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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北京地区高校法学文献收藏及资源建设状况进行调查，揭

示北京地区法学文献资源布局，以及资源的合作建设与共享现状，了解法学文

献收集的完备程度和对专业教学科研的支持能力以及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趋

势，为进行本地区法学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建立本地区法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提供参考。 

 

【关键词】：法律图书馆  法学文献信息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资源共享 

 

 一、概述 

高校法学文献信息建设一方面与学校本身发展和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如综

合性大学图书馆的人文、法律、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而理工科院校

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源建设相对弱一些。另一方面，这些院校中法学院系的发展

规模也不相同，有的法学院系设立了一定藏书规模和专业服务的法学专业图书

馆或资料室，在法学资源建设和服务方面具有优势。根据北京地区高校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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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设置及其法学教育开展情况，本文选取了 28 所本科院校为调查对象，占北

京地区所拥有的本科高校总数的一半2。从这些学校的隶属关系来看，教育部直

属院校 17 所；北京市属院校 6 所；中央部委属院校 5 所。在被调查的 28 所院

校中，包括“985 工程”学校 8 所；“211 工程”学校 20 所3。可见，这些高校特别是

“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及其图书馆在国内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代表国

内高校图书馆界的建设水平及服务水平。在这些学校的院系设置中，有一半院

校设有独立的法学院或者法律系，其他学校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或文法学院

中，设有法律系或者法学专业（具体情况参见表 1）。有 10 家设有相对独立的法

律分馆或资料室（以下通称“法律分馆”），绝大多数都隶属于法学院或法律系。 

表 1：28 所高校及其法学院系设置情况 

学校名称、网址 主管部门 “211 工

程”学校

“985 工

程”学校

法学院系 

设置 

法律分

馆/资

料室 

北京大学   

http://www.pku.edu.

cn/        

教育部 是 是 法学院 独立分

馆 

中国人民大学 

http://www.ruc.edu.

cn/ 

教育部 是 是 法学院 独立分

馆 

清华大学

http://www.tsinghua

.edu.cn/ 

教育部 是 是 法学院 独立分

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部 是 是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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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nu.edu.

cn/ 

北京外国语大学

http://www.bfsu.edu

.cn/ 

教育部 是  法学院 独立分

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http://www.uibe.edu

.cn/ 

教育部 是  法学院 资料室

中央财经大学

http://www.cufe.edu

.cn/ 

教育部 是  法学院 独立分

馆 

中国政法大学

http://www.cupl.edu

.cn/ 

教育部 是  法学院、民商

经济法学院、

国际法学院、

刑 事 司 法 学

院、中欧法学

院 

资料室

北京邮电大学 

http://www.bupt.edu

.cn/ 

教育部 是  人文学院法律

系 

 

北京科技大学 

http://www.ustb.edu

.cn/ 

教育部 是  文法学院法律

系 

资料室



 4

北京交通大学  

http://www.njtu.edu.

cn/ 

教育部 是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法律系 

 

中国农业大学

http://www.cau.edu.

cn/ 

教育部 是 是 人文与发展学

院法律系 

 

北京林业大学

http://www.bjfu.edu.

cn/ 

教育部 是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法学专业 

 

北京化工大学

http://www.buct.edu

.cn/ 

教育部 是  文法学院法律

系 

资料室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http://www.ncepu.e

du.cn/  

教育部 是  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法学专

业 

 

中国传媒大学

http://www.cuc.edu.

cn/ 

教育部 是  政治与法律学

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http://www.cueb.ed

u.cn/ 

北京市   法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市   法学院 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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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tbu.edu

.cn/ 

首都师范大学

http://www.cnu.edu.

cn/ 

北京市   政法学院 资料室

北京工业大学

http://www.bjut.edu.

cn/ 

北京市 是  经济与管理学

院法学学科部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http://www.bicea.ed

u.cn/ 

北京市   文法学院法律

系 

 

北京农学院 

http://www.bac.edu.

cn/ 

北京市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法学专业 

资料室

北京理工大学 

http://www.bit.edu.c

n/ 

国防科工

委 

是 是 法学院 分 馆

（ 筹

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http://www.buaa.ed

u.cn/ 

国防科工

委 

是 是 法学院 资料室

中央民族大学 

http://www.muc.edu

.cn/ 

国家民委 是 是 法学院 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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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http://www.ciir.edu.

cn/ 

全国总工

会 

  法学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http://www.cyu.edu.

cn/ 

共青团中

央 

  法律系  

外交学院 

http://www.cfau.edu

.cn/ 

外交部   国 际 法 学 系

（所） 

 

   （资料来源参考：华禹教育网 http://www.huaue.com/gx01.htm；人民网教

育频道 http://edu.people.com.cn/GB/9396676.html；各高校主页。） 

这些法律分馆的规模和水平基本上与法学院系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相一

致。法律分馆的资源与学校图书馆的法学文献资源相互补充，共同建设，以满

足法学院系师生的基本教学需求。同时，其法学文献资源建设也反映了学校重

点学科和专业研究特色。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包括传统的印刷型文献与电子资源

和数据库等多种载体。所以，法学资源建设并不完全局限于法律分馆，还必须

充分了解各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状况，如图书馆管理系统应用、书目信息

检索系统、常用数据库资源、资源共建共享系统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为读者

查询和利用专业文献提供便捷，满足了专业读者的基本需求。从这方面来看，

反映了现代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保障的发展趋势。 

 

二、法律分馆建设体制 

高校法学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法律图书馆的体制密切相关，更关系到学校



 7

图书馆的建设目标、资源经费分配、图书馆业务管理与服务保障等等。在现代

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图书馆总馆分馆制是一种通行的管理和服务模式。近 10 年

来，我国图书馆系统的分馆制在经历探索、起步阶段后，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依本

校各院系或学科发展状况和条件设立了学科专业分馆，但对于具体做法，各校

分馆又有差异。有的专业分馆行政隶属于本学院，经费、资源、人员等完全独

立，在业务上与学校图书馆保持合作；有的分馆则完全隶属于学校图书馆，在

资源和服务方面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在调查的 28 所北京高校中，有 10 家设

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分馆或资料室（具体情况参见表 4），其中绝大多数都隶属于

法学院或法律系。这些法律分馆的规模各不相同，自然存在着文献资源数量的

差别。代表性的分馆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分馆模式 

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共享和服务体系由学校中心馆（总馆）、近 20 家分馆

以及医学图书馆共同组成，此外还有其它十余家院、系资料室4。分馆的建设宗

旨是“文献分藏、读者分流、特色集中、方便用户”，具体体现为：分馆负责收藏

有特色的专业文献建设，自行承担中文书刊采购，校中心馆和分馆共同承担外

文书刊的采购，各种电子资源由中心馆统一购买，初步形成全校普通与专业特

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总馆和分馆采用统一的自动化系统，通过北京大学图

书馆的机读目录系统共享文献信息。北大法学院图书馆有独立的馆舍，面积为

4200 平方米，馆藏为 15 万册；关系完全隶属于法学院；使用独立的图书馆系

统管理业务及检索书目信息，目前尚未正式加入北大图书馆分馆体系。尽管如

此，在图书馆相关业务与读者服务上，法学院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保持紧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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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往来；法律数据库主要由学校图书馆订购，部分外文专业图书也由学校图

书馆采购。这样，整个学校的法学专业资源非常丰富。 

     

（二）清华大学图书馆分馆模式 

    清华大学为使学校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及服务形成合理布局，目前已建成 6

个研究型专业图书馆5。大部分专业图书馆隶属于所在学院；其馆舍、文献资料、

设备、人员以及运行经费等均由所在学院提供，主要为各自学科的教学科研服

务。而校图书馆则承担综合馆及理工类研究型图书馆的任务。在这些分馆中，

其行政关系完全隶属于学校图书馆的分馆，所有业务由校馆统一管理；完全隶

属于学院的分馆，在业务上接受校馆指导。法学院分馆即属于后者。目前，法

律分馆馆舍面积为 2000 平方米，馆藏为 11 万册。在电子资源采购方面与学校

图书馆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分馆模式也属此类，其法

学院图书馆相对独立，完全隶属于法学院。 

    

（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分馆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分馆采用集中型管理模式，在学校统一规划下，以

行政命令的形式组建分馆或学科资料室。分馆或学科资料室的人、财、物、事、

馆舍等权利全部归属总馆，由总馆统一布局管理、使用和维护设备等。目前，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分馆管理部下设 19 个分馆和学科资料室，读者可以通过图

书馆馆藏目录查询系统检索分馆和资料室的馆藏6。其中，法学资料室收藏以法

学专业书刊为主，现有图书 3 万余册，中文期刊 140 余种。 

    此外，没有独立法学分馆的学校，其法学文献信息资源主要由学校图书馆

提供保障。一般地，学校图书馆设有人文法学阅览室，专业资源相对集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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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读者利用。上述分馆管理模式不仅反映了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体制状况，

也基本代表了国内其他高校图书馆分馆建设模式。 

 

三、资源经费状况 

法律分馆的经费状况差别很大，在调查中难以得到确切信息。主要原因在

于，独立分馆的经费多来自各院系自筹或者项目建设费用支持。有的分馆经费

条件较好，每年有一定的保障，如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年

度经费预算约百万元；有的馆经费则处于不确定状态，取决于院系的支持力度；

还有的分馆会得到学校图书馆的一定支持。 

 北京大学中心馆与分馆在文献采购经费方面，各分馆自行负责纸版中文书

刊经费的筹集，外文书刊的经费与总馆共同分担，所有电子资源均由总馆统一

购买和维护，全校师生均可使用。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经费基本上由学院支

持，进行专业文献资源的建设和维护，个别专业数据库由学校图书馆和分馆合

作购买，且绝大多数的数据库提供全校读者使用。北师大图书总馆与分馆在采

购经费方面，分馆或学科资料室的纸质文献和数据库资源的采购经费一般均由

总馆承担。 

没有独立法学分馆的学校，通常情况下是按照全校各学科比例分配其图书

经费，在法学文献资源方面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有限地采购法学文献，调查

中难以获得具体的、可参考的信息。经费是资源采购的根本要素，从调查结果

看，大多数分馆希望加强经费支持力度，学校和学院应该同时增加对法学文献

资源的经费投入。 

 

四、印刷型文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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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除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外7，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

书馆馆藏数量最大，为 30 万册；其次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法学

院图书馆，数量分别为 15 万册和 11 万册；其他法律分馆和资料室的馆藏一般

不超过 3 万册。这些分馆和资料室的藏书规模和质量，基本上与法学院系本身

发展相一致。馆藏文献以专业性、学术性为主，也体现出学院及其重点学科的

专业特色。如清华大学法律分馆全面收藏有关中国法的外文文献，北京外国语

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外文文献特别是小语种资源丰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馆

藏特色在于与世界贸易法相关的资源。从总体上来看，各学校图书馆一般都收

藏一定数量的法学文献资料。对于没有法律分馆或资料室的法学院系，其法学

文献资源的利用主要依赖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对于印刷型法学文献，其中文献

基本上能够满足法学教学需求，但是外文文献大多数馆则明显收藏不足。 

 

五、数字资源建设 

随着数字资源日益增加，高等学校图书馆每年用于购买数字资源的经费占

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数字资源在保障高校教学、科研的文献

需求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法律数据库或者说法律在线服务成为专业人士喜欢和常用的资源。

从调查对象来看，数据库引进最具代表性，国内各家高校图书馆及一些单位通

过 CALIS 或者其他合作机制，采用集团采购方式引进各类型数据库尤其是外文

数据库，对于购买的资源可以获得全文资料。 

 

（一）法律专业数据库 

目前，代表性的中文法律数据库有：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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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lawinfo.com/index.aspx，www.lawinfochina.com）、北京法意

网（http://edu.lawyee.net，http://www.lawyee.net/）。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

的学校订购了这两个中文法律数据库。此外，还有“中国法律法规大典”，这是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子库之一，有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化 工 大 学 等 订 购 该 数 据 库 。 《 中 国 法 律 法 规 库 》

（http://ceilaw.cei.gov.cn/index/law/index.asp）是中国经济信息网（简称中经

网，http://www.cei.gov.cn）与国家信息中心法规处共同开发的以法律文本为主

要内容的大型法律法规数据库。订购的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

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CLKD，http://law.cnki.net/），包括法律法规库、案例

库、论文库、法律工具书库，是中国知网（CNKI）系列产品之一，清华大学已

经使用该数据库。 

随着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发展，许多国外的法律数据库被国内用户

了解、引进和利用。其中，LexisNexis（律商联讯，http://www.lexisnexis.com.cn/；

律商网，http://www.lexiscn.com/）、Westlaw（http://www.westlaw.com/；万律，

http://www.westlawchina.com/）、HeinOnline（www.heinonline.org）等著名的

大型、专业性法律数据库最具代表性（参见表 2）。 

              表 2：专业数据库列表及调查馆订阅情况 

数据库名称 订阅图书馆数 占 28 家调查馆比例 

北大法宝（中英文） 15 54％ 

北京法意网 19 68％ 

Westlaw 数据库 11 39％ 

Lexis.com 数据库 11 39％ 

HeinOnline 数据库 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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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参考：各高校图书馆网站及课题调查信息） 

 

（二）其他数据库举要 

除法律专业数据库外，还有一些综合性数据库中，也包括有法律资源可供

检索和利用，其中的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也是常用的资源。检索各学校图书馆

的主页，可以发现以下这些数字资源为大多数学校图书馆所引进利用。中文数

据库如中国知网（CNKI）的系列产品，特别是学术期刊网络资源为国内外用户

所熟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数据库等。还有超

星、书生之家和方正 APABI 等颇有影响力的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图书数据库系统。

外文数据库如 EBSCO 检索平台、SpringerLink 系统、JSTOR 电子期刊全文库、

ProQuest 数据库平台等，还有 MyiLibrary 电子书平台、NetLibrary 电子图书资

源。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数据库系统包括多个数据库，如中国知网（CNKI）包

括学术期刊、博硕士论文、工具书等系列产品，ProQuest、EBSCO、SpringerLink

也分别包括博硕士论文、期刊、图书等资源库，有的学校全部订阅，有的选择

订阅其中一种或几种，在统计资源时，一般也列入其中（具体参见表 3）。 

 

表 3：常用数据库列表及调查馆订阅情况 

数据库名称 订阅图书馆数 占 27 家调查馆比例

中国知网（CNKI）系列 27 100％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24 88％ 

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知识库） 23 85％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22 81％ 

方正 APABI 电子书数据库 2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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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检索平台 18 67％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SSCI） 

16 59％ 

SpringerLink 系统 14 52％ 

ProQuest 数据库平台 12 44％ 

JSTOR--西文过刊全文库 10 37％ 

NetLibrary 电子图书 7 26％ 

MyiLibrary 电子书平台 3 11％ 

   （资料来源参考：27 家高校图书馆网站；外交学院图书馆资源不在此列。） 

可见，数字资源在图书馆建设和利用过程中占有越来越显著的位置，这些

资源对于国内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六、图书馆共建共享合作体系 

各高校图书馆及法律分馆的馆藏只是本单位文献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的一

个部分。北京地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比较发达，如依托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北

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北京高校图书馆联合体、北京

高校网络图书馆等（参见表 4），共同构筑北京地区高校文献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加入这些合作体系的各图书馆之间可进行联合目录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网上学科咨询等，形成北京地区高校文献信息需求的联合保障，从而实现文献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据统计，2009 年清华大学通过馆际互借利用外

文图书资源的各院系读者有 783 人，借阅量为 5229 册次；其中，法学院读者

47 人，530 册次，占总使用量的十分之一8，利用校外资源的情况可见一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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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表 4：28 所学校图书馆参与资源共建共享的现状 

名   称 网站/网址 成员馆数 占调查馆比例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IS） 

http://www.calis.edu.cn/calis

new/ 

28 100％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 学 文 献 中 心

（CASHL） 

http://cashl.calis.edu.cn/port

al/index.jsp  

 

28 100％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

际 合 作 计 划

（CADAL）  

http://www.cadal.cn/ 5 18％ 

中国高等学校数字

图书馆联盟  

http://www.cadla.edu.cn/ind

ex.asp 

8 29％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BALIS） 

http://202.112.118.46/index.

html 

28 100％ 

北京高校图书馆联

合体 

http://lib.bupt.edu.cn/lht/lht.h

tm 

23 82％ 

北京高校网络图书

馆 

http://www.netlib.edu.cn/ 8 29％ 

北京财经类院校资

源共享平台 

http://www.duxiu.com/area/b

jcj/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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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参考：各高校图书馆网站及课题调查信息） 

北京地区高校法学文献信息资源状况的调查及其结果，很好地印证了影响

高校法学文献信息建设的关键因素以及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核心构成。影响高

校法学文献信息建设的因素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学校本身发展和

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如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的人文、法律、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

非常丰富；而理工科院校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源建设相对弱一些。另一方面，这

些法律分馆的规模和水平基本上与法学院系发展相一致。同时，文献信息资源

的现状展现出高校法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核心构成。一定藏书规模和专业服

务的法学专业图书馆或资料室在法学资源建设和服务方面具有优势；法学专业

文献资源建设与学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相互补充；各学校参与的全国性及

区域性的资源共建共享系统和合作机制，这些共同构成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以

满足读者的法学文献信息需求，反映了现代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保障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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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Beijing, it shows the status of the legal literature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law collection,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t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to establish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legal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fo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egal literature resources. 

 

Keywords: law library; leg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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