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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指南(中文数据库)

登录万律(Westlaw China)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www.westlawchina.com，单击 按键。(如果您的页面显示为英

文，请点击页面右上角的“Chinese”链接，进入万律(Westlaw China)中文数据库页面进行登录

操作。)

若您为高校校园网用户(CERNET)，请点击 。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记住信息”，再次登录万律(Westlaw China)时无需重新键入用

户名和密码。

如果您需要修改当前密码，请点击“修改密码”，在修改密码页面输入用户名、原密码及新密

码，点击提交即可。  

如果您忘记密码，请点击“忘记密码”，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帮您重新获取密码。

IP用户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自动登录至数据库首页。

普通用户由此登录

高校校园网用户(CERNET)请由此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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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从左至右)

English:  链接至英文数据库

内 容 说 明： 万律(Westlaw China)中文数据库的内容介绍

快      讯： 轻松了解最新新闻和法律动态。

保 存 查 询： 保存查询条件

设置及工具： 记录和选项

帮      助： 用户指南

联 系 我 们： 我们的联系信息

客 户 反 馈： 用户意见和建议

退 出 系 统： 退出万律(Westlaw China)

浏览：(从左至右)

首页：网站的首页

法律法规：按颁布机关分类

法律专题：按法律要点分类

裁判文书：按审理法院分类

裁判要点：按法律要点分类

合同文本：按合同种类分类

评论文章： 按主题分类    New!

法学期刊：按法学期刊名称分类

万律时讯：按主题分类

实务领域：按执业领域分类    

法律词汇： 按词汇首字母、主题分类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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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数据库查询

在首页提供跨数据库查询功能

步骤：

1. 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词。

2. 通过点击“法律法规”、“法律专题”、“裁判文书”、“裁判要点”、“合同文本” 、

“评论文章“、“法学期刊”和“万律时讯”旁的复选框，选择您需要进行查询的数据

库。在默认情况下法律法规数据库处于选中状态。

3. 选择“标题”或“全文”进行查询。

4. 跨数据库简单查询的查询结果列明来自所选数据库的结果。可以点击特定数据库，阅读相

应文件。

5. 在“查询提示”中，可以看到如何准确、有效使用查询工具的说明。

6.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 2 5 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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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用户可以浏览到最新万律时讯、法律法规、裁判文书(仅中文数据库)、评论文章， 以及最新翻

译的法律法规英文译本。

1.  点击“最新更新”的链接，可以了解前一日入库的万律时讯、法律法规、裁判文书(仅中文

数据库)、评论文章，以及法律法规的英文译本。

2. 点击文件标题的链接可以浏览该文件的全文。

3. 点击万律时讯栏目右下方的“更多⋯”链接，可以浏览最近3天的全面资讯信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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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

查询及浏览法律法规

查询及浏览各级人大和政府机构颁布的法律法规。

步骤
1.  单击“法律法规”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法律法规层级。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下一级层级。 单击最后 

一层，系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中的法律法规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条件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 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该层级。

7. 在查询结果页的左侧单击特定的法律层级，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法律法规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排序。

2 1

3

4

67 10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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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法律专题

查询及浏览法律专题中的法律要点

步骤

1. 单击“法律专题”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法律专题层级，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到下一级层级。 单击最后一

层，系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法律要点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条件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 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该层级。

7. 在“查询结果”页的左侧单击特定专题层级，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法律专题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

2 1

37 6 10

5 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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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查询及浏览裁判文书

查询及浏览裁判文书

步骤

1. 单击“裁判文书”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法院层级、案由列表及精选裁判文书列表，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

下一级层级。 单击最后一层，系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裁判文书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关键词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 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该层级。

7.  在“查询结果”页的左侧单击特定案件类型，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裁判文书帮助”中，您可以找到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3 6 10

5 8 9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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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裁判要点

查询及浏览裁判要点内容

步骤

1. 单击“裁判要点”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裁判要点层级，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下一级。 单击最后一层，系

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裁判要点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关键词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 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该层级。

7. 在“查询结果”页的左侧单击特定裁判要点层级，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裁判要点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2 14 8 95

37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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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合同文本

查询及浏览合同文本范本

步骤

1. 单击“合同文本”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最近更新”、“浏览最多”和相应“合同种类”。点击“最新更新”，

用户可浏览最新入库的25篇合同文本。点击“浏览最多”， 用户可以读取被浏览次数最多的

合同文本。点击相应合同种类，用户可以轻松浏览该种类项下的所有合同文本。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关键词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在“合同文本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7.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8.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2 14

8

6 7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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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评论文章

查询及浏览评论文章

步骤

1. 单击“评论文章”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最近更新”和相应“主题”。点击“最近更新”，您可以查看最近写作

完成的25篇文章。点击相应主题，您可以轻松浏览该主题项下的所有评论文章。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关键词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在“评论文章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7.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8.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1 6 74 5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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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法学期刊

查询及浏览法学文章

步骤

1. 单击“法学期刊”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法学期刊层级，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下一级。 单击最后一层，系

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文章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 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关键词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 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该层级。

7. 在“法学期刊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8.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9.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1

3 6 9

7 8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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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8 9

查询及浏览万律时讯

查询及浏览万律时讯内容

步骤

1. 单击“万律时讯”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万律时讯层级，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下一级层级。 单击最后一

层，系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万律时讯列表。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关键词，选定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此简单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高级查询”中，可以键入更全面的查询条件以获得更准确的查询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 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此层级。

7. 在“查询结果”的左侧单击特定主题，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万律时讯帮助”中，您可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和按时间或相关度进行结果排序。

37 6 10

4

注：用户可通过“快讯”功能以邮件订阅方式接收万律时讯。选择您关注的话题，每日及时收

到覆盖新法快递、立法趋势、审判参考、政策指导、统计信息、法律和财经方面的时事信

息、专家评析、律所简讯和文献资料等诸多信息。具体设置方式请参见第17页“快讯”功能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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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实务领域 

查询及浏览实务领域内容

步骤

1. 单击“实务领域”数据库。

2. 在“浏览”下显示各实务领域层级及钥匙码，您可以单击特定层级链接进入下一级层级。单

击最后一层，系统将为您显示该层下面的文件列表。

3. 您也可以单击特定层级旁侧的钥匙码，系统将为您显示该钥匙码项下的文件列表。

4.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5. 键入关键词，选定文件类型和查询方式，单击“查询”按钮。此查询功能可帮助您迅捷获得

结果。

6. 可以将查询功能与浏览功能相结合。单击特定层级链接后，在查询框中键入查询关键词，则

得到的查询结果仅限于此层级。

7. 在“查询结果”的上方单击特定文件类型， 可以相应缩小查询结果的范围。

8. 在“实务领域帮助”中，您可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9.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10. 对于每个查询结果列表，您可以选择“隐藏摘要”。

11. 在文件正文页面显示的钥匙码路径，可以帮助您轻松跳转至该钥匙码的查询结果页面。

2 53 1

8 9

4 6 10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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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浏览法律词汇 

查询及浏览法律词汇

步骤

1. 单击“法律词汇”数据库。

2. 在“浏览”下，通过点击“中文词汇”拼音的首字母、“英文词汇”的首字母，或特定主

题，您可浏览到该分类下的所有法律词汇。

3. 页面顶端的查找路径会显示您进入当前页面的完整路径。

4. 键入中文或英文词汇关键词，单击“查询”按钮，可帮助您迅捷获得结果。

5. 在“法律词汇帮助”中，您可以获得更多的查询方法。

6. 在“连接符列表”中，可以看到帮助您更便捷、更准确进行查询的连接符。

7. 在查询结果列表中，点击英文词汇，您可以查找到万律数据库中包含该词汇的所有英文文件。

8. 在查询结果列表中，点击该词汇所属的主题，您可以查找到该主题项下的所有法律词汇。

1

3 8 7

5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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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保存和发送电子邮件

字体大小： 您可以调整字体大小

中英文对照： 在法律法规、裁判要点、合同文本和评论文章中显示双语版本的文件

打印： 打印文件

保存： 以 Microsoft Word 格式或 PDF 格式保存文件 

推荐： 发送包含推荐文件的电子邮件

打开万律(Westlaw China)中的任何文件时，您可以选择打印文件，将该文件保存到您的计算机

上，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其发送给自己或其他人。只需选择页面的右上角的相应图标即可。

您可以打印和保存结果列表中的文件，并发送该文件的电子邮件。在显示查询结果列表后，您

可以使用文件标题旁的复选框来选择您希望提交的文件，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相关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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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英双语打印、保存、推荐    

法律法规数据库、合同文本库及评论文章库的中英对照页面中，您可以选择传送文件的形式--

中英对照、中文、英文。

您可以保存、推荐中英对照的法律法规、合同文本或评论文章。该文件以中、英文段落上下对

照的方式(中文某一段落在上，对应英文段落在下)显示文件内容。

您可以打印中英对照的法律法规、合同文本或评论文章。打印文件以英、中文字左右对照的方

式(英文文件在左侧，中文文件在右侧)的方式展现内容。

打印

保存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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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示

精确查询和扩展查询    

万律(Westlaw China)中文数据库支持精确查询和扩展查询。

在“精确查询”方式下，查询结果可根据查询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查询结果相对集中并更具

针对性。用户若通过“时间”或“钥匙码”及除“&”以外的连接符进行查询时，精确查询的

结果等同于扩展查询的结果。

在“扩展查询”方式下，万律搜索引擎将对查询关键词进行智能拆分、组合，有效扩展检索的

范围和结果，匹配查询结果，使查询结果更全面。

智能连接符查询 

在高级查询区域下方显示连接符列表。当光标置于某一连接符时，系统将自动提示该连接符的

用法。当光标位于特定查询框时，用户通过点击某一连接符，可以将该连接符自动添加到查询

框内，而无需手动输入，使得连接符的运用极为便利。

在按标题搜索栏内输入关键词时，仅显示与之相关的常用连接符

在按全文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时，将显示全部常用连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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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链接

为向用户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万律通过深层挖掘数据之间的关系，实现法律法规之间、以及

与其他数据类型动态链接的新功能。

当法律法规的标题或具体条款被其他文件(包括法律法规、裁判文书、法律专题、裁判要点、

法学期刊和万律时讯)引用时，用户可以在该法律法规页面的相应位置看到链接标识  。鼠标

静置在相关链接标识上，可以显示引用文件的数量。点击“隐藏链接”，隐藏链接标识。

在中英对照页面，没有智能链接。

关键词跳转

独具“关键词跳转”功能，在浏览法律文献时，可实现关键词在同一法律文献内的跳转，以节

省通篇阅读的时间。(注：此功能适用于以“文件”滚动方式进行浏览)

在“文件”滚动方

式浏览时可以实现关

键词跳转功能

点击 " 关键字 " 直
接定位至该关键词

在全文出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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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不支持IP用户)

功能强大的“创建新快讯”便于您利用万律时讯主题创建新的快讯提示服务，用于追踪已选主

题项下的资讯动态。

创建新快讯。请单击位于万律(Westlaw China)页面顶端的“快讯”链接。在快讯列表页面，点

击位于该页面左上方的“创建新快讯”按键之后，进入“创建快讯”页面。在该页面，您可以

选择需要的更新内容类型和主题，以及语言版本(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从查询结果中创建快讯。除“创建新快讯”功能之外，您也可以点击万律时讯的查询结果页右

上角的“添加到快讯”链接创建快讯。

修改快讯。单击万律(Westlaw China)页面顶端的“快讯”链接，显示您的快讯列表。在该页面

上，您可以单击“编辑”更改已有快讯的内容、主题；还可以单击“管理”链接，更改已有快

讯的文件传送选项或更新电子邮件地址。

暂停或删除现有快讯。单击“暂停”链接将停止发送快讯，此项功能可以在设定的时间内有效

或永久有效。可以在“快讯列表”页面相应快讯名称右侧的“激活”按钮，重新激活已中止的

快讯。单击“删除”按钮会将该快讯从“快讯列表”中永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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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邮件。在发送到用户邮箱的快讯中，其上方显示该则快讯的整体情况。点击“栏目”、

时讯标题前的序列号、“Top”等链接，实现快讯内容的便捷跳转。 

在摘要处可快速浏览快讯，点击栏目名称或序号可快速跳转到相应内容

浏览正文时点击序号或“Top”可跳转回摘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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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查询(*不支持IP用户)

保存查询。单击“在结果中查询”右侧的“保存本次查询”按钮，保存查询条件。

单击固定工具栏中的“保存查询”链接，可以随时查看和管理所有已保存的查询。

查看和管理已保存的查询。请单击各查询名称左侧的“查询”按钮，使用已保存的查询条件来

执行新的查询。 您可以在查询列表的上方，单击“排序方式”中的相应选项按名称或日期对

查询条件进行排序。

删除保存查询。要删除已保存的查询，请单击相应的“删除”链接。

保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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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不适用于IP用户)
“记录”功能可以使用户看到其在万律(Westlaw China)中的浏览路径记录，从而轻松获得浏览

记录以及返回至已浏览过的文件。

在万律(Westlaw China)网页顶端的固定工具栏中，您可以通过“设置及工具”来访问记录信

息。 系统自动保存14天的记录，并且该保存时间还可重新设置。

新建记录。 通过“设置及工具”进入“记录”页面，在“所有记录”页的右上角单击“新建

记录”。

查看记录。 要查看特定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单击相应记录名称左侧的“查看”。

重命名、删除和重置记录。如需重命名记录，请在“记录”页面选择相应记录名称右侧的“重

命名”选项并保存。如需删除记录，请在“所有记录”页面选择该“记录”右侧的“删除”选

项。如需延长特定记录的保存时间，请在“所有记录”页面选择该“记录”右侧的“重置”选

项。

记录

设置及工具(记录/选项) 

设置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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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不适用于IP用户)
使用“选项”页，可以为显示、查询和打印文件配置默认设置。 在固定工具栏中的“设置及

工具”下拉列表中提供“选项”链接。

时区：为您所在的位置选择适当的时区。

结果列表显示：您可以选择在每个查询结果页中看到的结果条数。

电子邮件地址：您在此输入用于接收文件的电子邮件地址。

文件传送选项：您为打印、保存或推荐的所有文件选择的默认设置。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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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法律法规历史版本      

万律实现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多个版本的整合，以帮助用户梳理该法律法规的历史

脉络和发展进程。

通过点击位于法律法规标题前的 标识，用户可快速浏览该法律法规的各个版本。

中英文平台跳转      

点击位于页面上方的English/ Chinese链接，可以指向相应的英文或中文页面。如“万

律时讯”中文库首页面，点击English，页面将跳转至对应的“Current Awareness”英

文页面。当用户在法律法规高级查询页面，点击English， 页面将跳转至英文法律法

规简单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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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反馈   

若您在使用万律（Westlaw China）法律在线数据库时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通过

“客户反馈”进行提交。我们深知您的时间宝贵，但您的反馈将有助于我们不断进

步。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意见或建议并及时回复。

用户可在线提交对万律产品的建议和意见。



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

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法律信息提供商，也是极具权威的法律文献及图书出版集团。我们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法律法规、商业信息和新闻的在线信息平台数据库，以及协助律师和会计师进行

执业管理的智能软件。自2002年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以来，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一直服务于来自法

律、税务、会计、知识产权、法规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府部门，并为他们提供智能的、贴近实际

工作的产品和专业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www.thomsonreuterslegal.com.cn 

欲了解更多，请联系我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座7层03-06单元

邮编：100025
电话：+86 10 5969 5100
传真：+86 10 5969 5069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233号汇亚大厦3005室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6104 1704

销售代表邮箱：westlawchina.marketing@thomsonreuters.com
客户支持邮箱：westlawchina.support@thomsonreuters.com

网址：www.thomsonreutersleg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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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estlaw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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