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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法学学术资源类型

 法律专业数据库及相关资源

 引文索引数据库

 法律专业网站



法学学术资源类型

 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法律新闻/法律法规/法律条文/司法案例等

 其它



法律专业数据库及相关资源



“北大法宝”

 由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与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推出的智能型法律信息检索系统。

 同时拥有中国法律检索系统、中国法律英文检索系统、
中国司法案例检索系统、中国法学期刊检索系统等多个
检索系统。

 内容全面涵盖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司法案例、仲
裁裁决、裁判文书、中外条约、合同范本、法律文书、
法学教程、法学论文、法学期刊、参考数据及WTO法律
文件等中国法律信息各个方面。



“北大法宝”

 “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数据库

 “北大法宝”—法规案例英文译本数据库





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全球首个关于东京审判的全文检索文献资源数据库。旨在采集散落
在海内外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文献资料、图书、学术信息，包括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国际检察局
讯问记录、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相关音视频资源等资料，并将这些
“原始资料”经数字化方式完整地保存并“再现”。

 该库是目前唯一的全文检索东京审判历史文献数据库。所有文献经
过修复、整理、扫描、录文、标引，在数据库中实现对文献的高保
真再现，实现多元检索，实现图文声像相互印证，并将逐步实现英、
中、日文三语并行对照。





律商网

 中英文法律和商业信息平台，提供全面的法律和商业实
用资料。涵盖超过60万条法律法规，40万篇案例。

 除律商网基本版外，网站还包括如下的法律实务模块：

1、知识产权实务

2、劳动法实务

3、税法实务

4、公司法

5、外商投资实务

6、能源和环境

7、公司证券与融资

8、并购实务





威科先行TM法律信息库

 威科集团为中国专业人士量身定制的在线
法律信息库。2011年全面上线，整合了威
科全球与中国相关的中英文法律题材内容。

 内容涵盖：法律法规、案例、新闻、实务
指南、国际条约、专业文章等。





月旦知识库——法学专辑

 收录法学、高等教育、金融保险、公共管理、
医疗卫生五大学科专辑，包括：期刊、文献专
论、博硕士论文、教学资源、词典工具书、实
务判解精选、常用法规、学术名家、考试题库
热点等9大子库、50多万笔全文数据，运用智能
型跨库整合交叉比对查询。





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综合性法律应用案例平台。

 数据库依托最高人民法院的实务资源、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的法学研究背景，以在海内外享有高知名度的大型
审判案例丛书《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为基础，汇集全国
各级人民法院法官连续二十余年精选的新颖、疑难、典
型、重要案例，同时收录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各类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参阅案
例及法律法规。





中国资讯行——中国法律法规库

 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的各类法律

法规及条例案例全文（包括地方及行业法律法
规)。





Beck-online德文法律数据库

 由德国最大的法律出版集团C.H.Beck出版，是
全球收录德文法律信息最全和最权威的数据库
之一，是研究德国法律和欧洲法律不可或缺的
资源。

 数据库收录内容包括：超过7000种法律图书、
550万份可以检索的文献、最早可以回溯到1954
年。





Jurion德国法律大全

 主要内容为最新更新的德国法律法规信息。





德国Juris数据库

 德国Juris数据库是德国最知名的法律信息提供商之一。
德国每所法院和欧洲法庭都在使用Juris数据库。Juris的
文档中心坐落在法院里，这意味着Juris直接为法院提供
信息来源。

 Juris的内容由德国法和欧洲法组成，不仅有众多国际性
大学和Juris合作，而且国际性公司和律所也是Juris的忠
实用户。

 内容包括：法院判决；德国法律法规；欧洲法；文献引
用；期刊：包括10种法律期刊；评述；谈判协议合集；
合同程序；双重征税协定；行政法规税法；新闻快讯… 





Gale现代法律形成数据库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是历史与当代法学研究的必备资源，数据库一共包含6

个独立模块。

 数据库涵盖了整个17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法律著作，收
录了法学发展分水岭时期的重要的法学专论，其中Legal 

Treatises部分更是目前收录时期最完整的关于传统法律
的法学专论全文资料库，是一个可以对美国历史的案例、
章程、法令法规做全文检索的资源库。



剑桥国际法报告

 剑桥法律报告在线数据库，初期登陆平台的内容，包括全
部的《剑桥国际法报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和《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报告》ICSID Reports的内容。

 我馆购买的内容为《剑桥国际法报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172卷。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

 HeinOnline法学数据库是一个可回溯、全文法
律期刊数据库，92%的法学期刊可以回溯到创刊
号,现有2200余种法学期刊，收录了美国联邦和
各州的案例，4500多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





Investor-State LawGuide（投
资者-国家法律指南）

 投资者-国家法律指南（ISLG）是一个在线平台，
为国际投资条约法领域提供全面的法律研究工具。

 2011年，Greg Tereposky和Chris Thomas凭借数十年
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法律经验建立并发布了ISLG，

实现了高效捕捉并向用户传播专业知识，简化繁琐
的法律研究流程。





Lexis Advance法律数据库

 Lexis.com的升级新平台

 在原有平台丰富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了检索系
统的改进设计，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一站式的快
速文献检索，便于研究者迅速、准确地找到相
关领域英美法的前言文献和权威分析，缩短文
献检索和阅读理解的时间。





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

 提供约32,000个即时检索数据源

 包含判例法、法律报告、法律法规、法律期刊、
法院文档、法律专著以及法律格式文书范本，
覆盖几乎所有的法律学科。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
威科法律期刊数据库

 全文期刊数据库。

 大部分期刊可回溯到第一卷第一期。

 包含21种全文法律学术期刊(Journals)的全文信息，
其中包含数十万篇期刊全文，50000多个案例。

 涉及商法、经济法、欧共体法、国际（贸易）法、
竞争法(反垄断法)、交通运输法、环境法、税法、

商业仲裁等各个领域。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威科国际法律百科全书

 世界上唯一的一套法律经典大套的专业百
科全书，囊括27卷经典的参考著作。

 每卷著作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以国家专论的方式深入研究该法及其相关
领域的各国法律体系构建。





Kluwer Arbitration
威科国际商事仲裁在线

 由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常设仲裁法庭、国际仲裁学会以及Kluwer 

Law International机构联合推出，提供超过 120000页与仲裁相关的
最必需资料。

 内容包括：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裁决（Awards）及判例（Case Law）

公约（Convention）

各国信息（Jurisdictions）

相关立法（Legislation）

新闻资讯（News Updates）

相关法规（Rules）

评论（Commentary）

实用小工具：Smart Chart、IAI Arbitrator Tool





Kluwer Patent Law
威科国际知识产权法

 提供：

*200多个国家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包括专利、商标和设计

的注册、授权以及诉讼程序

*15个主要国际公约、条约及协议的全文

*30个欧盟及欧盟专利协定缔约国发生的关于专利以及版

权的案例

*独家掌握的业内顶级专家的权威分析总结

*智能图表

*实时新闻

*针对最新知识产权发展进行讨论的专栏





World Trade Law数据库

 自1995年WTO创立以来， WTO专家小组、上诉机
构和仲裁员已发表了225份争端解决报告。
World Trade Law数据库对于每个报告，都会提
供有关法律裁决和专家小组/上诉机构/仲裁员
结论的基本摘要，并提供针对报告中重点问题
的专家评注。





Swisslex法学数据库

 Swisslex数据库收录资源内容丰富，包含

了瑞士大部分法学出版物，主要包括：法
庭判决书、期刊、评注、专著、论文等各
种文献。





HeinOnline-Hague Academy 
Collected Courses Online 

 《海牙国际法演讲集》在国际法学界享有
很高声誉，已成为国际法学研究领域的权
威资源。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
专利情报数据库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简称DII）, 由来自 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DWPI） 的增值世界专利信息和
来自 Patents Citation Index® （PCI）的专利引文信息两
个部分组成。

 DII可以检索到全球40多个专利机构授权的发明及其引
用信息。在检索结果全记录中，点击“Original（原始
）”按钮，可浏览、下载专利说明书全文，包括美国专
利（US）、世界专利（WO）、欧洲专利（EP）和德国

专利（DE）。





超星电子图书

 全球最大的中文在线图书馆

 收录中文电子图书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包括
政治、法律类）

 数据每日增加和更新







中国知网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数字化期刊全文库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会议论文数据库















读秀知识库

 是由海量学术资源组成的庞大知识库系统。

 与本馆电子图书数据库、馆藏目录系统挂接，方便读者
使用。（点击“本馆电子全文”即可链接到本馆订购的
超星电子图书；点击“馆藏纸本”按钮可链接到本馆馆
藏目录）。





引文索引数据库



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引文索引数据库

 中文：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SSCI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外文：

《科学引文索引》－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

《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CPCI-S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 CPCI-SSH

ISI Web of 

Science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SSCI

 由南京大学研制，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文
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三大引文库
(SCI/SSCI/A&HCI)

——公认为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索引工具

——提供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Web of Science三大引文库
（SCI/SSCI/A&HCI）

由三个独立的数据库组成：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



Web of Science CPCI

( ISI Proceedings）

——汇聚全球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信息



Web of Science CPCI（ISI 
Proceedings）

内容分为两个版本：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原IST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
原ISSHP）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

——期刊评估比较的资源工具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JCR中常用的评估指标包括：Total Cites、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Articles（Citable items）、Cited Half-life等。

 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 

用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次数除以该期刊前
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所得到的值。可以用来评估同一研究领
域不同期刊的相对重要性。

影响因子的计算仅涉及文章(Article)和综述(Review)两类文献。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利用JCR可以查看期刊学科排名

——依据影响因子排名将期刊分成四个等级：

 Q1：0%-25%

 Q2：25%-50%

 Q3：50%-75%

 Q4：75%-100%





重要提示：请不要在此界面直接检索！



请打开“所有数据库”下拉菜单并
单击“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默认为全部勾选，请根据需要选择
1个要检索的数据库，如SSCI。



提示：检索时请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合适的检索项。





















法律专业网站



法律专业网站

 高等院校及法学研究机构主办的专业网站

 国家立法机构、国家机关、司法机构设立
的网站

 其它网站（包括综合性法律门户网站等）



高等院校及法学研究机构主办的专
业网站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 http://vip.chinalawinfo.com/index.asp

 北大法意网 http://www.lawyee.net/

 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www.civillaw.com.cn/

 中国刑事法律网 http://www.criminallaw.com.cn/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网 http://www.iprcn.com/

 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 http://www.legal-theory.org/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vip.chinalawinfo.com/index.asp
http://www.lawyee.net/
http://www.iolaw.org.cn/
http://www.civillaw.com.cn/
http://www.criminallaw.com.cn/
http://www.iprcn.com/
http://www.legal-theory.org/


国家立法机构、国家机关、司法机
构设立的网站

 中国普法网 http://www.legalinfo.gov.cn/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index.htm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http://www.court.gov.cn/

 中国仲裁网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

http://www.legalinfo.gov.cn/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index.htm
http://www.chinalaw.gov.cn/
http://www.court.gov.cn/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 62519135；62511237  

 E-mail: tsgzxb@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