部和东南亚热带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属的物种都有包容性的韧

皮部，且横截面可见分散分布、切线延伸的岛状结构。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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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和浅色普通木材不用于交易。只有小而暗的、油树脂浸渍的碎片对有重要商业价值；

它们产自活树对损伤的创伤反应及后续真菌感染。这种不正常的木材只以完整的碎片、碎片及

磨碎的粉末、或提取的油树脂等形式进行贸易。 

萨米维腊木（Bulnesia sarmientoi） CITES 附录 II 

科：蒺藜科（ZYGOPHYLLACEAE） 

其他贸易相关物种：玉檀木（Bulnesia arborea）（该树种的木材通常被称为“维腊木”，

在颜色、重量和宏观结构方面与萨米维腊木（B.sarmientoi）无法区分。但是，它的可使用数量

更多，在市场上也更常见）。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ibiocaí （阿根廷）; Paraguay lignum-vitae （货物名） 

萨米维腊木自然分布于阿根廷北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南部的查科地区。它被用来雕刻作品

和制造耐用的车工材料、研钵和杵等，另外，有一种被称为瓜亚克（guaiac 或 guayacol）的油也

是用其木材生产的，用作肥皂和香水的配方。用有机溶剂可以获取它的树脂，用于制造清漆和深

色涂料。 

愈疮木属所有种（Guaiacum spp.） CITES 附录 II 

科：蒺藜科（ZYGOPHYLLACEAE） 

其他贸易相关物种：药用愈创木（G. officinale）、神圣愈创木（G. sanctum）、墨西哥愈

创木（G. coulteri）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 guajak （捷克、俄罗斯、匈牙利）; gaiac （法国）; guaiacum 
wood （英国）; pockhout （荷兰）; gwajak （波兰）; guaiac （罗马尼亚）; guayacan （西班

牙、委内瑞拉）; palo santo, guayacancillo （古巴、墨西哥）; Domingo- Jamaika- Panama 
Pockholz, Franzosenholz （德国） 

地理分布：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到南美热带地区。木材通常以 3 米长的木块

（小方坯）或木板出售，特别适用于：工具手柄、运动用品、轮匠店（木刨机底座、保龄

球）、车工材料、研钵和杵（船舶螺旋桨衬套和轴承的专用木材）。抽提物用于药用目的和制

作酒精饮料用的香精（颜色、香味）。 

非洲李（Prunus africana） CITES 附录 II 

科：蔷薇科（ROSACEAE）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英语（red stinkwood, iron wood, bitter almond）；非洲荷兰语

（rooistinkhout）；埃塞俄比亚语（tikur inchet）；乌干达语（ntasesa, ngwabuzito）；斯瓦西

里语（mueri, mkomahoya, kiburrabu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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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遍及大部分非洲热带地区：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安

哥拉、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刚果盆地和马达加斯

加。 

非洲李（Prunus africana）主要用于药用，以树皮碎片或粉末状树皮的形式进行交易，对

以木材解剖方式进行的鉴定构成阻碍。树皮的液体提取物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肥

大。副产品“木材”在当地加工为家具、地板、车工材料、模塑件、木柱和研钵。 

檀香紫檀（Pterocarpus santalinus） CITES 附录 II 

科：豆科-蝶型花亚科（FABACEAE-FABOIDEAE） 

更多商品名称和当地名称：Kaliaturholz, rotes Sandelholz（德国）；red sandalwood, India 
sandalwood（英国）；sandal rouge（法国）；sandalo rosso（意大利）；chandaman, panaka 
（印度） 

这个物种是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岛特有的，不要将其误认为“正统檀香木”—白檀

（Santalum album）。这种木材在中国和日本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高档细木工的珍贵木材、

纺织品的染色木材、酊剂和利口酒的着色剂、在医药和化妆品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如今，

仍有少量的心材主要以木片或木粉的形式销售。然而，有迹象表明，仍然有实木贸易来制造豪

华家具和部分乐器以及各种装饰物。 

红豆杉属所有种（Taxus spp.） CITES 附录 II 

科：紫衫科（TAXACEAE） 

目前已知的红豆杉属（Taxus）九种植物中，四种分布在北美、一种分布在欧洲和中东、

四种分布在亚洲。只有亚洲红豆杉（东北红豆杉（T. cuspidata）、密叶红豆杉（T. fuana）、

苏门答腊红豆杉（T. sumatrana）、喜马拉雅红豆杉（T. wallichiana）及其三个变种）受《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管制。欧洲红豆杉（Taxus baccata）已被德国、奥地利、

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列入濒危植物红色名录，并受到相关国家法

规的保护。在美国，佛罗里达红豆杉（Taxus floridana）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

色名录极度濒危物种，也被佛罗里达州列为濒危物种。在加拿大，特别是爱德华王子岛省有法

规关注加拿大红豆杉（Taxus Canadensis），也称为“地铁杉”。 

这种木材特别适用于装饰单板（用于高价家具，尤其是键盘乐器的主体部分）、家具、工

具手柄、运动用品、轮匠店（比赛弓箭）、车工材料、其他应用（测量仪器、镶嵌材料）。在

红豆杉树皮中发现的某些化合物被发现具有抗癌作用。化疗药物紫杉醇（俗名 taxol）的前体

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紫杉属植物叶子提取物来合成。与太平洋紫杉树皮相比，树叶是更可再生

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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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Richter, H.G., Gembruch, K., and Koch, G. CITESwoodID: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14 onwards). Version: 16th May 2014. In English, 
German, Spanish and French. Available at delta-intkey.com/citesw. 

2. Richter, H., and M. Oelker. 2002 onwards. macroHOLZdata, Commercial timbers: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Version: 2014. In English 
and German. Available for purchase from the Thünen Institute www.ti.bund.de/en/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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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非法木材和木材产品贩运的常见风险指标清单 

本附件旨在提供，在与木材和木材产品装运物打交道时，对于风险概述分析目的可能有用

的信息。高风险货物只占跨越国际边境货物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为了识别这些应被检查

的高风险装运物，有必要运用一个选择程序。负责确定哪些货物应接受进一步仔细审查的机构

可能会发现，这些信息是相关的。附件列出的单个注意点本身未必能识别出一种值得采取进一

步行动的风险，但是叠加起来，它们可以指明在装运物中有更大可能性包含非法木材或木材产

品。这些指标主要与进出口相关风险有关。附件所列风险并非详尽无遗，旨在加强而不是取代

现有的风险概述分析策略。 

建议相关机构咨询： 

• 世界海关组织（WCO） 
o WCO 海关执法网络：全球海关执法信息数据库 
o WCO-Iris：收集开源海关信息的工具 
o WCO I2C：信息和情报中心，促进海关合规和执法相关事宜的沟通和协调 

• 国际趋势警告 
o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紫色通报：寻求或提供犯罪分子使用的作案手法、

物品、装置和藏匿方法的通报。 
o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警告：通过对提供给 CITES 秘书

处“贸易违法和全球执法记录系统”（TIGERS）的数据进行分析，形成的包含

非法贸易情报的文件 
• 如适宜，现存的有关国际、国内、地区资源的 

o 风险评估 
o 风险概述 
o 情报报告 
o 查获通知 

• 本《指南》附件 4 和附件 5，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树种原生

分布区和一些已知种植区的信息 

申报的装载物/货物 

• 已知用作掩护走私物品的装载物（例如废纸、废塑料、茶、咖啡豆、木炭、食品、手

工艺品、旧轮胎） 
• 适用于走私、且装载物比重大、可能造成相当大延误导致而不易受监控的（卸货需要

很长时间）。 
• 申报商品的重量超过正常重量 
• 对于申报的低价值货物而言，运输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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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选择 

• 来自高风险原产国或中转国的装载物/货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导言部分中列出的

WCO资源，也可访问 www.forestlegity.org/risk-tool 和

www.timbertradeportal.com 

• 使用不寻常的或新的路线（为了避免海关干预，罪犯能够使用不寻常的路线并定期改

变路线） 

出口方/进口方 

• 虚构名称/不完整的细节（姓名/地址） 
• 首次进口 
• 进口历史（如业务类型变化） 
• 盗用知名进出口商的身份 
• 使用新的货运代理或首次使用货运代理 
• 装运物与进口商申报的业务范围不符 
• 欺诈性地使用可信赖的公司详细资料 
• 未经证实的经由边境管控紧急清关的请求 

对某些木材品种来说，某些行业/用户有高风险，例如： 
 

• 古董修复 • 家具 • 木雕 

• 船舶和游艇 • 地板 • 保健药物 

• 乐器  • 香水 

非法木材贸易运作手法示例 

• 伪造或欺诈性使用认证，例如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和森林认证认可方案（PEFC） 
• 伪造或欺诈性使用 CITES 出口许可证制度 
• 报关欺诈，例如使用不同的协调制度代码（HS），特别是关税税率较低的代码 
• 将非法木材隐藏在合法木材装运物中，在未列入 CITES 的柳安（娑罗双属所有种

（Shorea spp.））装运物中，藏有列入 CITES 的拉敏白木（棱柱木属所有种

（Gonystylus spp.）） 
• 标签错误的包装 
• 通过绘图、上漆或染色来隐藏木材所属物种的识别特征 
• 集装箱内包装不良的装载物 
• 使用不正确的商品名称 
• 使用不正确的学名 
• 使用不正确的原产国 
• 使用不正确的 CITES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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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完整的信息 
• 出口时 CITES 许可证未经签注 
• 使用超出有效期的 CITES 许可证 
• 装运物重量大于申报重量 
• 不正确使用重量换算率（例如，发票上以千克为单位而 CITES 许可证以立方米为单位） 
• 缺乏必要的官方文件 
• 把木材加工成的最终产品申报为产品、而不申报为木材，例如，由 CITES 所列棱柱木属

所有种（Gonystylus spp.）制成的台球球杆，申报为台球球杆 
• 滥用 CITES 注释，例如，把不在注释内的 CITES 木材产品声称为在注释内的产品 
• 使用虚构地址/虚构名称 
• 使用由不正确的机构签发的许可证 
• 欺诈性使用木材特许权信息 
• 木材装运物用作隐藏毒品或香烟的掩护装载物 
• 托盘或包装材料由受管制的木材制成 

 

 

 



 

 

附件 5. CITES 附录所列树种信息 

本附件旨在提供截止 2013 年举行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CITES 附录所列树种的信息。最准确的列入情况可以在 CITES 网站上找到

（www.CITES.org/eng/app/appendix.php），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查阅该网站。这些附录所列物

种受到贸易管制，可能需要出口许可证和/或进口许可证。本附件列出了每一种被列入附录的

树种，按科分类并注明了一些中文名和英文俗名。相关的 CITES 附录与任何相关注释的信息一

起注明，还提供了具体的风险指标和其他相关信息。寻求核实特定树种和产品是否受 CITES 管

制的人群可能对本附件感兴趣。关于 CITES 所列树种原生地理分布区和已知种植区的更多信

息，见附件 6。 

注释 

当一个物种列入 CITES附录I、II或III，该物种所有的部分和衍生物也列入了该附录，除非对

该物种作出注释以表明仅列入特定的部分和衍生物。Conf. 10.13 (Rev. CoP15)号决议“木材物

种履约情况”中有关于 CITES 注释的解释，见 www.cites.org/eng/res/10/10-13R15.php。在这些

注释的语境中，术语“提取物”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直接从植物材料中获得的任何物质，

无论采取何种制造过程。提取物可以是固体（如晶体、树脂、细颗粒或粗颗粒）、半固体（如

树胶、蜡）或液体（如溶液、酊剂、油和精油）。“木片”一词指已经变成小块的木头。 

关于表格中所称“注释”的说明 

#1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除外： 

a) 种子、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  

b) 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 人工培植的香荚兰属（Vanilla）植物的果实、部分及其衍生物。 

#2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除外：  

a) 种子和花粉；及  

b) 包装好备零售的制成品。 

#3 根的整体、切片和部分，不包括粉末、片剂、提取物、滋补品、茶饮、糕点等制成品或衍

生物 

#4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除外：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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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种子（包括兰科植物（Orchidaceae）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

 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有种（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

 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和三角槟榔（Neodypsis
 decaryi）的种子。  

 

b) 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 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荚兰属（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生物；  

e) 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

 （Selenicereus）（仙人掌科 Cactaceae）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 蜡大戟（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包装好备零售的制成品。 

#5 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 

#6 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和胶合板。 

#7 原木、木片、粉末和提取物 

#8 地下部分（例如，根、根状茎）：整体、部分和粉末 

#9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附有“采用受监管的采集和生产所获的火地亚属所有种 Hoodia spp.
原料制造，遵从与相关 CITES 管理机构的协议条款，博茨瓦纳 No. BW/xxxxxx 号协议，纳米比

亚 No. NA/xxxxxx 号协议，南非 No. ZA/xxxxxx 号协议。”字样标签的除外。 

#10 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包括未完工的用于制作弦乐器乐弓的木料。 

#11 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胶合板、粉末和提取物。 

#12 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胶合板和提取物。成分中含有其提取物的制成品（包括芳香

剂）不受本注释约束。 

#13 果核（英文名 kernel、endosperm、pulp 或 copra）及其所有衍生物。 

#14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除外： 

a) 种子和花粉；  

b) 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 果实；  

d) 叶；  

e) 经提取后的沉香粉末，包括以这些粉末压制成的各种形状的产品；  

f) 包装好备零售的制成品，但木片、珠、珠串和雕刻品仍受公约管制。 

 



附件 5. CITES附录所列树种信息                 ９９ 

表 A5.1 CITES 附录树种（截止 2013 年） 

科 物种 注释 CITES 附录 中文名/英文名 风险指标 细节 

ANACARDIACEAE 
漆树科 

Operculicarya decaryi  II 德氏漆/Jabihy 活体植物、焦炭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II 织冠漆/Jabihy 活体植物、焦炭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 

 
Operculicarya 

pachypus 
 II 象腿漆/Tabily 活体植物、焦炭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 

ARAUCARIACEAE 
南洋杉科 

Araucaria araucana  I 
智利南洋杉/Chili pine, 

Monkey puzzle 
种子、纸浆、木头 所有种群（仅产于智利、阿根廷） 

BERBERIDACEAE 
小蘖科 

Podophyllum 
hexandrum 

#2 II 
桃儿七/Himalayan may-

apple 
 很少用于木材，药用更普遍 

CARYOCARACEAE 
多柱树科 

Caryocar costaricense #4 II 多柱树/Ajillo  与属内其他种难以区分 

CUPRESSACEAE 
柏科 

Fitzroya cupressoides  I 
智利俏柏/Alerce, 
lahuán, lahuen 

公约前库存(2014/002 号通知; 

Cites.org) 仅产于智利、阿根廷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I 

皮尔格柏

/Pilgerodendron, Ciprès 
船体、家具、木柱、桥梁 仅产于智利、阿根廷 

DICKSONIACEAE 
蚌壳蕨科 

Dicksonia spp. #4 II 蚌壳蕨属所有/Tree ferns  仅包括美洲种群 

DIDIEREACEAE 
龙树科 

DIDIEREACEAE spp. #4 II 
龙树科所有种

/Alluaudias, didiereas  仅马达加斯加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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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NACEAE 
柿树科 

Diospyros spp. #5 II 柿属所有种/Ebonies  仅马达加斯加种群 

FAGACEAE 壳斗科 Quercus mongolia #5 III （俄罗

斯） 
蒙古栎/Mongolian oak  仅俄罗斯 

JUGLANDACEAE 
胡桃科 

Oreomunnea 
pterocarpa 

#4 II 
枫桃/Gavilan, Aniba 

duckei, Pau rosa 
精油  

LAURACEAE 
樟科 

Aniba rosaeodora #12 II 
玫瑰安妮樟/Brazilian 

rosewood 
  

LEGUMINOSAE 
豆科 

Caesalpinia echinata #10 II 
巴西苏木/Brazilwood, 

Pernambuk 
 小提琴琴弓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5 II 

交趾黄檀/Thailand 
rosewood 

主要来自柬埔寨、老挝、泰国

和越南  

 Dalbergia darenensis #2 III （巴拿

马） 
巴拿马黄檀   

 Dalbergia granadillo #6 II 
中美洲黄檀/Granadillo 

rosewood 
 大部分为乐器 

 Dalbergia nigra  I 
巴西黑黄檀/Rio 

palisander, Brazilian 
rosewood 

公约前标本 红木，古董修复 

 Dalbergia retusa #6 II 微凹黄檀/Cocobolo  大部分为乐器 

 Dalbergia spp. #5 II 
黄檀属所有种

/Madagascar 
palisander, Madagascar 

通过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运送至

远东地区 仅马达加斯加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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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wood 

 Dalbergia stevensonii #6 II 
伯利兹黄檀/Honduras 
palisander, Honduras 

rosewood 

主要来自伯利兹、危地马拉、

墨西哥 大部分为乐器，音木 

 Dalbergia tucurensis #6 III （尼加拉

瓜） 
危地马拉黄檀/Yucatan 

Rosewood 
  

 Dipteryx panamensis  
III （哥斯达

黎加、尼加

拉瓜） 
巴拿马天蓬树/Almendro   

 Pericopsis elata #5 II 大美木豆/Afrormosia 主要来自刚果（金）和喀麦隆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4 II 

多穗阔变豆/Cristóbal, 
ñambar 

  

 Pterocarpus santalinus #7 II 
檀香紫檀/Red sanders, 
red sandalwood,agaru 

 也用于药用 

MAGNOLIACEAE 
木兰科 

Magnolia liliifera var. 
Obovata 

#1 III （尼泊

尔） 
盖裂木/Balukhat, 
Branthuri, Safan 

  

MELIACEAE 
楝科 

Cedrela fissilis #5 III （玻利维

亚） 
劈裂洋椿/Cedar, 

cedrela, cédrat, etc. 
  

 Cedrela lilloi #5 III （玻利维

亚） 
阿根廷洋椿/Cedar, 

cedrela, cédrat, etc. 
  

 Cedrela odorata #5 III（玻利维

亚、巴西、
香洋椿/Spanish cedar,  

科特迪瓦也有种植，CITES 也管控

种植园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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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

秘鲁） 

cedar, cedrela, etc. 

 Swietenia humilis #4 II 
矮桃花心木/Honduras 

mahogany 

古董修复、乐器、家具、造船

师、修船师 

从美洲到欧洲或远东地区 

 

 Swietenia macrophylla #6 II 
大叶桃花心木/Brazilian 

mahogany, Bigleaf 
mahogany 

同上 
远东种植园也种植（非 CITES） 

仅产于新热带 

 Swietenia mahagoni #5 II 
桃花心木/Cuban 

mahogany 
同上  

OLEACEAE 
木樨科 

Fraxinus mandshurica #5 III (俄罗斯) 水曲柳/Manchurian ash   

PALMAE 
棕榈科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4 II 马岛葵/Manarano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很少用于木材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I 拟散尾葵/Butterfly palm  很少用于木材 

 
Lemurophoenix 

halleuxii 
 II 

狐猴葵/Hovitra 
varimena 

 很少用于木材 

 Marojejya  darianii  II 达氏仙茅棕/Ravimbe  很少用于木材 

 Neodypsis decaryi #4 II 三角槟榔/Triangle palm  很少用于木材 

 Ravenea louvelii  II 繁序雷文葵/Lakamarefo  很少用于木材 

 



附件 5. CITES附录所列树种信息                 １０３ 

 Ravenia rivularis  II 河岸雷文葵/Gora  很少用于木材 

 Satranala decussilvae  II 林扇葵/Satranabe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很少用于木材 

 Voanioala gerardii  II 长苞椰/Voanioala  仅产于马达加斯加，很少用于木材 

PINACEAE 
松科 

Abies quatemalensis  I 
危地马拉冷杉

/Guatemalan fir 
焦炭、屋顶板、工具、木雕、

圣诞树  

 Pinus koraiensis #5 III （俄罗

斯） 
红松/Korean nutpine 

纸浆、铁路、桥梁、地面材

料、胶合板  

PODOCARPACEAE 
罗汉松科 

Podocarpus neriifolius #1 III （尼泊

尔） 
百日青/Yellow wood   

 Podocarpus parlatorei  I 
弯叶罗汉松/Parlatore's 

podocarp 
  

ROSACEAE 
蔷薇科 

Prunus africana #4 II 非洲李/African cherry  也用于木材和食品补充剂 

RUBIACEAE 
茜草科 

Balmea stormiae  I 
巴尔米木/Ayugue, 
Balmea stormae 

Martínez 
 萨尔多瓦、危地马拉、墨西哥 

SANTALACEAE 
檀香科 

Osyris lanceolata #2 

II （布隆

迪、埃塞俄

比亚、肯尼

亚、卢旺

达、乌干

达、坦桑尼

亚） 

非洲沙针/East African 
sandal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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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CEAE 
紫杉科 

Taxus chinensis #2 II 红豆杉/Chinese yew   

 Taxus cuspidata #2 II 
东北红豆杉/Japanese 

yew 
  

 Taxus fuana #2 II 密叶红豆杉/Tibetan yew   

 Taxus sumatrana #2 II 
苏门答腊红豆杉

/Sumatran  yew   

 Taxus wallichiana #2 II 
喜马拉雅红豆杉

/Hymalayan yew   

THYMELAEACEAE 
瑞香科 

Aquilaria spp. #14 II 
沉香属所有种

/Agarwood,  gaharu   

 Gonystylusspp. #4 II 棱柱木属所有种/Ramin   

 Gyrinops spp. #14 II 
拟沉香属所有种

/Agarwood   

TROCHODENDRACEAE 
水青树科 

Tetracentron sinense #1 III (尼泊尔) 水青树   

ZYGOPHYLLACEAE 
蒺藜科 

Bulnesia sarmientoi #11 II 
萨米维腊木/Gayak, Holy 

wood 
从巴拉圭运往欧洲的愈创木油  

 Guaiacum spp. #2 II 
愈疮木属所有种/Lignum-

vi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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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旨在提供《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所列树种原生分布和

已知种植区的信息，截止 2013年举行的 CITES第 16次缔约方大会。最准确的物种列入情况可

以在 CITES网站上找到（www.CITES.org/eng/app/appendix.php），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查阅

该网站。本附录所列物种受贸易管制，可能需要出口许可证和/或进口许可证。本附件中的信

息详细说明了这些 CITES所列树种自然生长的区域，以及目前已知的在其自然分布区之外进行

种植的区域。新的种植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发展出来，因此不必将此列表视为完备的。执法机

构以及科学界可能会对本附件中的信息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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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CITES 树种美洲分布情况 

 

物种 

北
美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
古
巴
、
海
地
、 

多
米
尼
加
、
阿
鲁
巴
、 

库
拉
索
、
博
内
尔
岛
） 

热
带
中
美
洲 

中
美
洲 

墨
西
哥 

危
地
马
拉 

伯
利
兹 

洪
都
拉
斯 

萨
尔
瓦
多 

尼
加
拉
瓜 

哥
斯
达
黎
加 

巴
拿
马 

热
带
南
美
洲 

南
美
洲 

委
内
瑞
拉 

圭
亚
那 

哥
伦
比
亚 

巴
西 

巴
拉
圭 

玻
利
维
亚 

秘
鲁 

智
利 

阿
根
廷 

亚
马
孙
地
区 

1 德氏漆 Operculicarya decaryi                           

2 织冠漆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3 象腿漆 Operculicarya pachypus                           

4 智利南洋杉 Araucaria araucana                    X X   X X  

5 桃儿七 Podophyllum hexandrum                           

6 多柱树 Caryocar costaricense             X X    X X       X 

7 智利肖柏 Fitzroya cupressoides                        X X  

8 皮尔格柏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X   

10 龙树科 DIDIEREACEAE                           

11 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                           

12 柿属所有种 Diospyros spp.                           

13 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a                           

14 枫桃 Oreomunnea pterocarpa      X X X  X  X X X             

15 玫瑰安妮樟 Aniba rosaeodora                    X       

16 巴西苏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X       

17 交趾黄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18 巴拿马黄檀 Dalbergia darenensis              X             

19 中美洲黄檀 Dalbergia granadillo      X                     

20 卢氏黑黄檀 Dalbergia louve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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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北
美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
古
巴
、
海
地
、 

多
米
尼
加
、
阿
鲁
巴
、 

库
拉
索
、
博
内
尔
岛
） 

热
带
中
美
洲 

中
美
洲 

墨
西
哥 

危
地
马
拉 

伯
利
兹 

洪
都
拉
斯 

萨
尔
瓦
多 

尼
加
拉
瓜 

哥
斯
达
黎
加 

巴
拿
马 

热
带
南
美
洲 

南
美
洲 

委
内
瑞
拉 

圭
亚
那 

哥
伦
比
亚 

巴
西 

巴
拉
圭 

玻
利
维
亚 

秘
鲁 

智
利 

阿
根
廷 

亚
马
孙
地
区 

21 山地黄檀 Dalbergia monticola                                                 
22 巴西黑黄檀 Dalbergia nigra                         X                       
23 诺曼底黄檀 Dalbergia normandii                                                 
24 紫花黄檀Dalbergia purpurascens                                                 
25 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     X                                           
26 黄檀属所有种Dalbergia spp.                                                 
27 伯利兹黄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X   X X X X                                 
28 旱生黄檀 Dalbergia xerophila                                                 
29 巴拿马天蓬树 Dipteryx panamennsis                   X X                           
30 大美木豆 Pericopsis elata                                                 

31 多穗阔变豆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X X X                           

32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33 盖裂木 Magnolia liliifera var. obovata                                                 
34 劈裂洋椿 Cedrela fissilis     X                   X                       
35 阿根廷洋椿 Cedrela lilloi     X                   X                       
36 香洋椿 Cedrela odorata     X                   X       X       X       
37 蒙大拿洋椿 Cedrela montana     X                                           
38 墨西哥洋椿 Cedrela oaxacensis     X                                           
39 萨尔瓦多洋椿 Cedrela salvadorensis     X                                           
40 西印第安洋椿 Cedrela tonduzi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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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北
美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
古
巴
、
海
地
、 

多
米
尼
加
、
阿
鲁
巴
、 

库
拉
索
、
博
内
尔
岛
） 

热
带
中
美
洲 

中
美
洲 

墨
西
哥 

危
地
马
拉 

伯
利
兹 

洪
都
拉
斯 

萨
尔
瓦
多 

尼
加
拉
瓜 

哥
斯
达
黎
加 

巴
拿
马 

热
带
南
美
洲 

南
美
洲 

委
内
瑞
拉 

圭
亚
那 

哥
伦
比
亚 

巴
西 

巴
拉
圭 

玻
利
维
亚 

秘
鲁 

智
利 

阿
根
廷 

亚
马
孙
地
区 

41 矮桃花心木 Swietenia humilis       X X X   X   X X X                         

42 大叶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X   X X X X X X X X X 

43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agoni   X                                             

44 水曲柳 Fraxinus mandshurica                                                 

45 
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46 拟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47 三角槟榔 Neodypsis decaryi                                                 

48 繁序雷文葵 Ravenea louvelii                                                 

49 河岸雷文葵 Ravenea rivularis                                                 

50 林扇葵 Satranala decussilvae                                                 

51 长苞椰 Voanioala gerardii                                                 

52 危地马拉冷杉 Abies quatemalensis       X X X   X                                 

53 红松 Pinus koraiensis                                                 

54 百日青 Podocarpus neriifolius                                                  

55 弯叶罗汉松 Podocarpus parlatorei         X           X                 X X X X   

56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57 巴尔米木 Balmae stormiae     X X X X     X                               

58 非洲沙针 Osyris lanceolata                                                 

59 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60 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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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北
美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
古
巴
、
海
地
、 

多
米
尼
加
、
阿
鲁
巴
、 

库
拉
索
、
博
内
尔
岛
） 

热
带
中
美
洲 

中
美
洲 

墨
西
哥 

危
地
马
拉 

伯
利
兹 

洪
都
拉
斯 

萨
尔
瓦
多 

尼
加
拉
瓜 

哥
斯
达
黎
加 

巴
拿
马 

热
带
南
美
洲 

南
美
洲 

委
内
瑞
拉 

圭
亚
那 

哥
伦
比
亚 

巴
西 

巴
拉
圭 

玻
利
维
亚 

秘
鲁 

智
利 

阿
根
廷 

亚
马
孙
地
区 

61 密叶红豆杉 Taxus fuana                                                 

62 苏门答腊红豆杉 Taxus sumatrana                                                 

63 喜马拉雅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64 沉香属所有种 Aquilaria spp.                                     X           

65 棱柱木属所有种 Gonystylus spp                                                 

66 拟沉香属所有种 Gyrinops spp.                                                 

67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                                                 

68 萨米维腊木 Bulnesia sarmientoi                             X   X           X   

69 愈疮木属所有种 Guaiacum spp.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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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2 CITES 树种亚洲分布情况 

 物种 

亚
洲 

东
南
亚 

印
度
尼
西
亚 

越
南 

柬
埔
寨 

老
挝 

泰
国 

马
来
西
亚 

中
国 

日
本 

印
度 

尼
泊
尔 

喜
马
拉
雅
山
脉 

不
丹 

孟
加
拉 

缅
甸 

菲
律
宾 

俄
罗
斯 

1 德氏漆 Operculicarya decaryi                   

2 织冠漆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3 象腿漆 Operculicarya pachypus                   

4 智利南洋杉 Araucaria araucana                   

5 桃儿七 Podophyllum hexandrum X        X  X X  X     

6 多柱树 Caryocar costaricense                   

7 智利肖柏 Fitzroya cupressoides                   

8 皮尔格柏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10 龙树科 DIDIEREACEAE                   

11 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 X X                 

12 柿属所有种 Diospyros spp.                   

13 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a                  X 

14 枫桃 Oreomunnea pterocarpa                   

15 玫瑰安妮樟 Aniba rosaeodora                   

16 巴西苏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17 交趾黄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X   X X X X            

18 巴拿马黄檀 Dalbergia darenensis                   

19 中美洲黄檀 Dalbergia granadillo                   

20 卢氏黑黄檀 Dalbergia louvelii                   

21 山地黄檀 Dalbergia mont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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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 

亚
洲 

东
南
亚 

印
度
尼
西
亚 

越
南 

柬
埔
寨 

老
挝 

泰
国 

马
来
西
亚 

中
国 

日
本 

印
度 

尼
泊
尔 

喜
马
拉
雅
山
脉 

不
丹 

孟
加
拉 

缅
甸 

菲
律
宾 

俄
罗
斯 

22 巴西黑黄檀 Dalbergia nigra                   

23 诺曼底黄檀 Dalbergia normandii                                     
24 紫花黄檀Dalbergia purpurascens                                     
25 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                                     
26 黄檀属所有种Dalbergia spp.                                     
27 伯利兹黄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28 旱生黄檀 Dalbergia xerophila                                     
29 巴拿马天蓬树 Dipteryx panamennsis                                     
30 大美木豆 Pericopsis elata                                     
31 多穗阔变豆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32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X               
33 盖裂木 Magnolia liliifera var. obovata                       X             
34 劈裂洋椿 Cedrela fissilis                                     
35 阿根廷洋椿 Cedrela lilloi                                     
36 香洋椿 Cedrela odorata   (X)                                 
37 蒙大拿洋椿 Cedrela montana                                     
38 墨西哥洋椿 Cedrela oaxacensis                                     
39 萨尔瓦多洋椿 Cedrela salvadorensis                                     
40 西印第安洋椿 Cedrela tonduzii                                     
41 矮桃花心木 Swietenia humilis                                     
42 大叶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43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agoni (X)                                   
44 水曲柳 Fraxinus mandshuric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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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46 拟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47 三角槟榔 Neodypsis decaryi                                     
48 繁序雷文葵 Ravenea louvelii                                     
49 河岸雷文葵 Ravenea rivularis                                     
50 林扇葵 Satranala decussilvae                                     
51 长苞椰 Voanioala gerardii                                     
52 危地马拉冷杉 Abies quatemalensis                                     
53 红松 Pinus koraiensis   X                               X 
54 百日青 Podocarpus neriifolius  X                     X             
55 弯叶罗汉松 Podocarpus parlatorei                                     
56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57 巴尔米木 Balmae stormiae                                     
58 非洲沙针 Osyris lanceolata                                     
59 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X                   
60 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X                 
61 密叶红豆杉 Taxus fuana                 X                   
62 苏门答腊红豆杉 Taxus sumatrana     X                               
63 喜马拉雅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X X X X     
64 沉香属所有种 Aquilaria spp. X X X                               
65 棱柱木属所有种 Gonystylus spp   X X         X                 X   
66 拟沉香属所有种 Gyrinops spp.     X               X               
67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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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萨米维腊木 Bulnesia sarmientoi X X X X X X X X                     
69 愈疮木属所有种 Guaiacum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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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3 CITES 树种非洲分布情况 

  

物种 

非
洲 

马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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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加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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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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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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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刚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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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刚
果
（
金
） 

中
非 

 

埃
塞
俄
比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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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隆
迪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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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1 德氏漆 Operculicarya decaryi   X                         

2 织冠漆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X                         

3 象腿漆 Operculicarya pachypus   X                         

4 智利南洋杉 Araucaria araucana                             
5 桃儿七 Podophyllum hexandrum                             
6 多柱树 Caryocar costaricense                             
7 智利肖柏 Fitzroya cupressoides                             
8 皮尔格柏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10 龙树科 DIDIEREACEAE   X                         
11 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                             
12 柿属所有种 Diospyros spp. X X                         
13 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a                             
14 枫桃 Oreomunnea pterocarpa                             
15 玫瑰安妮樟 Aniba rosaeodora                             
16 巴西苏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17 交趾黄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18 巴拿马黄檀 Dalbergia darenensis                             
19 中美洲黄檀 Dalbergia granadillo                             
20 卢氏黑黄檀 Dalbergia louvelii   X                         
21 山地黄檀 Dalbergia monticola   X                         
22 巴西黑黄檀 Dalbergia nigra                             
23 诺曼底黄檀 Dalbergia normandi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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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紫花黄檀Dalbergia purpurascens   X                         
25 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                             
26 黄檀属所有种Dalbergia spp.   X                         
27 伯利兹黄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28 旱生黄檀 Dalbergia xerophila   X                         
29 巴拿马天蓬树 Dipteryx panamennsis                             
30 大美木豆 Pericopsis elata     X X X X X               
31 多穗阔变豆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32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33 盖裂木 Magnolia liliifera var. obovata                             
34 劈裂洋椿 Cedrela fissilis                             
35 阿根廷洋椿 Cedrela lilloi                             
36 香洋椿 Cedrela odorata         (X)                   
37 蒙大拿洋椿 Cedrela montana                             
38 墨西哥洋椿 Cedrela oaxacensis                             
39 萨尔瓦多洋椿 Cedrela salvadorensis                             
40 西印第安洋椿 Cedrela tonduzii                             
41 矮桃花心木 Swietenia humilis                             
42 大叶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43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agoni (X)                           
44 水曲柳 Fraxinus mandshurica                             

45 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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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拟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X                         
47 三角槟榔 Neodypsis decaryi   X                         
48 繁序雷文葵 Ravenea louvelii   X                         
49 河岸雷文葵 Ravenea rivularis   X                         
50 林扇葵 Satranala decussilvae   X                         
51 长苞椰 Voanioala gerardii   X                         
52 危地马拉冷杉 Abies quatemalensis                             
53 红松 Pinus koraiensis                             
54 百日青 Podocarpus neriifolius                              
55 弯叶罗汉松 Podocarpus parlatorei                             
56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X X                         
57 巴尔米木 Balmae stormiae                             
58 非洲沙针 Osyris lanceolata               X X X X X X X 
59 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60 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61 密叶红豆杉 Taxus fuana                             
62 苏门答腊红豆杉 Taxus sumatrana                             
63 喜马拉雅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64 沉香属所有种 Aquilaria spp.                             
65 棱柱木属所有种 Gonystylus spp                             
66 拟沉香属所有种 Gyrinops spp.                             
67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                             
68 萨米维腊木 Bulnesia sarmientoi                             
69 愈疮木属所有种 Guaiacum spp.                             

 



附件 7. 集装箱、货运车辆和场所搜查指南                 
  

 １１７ 

附件 7. 集装箱、货运车辆和场所搜查指南 

本附件为所有类型的证据搜查提供一般指导，并为搜查集装箱、货运车辆和场所等提供更

具体的指导。这些信息是为可能对涉嫌非法木材进行搜查的执法机构和官员提供的。参与起诉

木材相关犯罪活动的检察官和司法机关也可能对这些信息感兴趣。这些信息改编自《英国边境

执法手册》（未出版），仅供参考，并无意取代或废除现有的任何议定书或流程。在采用任何

建议的流程之前，建议咨询适当的专家和机构，以确保该流程符合所有当地要求。 

介绍 

集装箱、车辆和场所搜查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证据收集手段。必须遵循此处描述的流程，

否则整个检查可能毫无价值。 

实物检查应始终有条不紊地和彻底地进行，以期发现违禁品、未申报货物和其他不正常的

情况。 

当检查时，使用你自己的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因为它们是极有用的。 

如果在搜查过程中造成损坏，必须记录在案，并且必须通知或当场告知司机或产权人，他

们有投诉或要求赔偿的权利。 

合法性 

在进行搜查之前，官员必须： 
• 确定他们打算开展的搜查所依据的规定， 
• 了解这些规定对行使搜查权的任何要求或限制， 
• 确定他们执行搜查所需的权限， 
• 绝对确信已获得任何必要的授权。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导致在搜查所获的任何证据都不被接受。这也可能使相关部门和该官

员在法庭上易受指责，并对索赔负法律责任。 

重要的是，使用任何搜查权都要与涉嫌违法行为相称，并且有足够的理由授权和“侵犯”

个人隐私。 

风险评估/健康与安全 

官员在搜查时应注意物理风险和环境风险。健康和安全对你和你的同事以及旁观者都是至

关重要的。 

负责整个案件的官员必须确保对每项行动进行风险评估。为应对所有的业务行动，所有管

理者都应该有一套全面的通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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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搜寻的官员必须在部署前的行动简报会上获得一份风险评估副本。这将确保官员

充分意识到任何风险及其责任。该评估应附在简报表上或附在发给每名官员的副本上。如果这

不可行，必须向官员口头介绍其内容。在风险评估支持的情况下，官员应遵守关于在特定操作

环境下穿戴个人防护装备（PPE）（如安全帽、手套、护目镜）的所有要求。 

工作场所地面和检查区域应保持清洁，并应有足够的空间存放从集装箱中取出的货物和 X
光设备。官员应警惕棚内的其他障碍物，如拖船、叉车等，并始终： 

• 穿戴提供的个人防护用品， 
• 摘下所有首饰并束起头发， 
• 注意灭火器和急救箱的位置， 
• 接种破伤风、肝炎等疫苗， 
• 尽量保持检查区域的整洁，以防止发生事故的风险。 

平等和多样性 

如果从操作角度上有可能，对车辆或场所进行搜查时，搜查人员应适当考虑与该搜查关联

的建设物或个人所声称的种族或宗教地位。 

但是，官员不应仅凭这些物品被声称具有宗教意义而推迟对其进行搜查，特别是在有迹象

标明或可以怀疑上述物品或区域被用于协助走私犯罪或隐藏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最后，官员还

应注意，在某些文化中，由男性警官来询问女性，可能会被认为不妥。 

安保 

鉴于行动的高度敏感性质，除与直接涉案人员讨论外，不得讨论任何侦查相关内容。 

记住，可能有人在监视你。 

货物应尽快运到仓库。建议（将在其证人证词中展示货物的）侦察人员陪同货物一起，以

便清楚地维持监管链。 

如果在做某事时有疑问，官员必须寻求同事或专家的帮助。 

记录 

检查时必须将各种笔记本保存好，以便在后续的任何程序中提供最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信息： 

• 搜查日期， 
• 搜查的场所地址，如适用， 
• 进出次数， 
• 在场的官员， 
• 其他在场人员（如锁匠、工程师等专家）， 
• 使用的侦察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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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所布局示意图，以便在适用的情况下，准确识别拿走财物的确切位置。如果适用，

请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对平面图上的房间进行编号。（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在

官员的笔记本上保持一致性。） 
• 清点过的小额现金（包括纸币面额的清单）， 
• 进行特定部分搜查时（如发现毒品或计算现金时）在场的人员， 
• 证人证词， 
• 集装箱、车辆或场所中任何已有的损坏情况， 
• 在搜查过程中，官员或业主造成任何的损坏情况， 
• 场地占有人提出的任何投诉，以及官员认为相关的任何其他细节。 

集装箱搜查指南 

选择集装箱 

检查集装箱时，检查方法（箱门检查、部分或全部卸货检查）由检查原因而异。 

以下是搜查原因的非详尽列表： 

• 随机检查，例如统计上选择出一定的百分比， 
• 局部参数， 
• 官员判断， 
• 特殊标准，例如风险分析， 
• 货物的性质、数量、原产地或价值， 
• 启运国， 
• 高额运费， 
• 以往贸易史，例如已知的集装箱 
• 可疑的营运行为， 
• 文件中的不正常情况 
• 来自税务、海关部门或其他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的情报， 
• 货运选择枢纽 
• 联合目标锁定小组， 
• 风险概述分析 
• 检索理论 

总体情况 

装载物扫描图片可能会指出异常区域，也可能有助于识别额外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例如装

载物经移动后倾斜在箱门上。请注意，当从扫描仪位置移动到检查位置时，装载物可能已经在

箱内发生了位置移动。 

首次生产集装箱进行检查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 搜查需要多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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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侦察犬可用吗？ 
• 是否有相关文件（提单、进出口或过境申报单）？如果文件表明装载物存在风险，则

应考虑获得专家建议或帮助。 
• 是否需要专家（锁匠、工程师等）？ 
• 进行检查需要哪些设备（X 光、探头等）？ 

应指定人员来操作设备，如 X 光设备车、摄像机、插销切割机等。 

注意需要进行熏蒸的标签和标志。应检查所有集装箱进行是否存有熏蒸剂的气体检测。如

果有任何疑问，请对容器进行通风，直至读数为零。 

如果集装箱已被批准使用海关封印运输，则在钻孔或以其他物理方式改变集装箱结构时，

必须注意避免违反该批准的相关标准。如果发现该集装箱是“无辜的”，则必须按照《集装箱

公约》规则做出任何必要的修理。 

集装箱装载与卸载 

集装箱内的货物通常应由适当的公司或码头经营人代表进口商进行搬运和重新包装。如果

海关官员来做这项工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既用于反走私目的）并经管理层批准才能进行，

并且要靠考虑到人工处理的问题。 

如果在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则应由码头经营人重新包装集装箱，并尽快重新将

其密封。 

对探测到的不正常情况采取行动 

逮捕并成功起诉所有涉及非法进口活动的罪犯是行动的目标。 

在集装箱检验中发现违禁或未经海关检验的货物时，应采取下列措施：立即停止检查。 

为确保监管链，侦察员应看住违禁物品，同时另一名官员将侦破情况通知总部。总部将通

知调查小组采取进一步行动。然后，官员应等待收到进一步指示。 

货物检查官仍将在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调查人员可能会要求提供隐藏方法的照片证据。

因此，在没有调查小组或办案人员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货物检查人员不得对货物进行干预，

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旦发现可疑的隐藏物，只需取出少量的物质样本来进行现场测试。在这个阶段，因为可

能有需要进行指纹采集和其他法医分析，物品只能由戴手套的一个人处理。 

侦查人员将被要求撰写证人证词，其他货物审查人员也可能会被要求。 

把查获的基本信息分享给在其他集装箱港口的侦查和情报同事十分重要，因为这可能使他

们能识别可能即将到达的或已经卸载的类似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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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车辆搜查指南 

选择车辆 

集装箱选择标准也适用于货运车辆的选择（见上一节）。 

总体情况 

重型货车由于其体积庞大，会形成一些自然的调整空间，可用于走私货物。官员将通过培

训和经历，学习如何确定这些空隙和空间在何处，以及如何安全靠近这些地方。 

官员应该对正常情况建立标准，并挑战异常情况。 

以下提醒列表并非最完整可靠的。 

一直做到： 

• 确保驻车制动已启动， 
• 用楔子塞住牵引车的车轮（最好是驾驶员侧的后轮）， 
• 在开始搜查之前，确保驾驶员离开驾驶室，并从点火开关上取下钥匙。负责搜查的警

官应控制司机，并要求他们打开所有挂锁、挂车锁和储物柜， 
• 进出驾驶室时要小心，离开时总是从车后方走， 
• 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否要检查挂车下面。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开始搜查之前，要求驾

驶员启动挂车驻车制动， 
• 要求司机打开所有车门和储物柜， 
• 进入挂车前对其进行通风， 
• 在处理冷藏挂车时，要求驾驶员关闭冰箱电机， 
• 尝试检查安全气囊。如果有疑问，可以咨询更有经验的同事或专家， 
• 留意车辆移动和驾驶员的视野盲区，特别是在倒车到检查台或车棚时， 
• 留意挂车的货物及其装载方式以及潜在的风险，包括堆码不良的托盘和悬挂的衣物， 
• 留意货物内的危险品。不要打开化学品包装，而是寻求专家建议， 
• 留意货物内的灰尘；细小的灰尘是看不见的，很容易被吸入，会引起呼吸问题， 
• 留意易燃粉尘和易点燃的液体， 
• 留意叉车等电动驾驶车辆， 
• 留意冷藏挂车内会吸收氧气的绿色装载物（蔬菜） 

绝不： 

• 在车辆和检查区域附近吸烟， 
• 把手放入无法看清的地方， 
• 触摸驾驶室内的任何敏感电气设备， 
• 使用未经培训或授权使用的设备， 
• 触摸驻车制动， 
• 打开挂车门时，站得离挂车门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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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车辆，如果要爬，使用经过批准可用的梯子， 
• 进入牵引车驾驶室下方，直到其完全倾斜， 
• 进入牵引车的油箱下面（随着气压下降，后轴上的空气悬挂系统可能会降低，有被压

碎的危险）， 
• 徒手触摸冰冻的金属， 
• 触摸烧毁的车辆或塑料（某些塑料被烧伤时会产生氢氟酸，对皮肤和皮肤有很强的腐

蚀性）， 
• 进入密闭空间， 
• 在玻璃托架中的液压柱塞后面行走， 
• 在未进行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的情况下爬上车辆和油罐的顶部， 
• 打开液体罐的阀口（由于压力增加） 

搜查流程 

1. 初步询问驾驶员 

在对车辆或装载物进行评估时，以下非详尽的问题清单可能有用： 

• 车辆走哪条路线？ 
• 司机见过装载的货物吗？ 
• 车辆装载时驾驶员是否在场？ 
• 车辆是否在任何地方做过停留？ 
• 装载物是定期收集或交付的吗？ 
• 谁拥有这辆车？ 
• 无论时间多长，车辆是否存在无人看管的情况？ 
• 车辆最近是否进行过任何修理工作？ 

警员应注意司机的举止和司机对询问的反应。可能引起怀疑的行为指标包括： 

• 回避目光接触， 
• 出汗， 
• 在被询问时闪烁其词， 
• 过分乐于帮助或者不合作。 

官员们应该要求查看证明该装载物的所有文书。根据初步评估，官员应考虑： 

• 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 车辆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视情况调整检查深度），直至满足要求，以及， 
• 对文件进行更大力度的可信度核验。 

2. 搜查驾驶室内部 

在开始搜查驾驶室内部之前，官员必须确定车辆内的所有物品是否属于驾驶员，并且官员

应记住，驾驶室是驾驶员的生活区和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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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不得： 
• 脱下其靴子，但官员可以主动保护车内座椅和底板，例如使用一次性鞋套， 
• 搜查车辆时穿着脏的工作服 
 
官员必须： 
• 始终手握扶手，面向车辆进入驾驶室，背对车辆离开驾驶室， 
• 系统地搜查驾驶室，确保检查所有区域，直到满意为止。 

戴手套是保护驾驶员个人物品和官员人身安全的良好做法。如果要执行侦察活动，官员必

须按照指导戴手套。 

大多数现代牵引车都配有高科技设备，如安全气囊和 GPS 接收器。现在电脑和电子设备

在驾驶汽车方面已经很普遍。通过培训和经历，官员将能够识别可疑空间在何处以及如何安全

靠近这些空间。 

检查驾驶室时，官员应考虑检查以下非详尽清单中列出的区域： 

• 司机员行李， 
• 储物柜， 
• 小储物格 
• 上铺 
• 床下或铺下， 
• 座椅和靠背， 
• 侧壁装饰和面板， 
• 搁脚空间， 
• 冰箱， 
• 仪表板。 

3. 搜查外部（牵引车和挂车）和内部（挂车和装载物） 

在开始搜查之前，官员应始终检查牵引车的车轮，最好是驾驶员侧的后轮。官员应系统地

从车辆上前面或后面的固定点开始，搜查车辆外部。随后，应检查挂车内部和装载物。 

对探测到的不正常情况采取行动 

对于在车辆探测到的不正常情况，应采取与集装箱探测到不正常情况时相同的措施。 

场所搜查指南 

搜查场所与搜查集装箱和车辆的主要区别在于，要搜查的场所从来不是随机选择出的。这

种类型的搜查需要更多的计划和额外的人力。搜查场所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被搜查场所的

拥有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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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场所或犯罪现场前的准备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或应予罚没的货物，可能需要对场所进行搜查。 

办案人员应清楚搜查的目的和理由、搜查的可能范围、所涉的现实情况以及在场所可能发

现的物品。 

搜查团队 

办案官员或案件管理人员在与全面负责调查的官员协商后，应对每个场所或犯罪现场提名

一名负责搜查的官员。理想情况下，此人应该是一名来自案件组的官员。 

必须对执行搜查的官员做一次仔细的简报，介绍搜查实施对象的性质，以及这些对象被认

为与调查有怎样的关系。这将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实施搜索。 

指定财物管制点和财物官员 

办案官员或案件管理人员在与全面负责调查的官员协商后，应当制定财物管制点，既放置

搜查所得财物的地方。实践中，这个管制点是在案件团队开展工作的建筑物中带锁的房间。在

这里，财物可以安全储存并且以受控的方式获取。 

犯罪现场查验 

应该在初始阶段考虑是否邀请法医顾问参加行动前的预备会，因为他们可以就犯罪现场可

能找到的证据类型以及如何最好地保存这些证据提供建议。在这一阶段利用法医支持可能会避

免降低证据质量，并节约在以后阶段证明罪行所需的资源。例如，在采取行动的建筑物中可能

要对文件或运送物品做唯一标记。在搜查过程中，利用科学支持以协助对证据材料进行早期评

估和解释，可以大大加快和强化侦查工作。犯罪现场检查官员可能还需要将物品搬到实验室，

应用更复杂的技术来恢复标记等，以便获得最佳证据。 

数码法证组 

如果知道场所内有电脑或电脑设备，或怀疑有关资料可能储存在电脑内，则应考虑是否有

需要让数码法证组成员： 

• 就流程和如何处理具体事项，在简报会上向官员提供咨询意见。 
• 可以通过电话向现场官员提供技术咨询， 
• 陪同搜索小组以确保对电脑记录进行适当的查询。 

现金处理流程 

如果预计场所内会发现现金，应该把要遵循的流程简报给官员。 

口译员 

如果预计语言可能给搜查带来挑战，如可能，应当让口译员陪同搜索团队。如果官员计划

带口译员前往搜查场所，如法律有要求，应将这一情况写入搜查令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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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其他资源可能包括，诸如，完成搜查所需的官员人数、需要一个随行的逮捕小组、后备或

预备队、驯犬师、摄影师、警察在场或武装反应小组/战术小组、消防队、监管人员，以及拆

卸套件、手铐、手套、搜查文书、塑料袋子/防拆封袋、封条和专用工具等装备。 

搜查前的简报 

一旦获得授权，应在每次搜查场所之前举行正式简报会。在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必须进

行非正式简报。虽然办案官员能提供有关搜查的指南（例如，进入和搜查的法律依据），但遵

守法律并确保其不超出法定制度界限的责任，在执行搜查的官员。负责搜查的人员必须确保搜

查团队充分理解与搜查和查获物品有关的范围和限度。 

第三方参与搜查 

如果需要让第三方（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警官、口译员）陪同搜查团队使用搜查令进行

搜查，有关人员的身份必须可以通过搜查令上的姓名或任命来确认，其参与搜查的理由也必须

在相关信息中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非法侵入的主张，所获的任何证据也会被裁定

为不可接受。 

参与犯罪现场工作的第三方不应出现在可能危及其安全的位置上。 

搜查开始前 

除非可能不利于搜查目的，必须在合理时间对场所进行搜查。 

主管人员必须首先尝试与场所占用人或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所的人沟通，解释要求进

入该场所的权限，并要求占用人允许进入，除非： 

• 已知要搜查的场所无人占用， 
• 已知占用人和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所的人不在场， 
• 有合理理由相信，以通讯方式通知占用人或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所的人，会妨碍

搜查的目标，或危及有关人员或其他人。 

如果场所已被占用，官员和随行人员必须表明身份。如有口译员在场，则须在搜查人员的

笔记本内作出简短声明，确认已经向口译员解释过搜查目的以及场所占用人的权利。如果占用

人希望第三方见证搜查，则必须允许该人作为见证人，除非该官员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人员在场

会严重妨碍调查或危及有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必因为第三方见证目的而不合理拖延地搜查。如

负责搜查的官员拒绝占用人提出的请求，则必须在搜查记录上注明这么做的理由。 

涉及强制进入场所的搜查 

在法定权力允许的情况下，如有必要，可使用合理和相称的强制力进入下列场所： 

• 占用人或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地的人拒绝了进入场地的请求， 
• 无法与占用人或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地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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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要搜查的场地无人占用， 
• 已知占用人和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地的人均不在场， 
• 有合理理由相信，尝试交流会使与占用人或任何其他有权准许进入场地的人产生警

觉，这样会妨碍搜查的目标，或危及有关官员或其他人。 

在强制进入场所之前，负责搜查的人员必须确信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并且该地址就是搜查

令中指定的地址。 

如果在强行进入的执行过程中，有可能对官员或公众造成严重伤害，则应部署接受过强制

进入方法（MOE）培训的官员，使用适当的设备和防护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经适当授权，

未经培训且没有专业设备的官员才可以执行强制进入场所的流程。 

执行搜查 

只有在为达到搜查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内，才可以搜查场所。无论要搜索什么，须顾及其尺

寸和性质。 

在下列情况下搜索可能无法继续： 

• 有搜查权，但搜查令中规定的所有物品已被发现， 
• 有其他权力，但搜索目标已经实现。 

一旦负责搜查的官员认为，无论要搜索的物品什么，该物品并不在本场所内，那么搜查就

可能无法继续进行。但这并不妨碍对同一场所进行进一步搜查，如果支持进一步申请搜查令、

行使或进一步行使另一权力的额外理由浮现出来。例如，由于新的信息，据信在场地内有以前

没有找到的物品或额外的物品。 

离开场所 

如已强制进入场所，则在离开前，负责搜查的人员必须确保场所安全，方法是： 

• 做出安排让占用人或其代理人到现场 
• 任何其他适宜的方式 

应在笔记本上记录任何重大情况，包括对场所的损坏或对占用人财物的使用，并让占用人

对情况连署签字。 

搜查团队的责任 

管理搜查团队的官员对搜查及以下事项负有责任： 

• 确保场所受到控制， 
• 在场的任何人都受到控制， 
• 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并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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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将所有财物送回指定的财产管制点，并提请财物管理官员留意如毒品、现金、枪

支或弹药、其他贵重物品或高价值物品之类的任何财物。如果发现枪支，不应触碰，

并应寻求警方的帮助。 

负责搜查的官员必须在搜查开始前询问占用人（如有）是否有毒品、火器、现金或贵重物

品。在搬走这些物品前，应当在所有人或占用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这些物品加以管制和记录，以

免出现盗窃等声索，也避免日后任何可能出现的不一致。 

搜查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对证据的连续性负责。官员们应该就事论事，从容不迫地对待对要

搜走的财物。他们应该根据对案件的了解尽量筛选财物，只搜走相关财物而不是把财物全部搜

走。如有疑问，官员应咨询案件团队成员。这将减少把不相关材料搜走的问题，该问题在日后

可能会造成披露方面或资源方面的后果。 

搜索完成后的任务执行情况报告会 

在搜多任务完成后，应当开一个正式的执行情况报告会，目的是把发现的任何好做法和不

当行为突显出来。 

 

 



 

附件 8. 法医鉴定方法的潜在能力、预估成本和交付期 

受过运用试验方法培训的专业科学家实施有关法医鉴定试验，能够解决哪些具体鉴定问题？本附件提供了相关信息。此外，本附件还

列出了不同技术的大致成本范围以及根据完成实验室工作所需的时间确定的最短交付期。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答

案，因为这些方法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物种而开发的。相反，这里的信息是指，假设全部的必要参考信息都具备了，这些方法可以实现

什么。这些成本和时间范围在出版时是正确的，但由于效率的提高和普遍的通货膨胀，成本可能在两个方向上波动。具体费用应与服务供

应商确认。作为评估哪种法医鉴定试验适合其调查的第一步，执法人员可能对此处信息感兴趣。科学界在考虑哪些方法可能是互补的时，

可能会发现这些信息是有用的。检察官和司法部门可能会发现这些信息有助于评估所选实验的适宜性，以及进一步实验是否可以使案由更

为充分。 

 

 

方法的潜在能力 

鉴定需求 木材解剖 机器视觉 树木年代学 质谱法 近红外光谱 稳定同位素 放射性碳 遗传学 
属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种 偶尔 偶尔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来源 偶尔 未知 偶尔 是 是 是 否 是 
个体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年龄 否 否 是（有年轮时） 否 否 否 是 否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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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成本与交付期 

法医鉴定方法 每个样本成本（包括专家费，单位美元） 过程所需最短时间 
木材解剖学（包括机器视觉、树木年代学） <100 美元 几分钟到几天 

质谱法 <1–100 美元 几分钟到几天 
近红外光谱法 <1–50 美元 几分钟到几天 
稳定同位素 100–400 美元 几天 
放射性碳 300–400 美元 几天 
遗传学 100–300 美元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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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辅助木材和木材产品快速现场鉴定的资源 

通过专业木材解剖学家的培训，应该可以初步掌握木材的现场快速鉴定技能。本附件旨在

提供参考资源，可能有助于经过培训的木材和木材产品现场鉴定者持续开展工作。任何接受过

木材快速鉴定培训的人都可能发现这些方法很有用，包括但不限于一线执法机构、海关、相关

部门、管理机构、林业工作者、科学家、认证机构、审计员和公众。这些资源分组为：（a）
手册、书籍和出版物、（b）交互式参考数据库、（c）海报、（d）网站、（e）木材馆藏品和

木材解剖联系人清单。本附件并非详尽无遗，其目的仅在于说明潜在的有用资源，而不是为任

何特定产品背书，或建议使用这些资源而排斥其他资源。 

手册、书籍和出版物 
Coradin, V. T. R., J. A. A. Camargos, L. F. Marques, and E. R. Silva-Junior. Madeiras similares ao 

mogno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chave ilustrada para identificação anatômica em 
campo (2009). Brasília: Serviço Florestal Brasileiro/LPF. 28 p.il color. In Portuguese. （巴西

木材解剖学鉴定图册，葡萄牙语版） 
Chalk, L. Identification of Hardwoods: A Lens Key.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Bulletin No. 25 (1952). 

334-334. In English.（硬木识别，英语版本） 
Dyer, S. A description of the ma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a number of well-known indigenous and 

exotic timber species in South Africa and a key to their identification (1989). South Afric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Forestry Branc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ffairs. In English.
（南非本土及外来木材物种宏观特征及鉴定，英语版） 

Groves, M. and C. Rutherford. CITES and Timber: A guide to CITES-listed tree species (2015). Kew 
Publishing,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vailable at 
www.kew.org/data/CITES_User_Guides/CITES-and-Timber.pdf.（CITES 和木材：CITES附

录树种指南，网址如上） 
Ilic, J. The CSIRO macro key for hardwood identification (1990). CSIRO, Highett, Victoria, Australia. In 

English.（澳洲科工研究组织，硬木鉴定，英语版） 
Ilic, J. CSIRO Atlas of hardwoods (1991). CSIRO, Springer-Verlag. In English. （澳洲科工研究组织，

硬木图鉴，英语版） 
Miller, R., and A. Wiedenhoeft. CITES Identification Guide - Tropical Woods: Guid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opical woods controlled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2002). An Initiative of Environment Canada. In 
English, French, Spanish, Polish and Chinese.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at 
www.traffic.org/forestry-reports/traffic_pub_forestry16.pdf. （CITES 物种鉴定，热带木

材，有英语版、法语版、波兰语版、中文版，中文版网址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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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Basic guide to identification of hardwoods and softwoods using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2010). Available at msucares.com/pubs/publications/p2606.pdf.
（硬木和软木解剖特征基础，网址如上） 

 

http://msucares.com/pubs/publications/p26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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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ffinatto, F., A. Crivellaro and A.C. Wiedenhoeft.  Review of macroscopic features for hardwood 
and softwood identification and a proposal for a new character list. IAWA Journal 36 (2015), 
208-241.（鉴定特征回顾及新特征清单） 

Ruffinatto, F., A. Crivellaro and A.C. Wiedenhoeft. Aula magna - Lista dei caratteri macroscopici per 
l'identificazione dei legni. Supplemento a Sherwood - Foreste ed Alberi Oggi n. 216 (2015). In 
Italian. （木材鉴定宏观特征表，意大利语版） 

Safdari, V., M. Ahmed, J. Palmer and M.B. Baig. Identification of Iranian commercial wood with hand 
lens. Pakistan Journal of Botany 40, no. 5 (2008): 1851-1864. In English.（手持放大镜鉴定

爱尔兰物种，英语版） 
Wiedenhoeft, A. C. Identificacion de las especies maderables de Centroamerica (2011). Forest 

Products Society. In Spanish and English.（中美洲木材种类鉴定，西班牙语版和英语版） 
Wiedenhoeft A.C. and Kretschmann D.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design value estimation of 

wooden members in covered bridges. General Technical Report FPL-GTR-228 (2014). 
Madison, WI: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廊桥用木材鉴定及价值估算） 

交互式参考数据库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of Brazilian Forest Service and Amaz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 

Sinchi. Electronic identification key of commercially representative Amazonian timber 
species (2014). GIZ, OTCA. Version 1.0. In English, Portuguese and Spanish. （亚马孙木材电

子鉴定手册，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版） 
Coradin, V. T. R., J. A. A. Camargos, T. C. M. Pastore, and A. G. Christo. Brazilian commercial timbers: 

interactive identification key based on general and macroscopic features. Serviço Florestal 
Brasileiro, Laboratório de Produtos Florestais: Brazil. In English and Portuguese. Available at 
www.florestal.gov.br/informacoes-florestais/laboratorio-de-produtos-
florestais/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layout=item&catid=109&id=955.（巴西

商业木材：基于一般和宏观特征的交互式识别密钥，英语和葡萄牙语版本，网址如

上） 
Richter, H.G., Gembruch, K., and Koch, G. CITESwoodID: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14 onwards). Version: 16th May 2014. In English, German, Spanish 
and French. Available at delta-intkey.com/citesw. （CITESwoodID：描述、图例、鉴定、信

息获取，提供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版本，网址如上） 
Richter, H., and M. Oelker. 2002 onwards. macroHOLZdata, Commercial timbers: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Version: 2014. In English and German. 
Available for purchase from the Thünen Institute www.ti.bund.de/en/hf/.（描述、图例、

鉴定、信息获取，提供德语和英语版本，网址如上） 

海报 
Groves, M. Ramin... is it in the frame? (2003). Poster for use by UK Customs and Excis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In English. （英国海关使用的海报，英语版） 

 

http://www.florestal.gov.br/informacoes-florestais/laboratorio-de-produtos-florestais/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layout=item&catid=109&id=955
http://www.florestal.gov.br/informacoes-florestais/laboratorio-de-produtos-florestais/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layout=item&catid=109&id=955
http://delta-intkey.com/citesw/
http://www.ti.bund.de/en/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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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L., A. Fraser, M. Mustard, M. Groves, P. Gasson, and N. McGough.. Out of Africa... Pericopsis 
elata (2003a). Poster for use by UK Customs and Excis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In 
English. （英国海关使用的海报，英语版） 

White, L., M. Mustard, M. Groves, P. Gasson, and N. McGough. Coming to a port near you... 
Swietenia macrophylla (2003b). Poster for use by UK Customs and Excis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In English. （英国海关使用的海报，英语版） 

Hinds, P. Stumped? (2011). Poster on colour correct examples of various commercial wood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www.woodposter.com.（商业木材正确颜色示例，可在如上网

址购买） 
The Wood Database Store. Periodic table of wood (accessed 2016). Poster featuring 118 high-

resolution wood pictures arranged geographically; includes common name and average 
dried weight.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www.cafepress.com/wooddbstore.630934941.（按

照地区排列的 118 张木材高像素照片，可在如上网址购买） 

网站 

CITES Wiki Identification Manual. 提供 CITES 物种描述以帮助鉴定的网站。提供英语、法语和西

班牙语版本，见 citeswiki.unep-wcmc.org/IdentificationManual/tabid/56/language/en-
US/Default.aspx 

CITESwoodID.提供与 CITES 树木物种及各种与其外观相似物种的描述、图例、鉴定、信息的网

站。提供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版本，见 delta-intkey.com/citesw 

The Gymnosperm Database.提供裸子植物（包括针叶树、苏铁、银杏和买麻藤的产种植物）的

分类、描述、生态和用途信息的网站。网站为英文版，见 www.conifers.org 

Hobbit House Wood ID Site. 辅助木材颜色匹配以及提供宏观木材解剖基本指南的网站，见

www.hobbithouseinc.com/personal/woodpics 

Identificação Anatômica de Madeiras. 提供木材鉴定视频的网站。网站为葡萄牙语版，见

www.youtube.com/watch?v=94QP-zc05k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od Anatomists (IAWA). 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的网站，包含

与木材解剖研究相关信息。可能有助于找到可以从事木材鉴定服务的专家，见 iawa-
website.org 

The 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 (ITTO) 介绍较少被利用的热带木材种类的性质、用

途和可用性的网站。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见 www.tropicaltimber.info 

Tervuren Xylarium Wood Database. 提供主要来自中非的一些精选树木的图像、木材样本和的木

材解剖的网站。网站是英文版，见

www.africamuseum.be/collections/browsecollections/naturalsciences/earth/xylarium 

 

http://www.woodposter.com/
http://www.cafepress.com/wooddbstore.630934941
http://citeswiki.unep-wcmc.org/IdentificationManual/tabid/56/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citeswiki.unep-wcmc.org/IdentificationManual/tabid/56/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delta-intkey.com/citesw/
http://www.conifers.org/
http://www.hobbithouseinc.com/personal/woodpic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4QP-zc05kg
http://iawa-website.org/
http://iawa-website.org/
http://www.tropicaltimber.info/
http://www.africamuseum.be/collections/browsecollections/naturalsciences/earth/xyl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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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od Database. 详细介绍大约 500 种贸易木材的外观、质量和地理分布的网站，见

www.wood-database.com 

Wood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 (FRIM). 提供和介绍宏观木材解剖

以及马来西亚常见 54 种木材识别关键点的网站。网站是英文版，见 info.frim.gov.my/woodid 

木材馆藏品（木材博物馆）和木材解剖联系人清单 

Index Xylariorum 4.1. 详细介绍全球木材藏品的在线文档，既包括历史上的也包括现今的。可能

有助于寻找能够提供木材鉴定专家服务的机构，见 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List of wood anatomical experts around the world. EXCEL 文件格式，其中包含许多 IAWA 成员，

他们有兴趣分享他们的木材解剖学知识，以解决与非法采伐有关的问题，见 www.iawa-
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www.wood-database.com/
https://info.frim.gov.my/woodid/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附件 10. CITESwoodId 所记录的 CITES 木材和外观相似木材 

本附件提供了 CITES 所列木材和与之外观相似木材的信息，这些信息记录在宏观木材鉴定

计算机数据库 CITESwoodID[1]中。附件列出的中英文名未必详尽无遗。想要了解哪些木材种类

和外观可以通过宏观木材解剖鉴定的执法人员可能对此信息感兴趣。此外，执法机构在考虑是

否要投资培训工作人员使用这些可以作为快速实地鉴定工具的资源时，可能会发现这些信息很

有用。附件 11 提供了关于最重要贸易木材（未必是 CITES 所列木材）的类似信息。关于辅助

木材快速现场鉴定的更多可用资源信息，请见附件 9。 

按照植物学/科学命名字母顺序排列的 CITESwoodID 所记录的 28 种

CITES 所列木材清单（2015 年更新） 

1. Aniba rosaeodora (玫瑰安妮樟 Pau rosa) -CITES附录II(B)  
2. Aquilaria spp., Gyrinops spp. (沉香属和拟沉香属所有种 Adlerholz, eaglewood) - CITES附录II(B) 
3. Araucaria araucana (智利南洋杉 Pehuén, pino araucano) -  CITES附录I(A)  
4. Bulnesia sarmientoi (萨米维腊木 Palo santo)- CITES附录II(B)  
5. Caesalpinia echinata (巴西苏木 Pau Brasil, Fernambuc) - CITES附录II(B)  
6. Cedrela odorata (香洋椿 Cedro) - CITES附录 III(C)  
7.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交趾黄檀 Burma rosewood) -CITES附录II(B) 
8. Dalbergia nigra ( 巴西黑黄檀 Rio Palisander, Brazilian rosewood) - CITES附录I(A) 
9. Dalbergia retusa, D. granadillo (微凹黄檀、 中美洲黄檀 Cocobolo) - CITES附录 II(B)  
10. Dalbergia spp. Madagascar (黄檀属所有种 Palissandre de Madagascar) - CITES附录II(B)  
11. Dalbergia stevensonii (伯利兹黄檀 Honduras rosewood) - CITES附录II(B)  
12. Dalbergia tucurensis (危地马拉黄檀 Korallen-Palisander, Guatemalan rosewood  CITES附录III(C)  
13. Diospyros spp. Madagascar (柿属所有种 Ébène de Madagascar) - CITES附录II(B)  
14. Dipteryx panamennsis (巴拿马天蓬树 Almendro) - CITES附录 III(C) 
15. Fitzroya cupressoides (智利肖柏 Alerce) - CITES附录I(A)  
16. Fraxinus mandshurica (水曲柳 Mandschurische Esche, Manchurian ash) - CITES附录III(C)  
17. Gonystylus spp. (棱柱木属所有种 Ramin) -CITES附录II(B) 
18. Guaiacum spp. (愈疮木属所有种 Pockholz, Lignum Vitae) - CITES附录II(B)  
19. Osyris quadripartita (非洲沙针 Ostafrikanisches Sandelholz, Eastafrican sandalwood)-   

CITES附录II(B)  
20. Pericopsis elata (大美木豆 Afrormosia, Kokrodua) -CITES附录II(B)  
21.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皮尔格柏 Ciprés de las Guaitecas) - CITES附录I(A)  
22. Pinus koraiensis ( 红松 Korea-Kiefer, Korean pine) - CITES附录 III(C) 
23. Platymiscium spp. ( 阔变豆属所有种 Granadillo) -部分列入CITES附录II(B)或未受保护 
24. Podocarpus spp. (罗汉松属所有种 Podo, Maniu) - CITES附录I(A)、 III(C)  
25. Pterocarpus santalinus (檀香紫檀 Red sanders) - CITES附录II(B)  
26. Quercus mongolica ( 蒙古栎 Mongolische Eiche, Mongolian oak) -CITES附录 III(C) 
27. Swietenia spp. (桃花心木所有种 Echtes Mahagoni, True Mahogany) -CITES附录II(B)  
28. Taxus spp. (红豆杉属所有种 Eibe, yew) - CITES附录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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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植物学/科学命名字母顺序排列的 CITESwoodID 所记录的 34 种外观

相似木材清单（2015 年更新） 

1. Acosmium spp. (埃可豆属所有种 Lapachillo, Lapachín)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大美木豆” 
2. Agathis spp. (贝壳杉属所有种 Kauri, Damar-minyak)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智利南洋杉” 
3. Alstonia spp. - section Alstonia (鸡骨常山属所有种 Pulai)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4. Antiaris spp. (见血封喉属所有种 Ako)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5. Araucariaangustifolia (巴拉那松 Parana pine)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智利南洋杉” 
6. Brosimum rubescens Taub. (红饱食桑木 Satiné)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苏木” 
7. Caesalpinia sp. (云实属物种 Chakté viga)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苏木” 
8. Carapa guianensis (圭亚那栋树 Andiroba)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9. Chlorocardium rodiei (罗迪氏绿心木 Greenheart)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愈疮木、萨米维腊木 
10. Chrysophyllum spp. (金叶树属所有种 Aningré blanc)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11. Cordia glabrata (脱毛破布木 Louro preto)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黑黄檀、其他黄檀” 
12. Dalbergiacearensis (赛州黄檀 Kingwood)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黑黄檀、其他黄檀” 
13. Dalbergialatifolia (阔叶黄檀 Indian rosewood)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黑黄檀、其他黄檀” 
14. Dalbergiaspruceana (亚马孙黄檀 Amazonas rosewood)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黑黄檀、其他黄檀” 
15. Dyeracostulata (小脉竹桃木 Jelutong)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16. Endospermum spp. (黄桐属所有种 Sesendok)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17. Entandrophragma angolense (安哥拉非洲楝 Tiama)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18. 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 (筒状非洲楝 Sapeli)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19. Entandrophragma utile (良木非洲 Sipo, Utile) 未受保护楝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20. Guarea spp. (驼峰楝属所有种 Bossé)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21. Handroanthus spp. (风铃木属所有种 Ipê, Lapacho)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大美木豆” 
22. Khaya spp. (卡雅楝属所有种 Khaya, African Mahogany)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23. Machaerium scleroxylon (军刀豆 Santos Palisander)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巴西黑黄檀” 
24. Neolamarckia cadamba (团花树 Kadam)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25. Ocotea rubra (红绿心樟 Louro vermelho, Wane)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桃花心木” 
26. Pterocarpus macrocarpus (大果紫檀 Amboina)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檀香紫檀” 
27. Pterocarpus soyauxii (绍氏紫檀 African Padouk)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檀香紫檀” 
28. Pterygota spp. (翅苹婆属所有种 Kasah, Koto)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29. Sequoia sempervirens (北美红杉 Redwood)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智利肖柏” 
30. Simarouba amara (巴西白木 Simaruba, Marupá)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31. Tectona grandis (柚木 Teak)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香洋椿” 
32. Terminalia superba (艳丽榄仁木 Limba)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棱柱木” 
33. Thuja plicata (西部侧柏 Western Red Cedar)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智利肖柏” 
34. Toona spp. (香椿属所有种 Suren, Toon) 未受保护 外观相似：“香洋椿” 

 

  

 



１３７ 附件 10. CITESwoodId 所记录的 CITES 木材和外观相似木材 

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 CITES 木材（粗体）及对应相似木材 

植物学名称 状态 
Aniba rosaeodora玫瑰安妮樟 CITES 
Aquilaria spp., Gyrinops spp.沉香属和拟沉香属所有种 CITES 
Araucaria araucana智利南洋杉 CITES 
Araucaria angustifolia巴拉那松 相似 
Agathis spp.贝壳杉属所有种 相似 
Bulnesia sarmientoi萨米维腊木 CITES 
Bulnesia arborea玉檀木 相似 
Chlorocardium rodiei罗迪氏绿心木 相似 
Guaiacum spp. (CITES).愈疮木属所有种 相似 
Tabebuia spp.黄钟木属所有种 相似 
Caesalpinia echinata巴西苏木 CITES 
Caesalpinia spp.云实属所有种 相似 
Brosimum rubescens红饱食桑木 相似 
Cedrela odorata香洋椿 CITES 
Swietenia spp. (CITES)桃花心木属所有种 相似 
Tectona grandis柚木 相似 
Toona spp.香椿属所有种 相似 
Dalbergia cochinchinenesis交趾黄檀 CITES 
Dalbergia nigra巴西黑黄檀 CITES 
Cordia glabrata脱毛破布木 相似 
Dalbergia latifolia阔叶黄檀 相似 
Dalbergia madagascariensis马达加斯加黄檀 相似 
Dalbergia spruceana亚马孙黄檀 相似 
Dalbergia stevensonii (CITES)伯利兹黄檀 相似 
Machaerium scleroxylum军刀豆 相似 
Platymiscium spp. (CITES p.p.)阔变豆属所有种 相似 
Dalbergia retusa, D. granadillo微凹黄檀、 中美洲黄檀 CITES 
Dalbergia spp. Madagascar I黄檀属所有种（马达加斯加） CITES 
Dalbergia stevensonii伯利兹黄檀 CITES 
Dalbergia latifolia阔叶黄檀 相似 
Dalbergia cearensis赛州黄檀 相似 
Dalbergia spruceana亚马孙黄檀 相似 
Platymiscium spp. (CITES p.p.)阔变豆属所有种 相似 
Diospyros spp. Madagascar柿属所有种 CITES 
Fitzroya cupressoides智利肖柏 CITES 
Sequoia sempervirens北美红杉 相似 
Thuja plicata西部侧柏 相似 
Gonystylus spp.棱柱木属所有种 CITES 
Alstonia spp.鸡骨常山属所有种 相似 
Antiaris spp.见血封喉属所有种 相似 
Chrysophyllum spp.金叶树属所有种 相似 
Dyera costulata小脉竹桃木 相似 
Endospermum spp.黄桐属所有种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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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amarckia cadamba团花树 相似 
Pterygota spp.翅苹婆属所有种 相似 
Simarouba amara巴西白木 相似 
Terminalia superba艳丽榄仁木 相似 
Guaiacum spp..愈疮木属所有种 CITES 
Bulnesia spp. (CITES p.p.)维腊木属所有种（部分是CITES） 相似 
Chlorocardium rodiei罗迪氏绿心木 相似 
Tabebuia spp.黄钟木属所有种 相似 
Pericopsis elata大美木豆 CITES 
Acosmium spp.埃可豆属所有种 相似 
Tabebuia spp.黄钟木属所有种 相似 
Podocarpus spp.罗汉松属所有种 CITES 
Pterocarpus santalinus檀香紫檀 CITES 
Pterocarpus macrocarpus大果紫檀 相似 
Pterocarpus soyauxii绍氏紫檀 相似 
Swietenia spp.桃花心木属所有种 CITES 
Carapa guianensis圭亚那栋树 相似 
Cedrela odorata (CITES)香洋椿 相似 
Entandrophragma angolense安哥拉非洲楝 相似 
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筒状非洲楝 相似 
Entandrophragma utile良木非洲楝 相似 
Guarea spp.驼峰楝属所有种 相似 
Khaya spp.卡雅楝属所有种 相似 
Ocotea rubra红绿心樟 相似 
Taxus spp.红豆杉属所有种 CITES 

参考文献 
1. Richter, H.G., Gembruch, K., and Koch, G. CITESwoodID: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14 onwards). Version: 16th May 2014. In English, 
German, Spanish and French. Available at delta-intkey.com/cite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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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macroHOLZdata 所记录的 100 种重要贸易木材 

本附件提供了宏观木材鉴定计算机数据库 macroHOLZdata[1]所记录的 100 种最重要的贸易

木材信息。列出的中英文名未必详尽无遗。想了解哪些常用木材可以通过宏观木材解剖鉴定

（尽管还有数量大得多的，不太常见于贸易的木材，它们可以由木材解剖专家鉴定）的执法人

员可能对这些信息感兴趣。此外，执法机构在考虑是否要投资这些可以作为快速实地鉴定工具

的资源时，其可能会发现这些信息很有用。附件 10 提供了 CITES 所列木材和外观相似树种的

类似信息。关于辅助木材快速现场鉴定的更多可用资源信息，请见附件 9。 

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序的 100 种重要贸易木材清单 

1. Abachi, obeche (非洲白木 Triplochiton scleroxylon)  
2. Afzelia, doussié (缅茄属所有种 Afzelia spp.)  
3. Ahorn, maple, sycamore (槭属所有种 Acer spp.)  
4.Angelim vermelho (异味豆 Dinizia excelsa)  
5. Angélique, basralocus (双柱苏木 Dicorynia guianensis)  
6. Balau, bangkirai (娑罗双属娑罗双类 Shorea spp., section Shorea)  
7. Balsa (轻木 Ochroma pyramidale)  
8. Berangan (栲属所有种 Castanopsis spp.)  
9. Bilinga, opepe (狄氏黄胆木 Nauclea diderrichii)  
10. Bintangor (红厚壳属所有种，亚洲 Calophyllum spp., Asia)  
11. Birke, birch (桦属所有种 Betula spp.)  
12. Birnbaum, pear (西洋梨 Pyrus communis)  
13. Bongossi, azobé, ekki (翼红铁木 Lophira alata)  
14. Brasilkiefer, Parana pine (巴拉那松 Araucaria angustifolia)  
15. Bubinga, kevazingo (古夷苏木属所有种 Guibourtia spp.)  
16. Buche, European beech (欧洲山毛榉 Fagus sylvatica)  
17. Cedro (香洋椿 Cedrela odorata, 劈裂洋椿 C. fissilis, 洋椿属所有种 Cedrela spp.) 
18. Ceiba, fromager (吉贝木棉 Ceiba pentandra)  
19. Cumarú (龙凤檀 Dipteryx odorata)  
20. Douglasie, Douglas fir (北美黄杉 Pseudotsuga menziesii)  
21. Eastern Redcedar (北美圆柏 Juniperus virginiana)  
22. Ebenhölzer, gestreift; East Indian ebony (柿属所有种 Diospyros spp.)  
23. Ebenhölzer, schwarz; black ebony (柿属所有种 Diospyros spp.) 
24. Edelkastanie, chestnut (欧洲栗 Castanea sativa,栗属所有种 Castanea spp.)  
25. Eibe, yew (欧洲红豆杉 Taxus baccata)  
26. Erle, alder (欧洲桤木 Alnus glutinosa, 桤木属所有种 Alnus spp.) 
27. Esche, ash (梣属所有种 Fraxinus spp.)  
28. Eukalyptus, eucalypts (巨桉 Eucalyptus grandis, 柳叶桉 E. salig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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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Fichte, Norway spruce (欧洲云杉 Picea abies)  
30. Framiré, idigbo (象牙榄仁 Terminalia ivorensis)  
31. Garapa, grapiá (平滑果铁苏木 Apuleia leiocarpa)  
32. Gonçalo alves (斑纹漆所有种 Astronium spp.) 
33. Hainbuche, common hornbeam (欧洲鹅耳枥 Carpinus betulus)  
34. Hard pines (松属所有种火炬松类 Pinus spp.; section taeda)  
35. Hemlock, western (异叶铁杉 Tsuga heterophylla)  
36. Hevea, rubberwood (巴西橡胶树 Hevea brasiliensis)  
37. Hickory (山核桃属所有种 Carya spp.)  
38. Ipê, lapacho (黄钟木属所有种 Tabebuia spp.)  
39. Iroko, kambala (大绿柄桑木 Milicia excelsa)  
40. Itaúba (亚马孙热美樟 Mezilaurus itauba)  
41. Jatobá (孪叶豆属所有种 Hymenaea spp.)  
42. Kapur (冰片香属所有种 Dryobalanops spp.)  
43. Kasai, taun (番龙眼 Pometia pinnata)  
44. Khaya, African mahogany (卡雅楝属所有种 Khaya spp.)  
45. Kedondong (橄榄属所有种 Canarium spp.)  
46. Keruing (龙脑香属所有种 Dipterocarpus spp.)  
47. Kiefer, Scots pine (苏格兰松 Pinus sylvestris )  
48. Kirschbaum, cherry (李属所有种 Prunus spp.)  
49. Kosipo, omu (大非洲楝 Entandrophragma candollei)  
50. Koto, Kasah, Farinha-seca (翅苹婆属所有种 Pterygota spp.)  
51. Lärche, larch (欧洲落叶松 Larix decidua)  
52. Limba, afara (艳丽榄仁木 Terminalia superba)  
53. Louro faia (怀春木属 Roupala spp.)  
54. Louro vermelho, wane (红绿心樟 Ocotea rubra) 
55. Machang (芒果属所有种 Mangifera spp.)  
56. Mahagoni, echtes; American mahogany (大叶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57. Mandioqueira (木豆蔻属所有种 Qualea spp.)  
58. Mangium (相思树属所有种 Acacia mangium) 
59. Marupá (巴西白木 Simarouba amara)  
60. Massaranduba (巴拉塔树 Manilkara bidentata)  
61. Medang (肉桂属所有种 Cinnamomum spp.)  
62. Melina (云南石梓 Gmelina arborea)  
63. Mengkulang (银叶树属所有种 Heritiera spp.)  
64. Merbau (印茄属所有种 Intsia spp.)  
65. Merpauh ( 翅果漆属所有种 Swintonia spp.) 
66. Nussbaum, walnut (胡桃木 Juglans regia,黑核桃木 Juglans nigra)  
67. Nyatoh (胶木属所有种 Palaquium spp.)  
68. Okan (加蓬圆盘豆 Cylicodiscus gabunensis)  
69. Ovengkol (爱丽古夷苏木 Guibourtia ehie)  
70. Padouk (绍氏紫檀 Pterocarpus soyauxii, P. o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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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Pappel, Espe; poplar, aspen (杨属所有种 Populus spp.)  
72. Paulownia, kiri (泡桐属所有种 Paulownia spp.) 
73. Platane, plane (悬铃木属所有种 Platanus spp.)  
74. Pockholz, lignum vitae (愈疮木属所有种 Guaiacum spp.). 
75. Punah (四贵木 Tetramerista glabra)  
76. Radiata pine (辐射松 Pinus radiata)  
77. Ramin (南洋棱柱木 Gonystylus bancanus) 
78. Red Meranti (娑罗双属红娑罗双类 Shorea spp., section rubroshorea)  
79. Palisander, rosewood (黄檀属所有种 Dalbergia spp.) 
80. Robinie, robinia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81. Roteiche, red oak (栎属所有种 Quercus rubra, Quercus spp.)  
82. Sapelli, sapele (筒状非洲楝 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  
83. Schima (西南木荷 Schima wallichii)  
84. Sen (刺楸 Kalopanax septemlobus)  
85. Sipo, utile (良木非洲楝 Entandrophragma utile)  
86. Soft pines (松属所有种北美乔松类 Pinus spp.; section strobus)  
87. Spießtanne, Chinesische; China fir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88. Tanne, silver fir (欧洲冷杉 Abies alba)  
89. Tatajuba (圭亚那乳桑 Bagassa guianensis)  
90. Teak (柚木 Tectona grandis)  
91. Tembusu (香灰莉木 Fagraea fragrans)  
92. Tiama, gedu nohor (安哥拉非洲楝 Entandrophragma angolense)  
93. Ulme, elm (榆属所有种 Ulmus spp.)  
94. Weißeiche, white oak (栎属所有种 Quercus(w) spp.)  
95. Wengé (斯图崖豆藤 Millettia laurentii) 
96. Western red cedar (西部侧柏 Thuja plicata)  
97. Whitewood, yellow poplar (北美鹅掌楸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98. White seraya, gerutu (柳安属所有种 Parashorea spp.)  
99. Zebrano, zingana (刚果小鞋木豆 Microberlinia brazzavillensis, 二槽小鞋木豆 M. 

bisulcata)  
100. Zeder, echte; cedar (Cedrus spp.) 雪松属所有种 
 

 

参考文献 
1. Richter, H., and M. Oelker. 2002 onwards. macroHOLZdata, Commercial timbers: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Version: 2014. In English 
and German. Available for purchase from the Thünen Institute www.ti.bund.de/en/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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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目前正在开发的木材现场快速鉴定方法 

本附件提供了目前正在开发的两种自动化方法的信息，以辅助快速实地鉴定木材。在本

《指南》出版时，这些方法尚未可供前线执法人员广泛使用，但今后几年可望广泛使用。这些

信息可能会引起执法机构和科学家的兴趣。有关这些技术的最新信息，读者应查阅相关同行评

审的科学文献和/或联系从事研究和开发这些工具的机构。 

自动化宏观木材解剖鉴定方法 

通过使用手持机械将木材结构与参考数据库进行比较并返回最可能的匹配结果 

“机器视觉”技术有成为手持木材鉴定设备[1]的潜力。该系统通过摄像头在严格的光线

控制条件下采集图像，利用信号处理方法提取信息，并以建立分类方案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

已开发出的一种原型装置已得到充分利用，在两种现场情况下对多个试样进行了实时测试。相

比，这种方法的潜在准确度非常出色，能与训练有素的专家所能达到的准确度一样，有时甚至

更好。部分原因是，与人眼相比，系统中使用的光学感应器对光的有更高的敏感度。只需很低

的技能水平，与拍摄出适宜供非现场专家鉴定用的宏观照片的水平差不多，就能在一线操作功

能系统以获得鉴定结果。然而，这项技术还处于原型阶段，并且已进行测试过的物种数量有

限，因此目前还不能广泛应用。 

近红外光谱 

通过使用手持机械将木材结构和化学性质与参考数据库在该区域进行比较并返回最可

能的匹配结果 

近红外光谱（NIRS）可通过一个小型手持光谱仪设备应用于木材，并返回来自木材化学和

物理结构的信息。通过对样本的反馈光谱进行分析，与参考数据集比较，从而确定可能的分类

群，结果可实时获得。这项技术返回准确结果的潜力，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要求很低，目前处于

试验阶段[2]。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在现场使用条件下对该方法进行优化，例如通过在判别

模型中引入湿度和切割方向等变量。现场获得的结果已经表明，正确鉴定到科和种是可能的。

也可正确识别木材来源，将来自巴西的桃花心木与来自墨西哥、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秘鲁的

区分开来。这项技术目前还没有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 "Machine Vision" is being developed at the Center for Wood Anatomy Research of the US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CWAR-FPL). 
2.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 is being developed for timbe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in 

the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of the Brazilian Forest Service and University of Brasí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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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监管链表格示例 

本附件提供了一份证据监管链的示例表格。在收集证据时，为了使其在法庭诉讼中被接

受，必须出示完整的监护链。必须全程明确和记录证据的位置，并证明从最初的样本收集、到

分析、再到最终在必要时提交法院都存在着监管责任链。执法机构可能会发现这个示例很有

用，需要在实验室记录样本保管链的法医科学家也可能如此。大多数定期处理证据的组织都会

有自己的标准监管链表格。此处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并非打算取代或废除现有的任何协议或

流程。如果选择使用本表格，建议咨询相关专家和主管部门，以确保监管链程序完全符合当地

要求。 

机构名称:                                                       监管链记录 案件号： 

查获日期和时间： 
 
 
 

地区： 证据/财物查获人： 
 

证据/财物来源（人或场地）： 
 
□ 取自： 
□ 收自： 
□ 发现于： 
 

案件名称和评述： 

物品或样本

编号： 
 

证据/财物描述（包括查获标签号及任何序列号）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   （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   （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   （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   （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   （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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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   （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   （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物品或样本

编号： 
 
 
 
 
 

来自：（填写名字，机构） 
 
 
 

移交签字： 移交日期： 交付方式 
□ 邮寄 
□ 当面送达 
□ 其他： 

到达：   （填写名字，机构） 
 
 
 

接收签字： 接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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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木材物品清单和采样的数据收集 

本附件旨在为木材装载物物品清单及其相关样本采集的数据收集提供指南。物品清单是详

细说明木材装载物内容的重要步骤，这可能是后续调查的主题。它还为如何选择样本用于检测

（采样计划）提供了一部分理由，使任何分析服务所得结果都能追溯回原始装载物中的准确物

品和准确位置。参与检查木材装载物的机构可能会发觉此处信息是有用的，它对现有的政策和

流程进行了补充。取决于协议和司法管辖要求，木材物品清单和采样信息最好记录在笔记本或

类似的记录设备中，或以单独的表格来记录。 

本附件由三部分组成：A 部分列出了作为木材物品清单一部分、为收集样本用于监测而应

当记录的信息种类；B 部分提供了木材物品清单示例表；C 部分提供了采样数据收集示例表。 

A 部分：在木材装载物物品清单中和在收集样本用于检测时要记录的信息 

木材物品清单中记录了关于所涉装载物内含物品的专门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作为案件必

要部分。除了木材物品清单外，还需要记录有关取样用于分析的信息。下表详细列出了木材物

品清单中要记录的信息以及取样用于法医分析时要记录的信息，但不应认为它是详尽无遗的。

建议与适当的专家和主管部门协商，以确保程序完全符合当地要求。 

木材装载物物品清单中记录的重要信息列表 

案件名称/编号 
查获日期 
查获地点 
查获方（姓名、机构、联系方式） 
清单日期 
清单建立方（姓名、机构、联系方式） 
集装箱或装运物信息，例如，车辆注册号、集装箱编号、提单号 
木材物品描述，对组进行编号，同类物品编入同一组，例如：#G001 未处理的原木, #G002 

板条, #G003 相框 
每一组物品的数量，例如 2 根未处理的原木、100 根板条、50 个相框 
每一组物品的总重量，例如 3 吨未处理的原木、1 吨板条、150 公斤相框 
每一组物种的平均维度，例如，未处理的原木长 5 米、直径 1 米，板条长 3 米宽 10 厘米

高 3 厘米，相框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高 5 厘米 
每一组物品的体积，例如：未处理的原木体积=数量*长度*表面积= 2 x 5 x π x 0.52 = 7.85 立

方米，板条体积=数量*长度*宽度*高度 = 100 x 3 x 0.1 x 0.03 = 0.9 m3，相框体积=数量*
长度*宽度*高度 50 x 0.4 x 0.2 x 0.05 = 0.2 立方米 

装载物总重量，例如，4.15 吨 
装载物总体积，例如 8.95 立方米 
其他评论及标注（如果相关），例如，原木上有用蓝色记号笔手写的标识“XA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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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1. 根据情况，可以用任何合适的单位记录测量值。然而，在计算组合/总重量或体积时，

所用单位必须一致，或在计算中纳入适当的换算系数。 
2. 确保仔细记录项目上的任何手写标记或代码，该信息尤其重要，必须准确记录。有时

它可以提供有关木材来源或目的地以及相关个人或团体的信息。标记也应尽可能拍

照，仅使用经批准的设备、文件存储和传输方法。 

从装载物取样用于法医分析时应记录的重要信息列表 

• 货物所属的组号，例如 G001 代表第一组物品，里面都是装载物中的未处理的原木 
• 被采样物品的唯一物品编号，例如 iUL02 (item Unprocessed Log 物品 未处理 原木 02)表

示选择用于采样的 G001 中的特定原木。如果适用，这应该是在打开包装时，通过编制

装载物位置图，在物品上书写、粘贴或以其他方式分配给物品的编号。如果之前没有

分配号码。分配一个新号码。 
• 样本的唯一编号，例如 S001 (样本 001)，作为证据收集的每个样本都应该有一个完全

唯一的识别号，以避免对样本来源发生任何歧义。 
• 样本描述，例如，从原木长端钻取的小块木核 
• 样本在装载物的原始位置，例如，装载物位置图位置 A，照片“a111.jpg” 
• 物品的维度和重量（该信息在木材清单中已经收集），例如，物品的长、宽、高、周

长（如适用）等 
 

重要说明：一旦取样用于分析，样本就需要严格的监管链记录，进一步内容见第一章第 8 节

和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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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木材清单示例表 

此表格是一个可用于记录信息的示例模板，这些信息作为木材装载物清单一部分而收集，并应与本附件 A 部分（B 部分可能也适用）

中提供的信息一起使用。清单所包含的信息比清单的确切格式更为重要。取决于协议和司法管辖要求，木材物品清单信息最好记录在笔记

本或类似的记录设备中，或记录在单独的物品清单表上，如此处提供的示例。不应认为本示例表中提供的信息详尽无遗，建议与相关专家

和主管部门协商，以确保物品清单程序完全符合当地要求。 

案件信息 

案件名称/编号： 

查获日期： 

查获地点： 

查获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装载物详情 

集装箱号（如适用）： 

提单号（如适用）： 

车辆注册号（如适用）： 

清单建立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木材司法鉴定最佳实践指南 
 
１４８ 

带有示例数据的木材信息  

物品组

编号# 
物品组描述 数量 

重量 
（合计） 

维度（平均） 
体积 其他评论或标注（可选） 

长 宽（或直径） 高（如适用） 

G001 未处理的原木 2 3 吨 5 米 1 米 不适用 7.85 m3 原木上有用蓝色记号笔手写的
标识“XAX26” 

G002 板条 100 1 吨 3 米 10 厘米 3 厘米 0.9 m3  

G003 相框 50 150 公斤 40 厘米 20 厘米 5 厘米 0.2 m3  

         

         

         

         

 装载物总重量  装载物总体积   

 

重要说明：根据情况，可以用任何合适的单位记录测量值。然而，在计算组合/总重量或体积时，所用单位必须一致，或在计算中纳入适

当的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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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木材采样数据示例表 

此表格是一个可用于记录信息的示例模板，这些信息关于从木材装载物采样的情况，并应与本附件 A 部分（B 部分可能也适用）中提

供的信息一起使用。必须准确记录有关采样流程（即采样计划）的数据，以确保任何由此产生的法医木材鉴定结果能够可靠地追溯到原始

木材装载物。格式内包含的的数据采集信息比具体采用何种格式更为重要。根据协议和司法管辖要求，最好将采样细节记录在笔记本或类

似的记录设备中，或记录在单独的表格上，如此处提供的示例。不应认为本示例表中提供的信息必定详尽无遗，建议与相关专家和当局协

商，以确保流程完全符合当地要求。 

案件信息 

案件名称/编号： 

查获日期： 

查获地点： 

查获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装载物详情 

集装箱号（如适用）： 

提单号（如适用）： 

车辆注册号（如适用）： 

清单建立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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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示例数据的采样信息 

采样时间： 

采样地点： 

采样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数据记录方 

姓名： 

机构： 

联系方式： 
 

物品组编号 物品组描述 
被采样物品的

唯一物品编号 
样本的 
唯一编号 

样本描述 
样本在装载物的原始位置 

（相对于装载物位置图和/或照片） 
是否已启用 
监管链记录 

G001 未处理的原木 iUL02 S001 从原木长端钻取的小木核 装载物位置图位置 A，照片“a111.jpg”  

G002 板条 iPL005 S002 板条末端的小锯块 装载物位置图位置 B，照片“a222.jpg”  

G003 相框 iPF20 S003 从相框角上钻取的小木核 装载物位置图位置 C，照片“a333.jpg”  

       

 

重要说明：一旦取样用于分析，样本就需要严格的监管链记录，进一步内容见第一章第 8 节和附件 13。 

 



 

附件 15.  辅助木材和木材产品微观鉴定的资源 

本附件旨在为一些资源提供参考，通过学习微观木材解剖，这些资源可能辅助木材和木材

产品鉴定。木材解剖是一个高技能的专业，预计非专业人士不会经常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应咨

询经验丰富的木材解剖学家，以核实非专人士就木材鉴定得出的任何结论。这些资源分组为：

（a）手册、书籍和出版物、（b）交互式参考数据库、（c）网站、（d）木材馆藏品和木材解

剖联系人清单。本附件并非详尽无遗，其目的仅在于说明潜在的有用资源，而不是为任何特定

产品背书，或建议使用这些资源而排斥其他资源。 

手册、书籍和出版物 
Benkova, V.E. and F. Schweingruber. Anatomy of Russian Woods (2004) Verlag Paul Haupt, Bern - 

Stuttgart  - Wien. In English and Russian. （俄罗斯木材解剖，英文版和俄文版） 
Crivellaro, A. and F.H. Schweingruber. Stem Anatomical Features of Dicotyledons - Xylem, Phloem, 

Cortex and Periderm Characteristics for Ecological and Taxonomical Analyses. (2015) Kessel 
Publishing House. In English.（树干解剖特征，英文版） 

Gregory M. Wood identific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AWA Bull. n.s. 1 (1980): 3–41.（木材鉴

定，带注释的参考书目） 
Gregory M. Bibliography of systematic wood anatomy of Dicotyledons. IAWA Journal, Supplement 1. 

(1994) Leiden. 265 pp.Tropical Woods Keys. In English.（双子叶植物参考书目，英文版） 
Greguss, P. Identification of living gymnosperms on the basis of xylotomy (1955). Akademiai Kiado, 

Budapest. In English.（基于木材切片的裸子植物鉴定，英文版） 
Ilic, J. CSIRO Atlas of hardwoods (1991). CSIRO, Springer-Verlag.（澳洲科工研究组织，硬木图鉴） 
Kribs, D.A.  Commercial foreign woods on the American market; a manual to their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uses, and distribution (1950). Edwards Brothers, Ann Arbor, MI. In English.
（美国市场外来商业木材，结构、鉴定、用途、分布，英文版） 

Miller, R.B. and M.C. Wiemann. Separation of Dalbergia nigra from Dalbergia spruceana. Research 
Paper FPL-RP-632 (1955). Madison, WI: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In English.（美国农业部，黄檀区分，英文版） Available at 
www.fpl.fs.fed.us/documnts/fplrp/fpl_rp632.pdf 

Neumann, K., W. Schoch, P. Détienne and F. Schweingruber. Woods of the Sahara and the Sahel 
(2001), Verlag Paul Haupt, Bern - Stuttgart  - Wien.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撒哈拉

与苏丹草原地区木材，英语、法语和德语版） 
Phillips, E.W.J. Identification of softwoods by their microscopic structure.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Bull. No. 22 (1948). HMSO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 English.（软

木微观结构鉴定，英语版） 
Ravaomanalina, B. H., A. Crivellaro, and F. H. Schweingruber. Stem anatomy of Dalbergia and 

Diospyros from Madagascar with special focus on wood identification (2016). Springer Verlag, 
Germany. In English.（马达加斯加黄檀属和柿属鉴定，英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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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er, H. G., D. Grosser, I. Heinz, and P. E. Gasson. IAWA list of microscopic features for softwood 
identification. IAWA Journal, 25(1) (2004): 1-70.（软木微观特征，英文版） 

Wheeler, Elisabeth A, Pieter Baas and Peter E Gasson. IAWA list of microscopic features for 
hardwood identification. IAWA Bulletin, New Series 10(3) (1989): 219-332.（实木微观特征

鉴定）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stry. Tropical Woods Keys: Keys focused on the microscopic wood 

identification of Neotropical taxa,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Tropical Woods predomiant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English.（新热带类群鉴定，英语版） 

交互式参考数据库 
Richter, H. G., and M.J. Dallwitz. Commercial timbers: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00 onwards).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Portuguese, and Spanish. 
Version. Available at delta-intkey.com/wood/index.htm（商业木材：描述、图例、鉴定、

信息获取，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版，网址如上） 
Wheeler, E. A. InsideWood - a web resource for hardwood anatomy. IAWA Journal 32(2) (2011): 199-

211. Available atinsidewood.lib.ncsu.edu (2004 onwards) （硬木解剖学资源，网址如上） 

网站 

InsideWood. A web resource for hardwood anatomy (2004-onwards). 实木解剖的网站资源，见 
insidewood.lib.ncsu.edu 

Commercial timbers: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00 
onwards). 商业木材：描述、图示、鉴定以及信息获取，见 delta-intkey.com/wood/index.htm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od Anatomists (IAWA). 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的网站，包含

与木材解剖研究相关信息的链接。可能有助于找到可以从事木材鉴定服务的专家，见 iawa-
website.org 

Tervuren Xylarium Wood Database. 提供主要来自中非的一些精选树木的图像、木材样本和的木

材解剖的网站。网站是英文版，见

www.africamuseum.be/collections/browsecollections/naturalsciences/earth/xylarium. 

木材馆藏品（木材博物馆）和木材解剖联系人清单 

Index Xylariorum 4.1.详细介绍全球木材藏品的在线文档，既包括历史上的也包括现今的。可能

有助于寻找能够提供木材鉴定专家服务的机构，见 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List of wood anatomical experts around the world. EXCEL 文件格式，其中包含许多 IAWA 成员，

他们有兴趣分享他们的木材解剖学知识，以解决与非法采伐有关的问题，见 www.iawa-
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delta-intkey.com/wood/index.htm
http://insidewood.lib.ncsu.edu/
http://insidewood.lib.ncsu.edu/
http://delta-intkey.com/wood/index.htm
http://iawa-website.org/
http://iawa-website.org/
http://www.africamuseum.be/collections/browsecollections/naturalsciences/earth/xylarium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http://www.iawa-website.org/downloads.html


 

附件 16.获取参考数据的在线资源 

本附件提供有关获取木材物种科学参考数据的信息和链接。在木材司法鉴定方法的发展过

程中，科学家可能需要访问现有的参考数据。这里提出的资源清单未必详尽无遗，应根据具体

情况逐一独立评估以此方式获取数据的可靠性。 

鉴定方法 资源 链接 评论 

成像 

国际木材解剖学家 
协会（IAWA） 

www.iawa-
website.org/links 

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保持对

在线资源的持续更新 

InsideWood insidewood.lib.ncsu.edu 许多木材的解剖学描述和图片 

国际树木年轮数据库

（ITRDB） 

www.ncdc.noaa.gov/data
-access/paleoclimatology-

data/datasets/tree-ring 

各大洲树木年轮年表，可用于

交叉比对事件并匹配 

化学 
综合代谢物–植物物种

数据库 
kanaya.naist.jp/knapsack

_jsp/top.html 
包含超过 101000 种代谢物关

系的内容丰富的植物数据库 

遗传学 

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中

心（NCBI）数据库 
www.ncbi.nlm.nih.gov 

大量有机物的序列和基因分型

信息。从分类学上并未验证。

使用这些数据时要格外谨慎 
日本 DNA数据银行 www.ddbj.nig.ac.jp 

欧洲核苷酸数据库 www.ebi.ac.uk/ena 

生命条码数据库

（BOLD） 
www.boldsystems.org 关于经较为严格分类学验证的

序列信息的参考材料 

EVOLTREE http://www.evoltree.eu 
关于一些树种经较为严格分类

学验证的序列信息和基因分型

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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