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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部部分分：：项项目目背背景景  

随着“阳光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增强办案工作的透明度，

更加便民的案件查询管理系统成为各地检查机关未来案件查询管理

的重要工具。 

为此，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对案件管理大厅案件查询方式方

法进行了全面规划，依托当地软件企业自主研发“检察院案件查询管

理系统”，分别对侦监案件、公诉案件、民行案件、未成年人四类案

件进行信息管理，案件相关人员可对其进行查询，进一步推进该院的

检务公开。系统查询手续简化，再次查询更方便。建立“一次性手续”

查询制度，对前来查询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及与案件相关人员只需在第

一次进行查询案件基本情况时提交查询所需要的各项手续，在进行身

份证信息登记后，即可在触摸屏上查询相关案件信息，之后便可通过

刷身份证方式查询案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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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部部分分：：系系统统分分析析  

一、需求说明 

系统需要实现如下需求： 

1、 查询人员在第一次查询时，登记信息； 

2、 维护人员进行信息审核，关联案件； 

3、 查询人员刷卡（身份证），查询关联案件信息，以后只需刷

身份证即可对关联案件信息进行查询； 

4、 系统用户分为管理员、维护人员、办案人员； 

5、 管理员可以对系统后台的三类用户进行管理；并对全部系

统功能具有操作权限； 

6、 维护人员可以对查询人员信息进行审核，维护（录入、查

询、编辑）案件信息，修改更新个人信息； 

7、 办案人员可以录入、查询本人承办的案件；  

8、 查询人每次操作的日志信息，记录其身份证号码和查询案

件编号； 

9、 身份证读卡系统与本系统的无缝对接。  

二、技术平台 

1、系统结构 

系统最终需要运行在单位的专网内，服务器利用现有的查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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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其他查询维护网点通过局域网即可随时访问，处理数据。为此，

需要将系统做成 B/S 结构（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模式），

该模式统一了客户端，将系统功能实现的核心部分集中到服务器上，

简化了系统的开发、维护和使用。客户机上只要有一个浏览器即可进

行数据访问交互。 

 

图 1 典型的 B/S系统结构图 

2、开发平台 

 

图 2 ASP.NET 编程模型图 

系统采用微软的 ASP.NET平台，SQL SERVER 数据库。 ASP.NET

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在高度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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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环境中应用程序开发的环境。.NET Framework 包含公共语

言运行库，它提供了各种核心服务，如内存管理、线程管理和代码安

全，同时也包含.NET Framework类库。ASP.NET是运行在服务器上的

已编译代码。与传统的 ASP不同，ASP.NET能利用早期绑定、实时（JIT）

编译、本机优化和全新的缓存服务来提高性能。具有高安全性、可靠

性、高效性等特点。 

三、业务流程 

    1、系统业务流程概览 

（1）系统前台查询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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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前台查询业务流程 

前台查询过程：案件查询人员第一次登陆系统查询案件信息时，

在工作人员处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并关联欲查询案件的编号；查询人

员到查询机上刷身份证，系统匹配信息，匹配成功后进行查询，以后

每次查询本案即可直接刷身份证查询。系统自动对每次查询人查询的



 睿阳精准扶贫智慧管理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6 网  址：www.risun-tec.cn                            400 免费电话：400-0654-369  

 

信息进行记录，一个查询人员关联多个案件时，显示案件列表，选择

需要查询的案件进行查询。 

（2）系统后台管理业务流程： 

后台工作

人员登录

维护人员

登录成

功

管理员

维护用户自身

信息

维护案件信息

录入审核
查询人信

息

维护承办案件

信息

办案人员

查询人员、查

询量统计报表

查询案件信息

管理用户

分配权限

系统全局

权限操作

图4 系统后台管理业务流程  
后台管理业务涉及三类用户：管理员、信息维护人员、案件侦办

人员。管理人员具有全局权限；信息维护人员可以对案件信息进行增

删改查，审核前台查询人员信息，浏览查询报表，案件信息；案件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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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人员可对自己负责的案件信息进行增删改查，调阅其他案件信息。 

2、系统模块分析 

（1）系统管理模块：系统基础数据设置、用户管理、权限（角

色）管理、业务数据字典管理等。 

（2）案件信息录入管理模块：对案件信息的增删改查。 

（3）查询人员信息登记审核模块：对查询人员信息进行登记审

核。 

（4）系统报表模块：系统对查询人员查询信息进行记录归档，

可进行月度、年度、自定义时段、自定义条件生成统计报表。 

（5）前台查询模块：前台用户查询案件信息，系统对其查询行

为进行记录。 

（6）身份证信息读取、记录接口：系统的难点，需要对身份证

读卡器原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连接数据库，读取信息并记录到系统。 

3、系统用户权限 

  系统包含四类用户： 

（1）系统超级管理员：全局权限，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再赘

述； 

（2）系统业务维护人员：案件信息的增删改查、查询人员信息

登记审核； 

（3）案件办案人员：对自己办案信息的增删改，全部案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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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询。 

（4）前台查询人员：对关联案件信息的查询。 

四、部分数据字段及呈现方式 

侦监案件 

案件编号    

案由    

收案时间  办案期限  

案件类别 侦监 处理结果  

承办人  承办人电话  

科室负责人  分管领导  

备注  

民行案件 

申诉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被申诉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案由  收案时间  办案期限  

案件类别  结案日期  处理结果  

承办人  电话  科室负责人  分管领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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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询系统（公诉案件） 

案件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  预判措施  

案由  

收案时间  办案期限  

案件

类别 

公

诉 

一次

追查

时间 

 二次

追查

时间 

 处理

结果 

 控诉

日期 

 

承办人  承办人电话  投诉结果  

科室负责人  分管领导  查阅卷宗  

备注  

 



 睿阳精准扶贫智慧管理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10 网  址：www.risun-tec.cn                            400 免费电话：400-0654-369  

 

第第三三部部分分：：实实施施方方案案  

一、项目开发小组 

根据本系统开发工作需求及时限要求，我们确定项目组成

员由 1 名项目经理、1 名业务流程导师（由贵单位指定）、3 名

程序开发人员、2名美工及前端布局人员、2 名产品测试定型工

程师共计 9 人组成。 

二、项目开发周期 

系统开发甘特图： 

ID 任务名称 开始时间 完成 持续时间

1 1w2015-04-102015-04-06需求分析

2 1w 1d2015-04-172015-04-10系统管理

3 1w 1d2015-04-172015-04-10案件信息录入管理

4 3d2015-04-212015-04-17查案人员登记审核

5 1w 1d2015-04-242015-04-17报表查询管理

6 1w 4d2015-04-242015-04-14前台查询

7 1w 1d2015-04-202015-04-13身份证接口

4-26

2015年 04月

4-194-12

8 1w2015-04-302015-04-24测试上线

5-3

    开发总周期为 55 工作日，各项工作统筹安排，预期在 4 月底月

能够完成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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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培训 

1、系统硬件需求： 

（1）小型 Web 服务器，查询机即可满足条件； 

（2）局域网络支持。 

2、系统软件需求： 

（1）Win7 专业版/Windows2008服务器版本； 

（2）MSSQL2008 数据库； 

（3）ASP.Net FrameWork4.0； 

（4）其他相关软件支持。 

3、关于培训 

项目部署完成后，本公司提供系统操作手册电子版，视用户

情况进行为期 2天的业务操作培训、电脑操作等相关培训。 

四、项目维护及售后 

项目提供 1 年的免费售后支持，工作时间上门、电话、QQ 等

技术支持，非工作时间电话技术支持，特殊情况可安排节假日数

据维护等技术支持。1 年内对用户的框架内的新需求进行免费完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