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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设思路 

1、四大目标 

军犬舆情通过对法院系统网络舆情监测需求的深入研究后，我公

司形成了一整套独有的法院网络舆情解决方案。我们将与贵方共同努

力，实现一步到位、顶层设计、全面规划，达成以下四项目标与成果： 

 

2、四种角色 

中科点击在参与此项目的过程中，将充分发挥我公司的优势，安

四项目标 

1、业内典范 在省范围内建立首个云+县涉法舆情系统，服务市、

县两级部门，在全省具有示范作用，举全力将此项

目开发与应用成功，系统内行成典范。 

2、省内标准 在省内的法院系统形成舆情系统的标准，在一期便

规范工用，奠定基础，预留接口，形成标准。 

3、一项研究 借助舆情系统的数据支撑，对通过网络反映的“法

院系统”进行全息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去深度剖析，

当一个长期研究课题进行量化分析，并最终形成系

统内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4、一个平台 一个可依赖的舆情监测大平台，平台具备属地舆情

监测与“法院舆情”的双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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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相关的资源、人力参与其中，担当以下四种核心角色。 

3、一类经验(北京市中院) 

中科点击拥有大量的公检法司的客户经验，2014 年后，中科点击

一直承担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的舆情项目，在和客户的持续稳定服

务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行业经验，可供广元市项目应用。 

四种角色 

1、平台开发者 为此舆情平台的开发、实施，以及项目的长期运维

保障 

2、舆情培训师 可在省内，开展系统内的大型舆情培训。 

3、辅助研究者 借助舆情系统的数据支撑，可配合宣教中心一起对

涉法系统内的舆情进行研究。 

4、舆情工作者 可外派一位舆情专业的学习，到宣教中心实习，辅

助舆情工作，制作舆情专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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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核心功能 

1、数据源 

 

2、监测分析简表(以广元市为例) 

 分析研判 重点关注 

 相关 舆情 负面 案件 领导 单位 

广元市       

利州区       

元坝区       

朝天区       

苍溪县       

旺苍县       

剑阁县       

青川县       

 

3、重点监测维度 

 有关司法腐败 

互联网 微博、新闻、论坛、博客、贴吧、搜索引擎等 

移动互联网 WAP 网站、新闻类 APP、微信公众号 

境外网站  

系统官方网站 实时对本省法院系统外宣的内容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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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审判 

 有关立案 

 有关执行、鉴定 

 有关申诉 

 有关涉黑的 

 有关程序和审限 

 重点律所和律师 

 重点案件 

 重点原告被告 

 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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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舆情平台 

1 系统主页   

     

a) 可以查看系统信息的统计结果；有表格和漏斗 2 种展现形式，

直观清晰； 

b) 可以通过导航条跳转到各个栏目下； 

c) 可以通过关键字进行普通检索； 

d) 可以对首页栏目进行拖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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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新舆情 

 

e) 可以根据分类、时间、载体、文章属性、排序等参数对文章进

行检索； 

f) 可以查看已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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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以通过操作条对文章进行研判、加入监测、加入事件、加入

预警、加入报告、加入导控、标记已读、排重、切换模式、批

量隐藏文章摘要、批量删除等操作； 

h) 点击文章标题或者“详细”可以跳转到文章最终页；如下图： 

i) 可以查看相似文章； 

3 我的监测 

 

j) 可以查看通过操作条加入到监测的文章； 

k) 可以创建监测类别；并且可以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l) 可以对监测的文章通过操作条进行其他操作； 

m) 可以按照点击数、回帖数、热点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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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舆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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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左侧导航查看自定义事件和自动聚类事件； 

  可以查看事件创建时间，事件包含文章数，相关图表数，查

看事件规则，编辑删除事件，查看百度指数； 

  点击事件名称，可以按照时间、载体、文章属性进行查询； 

5 舆情图表 

 

 可对事件、全局数据生成热度图、传播图、分布图、自定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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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舆情预警 

 

 舆情预警可分为短信预警、邮箱预警、弹窗预警三种方式;  

 对每种方式支持自动预警和手动预警，并可设置预警联系人;  

7 舆情报告 

 

 分为简报和专报两种形式； 

 简报支持系统手动添加文章，对生成的报告可按设定模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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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导出； 

 专报主要针对专题事件生成，可查看专题简介、专题图表、专

题文章、添加系统外文章入报告，生成好的报告可进行 word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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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物聚焦 

 

 可对人物真实身份进行分类管理，并查看对应虚拟身份所发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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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虚拟身份所发文章进行观点倾向性，可视化分析； 

 系统自动统计每日活动用户； 

9 巡查网站 

 

 可查看重点关注网站和频道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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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舆情搜索 

 

 可根据关键字、分页显示条数、关键词显示位置、站点限制、

文章属性文章载体、时间段进行高级检索； 

http://www.zkdj.com/


                    【中国网络舆情行业领跑者】 

www.zkdj.com  军犬舆情-稳准狠快   400-0617-888 

11 后台管理 

 

 系统管理包含用户管理、知识库管理、栏目管理、基本管理、

修改个人资料 5 大模块； 

 用户管理模块可以添加用户、角色、查看登录日志和操作日志； 

 知识库管理可以添加文章研判的相关、舆情、负面、正面词库 

 栏目管理可以设置首页栏目的显示、排序；还可以对导航进行

管理； 

 基本管理包含头尾图及文字的管理； 

 修改个人资料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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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微博子平台 

 

 对主流微博进行检测； 

 对热门话题进行传播路径分析、日增量分析、地域分析、站点

分析、热词分析，提供重点博文； 

 对博文、博主进行分析； 

 提供预警、报告等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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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硬件部署 

1、服务器计划 

系统服务器配置 

系统 硬件 型号 数量 

舆情采

集系统 
服务器 

1U  raide 1 

INTEL Xeon 5639*2/ 十二核 

32G DDR3 ECC REG*2(最大支持 96G)/ 

1TB SATA 企业级*2(最大支持 4块)/ 

500W 服务器单电源 

导轨 

3 台 

分析 
分析服

务器 

2U  raide 1 

INTEL Xeon E5-2603*2/  八核 

64G DDR3 ECC REG*2(最大支持 128G)/ 

1TB SATA 企业级*2(最大支持 8块)/ 

500W 服务器单电源 

导轨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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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科点击核心优势 

 内置国内 1.8 万家舆情站点，20 万配置规则可直接应用，

时时更新。 

 采集系统内置 1230个功能点，可应对各种复杂的数据采集，

只要存在，就能采到。 

 可监测 10 大载体：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图片、视频、

SNS、QQ群、搜索、文档 

 可监测大陆、港澳台（4000 家，10000 个配置规则）、境外

的网站（8000家涉敏网站，25000个配置规则）的能力 

 建立有全国唯一的“MVD”(最有价值舆情数据中心，包括了

境内、境外大量涉敏新闻、论坛、博客等，可有效补充到舆

情数据中去) 

 各国语种（中英法西等）、各少数民族语言（藏、维、蒙、

彝等）。 

 安全保护系统：能够有效保护舆情相关系统及其操作系统，

做到硬件级设备保护，对服务器可做到“一键还原式”保护，

硬件服务器应支持预留 PCI 接口，以及在 CMOS界面时对系

统进行保护设置，也可以在 Windows 界面处对系统进行保护

设置。ADS服务器系统保护配套设备内置在服务器中，用户

安装完操作系统后可对服务器系统进行保护设置，开机系统

恢复，降低维护成本。 

  基于中文自然语言理解的智能分析。 

  舆情行业研究积淀的成果应用（舆情词库语料、行业词库

语料、负面词词库语料、涉敏词库语料等）词库 82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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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 1200万篇。 

 公司专注于做网络舆情，并且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网络舆情，

公司能持续专注地开发新产品，提供持续的后续服务。 

 公司的产品架构设计合理， 其“35123 平台-3 大采集，5

大分析，1 个平台，2 种报告，3 种预警”的方式满足舆情

监测的实际应用。 

 军犬系统实现了其它系统所不能实现，但我们又必需的功能

模块，如微博的采集，QQ群的采集，跟贴回贴的采集等。 

 中科点击的舆情客户较多，客户反馈与评价较好。其客户包

括公安系统、国安系统与宣传系统等。   

 舆情行业专家的支持，包括舆情培训以及舆情应对指导。 

 军犬舆情能有效协助客户提供舆情导控服务，军犬舆情导控

分为技术导控和资源导控： 

 A：百度控制：我们有独一无二的百度导控技术，能实时有效

果的控制百度的排名、百度搜索框、百度相关搜索，从而达到

负面压制和优化推广的效果。 

 B：落地查证：可进行落地 IP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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