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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

（司法专题任务）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科技部会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公

正司法与司法为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专题研究任务实施

方案，列为新增任务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本专题任务面向“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积极响应“建

设网络强国”“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重点围绕国

家智慧司法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示

范，使我国的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和跨部门跨层级多业务司法

协同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引领

世界司法技术和装备发展的先进技术成果，初步形成以智慧司法

知识中心和法检司三部门运行支撑平台为核心的国家智慧司法运

行支撑体系，为实现公正司法和司法为民，建成公正、透明的司

法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本专题任务执行期为 2018年至 2021年，按照分步实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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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突出原则，本批指南拟在智慧司法基础科学问题与人工智能技

术研究、智慧法院核心业务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智慧检务

核心业务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智慧司法业务协同与知识支

撑体系研究、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综合应用示范与效能评价研究

等 5个方面启动 11个研究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2.2亿

元，其中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不得超过该专

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

本项目指南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组织申报，须覆盖所申报

指南方向二级标题（例如 1.1）下的所有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项

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指南各方向拟支持项目数原则为 1项，

若同一指南方向下采取不同技术路线，评审结果相近，可以择优

同时支持 2项，根据中期评估结果择优再继续支持。除特殊要求

外，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10个。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

的转化应用。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等区域开展。

1. 智慧司法基础科学问题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

1.1 智慧司法科学理论与司法改革科技支撑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多重价值下完善司法过程及业务的科学理论与

模型；研究面向司法各环节中相关人员心理模型的心理辅导和行为

干预策略；研究司法人员在关键司法环节中的决策模型及优化机

制；研究围绕统一案件权重测算的司法人员、经费与装备精确动态

配置理论及技术；研究面向审判质效评估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优化方



— 3 —

案与证成；研究跨行政区域司法机关设置理论与改革成效智能评估

技术；研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效评估与优化技术；研

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效评估与优化辅助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社会主义司法价值体系与司法多维价值均衡

发展理论，构建面向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程序公

正—效益等 10类模型，各类模型所依据的深度研究案例数均大于

500件，依据的案件总数大于 10万件；建立面向法官、检察官、

监狱人民警察等司法人员的心理压力模型不少于 3类，形成具有

操作手册的心理辅导方案 3套及对应的行为干预策略；形成司法

人员在起诉、审判、执行等司法过程的关键环节中隐性知识体系

的决策模型不少于 5类，并提供相应的司法决策程序和机制建议；

研制基于大数据智能技术的案件权重算法，能够生成测算模型，

自动分析文书、流程与行为大数据，精准判断每个个案的办案工

作量，形成跨层级、跨庭室统一案件权重智能测算系统，实现司

法人员、经费与装备的动态、精确配置；研制基于大数据智能技

术的审判质效算法，生成测算模型，批量分析千万量级司法文书

大数据，自动精准认知办案偏离度、案件复杂度与案件敏感度等

指标，形成审判质效智能分析系统，生成司法人员责任制改革优

化方案；构建跨行政区域司法机关设置的大数据智能评估模型、

优化算法与辅助工具；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大数据智能

评估模型、优化算法与辅助工具；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成效的大数据智能评估模型与优化算法，开发案件分流管理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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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追踪系统，辅助生成优化方案。集成上述研究成果，在地市级

以上（含地市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各不少于 2家开

展应用示范，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1.2 智慧司法智能化感知交互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典型司法业务场景的多人嘈杂环境下笔

录自动生成与智能修正技术及装备；研究电子卷宗多媒体数据的

案件信息智能抽取与关联技术；研究司法图像证据的目标检测与

智能匹配技术及装备；研究面向司法业务应用的多模态生物特征

识别当事人身份鉴别技术；研究面向司法业务的视频关键信息提

取与自动标注技术；研究面向诉讼、信访等咨询服务的语音合成

技术与装备。

考核指标：研制面向案件合议、审委会等多人发言环境下的

自动笔录装备，角色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3%，分角色笔录准确率

不低于 90%；研发电子卷宗多媒体数据自动抽取与智能关联系统，

从电子卷宗的图像、声音等多媒体数据中抽取案情、证据等案件

信息的正确率不低于 80%；研制面向图像证据的人物、场所、器

具等目标自动检测与智能匹配系统，目标检测正确率不低于 95%，

对证据图像集合中相同目标的智能匹配准确率不低于 80%；研发

多模态生物特征当事人身份鉴别系统，支持立案、诉服、庭审等

司法业务应用，实现虹膜、指纹、人脸等不少于 3种生物特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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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身份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研制面向司法业务的视频

关键信息提取与自动标注工具，建立庭审、信访、提讯等典型场

景下视频中人员及行为等关键信息提取模型，能够对关键信息内

容进行自动提取和标注，信息提取准确率不低于 80%；研制面向

诉讼、涉诉信访等场景下咨询服务应用的语音合成装备，可按需

生成特定音色语音，语音生成效果达到法律专业咨询人员说话流

畅度水平。集成上述研究成果，在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法院、

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各不少于 2家开展应用示范，申请并获得

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1.3 政法科技创新发展和社会治理战略决策支撑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政法机关业务需求，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视角梳理社会治理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凝练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

研究政法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规划的战略架构体系、国家政法科

技创新平台总体方案；研究智联网引领的政法科技创新和社会治

理的支撑技术体系及发展路线图，研究基于业务数据流程与应用

环境的模拟推演系统；研究面向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司法行政

等的创新业务运行体系和重大战略技术体系；研究社会安全风险

精准预警和治理的评估体系。

考核指标：提出政法科技创新发展和社会治理战略决策支撑

体系的战略报告 1份，包括趋势研判、重大需求、技术预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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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举措等，制定国家政法科技创新平台总

体设计方案 1份；构建政法科技创新的技术和装备体系各 1套，

涵盖社会安全态势感知与分析、社会安全信息全维互联与通信、

社会安全智能决策与应急管理、社会安全风险处置与法治评估等

领域的技术需求，构建需求视图，形成可知、可视、可配的模拟

推演系统 1套，包含至少 6类政法业务场景推演模型；形成面向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业务需求的科技创新体系规划

研究报告各 1份，包含重大技术战略举措不少于 5项、关键技术

不少于 10项、装备不少于 10项、技术标准规范草案不少于 2项，

以及应用示范体系及实施规划方案 1份；构建社会安全事件的风

险评估方案 1套，包含实时动态监测、预警和决策的方法模型和

技术路径，基于智能感知的社会安全事件风险评估方法和指标体

系 1套，安全风险与城市或区域的耦合效应的定量评估模型 1套。

有关说明：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7个，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20家，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组织申报。

2. 智慧法院核心业务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2.1 生态环保类案件智能审判与态势预警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生态环保类案件影响面大、成因复杂、责任

界定难、证据认定难、损失评估难等特点，研究生态环保类案件

责任界定规则、证据认定标准、损失评估方法和法律推理逻辑，

建立生态环保类案件知识体系；研究面向生态环保类案件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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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智能语义分析方法，形成生态环保类案件知识图谱；研究生

态环保类案件智能推理规则生成与智能处理技术，实现生态环保

类案件审判智能辅助；研究生态环保类案件与社会治理难点问题

关联映射模型、案件预警态势生成和案件特征深度挖掘分析技术；

研发生态环保类案件智能审判辅助系统与环保案件态势预警分析

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生态环保类案件知识体系，知识点覆盖 10个

案由或罪名；实现法律要件智能化识别与知识抽取，智能化支持

包括裁判文书在内的不少于 20类司法文书的智能分析；证据标准

化、证据可信度评估、案件事实认定等智能处理置信度不低于

90%；可基于海量案件生成全国环保类案件预警态势，实现社会治

理中全国生态环保案件态势的实时动态感知预警和安全风险智能

识别，案件预警态势更新时效性小于 1天；具备基于海量文书的

案件分类聚类能力，深度挖掘案件特征不少于 10个；研发 1套基

于大数据的生态环保类案件智能推理和智能审判辅助系统，研发 1

套生态环保案件态势预警分析平台，在不少于 5家地市级以上（含

地市级）法院开展示范应用。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0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3. 智慧检务核心业务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3.1 公益诉讼领域环境损害鉴定关键技术及方法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需求，开展环境损害



— 8 —

司法鉴定取证、鉴定实施程序及技术标准化研究；研发生态环境

损害公益诉讼中典型污染物现场取证、快速鉴定技术设备；针对

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涉及重点行业污染排放特征，研究污染物

及潜在转化产物的识别及溯源技术；研究公益诉讼环境损害评估

技术方法与分析模型；研究公益诉讼鉴定与技术性证据审查平台

和综合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针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对环境损害鉴定方法

和标准的需求，完成对土壤、空气、水等污染案件的取证及鉴定

实施方法不少于 12个、标准草案不少于 7个，每个鉴定实施方法

至少在 3家单位进行协同验证；集成和研制鉴定数据结果实时采

集和同步传输系统不少于 2套，构建可视化动态信息分析数据系

统 1套，开发 6至 8种便携式现场快速鉴定设备；针对重点行业

典型环境损害污染物的环境迁移及转化过程与机制，建立典型污

染物识别及溯源数据库不少于 4个；建立针对公益诉讼的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开发损害量化模型工具 1套，形

成公益诉讼领域生态环境鉴定评估规范性文件 1份，并开展至少 2

个典型案例验证；完成专业技术性证据审查办案指南不少于 3个，

构建公益诉讼鉴定和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数据标准化体系 2套，搭

建基于云平台的远程实时公益诉讼鉴定辅助原型系统 1套、基于

技术性证据审查资源统筹办案机制的技术性证据审查辅助原型系

统 1套，在 3家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检察机关，至少包含一

家省级检察院，开展应用示范；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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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少于 10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3.2 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统支撑平台及数据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检察机关办案服务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

的统一办案系统运行支撑平台关键技术及标准规范；研究面向检

察机关统一办案系统在多种密级、多层级网络上统一部署和应用

的混合云一体化管理关键技术；研究检察机关跨平台安全可靠数

据共享交换，以及检察机关数据治理关键技术及其标准规范；研

究检察机关数据治理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基于案件特征的检察官

办案数据治理及分析应用技术；研究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统运行

支撑及检务数据治理的全链条集成方案，开展运行支撑和数据治

理平台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构建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统支撑关键技术平台，支

持微服务架构和办案服务动态管理能力，具备智能化构建、部署和

运维的功能，制定面向检察机关办案的数据、业务、管理的标准和

规范不少于 3项；构建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统的混合云一体化适配

关键技术验证平台，具有在多种密级、多层级网络上部署的能力，

具备在四种以上的主要云平台、平台服务层（PaaS）的统一管理、

适配、监测等功能；构建检察机关跨平台安全可靠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具有跨多种密级和多层级网络、跨架构、跨平台的数据共享交

换、数据对账的能力，具有面向信息安全等保 2.0的安全可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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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交换、数据对账能力；构建面向检察机关办案数据的数据资产

管控和数据质量评估平台，具备数据信任机制、数据隐私策略、数

据安全交易等数据资产管控功能，具备检察机关办案场景自适应的

数据质量测量功能，构建面向数据剖析的数据质量评估及计算指标

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业务性、完整性、准确性、合理性、一致性、

及时性、用户端支持程度等；研究面向检察办案的检察文书案件特

征自动内容分析与应用技术，实现电子卷宗中主要检务文书的结构

化处理以及内容自动分析，完成案件关键信息要素的智能提取与关

联分析能力，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10大类业务，罪

名、案由数不少于 40个，涵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案件类别 5

类以上，构建检察文书智能化处理及应用系统；构建统一办案系统

运行支撑平台综合示范应用系统，具备统一办案系统的运行支撑、

混合云一体化适配、跨平台安全可靠数据交换、检察办案数据质量

评估、检察机关电子卷宗多文本智能交互分析等功能，在包含最高

人民检察院与至少一家省级检察院的 6家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

检察机关开展示范应用，形成 1份应用示范综合报告。申请并获得

发明专利不少于 8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3.3 面向办案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知识融合与智能交互关键

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跨地域大规模检察知识全生命周期管控技术；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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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多维度主题的全流程案件画像技术；研究基于语义集成

的检务领域知识精准推送和智能增强问答关键技术；研究基于知

识深度应用的辅助评估决策技术；开展知识融合与智能交互管理

平台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实现检察监督数据的自动采集，实现大部分场景

下检察监督规则数据源的自动获取、自动清洗、自动采集，检察

监督规则生成的正确率达到 90%以上，检察监督分类体系能够不

断根据更新数据进行新分类的自主学习和融合需要，确保知识自

动入库；构建跨地域大规模检察知识全生命周期管控理论体系，

建立法规、案例库的超链技术，覆盖法规类型不少于 2个，案例

类型不少于 4类，案由不少于 800类，实现对不同角色用户群体

知识内容使用权限的管控，实现不同类型检察官群体和个体画像

可视化分析，实现检察领域法规和案例错误使用的自我发现与识

别，知识规范性品控自动化处理，准确率达到 90%；支持构建面

向检务领域知识拓展的跨领域知识语义集成系统，跨领域知识语

义集成系统支持新增实体数量不小于 100万，基于表示学习的实

体匹配算法模型不少于 3种，本体匹配中的一般性约束不少于 4

种，跨领域知识语义集成的实体对齐准确率不低于 85%，召回率

不低于 80%，跨领域知识语义集成的本体对齐准确率不低于 85%，

召回率不低于 80%；支持中文语音转文字或直接文字输入的复杂

嵌套问题的分析和求解，支持基于语义的答案匹配，支持构建检

察业务咨询智能增强问答系统，针对用户以自然语言描述的业务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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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根据检察业务咨询知识图谱生成辅助问题，依据用户作答

的结果进行多轮交互式问答，构建犯罪危害性评估模型，人身危

险性评估模型、再犯罪风险评估模型、羁押必要性评估模型等不

少于 4种分析模型，羁押必要性审查辅助建议采信率不低于 80%；

构建基于知识融合的刑事案件辅助评估决策系统；构建面向海量

多源异构知识的检察办案知识融合与智能交互管理平台，集成知

识全生命周期静态管理与动态控制、案件画像类知识智能应用、

图谱化知识融合与智能问答、面向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基于知识的

宏观定性与微观定量相结合的辅助评估决策等功能，形成检察办

案知识融合与智能交互管理平台体系架构、接口技术与规范标准；

在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至少两个省级检察院

开展应用示范，形成应用示范报告。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20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9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4. 智慧司法行政核心业务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4.1 监所警察执法保障技术与装备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基于情景化心理诱导的监所警察虚拟现实互

动泄压技术与装备；研究监所警察执法训练高精度体征、姿态采

集技术装备与成绩评估技术；研发监所突发事件模拟及应急处置

虚拟演练技术装备；研发监所警察执法保障试验平台原型系统并

开展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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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制出监所警察虚拟现实互动泄压装备，构建互

动内容库，包含不低于 10类虚拟现实内容；研制出监所警察执法

训练体征和姿态数据采集装备和训练数据分析评估算法，覆盖 5

类执法训练，训练成绩评估准确性不低于 90%；研制出增强现实

和虚拟现实的虚拟监所训练穿戴装备，构建虚拟监所执法训练系

统，支持 20万平方米大型监所；在不少于 3个监狱开展监所警察

执法保障试验平台应用示范；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4项、

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4.2 服刑人员综合智能评估与预警干预的关键装备研究和应

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监内执行及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在危险性和

改造质量评估方面，难以客观精准评估并有效防范的问题，研发

虚拟犯罪场景诱发及人机智能诱导的多模态实时数据采集装备及

异质异构数据融合技术；研究基于谎言甄别的服刑人员心理意图

识别和行为精准画像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行为智能分析及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技术装备；研究服刑人员风险量化评估体

系与预警模型；研发基于认知与脑调控技术的极端犯罪心理干预

机制与装备；研发综合上述技术的一体化服刑人员智能感知、评

估、预警与干预装备的原型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出服刑人员典型生理、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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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数据采集技术装备，采集模态不少于 8种（包括脑电、皮电、微

表情等），数据采集准确率达到 90%以上；实现对抗环境下服刑人

员精准画像，研究出谎言甄别模型，对画像过程中的说谎行为检测

准确率不低于 70%；研制出实时空间三维数据采集与体态动作行为

智能分析识别设备，数据采集具备夜间模式，体态识别精度不低于

5cm，准确率不低于 90%，可适用于罪犯自杀、越狱、劫持人质等

不少于 3种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实现数据驱动的服刑人员综合状

态分级分类危险性评估及处置策略智能化调度配置，风险评估涵盖

三种以上危险性行为，评估准确率不低于 85%，研究基于脑功能认

知与交互调控的极端心理干预技术，建立不少于 5种干预策略，干

预有效性不低于 70%，构建干预调控案例库，入库案例数量不少于

500例；集成上述研究成果，研制多模交互一体化数据采集、犯罪

危险性评估及应激干预装备样机，具备场景演化诱发能力，涵盖不

少于 5类犯罪类型（如暴力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性犯罪等）

场景，支持新一代脑机交互，支持生理特征、行为特征及脑区应激

反应特征的智能感知，具备利用脑区调控技术降低犯罪及再犯罪风

险的功能，为该装备构建高效的支撑服务平台，建立服刑人员心理

感知与动态干预跟踪预警综合防控体系。相关装备及系统在至少 5

个不同省（市、区）监狱开展服刑人员综合智能评估与预警干预平

台应用示范，覆盖高中低度戒备、男女犯和少年犯监狱。基于上述

成果，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0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5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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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4.3 司法行政知识图谱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建立包含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案例的动态本

体，研究知识图谱构造、存储和访问技术；研究基于图挖掘的行

政执法智能化辅助技术；研究基于知识统计的行政执法监督分析

及辅助决策技术；构建司法行政知识图谱和智能化辅助系统，在

部、省、市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动态本体要求支持时间、空间等特征，概念不少

于 100个，知识图谱涵盖 2万部法律法规，2000万例行政行为案

例，支持图谱检索和探索；执法辅助支持法律依据、案由、处罚

决定、类案推荐等功能；建立执法监督指标体系，包含指标 1000

个，领域分析模板 300个，计算模型 100种；研究出知识图谱构

建、图挖掘等不少于 15项关键技术，实现立法智能审查、执法案

由、法律依据、裁量基准、典型案例的智能推荐，违法线索智能

发现等功能；集成上述研究成果，构建司法行政知识图谱和智能

化辅助系统，在 10个以上的部委、省、地市级司法行政部门开展

应用示范，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5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项，制定相关行业标准不少于 3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

5. 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综合应用示范与效能评价研究

5.1政法智能协同技术支撑体系与应用示范研究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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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面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梳理政法智能化领域

重大技术需求和科学问题，前瞻性开展顶层设计，研究全国政法

智能化系统体系框架；针对政法全业务智能协同需求，研究政法

业务协同运行体系、一体化社会风险预警体系、政法全业务智能

决策支持体系等，设计社会治理复杂智能巨系统；针对政法业务

智能协同典型场景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提出“十四五”及中长期国家政法智能化建设规

划研究报告 1份，内容涵盖政法智能化领域重大技术需求和科学

问题各不少于 30项，包含技术体系、产品体系、应用体系、标准

体系的系统框架 1套；构建社会治理复杂智能巨系统总体设计方

案 1套，包含一体化社会风险预警、政法全业务智能决策支持、

一体化智能指挥等子系统，提出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各 1套，包

含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标准规范，在 2个以上（含 2个）省级区

域性政法智能化平台设计中应用；形成智慧社区综合治理平台、

多元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智慧边境管控、重点人员动态预警等通

用应用产品，并分别在 1~2个地区进行应用推广。

有关说明：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7个，参与单位不超过 20

个，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

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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