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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扫描关注法意科技

获取更多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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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介绍

“法学大数据实证研究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面向法学

院校、相关科研机构、政法行业开发的集课题资源汇总、数据统计分

析、科研成果发布等于一体的科研互联网工具和服务平台，聚焦法学

科研的数据应用。

以法学大数据实证研究平台为数据技术支撑开展的法学科研，可

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1）裁判文书数据包含了大量司法审判所涉及的社会事实信息，

可以针对各种主体（包括犯罪主体、民商事经济主体、国家机关和行

政相对方主体等）、犯罪事实、民商事经济纠纷、国家行政行为等层

面进行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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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诉讼行为研究层面，可提供有关主体如何开展诉讼活动的

量化研究；

3）从裁判规律研究层面，可提供关于法律规则和司法针对社会

权利义务的裁量规则方面的量化研究；

4）从立法评估研究层面，可提供如法律法规制定评估研究、政

策文件制定评估研究；

5）从法律实施效果层面，可提供如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研究、政

策文件实施效果研究。

通过以大数据分析为支撑；以司法案例数据库、法律法规数据库

和非正式规则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统计学分析方法为补充的实证研

究方法，给以定性研究为主的传统法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增长点和重

大变革，发现密集型数据背后隐藏的价值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模式。

二、平台特色

1. 数据样本全面，来源权威

从各种正规渠道全面收录裁判文书案例数据，案例样本数量超过

1亿，数据来源专业权威。

2. 数据变量多样，精准度高

基础变量近 2000 项。样本经过严格的去重处理，每个变量经过

专门的质量体系控制，其精准度平均准确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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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样本更新快

作为 2003 年就开始进行案例数据库的研发商，对数据的更新有

成熟的运行体系。

4. 数据检索能力强

支持在 2 种导航体系下对样本进行智能检索，既有针对不同案件

类型的文本段落进行关键词设定的段落导航，同时提供对具体信息项

进行检索条件设定的变量体系导航。

支持多个“条件”、“条件组”的组合检索，不同条件之间的组

合逻辑包含且、或。可用于进行条件设定的变量近 1000 项，不同类

型的变量进行条件设定时可选择不同的条件操作符，包含：在…之内、

不在…之内、大于、小于、等于、包含以下内容、不包含以下内容、

为空、不为空等 20多种操作符。

对于检索频率较高的变量（如：案由、法院等），平台对其取值

范围进行体系化展示，可直接用于选择，作为检索样本的条件。

5. 支持自定义课题管理

支持对课题样本数据进行检索和剔除，精细化筛选数据样本。支

持对课题成果的在线对比，满足用户因研究时间的变化，对分析成果

的跟进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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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课题探索工具，支持样本筛选清洗

提供对选入课题的样本进行数据（D）、样本（S）、变量（V）

交互观察工具，辅助发现课题进一步的研究视角。

在样本（S）视图中，通过观察样本内容，可对不符合课题需求

的样本可以进行删除操作，通过样本回收站对当前课题确定需要删除

的样本进行清空、还原。

7. 支持自定义变量

课题有个性化变量需要时，研究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课题研究角

度，通过自定义变量方式来实现新建变量。平台提供在原有变量和文

本内容的基础上，自定义新增变量，系统会根据设置的新增变量自动

完成数据处理，形成变量对应的数据结果。

8. 提供一体化的统计工具

平台内嵌专业的统计分析工具，包括单变量频次分析、描述分析、

自定义报表分析等，可直接在课题中直接使用。

9. 支持成果可视化展示和报告功能

平台根据主题研究内容和分析目的，确定分析的变量和维度，选

择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可视化形成表格、饼图、柱状图、折线图、

条形图。

平台能够根据课题样本种类和特征，自动生成初步的课题样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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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报告。

三、核心功能

图：业务流程

Step 1 创建课题

主要是根据研究方向创建研究课题，包括课题名称、参与人、研

究目的等基本信息。课题创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1）直接在我的

研究页课题列表进行新建；（2）样本检索后保存时进行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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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课题基本信息录入

Step 2 样本检索

创建课题后，要根据研究方向检索样本。平台提供两种导航体系

对全库样本进行智能检索：

（1）变量体系，可选择不同案件类型的变量，对其取值进行设

定，作为条件进行样本检索；

（2）文本段落，可选择不同案件类型的段落，对其内容进行关

键词设定，作为条件进行样本检索。

两种导航体系可组合使用设定条件、条件组，不同条件之间的逻

辑可进行“且”、“或”的设定，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条件设定时，

可选择不同的条件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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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本检索

Step 3 样本观察

通过智能检索进行样本检索并保存到课题后，对检索出的样本的可用

性可以进行多角度的观察，观察角度可以进行自定义设置。同时，系

统提供三种探索观察方式：

（1）数据视图（D）主要用于观察样本在不同维度的覆盖情况是否满

足研究需要。

图：数据视图

（2）样本视图（S）主要用于观察样本的全文内容，用户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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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样本的分布情况进行抽样观察，通过观察样本内容，可以对样本进

行收藏、删除操作。

图：样本视图

（3）变量视图（V）主要用于观测系统对样本的非结构化信息处

理程度，处理程度越高则意味着有效样本越高、可研究角度越广泛、

研究成果越可靠。

图：变量视图

Step 4-1 统计分析

通过样本观察确定样本有效、可用后，即可通过系统提供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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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对样本进行多维度、各种方式的统计分析，作为研究结论的

数据基础。系统提供单变量频次、描述分析、自定义报表等多种统计

分析工具，分析结果以报表方式展现。

图：统计报表

Step 4-2 自定义变量（可选流程）

当系统中已有的变量不足以满足对样本的分类及对课题的研究

时，用户可以根据现有变量进行变量的自定义（如根据已有的“年龄”

变量，我们可以根据研究需求设置“年龄区间”这个自定义变量），

并可对自定义变量的规则可用性进行抽样验证，可用性满足研究需求

时可提交运算，运算完成的自定义变量可用于数据统计。



11

图：自定义变量规则设置

图：抽样验证页面

Step 5 分析报告

根据数据分析及系统提供的定制化分析报告模板，并按照课题样

本的案件类型进行选择后，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图文并茂的课题分析报

告作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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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析报告

四、用户价值

（一）面向院校：提供新颖的科研建设与管理支持

1. 促进科研建设

对法律信息形态进行主题与量化分析，涵盖智能化的主题和课题

资源、统计分析和生成报告，为法学研究者开创全新科研模式，为院

校提供相应的教学科研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

2. 完善科研管理

借助平台重构法学科研能力评价标准体系，减少科研管理成本。

3. 提升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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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大数据的支持及实证分析方法，增强科研成果的核心竞争

力。

（二）面向科研者：提供全面的科研方法论、数据与工具支持

1. 大数据分析方法

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指导，帮助用户解决理论认识和

实践操作障碍。

2. 研究样本资源

围绕研究者主题分析需求，提供主题研究全样本，收集数据高效、

精准、便捷。

3. 研究变量提取

提供智能化文书检索和分析引擎，解决数据信息提取和变量设置

难题。

4. 统计分析支持

平台提供课题构建、变量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一体化支

持服务,助力科研进程，提升成果价值。

（三）面向师生：提供新型的教学支持

1. 理论教学补充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现象，把握应然与实然的差距。

2. 科研能力培养

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探索分析能

力。

五、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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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平台自助服务：平台团队、客服人员：提供平台各功能

模块、数据资源采集等的更新升级服务

2、线下咨询增值服务：数据分析师：使用培训、可行性分析咨

询服务、变量选择咨询服务、分析方法扩展服务、成果可视化展示咨

询服务等

六、部分成果示例

课题名称 研究人员所在单位

近三年大型城市、中等城市中级法院申

请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实

证研究

安阳仲裁委员会

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大数据对法学研究的些许影响 北京大学

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 北京大学

基于法官集体经验的量刑预测研究 北京大学

全国被判处无罪判罚案件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研究 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刑事再审案件发回重审情况研

究

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

七、售后服务

1.应用支持服务

提供及时的应用支持服务，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通过热线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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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邮件咨询、论坛咨询和上门服务等方式来获取相应的服务，法律

专业运营人员会及时便捷地解决用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所遇到的各

种问题。

2.定期回访服务

提供定期回访服务，服务经理会定期对用户进行回访，在线用户

至少每月电话回访一次，及时为用户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3.数据更新服务

提供定期数据更新服务，按照信息数据种类提供每日、每周和每

月的数据更新，保持各类法律信息内容的及时、持续更新。

4.培训讲座服务

提供法律信息化教学、法律实训教学、信息检索能力和实证研究

方法讲座培训等特色服务项目，协助提升信息化教学和自学意识。

5.数据支持服务

提供法律数据支持服务，如法律信息速递、指定信息查询、法律

研究数据服务，协助推进法学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

6.课程支持服务

提供法学特色课程支持服务，如混合式教学、实训教学、翻转课

堂等课程构建、课件汇编、技术实现等服务支持工作，协助法学院校

教学课程创新落地。

八、法意简介

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意科技”）成立于 2003

年，是引领全国法律行业信息化的知名软件企业。法意科技拥有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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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自主知识产权，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企业、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AAA 信用等级等企业资质。

法意科技秉持“让所有人都用上更好的法律软件”的经营方针，

聚焦法律行业，厚积薄发，首创国内成熟应用的法律文书智能分析引

擎，并以此催化法律与科技的融合。经过十多年努力，法意科技构建

了丰富的信息化产品线，法意科技产品注重构建法律信息化闭环生态

链，其自身既可以独立运行，又能满足与第三方软件的快速协同对接，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来，法意科技承接最高人

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多个科

研课题，并将这些科研成果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凭借雄厚卓越的研发实力，细致周到的运维服务，法意科技打造

出一系列成功案例。法意科技负责建设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

书网》已经收录超 1亿篇裁判文书，总访问量超 800 亿次，是全球最

大的裁判文书网。法意科技协同福建法院系统在全国首创跨域诉讼服

务平台，获得最高法院多次肯定，并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法

意科技文书纠错、文书排版、文书屏蔽三款软件独家通过最高人民检

察院统一软件 2.0 辅助办案工具测评，在全国检察系统安装部署，广

受用户好评。法意科技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合作建设的中国市场监管

行政处罚文书网，是全国市场监管公开行政处罚文书的权威平台。法

意科技法学大数据分析平台、法律资源库已应用于全国近千家党政司

法机关、高校、科研机构，为数据应用、实证研究、司法调研等提供

数据研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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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法律智能化，服务社会进步”是法意科技的愿景。全体法

意人坚持“满足客户需求，超越客户期望”的服务宗旨，研发、营销、

运维 3 大架构团队各司其职，精诚协同，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立体化

的服务。法意科技分支机构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迄今为全国数千

家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构、高等院校、大型企业持续提供了优

质的产品与服务。法意科技将立足互联网+，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

致力于打造法律专业、信息技术、智能服务无缝融合，实用高效的智

慧软件。

“携手法意，实践法的精神”！

九、典型客户

 高校（600+）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东南大学

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 厦门大学

河海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重庆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江南大学 西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深圳大学 扬州大学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96.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9.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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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行业（2000+）

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市三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三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三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三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三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三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三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三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三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三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三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三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三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三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三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三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三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三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三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级人民法院 新疆建设兵团三级人民法院

 检察院行业（3000+）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三级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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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三级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级人民检察院 全国三级人民检察院

十、服务网点（29+）

1.服务内容

 提供咨询、指导服务；

 电话解决产品问题；

 业务需求的记录、反馈；

 远程解决产品问题。

2.热线服务

客服电话：010-53109996

24小时热线：166010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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