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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
制度变革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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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在修订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立法

在许多错案当中本来应该进行鉴定的证据材料因为

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

失，在侦查阶段证据收集与保管过程中忽略证据保

者在第 １９２ 条增加了一款新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
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
这一新条 款 赋 予 了 控 辩 双 方 申 请 “ 有 专 门 知 识 的
人” 出庭对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 的权利。

一、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的背景与动力

种种原因而未加鉴定。 其二是证据保管链条的缺
管链条的完整性，保管链条出现断裂甚至导致证据
的丢失在很多刑事错案当中屡屡出现。 其三是鉴定
过程发生错误。 其四是鉴定结果的错误评估和错误
使用。 第二，科技证据时代对法官的挑战。 在当前
刑事审判中，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科学问题的判断

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进入立法其实是在经历漫

上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刑事审判正在面临科技时

长制度变革后的结果，是对传统上完全由公检法主

代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涉及大量超出法官

导专业问题判断的权力格局的一个重大突破。

知识范围的专业性问题。 更多的希望只能寄托于辩

１．刑事专业问题判断之传统格局的三个特征。

方对控方所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的质疑，通过控辩

第一，公检法三家事实上主导了刑事案件鉴定的启

之间的对抗来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审查。 正是在这样

动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如果要启动鉴定，

的背景下，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进入刑事审判当中

只能向公检法机关提出申请。 这种由公权力完全垄

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

断鉴定启动权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一些个案当中会忽
视当事人一方申请启动鉴定的诉求。 第二，司法鉴
定的质量控制主要依赖于公检法之间的内部制约机

二、嵌入制度系统的专家辅助人制度：
定位与特征

制。 随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推进，法院与检察院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刑

所附属的司法鉴定队伍被剥离出来，法院再也无法

事司法语境中的历史延续性问题，将其看成一个全

依赖自己的鉴定人员来对侦查机关的鉴定意见进行

新的制度。 但如果将该制度放置于历史演进的视野

实质性审查。 第三，当事人一方影响专业问题判断

来看，会发现该制度目前存在的许多特征恰恰是其

的途径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司法鉴定问题上，辩护

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方对于专门问题的鉴定判断几乎毫无制约作用，鉴

１．规范体系内的“ 有专门知识的人” 。 从刑事诉

定判断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公检法三者之间鉴定人员

讼法发展的历史及其整体规范体系来看，可以得出

的相互制约。 而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转型的大背景

三点结论：第一，“ 有专门知识的人” 外延要广于传

下，检法两机关对于侦查机关司法鉴定的制约作用

统所说的鉴定人。 至少从文义解释来看，“ 有专门

被大大削弱，辩方在司法鉴定上话语权又受到种种

知识的人” 应该是包含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类。

制约，其结果便是侦查方鉴定意见一家独大， 畅通

第二，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最大的一个突破是将范

无阻。

围扩大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赋

２．刑事专业问题判断基本格局的新旧转换。 第

予他们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第

一，专业问题判断频频失误对传统格局的冲击。 在

三，“ 有专门知识的人” 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作用

目前已经曝光的刑事错案当中，有许多错案的发生

范围是不同的。 当我们谈及刑事司法系统当中的

与鉴定环节出现的问题密切相关。 这些专业问题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应作鉴定而未作鉴定，

“ 有专门知识的人” 的时候，只有事先对诉讼阶段和
委派主体进行界定，才能做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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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引入与限制之间的立法控制。 《 刑事诉讼

法》 第 １９２ 条体现出立法者对于将专家辅助人引入

刑事审判阶段的一种谨慎的态度。 这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第一，本条款仅仅赋予控辩双方申请专家辅
助人出庭的权利，但最后是否允许出庭是由法庭做

三、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改进路径
针对目前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实践当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改进路径。

１．专家辅助人的基本定位应进行适度地扩张。

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二，对于可以申请的专家辅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专家辅助人至少发挥着三

助人人数，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重作用：第一，专家辅助人的庭外意见与出庭活动有

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也给予了明确的限定。 第

效地质疑了控方鉴定意见，纠正了鉴定意见当中出

三，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目的是针对既有的鉴定意见

现的错误问题。 第二，除了对鉴定意见进行质疑之

提出意见，而非重新提出一份独立的专家意见。 第

外，在一些案件当中，专家辅助人在某种意义上还承

四，对于专家辅助人所作出的专家意见也不属于法

担着为法官提供专业知识辅助的作用。 第三，专家

定的证据种类，其证据地位不甚明确。 对专家辅助

辅助人还可以应控方要求就指控当中的某一专业问

人在审判阶段的诸多限制反映出立法者的谨慎态度

题提供专业意见。 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有必要适

与矛盾心态。 一方面，控方证据在鉴定环节的不断
出错使得立法者不得不对控方鉴定意见进行严格的

审查，逐步 强 化 法 庭 对 于 鉴 定 意 见 “ 看 门 人” 的 职
责。 但另一方面，如果对辩方的专家辅助人的功能

度扩大《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９２ 条第 ２ 款对专家辅助
人基本定位的限制，也可以就相关专业问题向法官
提供专业意见。

２．应进一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庭前准备期间的相

作用与专家辅助人所提出意见的证据地位不做限

关权利义务。 辩方应被赋予获得有关鉴定意见基础

定，使其与控方的鉴定意见处在完全同等的地位，又

性资料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针对鉴定意见提出意

可能带来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等一系列问题。 立法

见，专家辅助人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

上的这种谨慎态度也是源于对刑事诉讼当中专业问

是针对鉴定意见及其基础性材料进行研究。 与此同

题判断的党派性与公正性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 法

时，基于对等原则，专家辅助人也应该承担必要的披

庭一方面要防范控方提交的鉴定意见可能存在的诸

露义务，比如像身份、资质、为形成其意见所需的事

多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专家辅助人可能产生的偏见

实、数据、文件等。

性影响同样存在深深的戒备心理。

３．专家辅助人的准入标准应进一步明确。 由于

３．审判阶段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潜在

准入标准不清楚，而准入程序的启动又完全取决于

风险。 第一，从准入标准来说，哪些人可以作为“ 有

法官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必要性这一模糊标准的判

专门知识的人” 进入刑事审判，法律缺乏明确的规

断，导致辩方所提交的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出庭

定和相应的标准。 对于专家辅助人资格和专门知识

质证的效果常常处于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

标准规定的模糊带来的一个潜在风险是大量的、良

４．专家辅助人在法庭中的程序细节应进一步明

莠不齐的专业性信息必然会涌向法庭，法庭在信息

确。 目前法律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之后应该以何种

的甄别方面存在不堪重负的危险。 第二，从引入的

方式来参与诉讼没有明确的规定。 目前的几个地方

程序来说，专家辅助人的出庭受到法院的严格控制。

的实验性规定在以下问题上基本取得共识：第一，在

其一，就专家辅助人的出庭控辩双方只有申请权，而

专家辅助人的申请与通知出庭的程序上，都认为应

批准权在法院。 其二，对于准入与否的审查标准相

该由控辩双方申请并提交具有固定格式的申请书，

对比较模糊。 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申请是否批

由法院进行审查批准。 法院的审查结果如果不予批

准，法官审查的标准是 “ 认为有必要” ，而哪些情形

属于“ 有必要” ，法律则语焉不详。 其三，对于专家
辅助人的数量，原则上也限制在 ２ 个以内。 这种设

准，则赋予申请者进行复议的权利。 第二，对于出庭
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赋予其对鉴定
人进行询问并且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其遵

置带来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法院拥有巨大的裁量权

守客观、独立的义务和保密义务。 第三，对专家辅助

力，却没有必要的标准或原则来控制这一权力。 第

人被询问的范围进行限定，主要将其限制在相关的

三，从专家辅助人的作用范围与效力来看，专家辅助

专门问题上，而不得就专业问题之外的其它问题进

人也被谨慎地进行限定。 从专家辅助人的职能来

行询问。 第四，基本上都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在接受

看，专家辅助人出庭之后只能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完询问之后必须退庭，不得旁听本案的其他审判环

同时，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效力来说，专家辅助人意

节，以免对其判断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不过，由于当

见属于辅助证据而不是实质证据。 第四，专家辅助

前这些规定都只是试验性质的需要从全国层面做出

人意见从证据类型来看并不清楚专家辅助人意见作

统一性要求。

为一类独立证据的依据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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