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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网络版 V2.10 

系统方案 
 

一、运行环境 

1. 硬件要求 

如需 7×24 小时长时间运行，需使用专业服务器并放置在专业机房中。如只需工作时间运

行，使用目前性能较好的普通电脑作为服务器也可以。客户端使用普通浏览器即可。 

2. 服务器操作系统 

Win2000 Server / Win2003 Server / Win8 Server 

3. 适用范围 

需要经常进行招标或需要对评标专家管理、抽签的企事业单位。 

二、系统简介 

 

 “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网络版”是一款基于 B/S 架构的用于各种招投标过程中从专家库中抽

取评标专家的管理系统 。系统可以建立合理、完善的评标专家库，专家字段设置考虑周全，支持上

传照片、自定义属性和自定义字段等功能。并能详细记录每个专家的评标次数、缺席次数及所评标

的项目信息。 

系统可以方便地从评标专家库中按多各种组合条件随机抽取指定数量的专家，支持专家回避、

确认能否出席参评、补抽专家、评价专家等功能，满足了实际随机抽取专家的要求。新版本还增加

了“指定抽取”功能，实现特殊情况下，选取指定专家参与本项目评标，“指定抽取”功能是否开启

可由超级管理员在参数设置中设置。 

系统对项目（历史抽签）有强大的管理功能，支持多种模糊查询，可进行自定义报表，支持归

档功能。系统用户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用户的权限划分明晰、合理，方便子、分公司远程抽签、

公司高管层监督查看等需求。 

《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从 2003 年 1 月份专业版 1.00 版发布，后又开发了网络版，到现在经

过 10 多年的时间，不断升级改进，适应客户新要求，拥有 1000 多个企事业单位客户，遍及全国 2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招投标中心、电力、交通、水利、石油、矿产、钢铁、政府机构、电

信、邮电、烟草等 10 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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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流程 

 

四、系统主要功能及特点 

（一）用户权限划分合理，方便不同用户同时使用 

严格划分用户权限，共分四个等级，方便子公司、分公司远程抽签、管理，方便监督管理层监

督、查看系统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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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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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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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抽签库 查询 生成报表

专家库 

打印 

确认(评价)专家 

确认的专家符合要求? 否
补抽

专家评标 

评价专家 

结束  

项目归档 

操作员 

    查看专家信息，实现抽签功能，查看

和管理本人抽签的项目。 

    适用于纯抽签的员工、子（分）公司。

管理员 

    组管理、专家管理、抽签、属性设置

等。查看所有项目，管理本人抽签项目。

    适用于一般的管理人员。 

超级管理员 

    用户管理、参数设置、专家管理、组

管理、项目管理等所有的权限。 

    适用于对专家库负责的管理人员。 

监督管理层 

    专家浏览、所有项目和日志的查看权

限。不具备抽签及各种数据的更改权限。

    适用于监督管理层的领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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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大的专家信息管理功能 

专家信息齐全、设置合理。支持分组功能，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相关字段，系统提供 4 个自

定义文本字段功能，同时提供 6 个自定义属性功能，满足用户不同的实际需求。 

支持设置专家为正常状态、暂停状态。暂停状态的专家抽选时不会被抽中。对于一些不再适应

评标要求的专家，因为以前参加过评标等，系统为了数据完整性不允许删除，可将此类专家设置为

暂停状态。 

评级功能。可为每个专家进行星级评定，分为 1-5 星，抽签时可将星级作为一个抽签条件。 

上传照片功能。系统可为每个专家上传一张照片，照片信息存储于数据库中，信息更加安全。 

 

专家参与项目情况及评价统计功能。在浏览专家信息时可查看该专家参与项目的列表信息及评

价和备注信息。对专家的评价情况，以饼状图的形式进行统计显示。 

 

强大、人性化的专家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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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的专家统计功能。实现按专家的组、性别、状态、星级、属性等统计，以饼图的形式显

示。支持另存为图片格式。点“数据视图”图标，可以显示文本格式的统计数据。 

 

记录专家的抽选、缺席、缺席率。专家被某个项目抽选后，则专家抽选数就会增加 1 次，如果

未确认参评，则缺席数增加 1；如果被确认参评了，则缺席数不变。如果某个项目后面被删除了，

则该项目涉及到的专家的抽选、缺席会重新进行计算。 

（三）多种条件组合进行随机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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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符合条件、回避条件。抽签条件分为符合条件和回避条件，回避条件的优先级高于符合条

件。 

多种条件组合。支持多个条件的组合，条件之间可按“而且”、“或”进行组合。 

一个字段支持多选功能。专家组、属性支持选择多个条件的功能，符合其中的一个，该条件即

满足。输入性的文字，比如行业、单位、主评专业等（抽签页面带#标记的），可以输入多个匹配信

息，只需将多个信息之间用分号；隔开即可。 

选中条件区别与未选中条件。选

中的条件的相关控件背景高亮度显

示，让选择的符合或回避条件一目了

然。 

实时查看已选抽签条件功能。点

抽签页面右下角的“查看已选条件”

按钮，即可显示当前已经选择的符合

条件和回避条件。 

 

（四）支持指定抽取功能 

 

 

 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指定抽取

一些专家参与评标，本系统支持指

定抽取特定专家的功能，指定抽取

的专家抽签条件在报表中显示为

“指定抽取”。 

 

系统可在参数设置中设置是否

开启“指定抽取”功能，使用单位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五）完善、成熟的项目管理（历史抽签管理） 

具备 12 个自定义字段。除了项目名称、编号、评标时间、地点等常规字段信息，系统还提

供了关于项目信息的 12 个自定义字段，由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字段信息是否显示可自行设置，只需点击“显示”或“隐藏”按钮即可。 

新建项目：可在项目管理页面点“新建项目”，也可以点随机抽签，在抽签结果出来时系统会

同时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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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确认。标记专家能否到场评标，并可备注未到场原因。评标完成后，也可以利用此功能对

专家本次参与评标进行评价和备注。备注信息，可设置为在项目报表中显示出来。 

 

补抽专家。解决有些专家无法到会的现实问题，补抽新的专家。可随机抽签，也可以切换为指

定抽取。 

报表设置。历史抽签的项目报表，可按需设置，满足不同用户多样的实际需求。报表支持显示

抽签条件功能、是否显示补抽标记列、支持项目备注、涉及专家此次评标的备注内容等。 

 

项目归档。项目评标等完成后，可实现对项目的归档，归档后图标显示为黄色，字体显示为灰

色的，不允许任何用户修改项目的信息。只有超级管理员可以删除归档的项目。 

（六）日志记录功能，记录系统的各种操作信息 

用户登录、退出，以及进行重要的数据操作，比如抽签、编辑或相关信息均形成详细的日志信

息，重要操作均具备可追溯性，日志不允许被任何用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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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设置了相应的权限，操作员只能看到本人的操作日志，其他权限的用户可以看到所有用户

的日志。 

（七）共用数据库，实现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专业版、网络版协同管理 

网络版 2.10 的数据库同《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专业版》专业版 7.00 是通用的，均可选择使用

Access 数据或 SQL Server 数据库。 

 

 

 

 

1、SQL Server 数据库 

推荐使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可以实现网络版和专业版同时使用同一个数据库，用户可根据

情况选择随时同时购买、使用专业版，专业版具备一些特殊的、网络版技术上实现不了的功能。这

样，在局域网内使用专业版，而在外地出差或子公司、分公司、相关领导层使用网络版，实现异地

抽签、管理、监督查看等功能。 

2、Access 数据库 

Access 数据库也可以实现共用一个数据库，但专业版只能使用本地的 Access 数据库，不能访

问其他电脑上的 Access 数据库，网络版必须架设在专业版所在的电脑上，在会议室等公用电脑上架

设不方便长时间提供服务。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如只是工作时间提供服务，也可考虑此种方式。 

（八）参数设置，满足不同用户的实际需求 

 

SQL Server 

数据库 
专业版 网络版 



招投标专家抽签系统·网络版 V2.10 系统方案  

 
Website: www.softlead.cn                        E-mail: support@softlead.cn 

 - 8 -

 

对系统的标题、专家照片大小限制、是否开启“指定抽取”功能、项目报表、专家属性、专家

和项目的自定义字段等信息进行设置，满足不同单位的实际需求。 

（九）系统及数据安全性可靠，兼容各种主流浏览器 

系统对于数据库等存储位置等均作了周密的安全性考虑，如不在 web 目录下放置 Access 数据、

使用专门的配置程序对数据库连接进行设置等，全方位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 

 

系统基于 B/S 架构，客户端只需使用主流的浏览器即可正常运行本系统。系统页面按 html5 相

关规范制作，并经严格测试，在 Microsoft IE 7-11、Microsoft Edge、Chrom、webkit 、苹果 safari、

360 浏览器等主流浏览器均可正常运行。 

五、联系信息 

开发商：通向软件[SOFTLEAD]  

网站：www.softlead.cn 

E-Mail：support   softlead.cn 

其他更详细的信息请登录网站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