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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检索 legal retrieval 与 法律研究 legal research

法律检索是通过查找和获取法律研究和实务的相关法律渊源（sources）或文献资源文
本，包括法律法规、法院裁决、法律学术成果等，对其分析和推理（reasoning)，确定
其相关性、权威性，进而对法律疑难问做出合理解释或推论

• 法律检索是法律文献资源的获取汇集、分析和评判的过程

• 关涉法律知识的逻辑组织，通过关联工具获得更深、更广的相关资源

• 法律人就法律理论探索、实务做出合理判断的必要步骤

• 通过知识/事实（What: knowledge/facts）回答为什么(Why)、并最终接近掌握
具有普适意义的解决问题的决策

• 法律检索的核心内涵即法律研究，不仅仅是“技巧”这一工具层面的知识



普通法系法学教育的独立课程



法律检索与资源 I



I. 法律检索与资源：法律渊源或法律文献资源的几个特点

文献资源概念及分类参照英美法体系

•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司法裁判等
原始资源/一次资源 primary sources

•学术研究成果及工具参考类文献
二次资源 secondary sources



原始资源(一次资源）、二次资源
Common Law
普通法系

Civil Law
大陆法系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公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私法

Primary Sources
原始资源

•Constitutions宪法
•Statutory Law制定
法
•Codes法典
•Regulations法规

•Court Decision 法院
判决

•Constitutions
•Statutory Law
•Codes
•Regulations

•Treaties
•Customary Law
•Principles of Law

•National Law
•Treaties
•Customary Law

Secondary 
Sources
二次资源

Scholarly
Commentary
学理评述

•Court decisions
•Scholarly
Commentary

•Court Decisions
•Scholarly 
Commentary

•Court Decisions
•Scholarly 
Commentary



1. 法律文献的权威性资源空前繁荣

•国家和政府、国际法及国际组织官方网站（Official

sources，全国人大、联合国、欧盟等)

•开源资源（Open Access, OA 资源：LII体系）

•商业数据库（在法律研究中商业数据库具有特定意义）



法律检索的开放获取视角：以国际法资源为例（开源、官方）

理念：国际图联以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宗旨，倡导法律获知为公民权利

• 各国法律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全球民众具有共同获取的权利

• 在法律知识汇集与开放努力中全球文化及文明记忆机构的角色（中国国会图书馆、美国会图书馆、

英国家档案馆）

技术：信息关联技术促进公共法律平台的知识可获取

• 公共法律信息平台提供关联知识库（联合国等）

• 针对原始法律资源适用的解释、指导等二次资源关联以及检索技巧（联合国等）

责任：边界开放、交互多元的机制

• 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承担法律开放获取的社会责任（域外法律研究主要法律资源库Worldlii.org; 英

美法学院对外国法、国际法研究所作的知识组织以及指导方面的努力）





国际组织的相关数字文献信息制度

联合国官网：条约库

国际法院官网：案例库

国际仲裁机构官网：仲裁文本库

欧盟官网：法律、法规、案例等







2. 数字化学术研究成果及工具参考文献的局限性

•商业数据库与开放资源：数据化内容的有限性
• 法学著作数据化回溯时间范围有限 -- 图书馆馆藏目录OPAC的不可缺失

•Web search engine: Google Scholar 谷歌学者 vs. 百度学术等
缺乏专业权威性
• Wikipedia 机制：网络信息民主的局限和陷阱

•标准知识、参考工具书（法学词典、法学大百科全书、法学年鉴）
因为可能的获取障碍而被疏忽

• Ebooks 电子书与文本碎片化



3. 法律数据库内容的交叉融合
综合性法律全文数据库（含法律原始资源和二次资源）

• 威科先行（中国法，中英文双语）

• 北大法宝（中国法，中英文双语；含英文期刊）

• BeckOnline (德国法，德语）

• WestlawNext （美国法、部分外国法、国际法资源）

• Lexis Advance （与Westlaw 类似）

法律论文、专著库及法律原始资源文本

• HeinOnline: （英文法律核心期刊 1千多种；近1万7千种法律经典著作，1700-，包括边沁、

庞德、布莱克斯通、卡多佐等著名西方法学家著作，含一些珍本；法律原始资源文本：国会立

法文件、美国法典、联邦最高法院案例报告、法律法规编撰前汇编、条约等，以PDF文本为主）





3. 法律数据库内容的交叉融合
多学科综合期刊库（HeinOnline之外的含法律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根据

citation时直接查找论文，获取全文；通过disciplineà subject, law有时作为

discipline,有时作为subject）
• Ebsco (文理综合，也含电子书）

• Elsevier – ScienceDirect Journal (爱思唯尔，荷兰出版社，一百多年历史，现在全球最大出版集
团）

• JSTORE （文理综合过刊）

• ProQuest 论文库 （美国国会官方记录数字化）

• SAGE （文理综合, 人文社科子库中含法律出版物）

• Scopus (文理综合, 在社科子库里有少量法律期刊）

• SpringerLink Journal (文理综合, 30多份法律期刊，多语言，国际法、法律相关交叉学科论文）

• Wiley Online Library (文理综合, Law & Criminology)



3. 法律数据库内容的交叉融合

电子书库（一站式状态；浏览最新学术成果；根据citation获取原文）
• Brill-ebook （博睿，荷兰出版社，法律学科出版物主要为国际法课题）

• De Gruyter eBook (德古意特，德语学术出版社，270年历史，总部柏林，现与多国学
术出版社合作，复旦选购英文书籍，-2015。文理综合，著名高校出版社如哥伦比亚、
哈佛、普林斯顿、宾大等大学出版社，含具有学术水平的法律专著）

• Gale Scholar （英国早期司法文件）

•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出版社电子书)

• ProQuest – eBook Central

• Project MUSE (含专著和期刊两类。此平台建于Johns Hopkins U., 集聚的出版社大多
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出版,有法律专著和法学期刊）

• SpringerLink Book （含法学与医学、科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成果）



4. 馆藏目录的意义：OPAC -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所在机构图书馆馆藏书目； OCLC-WorldCat 世界馆藏目录

• 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发现工具之一；图书馆馆藏目录已逐渐成为文献信息获取
的一站式中心

• 著作资源共享的发现工具：如查找未数字化的法律专著、法律历史文献等，
需要通过联合馆藏目录来确认文献相关元数据、藏书状态、藏书地点等，通

过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来获得文献



法律检索与方法 II



II. 法律检索与方法：可能的盲点或误区

1. 法律研究指南（legal research guides, path finders) 在

我国“知识发现认知”中的缺位

•作为学科导航工具 à具体研究主题

•从宽泛背景知识到具体文本

•研究指南具有“知识导引”“内容和知识组织”“资源导

航平台”等功能



研究指南种类
• 机构出版的电子期刊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 

Guides http://www.asil.org/resources/electronic-resource-guide-
erg?page=io

• 由法学院图书馆发布维护 Research Guides by law librarians

• 隶属法学院的专业网站 Globalex
http://www.nyulawglobal.org/globalex/

• 专著 Foreign law guide 
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foreign-law-guide

• 其他商业数据库或国际组织网站内嵌的研究指南，如UN，HeinOnline

http://www.asil.org/resources/electronic-resource-guide-erg?page=io
http://www.nyulawglobal.org/globalex/
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foreign-law-guide






法律数据库内嵌研究指南LIBGUIDE



2. 资源获取的逻辑思考与数据库构建框架：关键词的
含义、数据库缺乏统一句法组合（syntax）

•检索项：以最常用的关键词keywords为例

•知网、威科数据库、网站等检索中含义不同

•开题/立论的错误（可控词或自然语言）

•布林逻辑（高级检索）设计中无统一句法组合

•图像检索（Jstor)
•引证检索











检索句法组合advanced search syntax：“！”=NOT



检索句法组合advanced search syntax“?”扩延



3. 中外语言藩篱：法律专业术语的选择确定
• 法律专业术语的中英文翻译会影响到检索词设计的合理性

• 撰写法律相关文件或学术论文中涉及外文法律术语，避免直接使用网络翻译机器

“智慧法院“ – smart court （smart，智能）

“数据法学” – data law （law and big data, big data in law, computer law,
cyber law)

“Cyber law is the area of law that deals with the Internet's relationship to 
technological and electronic elements, including computers, software, 
hardwa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S). ”

• 在文献调研中，注意相关论文中的关键词选择

• 使用英文词典、中外文双语词典



4. 数据库的可视化工具

• 威科先行：司法大数据

• 北大法宝：类案检索报告

• 知网：可视化呈现主题分类、文献研究趋势等

• ProQuest’s American Legal Manuscripts from the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可手工数据挖掘

• Gale Scholar数据整理、数据实验室 :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 Elsevier 数据挖掘政策



高级检索：个人信息保护人脸识别 /同句









法律检索与文献评估 III



III. 法律文献资源获取的评估

文献资源分析评估路径 à确定原真性 /权威性 /影响力

• 排序选择：对检索结果重新排序、引证标示来确定文献相关性、原真性
等特征

• 筛选功能：循环多重检索以确定文献相关性

• 主题词/关键词的标准化确认：检索词修改或调整

• 数据库内嵌功能，如高引数论文、高引数作者等来帮助确认文献文献影
响力

• 引证数的意义和误区；国内法律核心刊物和国际“社科引文索引“SSCI



评估和分析: 以HeinOnline辅助确定文献或资
源学术意义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