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共分为1个包进行招标。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

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建设原则 

在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资源和接口的条件下，力求高起点的设计，既满足

近期需求，又适应长远发展需要，以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服务协同的建

设目标，确保已建系统整合和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智慧法院建设原则如下： 

1）必要性原则 

建设内容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法院相关信息化建设要求，对法院业务

开展所必须的系统进行建设。 

2）合理性与易操作性原则 

功能和性能配置选型合理，以满足应用需求为出发点，参照法院信息化相

关标准和山东法院信息化建设现状进行设计。 

3）先进性 

采用法院行业和人工智能领域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确保系统符合当前

法院信息化先进发展方向。 

4）稳定性和安全性原则 

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智慧法院建设成功实施的首要前提。对设备及开

发软件的选型和设计上要考虑选用可靠、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以期构筑一个稳

定、可靠辅助办案系统。 

系统采用高可靠性设计，在系统结构和设备主要配件上实现集约化配置，

确保关键业务应用的稳定运行。 



5）完备性与扩展性原则 

设备、软件的基础功能及数据要有可改造利用、更新的能力，兼顾未来技

术的发展、升级、扩容,能够随时融入新的功能、新的技术。 

2.2 建设内容 

结合上级对诉讼服务中心的整体建设和功能要求，根据我院实际空间与需求

将诉讼服务中心划分为咨询导诉区、风险评估区、网上立案区、审判辅助区、自

助查询区、普法宣传区等功能区域。以身份证识别和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身份识

别为基础，建设为群众提供智能导诉、联系法官、自助文书防伪打印、自助阅卷、

诉讼风险评估、当事人相关案件的综合查询，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减轻法官工作

压力。 

2.3 技术要求 

    本项目建设以法院现有业务为支撑构建，以人脸识别为核心技术、自助查询

系统、自助文书打印系统、自助阅卷系统、诉讼风险评估系统、联系法官系统、

自助文书打印系统为服务，连接现有的审判云平台系统、电子卷宗系统、四大公

开平台，配合统一的权限、安全认证服务、日志服务等基础服务构建一个高可用、

易扩展的服务平台。 

 

序

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数

量 

单

位 

1 诉服管理平台开发服务 

对接审判云平台数据，能够对法院、

部门、人员、案件做到数据同步，以

满足系统对数据的一致性和及时性。 

部门查看：能够对法院部门信息进行

查看； 

法院管理：能够维护法院内网分配的

IP地址段，用于授权服务及设备的访

问； 

用户管理：分配用户角色、菜单权限、

数据权限等，并能够补充审判云平台

缺失数据，例如手机号、邮箱等等。 

菜单管理：维护后台管理系统的菜单

内容； 

字典、参数、案由管理：后台维护各

种参数，能够维护阈值、案由字典等。 

1 套 



角色管理、权限管理、客户端管理：

能够通过该部分控制交互系统权限，

接口权限，人员访问权限等。 

统计分析：支持对立案数据、文书打

印数据及统计分析功能。 

日志管理：对系统登录等各种操作完

成全程留痕功能，能够记录业务的整

个操作日志，并提供各种条件的检索

功能。 

文书打印后台管理:对接审判云平台

的案件数据，能够选择与自己相关的

案件进行制式文书的制作、预约打印

等，并能够查看打印完成的送达回证。 

2 联系法官系统开发服务 

采用人证核验技术对当事人进行身份

认证。 

对接审判云平台获取法官信息。 

对接审判云系统进行案件信息查询，

列出当事人在办案件列表。 

系统支持通过快捷标签快速填写留

言、联系方式，承办法官通过 12368

短信平台给当事人发送答疑信息。 

系统支持扩展与法官进行视频通话，

通话过程录音录像，确保通话记录有

迹可循。 

1 套 

3 自助阅卷系统开发服务 

提供当事人、代理人及律师等查阅民

事和行政案件电子卷宗正卷功能。 

支持全省范围的任意法院案件的阅卷

（跨区域阅卷）。 

人证对比：通过人证对比后，查看可

阅卷的案件列表；如查询不到，支持

案件密码查询。 

卷宗查询：对接电子卷宗系统展示卷

宗正卷内容。 

支持添加水印：支持对卷宗添加水印。 

电子卷宗扫码下载：通过扫描二维码

的方式下载电子卷宗正卷内容，并将

电子卷宗作为附件发送到指定的邮

箱。 

1 套 

4 诉服综合业务系统开发服务 用于当事人或律师查询案件信息、常 1 套 



见问题、法律法规、法院简介、办事

指南、开庭公告等。 

查询案件信息：无缝对接审判系统，

能够查询案件的进展、基础信息、承

办信息、当事人信息、开庭信息、送

达信息等。 

常见问题：可查询案件进展过程中常

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法律法规：后台维护法律法规库，供

使用者自助查询。 

开庭公告：无缝对接审判系统，展示

目前完成排期的开庭信息，内容包括：

案号、案由、承办人、开庭时间地点、

原告被告第三人信息。 

5 诉服智能辅助系统开发服务 

诉讼辅助系统包括诉讼费用计算、联

系法官、文书模板查阅等模块。 

诉讼费用计算：诉讼费包括案件受理

费和案件申请费，根据不同的案件类

型和涉案金额计算诉讼费用，支持的

案件类型主要包括：财产案件、非财

产案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劳动争

议案件、行政案件、其他案件、补交

纳诉讼费案件等类型案件及其他子类

型。 

联系法官：当事人及律师在案件进展

阶段，可以向法官推送留言。 

文书模板查阅：可查阅常见的多种文

书模板。 

1 套 

6 自助打印系统服务升级 

人证核验：支持读取身份证信息，通

过人脸分析技术完成人证对比。 

程序性文书打印：与全流程网上办案

系统对接，在案件的不同节点在后台

自动生成对应的文书，自动完成电子

签章。 

结案裁判文书打印：与全流程网上办

案系统对接，在案件结案后可以打印

加盖法院电子印章的结案裁判文书。 

短信通知：能够在文书打印节点进行

1 套 



12368短信提醒，短信提示内容包括：

接收人信息、案号、打印期间、打印

内容、打印地点等提示性内容。 

逾期提醒：预约列表中未打印的文书，

在打印时间截止前再次短信提醒打

印。 

签名捺印：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送达回

证，在电子送达回证上电子签名并按

捺指纹。 

统计分析：支持多维度智能分析，形

成统计报表展示。 

电子签章及防伪打印：与本院电子签

章系统对接，支持自动加盖电子签章，

支持纸制文书的防伪打印，电子印章

防伪、无色防伪二维码防伪和无色防

伪文字。 

7 诉讼风险评估系统服务升级 

诉讼风险评估系统主要服务当事人在

起诉前评估自己案件的情况，平衡心

理预期。为当事人提供相似案件情况

查看、诉讼引导，引导使用合理方式

解决矛盾冲突。 

案由选择：支持常见案由的评估，包

括离婚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一般人

格权纠纷、旅游合同纠纷、劳动争议、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知

情权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法定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

承人债务清偿纠纷等案由。 

案件描述：支持手动输入案件情况，

智能识别案件特征。 

案件特征：根据不同案由，提供各种

特征选择，包括当事人主张、争议内

容等。 

分析报告：报告呈现本案可能涉及的

1 套 



争议焦点、裁判规则、相关法律条文、

事件分析、证据提示，并能够展示类

案的分析结果及类案的裁判文书情

况。 

8 诉讼风险评估终端 

电容触摸屏:≥32寸, 可触摸防水耐

高温,多点触控、防水防尘、响应时间

12ms。 

处理器：≥Intel I5 

内存：≥8GB，DDR4；硬盘：1T机械

硬盘； 

接口：≥1个音频输入，≥2个音频输

出，≥1个麦克风，≥4个 USB口 

双目摄像头：像素≥2048(H)X1536(V)

分辨率≥1920*1080。 

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公安部认证二代

证阅读器，有效读卡距离 0～3cm，感

应区面积：≤100x100mm，读卡时间：

≤1.5s。 

扫码器：视场角度：水平≥115°垂直

≥90°灵敏度：倾斜±65°旋转

360°偏转±60°通讯接口： USB、

RS232 识读精度：≥3.9mil 

1 台 

9 智能服务终端 

集触摸交互显示屏、非接触显示屏、

二代身份证读取、防伪打印机、防伪

验证口、摄像头、二维码扫描仪、麦

克风、音响及指纹仪于一体的多功能

终端。 

电磁/电容触摸屏:21.5寸可触摸防

水耐高温。多点触控、防水防尘、响

应时间 12ms。 

内存：≥4GB，DDR4；硬盘：1T机械

硬盘；接口：≥1个音频输入，≥2

个音频输出，≥1个麦克风，≥10个

USB口。 

指纹识别：方式: 半导体按压, USB

接口取电, 电压：5.0V,图像分辨率：

≥500DPI, 指纹仪采集面积：≤

10.64*14.0mm。 

4 台 



防伪打印机：功率：≤1100W, 连续打

印：平均≤365W, 分辨率：≥600×

600dpi, 内存：≥256MB，接口：

USB2.0、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RJ-45网络接口，打印速度≥23ppm，

预热时间≤24 秒，首次打印时间≤

15.5秒。 

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公安部认证二代

证阅读器，有效读卡距离 0～3cm，感

应区面积：≤100x100mm，读卡时间：

≤1.5s。 

黑管紫光灯: 功率≥4W，灯管型号

T5，长度≥145mm。 

摄像头：像素≥2048(H)X1536(V)分辨

率≥1920*1080。 

10 工作站 

连接法院内网通过内网进行立案交费

等相关业务，功能不低于 i5-9500F，

内存≥8GB，硬盘≥1TB， 

2G 显卡，光驱、键盘鼠标， 

≥19.5 英寸宽屏显示器。 

4 台 

11 诉状转换设备 

支持扩展法院业务功能，用于诉状转

换，拍摄幅面： A3、 A4 及以下、 1 

秒钟成像，拍摄反应速度快、传感器 

CMOS、 

硬质底座、主摄像头： 1000 万像素、

副摄像头： 500 万像素 

2 台 

12 安装实施与辅材 
提供上述设备的安装、部署、实施，

及施工辅材 
1 宗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    注 

1 / / / 

2 / / / 

…… / /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中标签订合同后 7 日内与采购人现有审判管理系统完成对

接,60天内完成软件开发和设备安装。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具体事宜合同中另行约定。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成交供应商全程的服务进行评价。

评价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4. 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谈判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

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  无 

□ 有，内容如下：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最新一期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启响应文件时需提供的样品，成交后成交供应商

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封存。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由成交

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