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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一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二

各操作端功能和操作三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一



电脑端主站

部委机构

调解组织

特邀调解员

原告/被告方当事
人律师

法院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

法院端 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管理 调解员名册管理 案件管理 司法确
认管理 在线立案管理 质效指标管理

部委端 下级机构名册管理 调解组织名册管理 案件管理

调解
组织端 成员管理 案件管理

调解
员端 纠纷调解 发起鉴定 在线培训 智能工具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审判流程系统

全国律师服务平台移动微法院

法信

道路交通一体化平台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全国人民法院鉴定系统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体架构

工商联商会调解平台

证监会-中国投资者网

人民银行调解平台

全国总工会

中国侨联

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

银保监会

知识产权局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二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工商联商会调解平台 证监会-中国投资者网人民银行调解平台

全国总工会 中国侨联 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

银保监会 知识产权局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部委入驻信息报送流程-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部委单位县（区）级机构

部委单位市级机构

部委单位省级机构

部委单位国家级机构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部委入驻信息报送流程-法院自建平台

部委单位县（区）级机构

部委单位市级机构

部委单位省级机构

部委单位国家级机构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自建平台

使用法院自建平台的省（市）为：
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广东、
江苏、江西、云南、重庆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部委入驻调解组织信息查询

1

2 1.打开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首页（不用
登录），点击页面正上方菜单栏中的
“调解资源”；

2.在调解资源页面的右侧有各入驻部
委的资源查询平台；

3.点击需要查询的部委名称。

3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4

5

4.在部委信息查询页页面中部选择“调解组织”；

5.在地点栏中选择需要查询的地点。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法院
案件管理

总对总案件

委派入口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
选择部委单位名册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部委调解组织
受理案件

案件接口

部委自建调解平台

部委自建调解平台案件推送流程-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用户

部委自建调解平台案件推送流程-法院自建调解平台用户

法院
案件管理

法院自建调解平台

总对总案件接口 法院
案件管理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
选择部委单位名册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部委调解组织
受理案件

案件

接口

部委自建调解平台

总对总案件

指派入口

注：由于各省法院自建平台功能及流程存在差异，具体操作以平台流程为准，本图仅供参考。



“总对总”调解运行流程

法院
案件管理

总对总案件

指派入口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
选择部委单位名册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部委调解组织
受理案件

委派

入驻平台部委调解案件委派流程-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用户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法院
案件管理

法院
选择部委单位名册

部委调解组织
受理案件

委派

入驻平台部委调解案件委派流程-法院自建调解平台用户

法院自建调解平台 法院自建调解平台 法院自建调解平台

注：由于各省法院自建平台功能及流程存在差异，具体操作以平台流程为准，本图仅供参考。



各端功能与操作三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Q：部委调解组织已经入驻，如何纳入法院特邀调解组织？

第一步：法院登录调解平台，在法院端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名册管理”-“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管
理”-“特邀调解组织名册”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第二步：在特邀调解组织名册页面，点击页面右上方的“新增调解组织”，进行组织新增页面。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第三步：在新增调解组织页面中“组织名称”一栏中输入需要纳入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的部委
调解组织名称，并点击页面空白处。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第四步：平台会自动显示该部委调解组织的信息 ，确认无误后点击下方“确认”按钮。部委调解
组织在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称中添加完成。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添加成功后，法院可在特邀调解组织名册页面中各部委的名册下查到部委调解组织的信息。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Q:如何添加使用部委自建调解平台的调解组织？

使用部委自建平台的调解组织需要通过自建平台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法院发起线上特邀认证申请。
部委机构或调解组织提交申请后，对应的法院会在法院端“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管理”-“特邀调解组
织认证”页面中在不同的部委下查看到这些申请信息。法院根据部委调解组织的信息，选择“通过”
或“驳回”即可。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Q：如何通过正确途径将案件指派给部委调解组织？

第一步：法院进入待委派案件的案件详情页面，点击页面上方的“总对总调解”按钮。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第二步：选择需要委派的部委调解组织名册，找到调解组织名称，点击后方的“选择”。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Q：怎样查询法院调解案件数据？

平台向各级法院提供了“质效数据管理”和“部委对接数据管理”两项数据查询功能。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质效指标数据查询

可查询本级法院下属的法
院（按行政区划）的质效
相关数据。

查询时长：今日、昨日、
最近一周、最近一月、自
定义时长

数据内容：和质效指标计
算有关的数据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各级法院可同时调取下属所有法院质效相关数据，并可以通过平台一键导出数据报表。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测试省

案件统计报表查询
查询内容：案件统计数据、案件明细
统计区间：今日、昨日、最近一周、最近一月、自定义时间范围

案件统计数据：案件数、达标音视频案件数、互联网案件数、诉前（诉中）案件数、成功案件数、
司法确认案件数、申请出具调解书案件数、申请立案案件数。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明细查询

通过明细查询功能法院可查询
并导出下属所有法院或某一家
法院的案件明细。

该功能支持法院根据案件类型、
案件来源、纠纷类型、案件状
态、调解结果等调解对案件明
细进行筛选。

法院可根据案件登记时间、调
解开始时间、申请结案时间以
及结案时间进行统计。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平台还可以支持法院查询并导
出下属法院的全部（某一）调
解组织和调解员的调解数据。

调解员：调解员基本信息、正
在调解案件量、累计调解案件
量、调解成功数、调解成功率、
达标音视频案件数

调解组织：调解组织基本信息、
调解员数量、正在调解案件量、
累计调解案件量、调解成功数、
调解成功率



各端功能与操作-法院端

部委对接数据管理
可查询本级法院下属的所有法院推送工商联平台开展调解的案件的数据统计。统计内容包括：

调解案件总数、结案案件量、调解成功案件数、调解成功率、调解失败案件数、达标音视频案件
数、申请司法确认案件数、申请出具调解书案件数以及申请立案数。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部委机构登录

通过平台首页右上角登录区“部委
登录”入口进入部委入口页面。

在部委入口页面点击所属的部委，
在部委登录页面进行登录。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部委机构端页面分为
三个部分，分别是机
构名称栏、功能菜单
栏和数据展示栏。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案件管理：

1.案件信息查询；
2.可通过案件状态、案件新建时
间、案件编号或当事人的姓名
进行案件筛选；
3.在案件明细列表中 ,部委各级
机构用户可以查看到案件编号、
案号、当事人姓名、调解组织、
案件新建时间以及案件状态等
信息；
4.点击任一案件编号可进入案件
详情页面。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案件详情：

1.在案件详情页面，各级部委
机构用户可查询到案件基本情
况、当事人信息、证据材料、
起诉状、文书、调解录像以及
调解动态等信息；
2.在基本情况页面，用户可以
查询到案件纠纷类型、案件状
态、纠纷概况等关键信息。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组织管理：
1.部委机构端用户可以对
下级机构和下属的调解组
织进行管理；
2.管理的内容包括：查询、
修改、删除。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下级机构管理

各级部委机构用户可以查
询下级机构列表，包括下
级机构名称、账号、层级、
负责人以及负责人的联系
电话。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机构详情：
1.在“下级机构管理”页
面点击对应的部委机构名
称可以进入“机构详情”
页面；
2.在详情页面右上角，机
构用户可以选择对显示的
这个调解组织进行“编辑”
或者“删除”。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下级机构信息编辑
1.用户可以对下级机构的联系信
息和负责人信息以及密码进行编
辑；
2.通过在密码栏输入新的密码可
以为下级机构进行密码重置；
3.下级机构的名称和账号只能在
账号新增的时候进行修改，编辑
页面无法修改账号。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下级机构删除：
1.通过机构详情页面右上
角的“删除”按钮可以对
下级机构进行删除；
2.如需删除的下级机构已
经新建了下属调解组织，
则需要先删除拟删除的机
构下属调解组织之后再删
除机构信息。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调解组织管理：
1.在“调解组织管理页面”
部委机构端用户可以查询
下属调解组织列表中；
2.页面通过列表的形式对
调解组织名称、账号、调
解组织类型、所属区域、
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等
信息进行展示；
3.点击列表中的调解组织
名称将会进入到调解组织
详情页面；
4.用户可以通过右上角的
“绑定调解组织”功能进
行调解组织的绑定。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调解组织绑定：
1.部委机构端用户可以查询
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单，并
将属于部委机构的调解组织
绑定到部委机构名下；
2.用户通过查询对应法院的
特邀调解组织明细，找到需
绑定的组织名称后，在调解
组织名称前的选择框中进行
勾选，点击右下角的“立即
绑定”后，该选中的调解组
织即被添加为部委下属调解
组织。

Q:调解组织已是法院的特邀调解组织，如何将它纳入部委机构管理？



各端功能与操作-部委端

调解组织详情：
1.在“调解组织详情”页面，
部委机构端用户可以查询某
一调解组织的详细信息；
2.调解组织下属的调解员也
会在该页面进行展示；
3.通过页面右上角的“编辑”
和“删除”按钮，部委机构
端用户可以对下属的调解组
织进行账户信息编辑或删除。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调解组织通过平台主站右上角的“调解组织登录”
入口进入到登录页面。

在“调解组织管理平台登录”页面输入调解组织
的账号及密码即可登录平台。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案件管理：
1. 对调解组织的所有案件进
行列表式展示；
2. 平台支持调解组织端用户
通过案件状态、案件新建时
间、案件所属法院以及案件
的来源类型进行筛选。
3.平台通过列表的方式对筛
选出的案件的案件编号、收
案类型、所属管辖、调解方
式、双方当事人姓名、案件
纠纷类型及案件状态等信息
进行展示；
4由法院委派的案件也在该
页面进行展示，调解组织用
户需确认是否接受案件委派。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案件详情：
1. 在案件管理列表中点击案
件即可进入对应案件的详情
页面；
2. 调解组织端用户在案件详
情页查询到的案件内容与知
产局机构端用户一致；
3.在案件的“收案类型”为
“自主收案”的情况下，调
解组织端用户可以对案件内
容进行编辑或删除案件。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指派调解员：
1.通过案件详情页面右上角
的“指派调解员”按钮可以
进入调解员指派页面；
2.在调解员指派页面中，平
台会对调解组织下属的所有
调解员进行展示，调解组织
端用户也可以输入调解员姓
名进行查找；
3.点击调解员名下的“选择”
按钮即可完成案件指派。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新增调解案件：
新增调解案件需要调解组织
端用户按要求录入案件信息、
双方当事人信息、纠纷概况
并上传证据材料、起诉状等
材料。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成员管理：
1.调解组织端用户可以通过
“成员管理”功能实现对调
解组织下属的调解员管理；
2.管理内容包括调解员信息
查看、修改，调解员新增、
绑定、删除等。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新增调解员：
1.调解组织端用户需录入调
解员相关信息进行调解员账
户新增；
2.页面中标注有*的栏位均为
必填项。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各端功能与操作-调解组织端

调解员详情：
1.调解组织端用户可以查询
下属调解员的所有登记信息；
2.调解组织端用户可以查询
到调解员的认证情况；
3.通过右上角的“删除”按
钮可以从调解组织删除该调
解员。

工会演示调解组织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调解员登录

PC主站：通过主站页面右上角的”调解员登录“入口进入登录页面。
手机APP：在手机APP账号
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和密码。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网页版-调解员端功能布局：

1.主菜单栏：纠纷调解、在线培训、
智能工具、个人中心

2.案件搜索栏：可以根据案号、纠
纷类型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对案件进
行筛选

3.案件动态栏：对处于不同流程的
案件进行展示

4.案件列表框：对案件详情进行展
示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案件受理：
当调解员收到委派的案件
后，需要决定是否接受该
案件的调解工作。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案件详情：

通过案件详情页面，调解员可
以发起视频调解、上传录音录
像、调解协议管理等工作。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发起视频调解：
调解员通过案件详情页面右上
方“视频调解”按钮就可以发
起在线视频调解。

调解员可以选择只对一方当事
人或同时对双方当事人发起视
频调解。

在点击“确认呼叫”后，调解
员将会进入视频调解的页面。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视频调解：
在视频调解日常可接入三方视频，
如需要三方以上的人员同时参会，
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由法院向平台
提交开通多路视频的申请。

在视频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可以
通过页面右上角的菜单栏随时调阅
案件的基本信息、证据材料，并进
行记录。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生成调解协议：
通过案件详情页“调解协议”
按键可以进入到生成调解协议
页面。

平台可自动生成调解协议，也
支持调解员上传本地文档。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申请结案：
调解员在将调解协议推送给双方
当事人后，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
议内容确认无误的前提下，调解
员可以发起申请结案。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在调解员点击“申请结案”后，
系统会提示调解员需要登录调解
员app进行调解协议签字。

如调解员在申请结案前已经通过
app进行了协议签字，可以点击
“已完成签字”直接进入双方当
事人签字环节。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调解员在完成本人签字后，可继续通过案件详情页面的“查看调解协议”功能，对双方当事人的
签字情况进行查看。
在双方当事人均完成在线签字后，该案件自动结案。双方均签字确认，调解案件调解结果为“调
解成功”，一方当事人不确认调解协议，则该案件的调解结果为“调解失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申请出具调解书&提交司法确认
申请：
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出具调解
书或提交司法确认。

调解员在与双方当事人确认了
申请意愿后，在双方当事人均
确认需要申请的前提下，通过
案件详情页的“提交司法确认”
或“申请出具调解书”两项按
钮进行操作。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员端

平台向调解员提供110多个在线培训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了调解理论、调解实务、政
策解读等内容，助力调解员业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服务与支持



服务与支持

服务热线：

400-9989-672



服务与支持

在线客服：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