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A_BA_E4_BD_93_E9_c36_329627.htm (司法部、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3月29日 司

发[1990]07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以医学和法医学的理论和技术

为基础，结合我国法医检案的实践经验，为重伤的鉴定提供

科学依据和统一标准。 第二条 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

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

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 第三条 评定损伤程度，必须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伤情，具体分析。 损伤程度包括

损伤当时原发性病变、与损伤有直接联系的并发症，以及损

伤引起的后遗症。 鉴定时，应依据人体损伤当时的伤情及其

损伤的后果或者结局，全面分析，综合评定。 第四条 鉴定损

伤程度的鉴定人，应当由法医师或者具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

人员担任，也可以由司法机关委托、聘请的主治医师以上人

员担任。鉴定时，鉴定人有权了解与损伤有关的案情、调阅

案卷和病历、勘验现场，有关单位有责任予以配合。鉴定人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规定，保守案件秘密。 第五条 损伤程度的

鉴定，应当在判决前完成。 第二章 肢体残废 第六条 肢体残

废是指由各种致伤因素致使肢体缺失或者肢体虽然完整但已

丧失功能。 第七条 肢体缺失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任何

一手拇指缺失超过指间关节； （二）一手除拇指外任何三指

缺失均超过近侧指间关节，或者两手除拇指外，任何四指缺

失均超过近侧指间关节； （三）缺失任何两指及其相连的掌



骨； （四）缺失一足百分之五十或者足跟百分之五十； （五

）缺失一足第一趾和其余任何二趾，或者一足除第一趾外，

缺失四趾； （六）两足缺失五个以上的足趾； （七）缺失任

何一足第一趾及其相连的跖骨； （八）一足除第一趾外，缺

失任何三趾及其相连的跖骨。 第八条 肢体虽然完整，但是已

丧失功能，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肩关节强直畸形或者

关节运动活动度丧失达百分之五十⑴； （二）肘关节活动限

制在伸直位，活动度小于90度或者限制在功能位，活动度小

于10度； （三）肱骨骨折并发假关节、畸形愈合严重影响上

肢功能； （四）前臂骨折畸形愈合强直在旋前位或者旋后位

； （五）前臂骨折致使腕和掌或者手指功能严重障碍； （六

）前臂软组织损伤致使腕和掌或者手指功能严重障碍； （七

）腕关节强直、挛缩畸形或者关节运动活动度丧失达百分之

五十； （八）掌指骨折影响一手功能，不能对指和握物⑵； 

（九）一手拇指挛缩畸形，不能对指和握物； （十）一手除

拇指外，其余任何三指挛缩畸形，不能对指和握物； （十一

）髋关节强直、挛缩畸形或者关节运动活动度丧失达百分之

五十； （十二）膝关节强直、挛缩畸形屈曲超过30度或者关

节运动活动度丧失达百分之五十； （十三）任何一侧膝关节

十字韧带损伤造成旋转不稳定，其功能严重障碍； （十四）

踝关节强直、挛缩畸形或者关节运动活动度丧失达百分之五

十； （十五）股骨干骨折并发假关节、畸形愈合缩短超过5

厘米、成角畸形超过30度或者严重旋转畸形； （十六）股骨

颈骨折不愈合、股骨头坏死或者畸形愈合严重影响下肢功能

； （十七）胫腓骨骨折并发假关节、畸形愈合缩短超过5厘

米、成角畸形超过30度或者严重旋转畸形； （十八）四肢长



骨（肱骨、挠骨、尺骨、股骨、胫腓骨）开放性、闭合性骨

折并发慢性骨髓炎； （十九）肢体软组织疤痕挛缩，影响大

关节运动功能，活动度丧失百分之五十； （二十）肢体重要

神经（臂丛及其重要分支、腰骶丛及其重要分支）损伤，严

重影响肢体运动功能； （二十一）肢体重要血管损伤，引起

血液循环障碍，严重影响肢体功能。 第三章 容貌毁损 第九条

毁人容貌是指毁损他人面容⑶，致使容貌显著变形、丑陋或

者功能障碍。 第十条 眼部毁损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一

侧眼球缺失或者萎缩； （二）任何一侧眼睑下垂完全覆盖瞳

孔； （三）眼睑损伤显著影响面容； （四）一侧眼部损伤致

成鼻泪管全部断裂、内眦韧带断裂影响面容； （五）一侧眼

眶骨折显著塌陷。 第十一条 耳廓毁损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一侧耳廓缺损达百分之五十或者两侧耳廓缺损总面积超

过一耳百分之六十； （二）耳廓缺损致使显著变形。 第十二

条 鼻缺损、塌陷或者歪曲致使显著变形。 第十三条 口唇损伤

显著影响面容。 第十四条 颧骨损伤致使张口度（上下切牙切

缘间距）小于1.5厘米；颧骨骨折错位愈合致使面容显著变形

。 第十五条 上、下颌骨和颞颌关节毁损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上、下颌骨骨折致使面容显著变形； （二）牙齿脱落

或者折断共七个以上； （三）颞颌关节损伤致使张口度小

于1.5厘米或者下颌骨健侧向伤侧偏斜，致使面下部显著不对

称。 第十六条 其他容貌毁损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面部

损伤留有明显块状疤痕，单块面积大于4平方厘米，两块面积

大于7平方厘米，三块以上总面积大于9平方厘米或者留有明

显条状疤痕，单条长于5厘米，两条累计长度长于8厘米、三

条以上累计总长度长于10厘米，致使眼睑、鼻、口唇、面颊



等部位容貌毁损或者功能障碍。 （二）面神经损伤造成一侧

大部面肌瘫痪，形成眼睑闭合不全，口角歪斜。 （三）面部

损伤留有片状细小疤痕、明显色素沉着或者明显色素减退，

范围达面部面积百分之三十。 （四）面颈部深二度以上烧、

烫伤后导致疤痕挛缩显著影响面容或者颈部活动严重障碍。 

第四章 丧失听觉⑷ 第十七条 损伤后，一耳语音听力减退在91

分贝以上。 第十八条 损伤后，两耳语音听力减退在60分贝以

上。 第五章 丧失视觉⑸ 第十九条 各种损伤致使视觉丧失是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损伤后，一眼盲； （二）损伤后，

两眼低视力，其中一眼低视力为2级。 第二十条 眼损伤或者

颅脑损伤致使视野缺损（视野半径小于10度）。 第六章 丧失

其他器官功能 第二十一条 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是指丧失听觉、

视觉之外的其他器官的功能或者功能严重障碍。条文另有规

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二条 眼损伤或者颅脑损伤后引起不

能恢复的复视，影响工作和生活。 第二十三条 上、下颌骨骨

折或者口腔内组织、器官损伤（如舌损伤等）致使语言、咀

嚼或者吞咽能力明显障碍。 第二十四条 喉损伤后引起不能恢

复的失音、严重嘶哑。 第二十五条 咽、食道损伤留有疤痕性

狭窄导致吞咽困难。 第二十六条 鼻、咽、损伤留有疤痕性狭

窄导致呼吸困难⑹。 第二十七条 女性两侧乳房损伤丧失哺乳

能力。 第二十八条 肾损伤并发肾性高血压、肾功能严重障碍

。 第二十九条 输尿管损伤留有狭窄致使肾积水、肾功能严重

障碍。 第三十条 尿道损伤留有尿道狭窄引起排尿困难、肾功

能严重障碍。 第三十一条 肛管损伤致使严重大便失禁或者肛

管严重狭窄。 第三十二条 骨盆骨折致使骨盆腔内器官功能严

重障碍。 第三十三条 子宫、附件损伤后期并发内生殖器萎缩



或者影响内生殖器发育。 第三十四条 阴道损伤累及周围器官

造成瘘管或者形成疤痕致其功能严重障碍。 第三十五条 阴茎

损伤后引起阴茎缺损、严重畸形致其功能严重障碍。 第三十

六条 睾丸或者输精管损伤丧失生殖能力。 第七章 其他对于人

体健康的重大损伤 第三十七条 其他对于人体健康的重大损伤

是指上述几种重伤之外的在受伤当时危及生命或者在损伤过

程中能够引起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以及其他严重影响人体健

康的损伤。 第一节 颅脑损伤 第三十八条 头皮撕脱伤范围达

头皮面积百分之二十五并伴有失血性休克；头皮损伤致使头

皮丧失生存能力，范围达头皮面积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十九

条 颅盖骨折（如线形、凹陷、粉碎等）伴有脑实质及血管损

伤，出现脑受压症状和体征；硬脑膜破裂。 第四十条 开放性

颅脑损伤。 第四十一条 颅底骨折伴有面、听神经损伤或者脑

脊液漏长期不愈。 第四十二条 颅脑损伤当时出现昏迷（30分

钟以上）和神经系统体征，如单瘫、偏瘫、失语等。 第四十

三条 颅脑损伤，经脑CT扫描显示脑挫伤，但是必须伴有神经

系统症状和体征。 第四十四条 颅脑损伤致成硬脑膜外血肿、

硬脑膜下血肿或者脑内血肿。 第四十五条 外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第四十六条 颅脑损伤引起颅

内感染，如脑膜炎、脑脓肿等。 第四十七条 颅脑损伤除嗅神

经之外引起其他脑神经不易恢复的损伤。 第四十八条 颅脑损

伤引起外伤性癫痫。 第四十九条 颅脑损伤导致严重器质性精

神障碍。 第五十条 颅脑损伤致使神经系统实质性损害引起的

症状与病症，如颈内动脉海绵窦瘘、下丘脑垂体功能障碍等

。 第二节 颈部损伤 第五十一条 咽喉、气管、颈部、口腔底

部及其邻近组织的损伤引起呼吸困难。 第五十二条 颈部损伤



引起一侧颈动脉、椎动脉血栓形成、颈动静脉瘘或者假性动

脉瘤。 第五十三条 颈部损伤累及臂丛，严重影响上肢功能；

颈部损伤累及胸膜顶部致成气胸引起呼吸困难。 第五十四条 

甲状腺损伤伴有喉返神经损伤致其功能严重障碍。 第五十五

条 胸导管损伤。 第五十六条 咽、食管损伤引起局部脓肿、纵

隔炎或者败血症。 第五十七条 颈部损伤导致异物存留在颈深

部，影响相应组织、器官功能。 第三节 胸部损伤 第五十八条

胸部损伤引起血胸或者气胸，并发生呼吸困难。 第五十九条 

肋骨骨折致使呼吸困难。 第六十条 胸骨骨折致使呼吸困难。 

第六十一条 胸部损伤致成纵隔气肿、呼吸窘迫综合征或者气

管、支气管破裂。 第六十二条 气管、食管损伤致成纵隔炎、

纵隔脓肿、纵隔气肿、血气胸或者脓胸。 第六十三条 心脏损

伤；胸部大血管损伤。 第六十四条 胸部损伤致成脓胸、肺脓

肿、肺不张、支气管胸膜瘘、食管胸膜瘘或者支气管食管瘘

。 第六十五条 胸部的严重挤压致使血液循环障碍、呼吸运动

障碍、颅内出血。 第六十六条 女性一侧乳房缺失。 第四节 

腹部损伤 第六十七条 胃、肠、胆道系统穿孔、破裂。 第六十

八条 肝、脾、胰等器官破裂；因损伤致使这些器官形成血肿

、脓肿。 第六十九条 肾破裂；尿外渗须手术治疗（包含肾动

脉栓塞术）。 第七十条 输尿管损伤致使尿外渗。 第七十一条

腹部损伤致成腹膜炎、败血症、肠梗阻或者肠瘘等。 第七十

二条 腹部损伤致使腹腔积血，须手术治疗。 第五节 骨盆部损

伤 第七十三条 骨盆骨折严重变形。 第七十四条 尿道破裂、

断裂须行手术修补。 第七十五条 膀胱破裂。 第七十六条 阴

囊撕脱伤范围达阴囊皮肤面积百分之五十；两侧睾丸缺失。 

第七十七条 损伤引起子宫或者附件穿孔、破裂。 第七十八条 



孕妇损伤引起早产、死胎、胎盘早期剥离、流产并发失血性

休克或者严重感染。 第七十九条 幼女外阴或者阴道严重损伤

。 第六节 脊柱和脊髓损伤 第八十条 脊柱骨折或者脱位，伴

有脊髓损伤或者多根脊神经损伤。 第八十一条 脊髓实质性损

伤影响脊髓功能，如肢体活动功能、性功能或者大小便严重

障碍。 第七节 其他损伤 第八十二条 烧、烫伤。 （一）成人

烧、烫伤总面积（一度烧、烫伤面积不计算在内，下同）在

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三度在百分之十以上；儿童总面积在百

分之十以上或者三度在百分之五以上。 烧、烫伤面积低于上

述程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1.出现休克； 2.吸入有毒气体中

毒； 3.严重呼吸道烧伤； 4.伴有并发症导致严重后果； 5.其

他类似上列情形的。 （二）特殊部位（如面、手、会阴等）

的深二度烧、烫伤，严重影响外形和功能，参照本标准有关

条文。 第八十三条 冻伤出现耳、鼻、手、足等部位坏死及功

能严重障碍，参照本标准有关条文。 第八十四条 电击损伤伴

有严重并发症或者遗留功能障碍，参照本标准有关条文。 第

八十五条 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致伤因素引起损伤，致使器

官功能严重障碍，参照本标准有关条文。 第八十六条 损伤导

致异物存留在脑、心、肺等重要器官内。 第八十七条 损伤引

起创伤性休克、失血性休克或者感染性休克。 第八十八条 皮

下组织出血范围达全身体表面积百分之三十；肌肉及深部组

织出血，伴有并发症或者遗留严重功能障碍。 第八十九条 损

伤引起脂肪栓塞综合症。 第九十条 损伤引起挤压综合症。 第

九十一条 各种原因引起呼吸障碍，出现窒息征象并伴有并发

症或者遗留功能障碍。 第八章 附 则 第九十二条 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五条的损伤，本标准未作规定的，



可以比照本标准相应的条文作出鉴定。 前款规定的鉴定应由

地（市）级以上法医学鉴定机构作出或者予以复核。 第九十

三条 三处（种）以上损伤均接近本标准有关条文的规定，可

视具体情况，综合评定为重伤或者不评定为重伤。 第九十四

条 本标准所说的以上、以下都连本数在内。 第九十五条 本标

准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重伤的法医学鉴

定。 第九十六条 本标准自1990年7月1日起施行。1986年发布

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试行）》同时废止。 本标准施行前

，已作出鉴定尚未判决的，仍适用1986年发布的《人体重伤

鉴定标准（试行）》。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说明 ⑴鉴定关

节运动活动度，应从被检关节的整体功能判定，可参照临床

常用的正常人体关节活动度值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检查时

，须了解该关节过去的功能状态，并与健侧关节运动活动度

比对。 ⑵对指活动是指拇指的指腹与其余各指的指腹相关对

合的动作。 ⑶面容的范围是指前额发际下，两耳根前与下颌

下缘之间的区域，包括额部、眶部、鼻部、口唇部、颏部、

颧部、颊部、腮腺咬肌部和耳廓。 ⑷鉴定听力减退的方法： 

①听力检查宜用纯音听力计以气导为标准，听力级单位为分

贝（db），一般采用500、1000、2000赫兹三个频率的平均值

。这一平均值相当于生活语音的听力阈值。 ②听力减退在25

分贝以下的，应属于听力正常。 ③损伤后，两耳听力减退按

如下方法计算： （较好耳的听力减退×5 较差耳的听力减退

×1）除以6。如计算结果，听力减退在60分贝以上就属于重

伤。 ④老年性听力损伤修正，按60岁开始，每年递减0.5分贝

。 ⑤有关听力检查，鉴定人认为必要时，可选择适当的方法

（如声阻抗、耳蜗电图、听觉脑干诱发电位等）进行测定。 



⑸鉴定视力障碍方法： ①凡损伤眼裸眼视或加用镜片（包括

接触镜、针孔镜等）远距视力可达到正常视力范围（0.8以上

）或者接近正常视力范围（0.40.8）的都不作视力障碍论。视

力障碍（0.3以下）者分级见下表：视力障碍 级别 低视力及盲

目分级标准 最好矫正视力 最好视力低于 最低视力等于或优于

低视力 1 0.3 0.1 2 0.1 0.05（三米指数） 盲目 3 0.05 0.02（一米

指数） 4 0.02 光感 5 无光感 如中心视力好而视野缩小，以注

视点为中心，视野半径小于10°而大于5°者为3级；如半径

小于5°者为4级。 评定视力障碍，应以“远距视力”为标准

，参考“近距视力”。 ②中心视力检查法：用通用标准视力

表检查远距视力和近距视力。对颅脑损伤者，应作中心暗点

、生理盲点和视野检查。对有复视的更应详细检查，分析复

视性质与程度。 ③有关视力检查，鉴定人认为必要时，可选

择适当的方法（如视觉电生理）进行测定。 ⑹呼吸困难是由

于通气的需要量超过呼吸器官的通气能力所引起。症状：自

觉气短、空气不够用、胸闷不适。体征：呼吸频率增快，幅

度加深或变浅，或者伴有周期节律异常，鼻翼扇动，紫绀等

。实验室检查： ①动脉血液气体分析，动脉血氧分压可

在8.0kPa(60mmHg)以下； ②胸部X线检查： ③肺功能测验。 

诊断呼吸困难，必须同时伴有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以资

参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