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一、网页简要介绍： 

北大英华公司立足法院办案的实际需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法律实务

领域的融合应用，启动了围绕“智慧法院”相关的知识深度应用研发与项目部署，

旨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审判一线，通过对审判活动中最迫切的需求做出

明确、快速、高效、灵活的智能响应，打造智能审判重点落地应用产品，为法官

办案提供精准的法宝智识服务，为提升法院办案整体质效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

为“智慧法院”体系建设及配套办案体制改革贡献法宝力量。 

 

二、方案背景： 

北大法宝致力于为法院各类信息化平台长效可靠地运行提供基础保障。目前

北大法宝面向法院、法官的实际工作业务，为全国上百家人民法院提供信息化服

务。信息化是推进阳光审判的有效工具，信息化已经成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审判机制的技术保障，对于促进审判公开、审判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案概述： 

北大法宝团队针对法院业务进行长期业务梳理，形成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命名为“法宝智刑”。“法宝智刑”以北大法宝在刑事法律大数据方面的独特优

势为依托，量身打造并专为法院系统提供的以智能辅助审判办案为核心的落地应

用示范化典型解决方案，以解决法院办案实务刚需为导向，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在法院办案业务中的深度应用。 

 

四、方案组成： 

（一）应用层： 

法宝智刑-刑事法宝 

产品简介： 

紧密联系刑事实务，以刑法总则、分则罪名为纲，集中提供权威类案、穷尽

相关法条、汇集学说观点、特邀刑法学界权威专家组队对实务疑难问题按阶层理



论撰写专家精释，为刑事办案各环节提供实用、系统、权威的内容支撑。  

特色功能： 

（1）裁判规则，锁定同案  

审判参考效力：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审判参考案例，提炼规则、指引出处。 

（2）专家精释，疑难解析 

专家团队、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全部罪名，最新阶层理论对疑难实务问题进

行逐一精释。  

（3）法律依据，法条适用 

以条文为主干，以刑法体系为纲对刑法典、司法解释进行梳理、整合。 

（4）学说观点，理论趋势 

权威专家，前沿理论，观点提炼、比照分析。 

  

    北大法宝-智能定罪与量刑系统 

依托北京大学法学院优势法律资源量身打造的刑事大数据信息平台，紧密联

系刑事实务，以刑法总则、分则罪名为纲，集中提供权威类案、法律依据，汇聚

裁判规则、学说观点，并特邀刑法学界权威专家组队对实务疑难问题按阶层理论

撰写专家精释解析，为刑事办案各环节提供实用、系统、权威的专业化内容支持。 

 

    北大法宝-类案智推系统 

通过对输入的样本案例或案情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智能提炼该案件

重点内容，据此提供不同参照标准的类案，至少包括犯罪事实相似案例、认定内

容相似案例、法律依据相似案例，并将样本案例与类案的裁判结果等作对比，列

示量化标准及刑期差值、罚金差值等，同时提供刑法领域专家学者的精释和观点

等内容，以便用户对同一案件有深入的了解和运用，实际提升办案效率。 

 

北大法宝-刑事案件分析系统  

法宝智能刑事案件分析系统为法律人提供了刑事案件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允

许用户任意选择拖放实现个性化分析报告并可以编辑和导出，操作简单、功能强

大。  

 



（二）支撑层 

    法宝 V6 数据库 

北大法宝是由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与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

出的一款智能型法律信思检索系统，数据内容涵盖法律信息的方方面面，特色功

能有效提升检索效率和法律信息价值，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 

 

（三）数据层 

法律大数据 

法宝大数据产品基于北大法宝海量法律信息数据的沉淀、强大的数据处理能

力和分析能力，通过算法搭建不同模型对法律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再以丰富、

直观的可视化图表进行展示，为院校、企业、机构及各领域的法律人士提供全面、

专业的数据分析支持。支持定制化法律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用户在不

同场景下的数据需求。 

 

五、方案特点 

法宝智刑-刑事法宝 

产品简介： 

紧密联系刑事实务，以刑法总则、分则罪名为纲，集中提供权威类案、穷尽

相关法条、汇集学说观点、特邀刑法学界权威专家组队对实务疑难问题按阶层理

论撰写专家精释，为刑事办案各环节提供实用、系统、权威的内容支撑。  

特色功能： 

（5）裁判规则，锁定同案  

审判参考效力：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审判参考案例，提炼规则、指引出处。 

（6）专家精释，疑难解析 

专家团队、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全部罪名，最新阶层理论对疑难实务问题进

行逐一精释。  

（7）法律依据，法条适用 

以条文为主干，以刑法体系为纲对刑法典、司法解释进行梳理、整合。 

（8）学说观点，理论趋势 



权威专家，前沿理论，观点提炼、比照分析。 

 

北大法宝-智能定罪与量刑系统 

产品简介： 

智能定罪与量刑系统提供根据犯罪构成、罪名和刑罚裁量多重逻辑的智能定

罪与量刑、手动定罪与量刑功能，实现了现有刑事罪名全覆盖。通过深度的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对系统内大量同类数据的深层次解读和挖掘，可实

现对用户输入的主要案情、犯罪事实或上传的法律文书等进行智能化分析，给出

智能化定罪与量刑的结果供司法办案人员参考借鉴，以此提升司法办案实效 

特色功能： 

【智能定罪】 

通过自动识别待办案件的主要事实关键要素后找到与之匹配的具体法律依

据，并通过对大量同类案例的解析，智能提取并实现定罪的可参考结果值，并依

法律依据标尺化的形式展示定罪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实现定罪依据明晰呈现。 

【智能量刑】 

通过大数据算法、类型化模块建构，针对现有刑法罪名进行必要解构，并预

设量刑计算规则，通过自然语义分析自动识别案件中的量刑要素，并以可视化的

形式提供人工可自由勾选的量刑要素维度和节点，智能生产量刑结果建议，并最

大化实现量刑结果更加符合个案具体情况的可能。 

同时，显示当前判定罪名的法律依据标尺，包括刑法规定标尺、司法解释标

尺、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以及犯罪发生地域的量刑实施细则，在本地域的量刑实

施细则上会自动显示智能量刑的结果。用户可点击标尺的各项刻度范围查看具体

的法律规定。还在系统内设置了刑事司法过程中常见的文书模板，在用户输入案

情或者导入文书内容，并选择要生成的文书种类后，系统会根据内容一键生成文

书。 

产品优势： 

【样本识别多元化】 

通过机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大量同类数据的深层次解读和

挖掘，可实现对用户输入的主要案情、犯罪事实或上传的法律文书等多元化样本



检材进行智能化分析，给出智能化定罪与量刑的结果供办案人员参考借鉴，以此

提升司法办案实效。 

【智能定罪精准化】 

通过自动识别待办案件的主要案情、关键要素后找到与之匹配的具体法律适

用依据，智能精准确定罪名，并以标尺化的形式展示定罪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实

现定罪依据明晰呈现。 

【智能量刑规范化】 

通过大数据算法、类型化模块建构，针对现有刑法罪名智能解析，预设量刑

计算规则，通过自然语义分析自动识别量刑要素，给出量刑范围值及量刑建议结

果。 

【手动量刑步骤化】 

力求符合法官、检察官的实际办案场景及工作习惯，人性化设定可供手动调

节量刑幅度及基准的要素维度和节点，智能同步更新获取量刑结果建议，最大化

实现量刑结果建议更加符合个案具体情况。 

成果案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广西来宾市象山县人民检察院、福建省泉州市

人民检察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河

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公安局。 

 

北大法宝-类案智推系统 

产品简介： 

类案智推系统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输入的基本案情进行智能提取案件

要素和情节，检索案例大数据中与本案相似的案例进行匹配，按照指标权重进行

相似度由高至低排列，可一键生成案例检索报告，以便用户对同一类案件有更深

入的了解和运用，提升办案效率。  

特色功能： 

通过对输入的样本案例或案情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智能提炼该案件



重点内容，据此提供不同参照标准的类案，至少包括犯罪事实相似案例、认定内

容相似案例、法律依据相似案例，并将样本案例与类案的裁判结果等作对比，列

示量化标准及刑期差值、罚金差值等，同时提供刑法领域专家学者的精释和观点

等内容，以便用户对同一案件有深入的了解和运用，实际提升办案效率。 

产品优势： 

（1）统一案例数据标准及规范  

（2）自动修正判断误差  

（3）数据可跨平台提取和分析  

（4）快速定位相似案件  

（5）智能提取案件要素模型  

（6）精准查询量刑解释  

（7）权威案件要素知识库 

成果案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广西来宾市象山县人民检察院、福建省泉州市

人民检察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河

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公安局。 

 

北大法宝-刑事案件分析系统  

产品简介： 

法宝智刑刑事案件分析系统为法律人提供了刑事案件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允

许用户任意选择拖放实现个性化分析报告并可以编辑和导出，操作简单、功能强

大。 

特色功能： 

（1）海量大数据平台架构，快速响应无延迟  

（2）人工智能技术，智能挖掘案件要素  

（3）自动化标注和人工配合，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4）大量可自定义的数据维度和专题模板，满足法律人的不同办案场景要



求  

（5）可进行定制化开发，导入本院案例  

（6）快速挖掘相关数据维度、提供分析工具，快速实现个性化分析报告 

产品优势：  

（1）数据维度丰富  

（2）图表展示充分  

（3）模板可自定义  

（4）个性化分析报告  

成功案例  

（1）阿里知识产权研究院  

（2）北理工诉讼法研究所 

 

北大法宝 V6 数据库 

产品简介： 

北大法宝是由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与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

出的一款智能型法律信思检索系统，数据内容涵盖法律信息的方方面面，特色功

能有效提升检索效率和法律信息价值，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 

数据库： 

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学期刊、律所实务、专题参考、法考系统、

检察文书、行政处罚、英文译本、企业信用、法宝视频。 

特色功能： 

 检索功能 

1.多方式检索：全库检索、高级检索、定位检索、标题检索、全文检索、智

能检索、结果中检索、 页面内检索、同条检索，满足不同检索需求。 

（1）全库检索：输入检索内容一键获取法宝各库检索结果； 

（2）高级检索：多字段限制，精准检索，检索条件可保存； 

（3）定位雄索：指定全文具体位置检索，如争议焦点、法院认为、裁判结

果结果等； 

（4）词间间隔：“~N”检索两词间不超过 N 个字的内容； 



（5）智能检索：根据输入内容的语义相似度智能推荐检索结果。 

（6）同条检索：北大法宝推出同篇、同条、同段、同句检索，同条出现在

同一法律条文内 

2.检索结果列表 

检索结果列表：分组、排序、筛选 

（1）分组、排序：如法规库根据时效性、效力级别分组，按照发布曰期、

实施曰期排序； 

（2）筛选：如案例库以法院级別、审理程序等筛选数据。左侧聚类也可实

现筛选； 

（3）资料显示：显示时效性、背貝资料、本法变迁、英文译本等，全文条

件下，显示检索关键词命中摘要。 

3.全文页面 

全文页面：目录导航、聚焦命中、弹出法宝之窗显示被应用法规和法条，方

便用户快速了解。 

（1）聚焦命中：集中显示命中摘要，屏蔽其他干扰数据； 

（2）关键字段：文章概览，如法规修改依据、案例要旨等； 

（3）其他：朗读、下载、打印、转发邮件、调整字体大小； 

（4）法宝之窗：显示引用的法规标题、发布部门、时效性、法规类别等，

显示引用的法条详细内容以及联想内容。 

4.法宝联想 

法宝联想：北大法宝独创的法宝联想功能，在各子库之间创建立体化的知识

体系。 

（1）法规、案例、期刊、实务、英文等信息相关联，一次检索获得更多内

容； 

（2）法宝联想扩展至中外条约，并添加可视化分析； 

（3）法宝联想精细到篇、条、款、项、目，并进行优化展现，帮助法律人

更深入了解法律适用情况。 

5.法规变迁 

法规变迁：梳理法规历次修订全貌，不同版本了解修订法规和新旧法对比。 



（1）整理版：北大法宝精心整理修订后的最新现行版本； 

（2）编著版：以修改前版本为基础，对此后修订处标注； 

（3）对照版：新旧版本左右对照查看，清晰简洁。 

6.案例可视化、智能生成案例检索报告 

（1）案例可视化；司法案例大数据分析，一键生成报告； 

（2）智能生成案例检索报告北大法宝精心制作报告模板及制作流程，推出

智能生成案例检素报告，满足法官检察官、律师等 

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需求。 

7.法学期刊库智能注释和数据统计 

（1）智能注释：一键生成期刊引注，解决科研人员撰写文章时编辑众多注

释、耗时耗力、容易出错的写作痛点； 

（2）期刊数据统计：支持对刊物、文章、作者、单位的统计，实现用数据

说话，刊社选题策划，作者判断研究领域的情况和学术成果统计，机构学术成果

的统计。 

8.法宝词云 

法宝词云是北大法宝基于法律知识图谱技术对法律专业词汇进行识别、联想

和可视化，推出的一项可视化辅助检索功能，方便用户快速提炼和定位专业法律

词汇，缩短检索路径，快速定位内容。 

法宝词云是以关键词为中心，智能推荐领域相关关键词。 

产品优势： 

采编工作人员皆为法律专业，80%的成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平均采编经验达

到 5 年以上，能从法律专业角度对法律信息进行细腻加工。 

北大法宝 30 年产品经验，研发团队拥有法律信息处理，法律工作流程开发

的丰富经验。  

北大法宝有严格的校对程序保证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文本可靠性，所有数据都

要通过收录编辑机器校对、人工校对三重核查，文本错误率控制在万分之二以下。 

北大法宝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从需求调研数据整理、产品

开发到验收交付售后服务等过程严格按照质量管理标准执行，确保每一环节严格  

无误。 

 



法律大数据 

产品简介： 

法宝大数据产品基于北大法宝海量法律信息数据的沉淀、强大的数据处理能

力和分析能力，通过算法搭建不同模型对法律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再以丰富、

直观的可视化图表进行展示，为院校、企业、机构及各领域的法律人士提供全面、

专业的数据分析支持。支持定制化法律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用户在不

同场景下的数据需求。 

特色功能： 

1.体系的法律数据 

结构化、体系化的仪表盘图表，法学专家无需懂技术即可进行大数据实证研

究，法宝助力专业研究。 

2.多维数据灵 活筛选 

支持多维度交叉、灵活筛选，快速查看数据结果。 

3.直观的图表展示 

案例不再是长篇文本，生动且丰富的图表助力案例研究，科研数据更直观。 

产品优势： 

（1）法宝拥有大量且多样形式的法律数据，满足不同场景法律数据需求 

法宝大数据是基于 6100 万篇+法律数据，为您提供极致的法律探索服务。 

（2）法宝大数据分析平台类型 

法宝拥有大量且多样形式的法律数据，满足不同场景法律数据需求。 

（3）法宝大数据分析平台架构分层 

数据应用，多维数据交叉，灵活的产品应用，满足更多法律人数据需求。 

数据存储，高容量平台和多样化的存储方式，强大的数据存储能力。 

数据处理，根据法律数据特性，快速识别、剔除无效数据，提取专业、 数

据处理 全面、颗粒度细字段。 

数据集成，通过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技术、科学的挖掘语言与算法进行集成。 

数据采集，包含爬虫、第三方、应用日志数据回流等丰富的来源数据。 

成果案例： 

中央编办、全国律师协会、中经网、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理



脉、上海必智、天眼查、南京银行、法禅、华宇信息、华宇元典、百度。 

 

六、用户价值 

用户通过使用本软件可以起到智能辅助办案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

增强用户的业务水平，有效降低错案的发生几率。使用户得到切实的帮助和提高。 

 

七、成功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 

以及北京、辽宁、广西、吉林、山西、内蒙、浙江、湖北等全省法院或部分

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