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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 —— The Answer Company

汤森路透结合创新技术与行业经验，为市场的关键决策者提供至关重要
的信息。

汤森路透为世界各国的法律、税务和会计以及媒介专业人士提供智能化
的专业信息和工作流程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由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机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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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Classic

为法律专业人士设计的，有别于其他搜索服务的检索工具，其内容由法学专业人士提供，以
权威的英美法国家原始法律资料，以及首屈一指的二次法律资料为基础，独家研发的世界顶
尖的WestSearch的法律搜索引擎，倍受英美法国家法律研究人员推崇的Key Number系统，
Headnote判例摘要，KeyCite分析工具，这些产品将为您提供最好的法律检索服务。

• 业界领先的资料内容
• 一贯卓越的编辑内容
• 准确的法律信息资源
• 独家研发世界最先进的法律检索引擎（ WestSearch ）
• 新的工作流工具帮助您更高效率地规划与共享检索结果

使用汤森路透Westlaw，可以更智能、更高效的工作，并获取完全可信赖的检索结果。



权威资料内容覆盖
判例 法规 期刊评论

美国（联邦&州），自1658年起

英国，自1865年起

欧盟，自1952年起

澳大利亚，自1903年起

中国香港，自1905年起

加拿大，自1825年起

韩国

美国，1789年至今全文注释
英国：自1627年起（全文整理）
完整的欧盟法规
中国香港，自1997年起
加拿大，全文整理
巴巴多斯
开曼群岛
韩国
苏格兰

近20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500种带有ISSN的法学期刊
与法学评论，覆盖当今80%以上英
文法学核心期刊
《哈佛法律评论》
《欧洲竞争法评论》
《刑法报告》
《McGill法律评论》
《墨尔本大学法律评论》
《香港法律期刊》

其他内容：
顶尖的诉讼资料

专著教材百科全书：近30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实务以及学术著述

词典：独家完整收录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第十一版



Key Number System-- West钥匙码系统是最令人推崇的美国法律分类系统，其
将某一案例与美国所有法律中的相关内容相连接-我们核心的知识产权资产。

Headnotes – 判例摘要，我们的核心优势，眉批让您轻松理解法律争议与法律
之间的联系，理解判决的法律依据。

Notes of Decisions – 法律适用最完整的最准确的解释



首页检索框默认的法
域是美国



WestSearch搜索类型 例子

引称检索法（citation） 562fs263

多个引称检索法 562fs263; 97sct 569; 42 u.s.c.1983

当事人名称检索法（find by party name）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关键引用（keycite） Keycite 93 sct 1817 or kc:93 sct 1817

出版物或者数据库 Mn-st (可以检索到明尼苏达州的法令与法庭规定)

布尔术语与连接符 Dedicate /s “private road” “public road”

自然词语 Can a municipality be held liable for civil rights violations by its 
employees

通过全文搜索引擎完成检索任务

Narrow



Westlaw Classic案例



结果排序智能优化：相关度排序；时间
排序；引用次数排序；点击量排序；法
院层级、关键词频率。

下载文件的格式包括WORD、PDF、
RTF

黄色旗帜：表示有消极的判决历史记录，但是不足以推翻此
判决

红色旗帜：表示该判例中至少有㇐个法律见解已经不是目前
被接受的见解

蓝白条纹旗帜：表示该判决已经被上诉，提示之后会有新的
判决产生



Westlaw Classic法规
美国任何㇐部法律的产生程序是：首先由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
当这个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后，将被提交给美国总统给予批准，㇐
旦该法案被总统批准（有可能被否决）就成为法律（Act）。当㇐
部法律通过后，国会众议院就把法律的内容公布在《美国法典》
上。

保存到文件夹中

添加注释

高亮显示

自动动生成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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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Classic二次资源

包括期刊评论和书
籍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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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Classic二次资源 –直击相关领域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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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最高法院合作研发的Key Number System钥匙码系统

与此法律要点相关的
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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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期刊(首页-Secondary Sources-Law Reviews & Journals)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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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其他法域的期刊库(首页-International Materials-Journals)

输入查询关键词

共有17个国家或地
区以及㇐个跨法域
的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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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专著、教材(首页-Secondary Sources-Texts & Treatises）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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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其他法域的法学专著、教材(首页-International Materials-
Treatises)

输入查询关键词

共有10个国家或地
区以及㇐个跨法域
的专著、教材列表



19

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第十一版(首页-Secondary Sources-Black's Law Dictionary )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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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百科全书(首页-Secondary Sources-Jurisprudence & Encyclopedias)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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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判例库(首页-Cases)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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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其他法域的判例库(首页-International Materials-Cases)

输入查询关键词

共有6个国家或地
区的判例



23 Edit presentation title on Slide Master using Insert > Header & Footer

美国法规库(首页-Statutes & Court Rules)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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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其他法域的法规库(首页-International Materials-Legislation)

输入查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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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Answers

 对某些常见类型法律问
题的具体答案

 包括权威法院判决的链
接

 提示问题会出现在检索
提示的上方

 回答会出现在检索结果
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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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引称号

类似案号、学号、身份证

输入引称号后，可以得到唯一的结果

381 F. 3d 1178

6 U.S.C.A. § 104

2018 WL 1384564



Westlaw Classic常见使用问题

网速慢

• 访问速度慢的截图发给数据库商，数据库商负责联系教育网，教育网接到问题后与学校图书馆老师以及学校网络中心联

系解决

登录方式

• 个人账户登录的网址为：www.westlaw.com

• 高校IP账户登录方式为：通过学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外文数据库 Westlaw Classic登录

• CARSI登录

• SAML SSO登录



售后服务 & 培训资源

（国内）客户支持邮箱：asia.trainers@thomsonreuters.com ；

电话： 010-56692000

官方网站：

www.westlaw.com

http://legalsolutions.thomsonreuters.com/law-products/westlaw-legal-research/training-
support

https://support.thomsonreuter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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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谢谢大家！

REUTERS / Henning Gloy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