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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种全文数据库：拥有企业产品数据库、产品样本数据库、中外专利、标准、期刊全文、学术会议全文、国

 家法规、化工信息、读秀学术搜索、超星数字图书馆、国研信息数据库等。

• 683个外文数据库：拥有IHS（全球标准网）、EI（美国工程索引）、CA（美国化学文摘）、INSPEC（英国

 科学文摘）、PA（石油文摘）等。

• 分析工具：涵盖Thomson Retour Innovation、TDA、cortellis、

 

Reaxys化学研发分析数据库、 IPTECH专

 利分析工具、M-trends专利分析工具等。

• 108家国内外资源厂商：覆盖万方数据、维普资讯、清华同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DIALOG、美国

 化学文摘社、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EBSCO、ELservier、美国生物科学研究所

 

等重要资源提供商。

• 文献平台中文文献资源覆盖率接近100%；外文文献涵盖90%以上。

天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资源 www.linkinfo.com.cn

天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资源



天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概况 www.linkinfo.com.cn

• 天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是天津市科技文献工作大发展的标志性工
 程，平台于2004年建成，经过建设、应用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服务效

 果。各项能力指标与服务水平位居全国科技文献服务平台第一梯队。平台获
 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13年在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评价中获得
 第一名。

• 平台近六年访问总量超过1000万人次。注册用户近8000个。用户范围
 覆盖我市各级创新机构。



在工程设计领域一直困扰我们的挑战
 过去的15年里有哪些特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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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的工程师的时间

 用来检索资料

来源:  Outsell, 2009 Source:  IDC, 2012

60%
的制造商认为他

 们缺乏必要的创新支

 持

29%
的A&D 成熟员工将

 
在2016年退休

Source:  美国航空业协会., 2011

可以提高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决策流程的几个方面:
•节约检索信息的时间

•精确查询并重复利用一些知识及 佳业务实践

•提供一些工具，让工程师更加快捷和精准的理解和消化一些知识

95%
的新产品没有达

 到市场期望

Source:  Clayton 
Christensen, 2012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CHAD 
 工程师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检索资料
 制造商需要更加充分高效的利用工程师的工作时间，来帮助他们更快更成功的完成创新
 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他们的工程师第一关注的是应用的界面和应用的方便性，以便他们用最少的时间查询到他们需要的内容，那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公司做更加有价值的事情。
Clayton Christensen是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IHS 标准专家® V 5.0 
简介

• 焕然一新的界面和感受

• 更加高效的查询功能

• 更好的用户体验

• 为您公司的标准使用提供更好更多的工具
5

IHS非常关注客户的应用体验和
 反馈，为此我们隆重推出了有很
 多创新内容的

IHS 标准专家5.0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CHAD
 我们会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介绍焕然一新的HIS标准专家5.0版本，这个新版本到底有哪些新功能呢？
 我们会让您看到焕然一新的界面的感受, 升级过的界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但是会更加容易使用，系统的友好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会有些新功能展示给您，包括一些基本的和高级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很好的提高您的工作效率，帮助您更加简单快捷的找到您需要的文档。
 关于这个系统，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他的应用体验, 包括升级的功能布局, 新的创建关注清单的方法, 新的跟文档语言有关的查询过滤方法.
 并且，我们为系统管理员增加了一些工具，帮助您的公司更好的管理标准的使用
 下面我们进行更加详细的关于这些升级的功能点的介绍



IHS 标准专家V5.0 
在工作中的创新

• 更新后的外观和体验
• 登陆弹出画面

• 大限度的保持了操作风格和使用习惯

• 更高效，在查询标准的过程中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
• 熟悉的布局

• 快速模糊检索

• 根据匹配程度排名

• 文本搜索和词汇矫正

• 更易用& 更好的用户体验

• 添加到收藏

• 观察列表

• 文档转发

6

• 还原词形和地区差异

• 检索计算-按条件检索

• 高级滤镜&文档数量统计

• 购物车和审批流

• 很好的支持iPad / iPhone
• 标注文档的变化对比情况



更新后的外观和感受
 登录弹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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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登录界面以后依然会在

 我们服务内容有更新的时候

 弹出来

 

这个登录界面以后依然会在

 我们服务内容有更新的时候

 弹出来

单击“X” 来关

 闭, 但是下次

 登录时依然会

 显示出来

 

单击“X” 来关

 闭, 但是下次

 登录时依然会

 显示出来

一个全新的向用户介绍我们服务内容更新的功能和方法一个全新的向用户介绍我们服务内容更新的功能和方法

如果你不希望下

 次再看到这个界

 面，可以选中这

 个方框。

 

如果你不希望下

 次再看到这个界

 面，可以选中这

 个方框。



更新后的外观和感受
 原来的用户界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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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们4.0版本

 的用户界面。

 

这个是我们4.0版本

 的用户界面。



新的界面和感觉
 用户界面: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且更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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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版本拥有更加

 强大的搜索功能且

 更加容易使用

 

5.0的版本拥有更加

 强大的搜索功能且

 更加容易使用

更加清晰的字体更加清晰的字体

新的内容分类新的内容分类

升级的左边栏升级的左边栏

新的色彩搭配新的色彩搭配

唯一不变的，就是

 一如既往的操作习

 惯. 

唯一不变的，就是

 一如既往的操作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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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熟悉的功能栏

非常熟悉的外观，可以让用户很快

 上手并舒服的使用她。

 

非常熟悉的外观，可以让用户很快

 上手并舒服的使用她。

• 文档编号/ 组织地区
• 关键字or 主要地区

• 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地区
• 快速查询/过滤
• 高级查询/过滤

• 查询条件保存

• 文档编号/ 组织地区
• 关键字or 主要地区

• 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地区
• 快速查询/过滤
• 高级查询/过滤

• 查询条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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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文档编号查询– “键盘输入快速跟随检索TYPE AHEAD”

随着你的输入，你可能随时看到

 你要查询的文档编号并进入查看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完整的文档

 编号进行查询。

 

随着你的输入，你可能随时看到

 你要查询的文档编号并进入查看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完整的文档

 编号进行查询。

当你开始文档编号查询的

 时候，“键盘输入快速跟

 随检索”功能开始启动

 

当你开始文档编号查询的

 时候，“键盘输入快速跟

 随检索”功能开始启动

不管有没有输入机构编码

 ，都可以实现这个跟随查

 询的功能。

 

不管有没有输入机构编码

 ，都可以实现这个跟随查

 询的功能。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根据查询条件匹配度的关联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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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用户的查询和筛选的条件，将相关的文档按照匹配程度进
 行排名。

• 排名根据以下一些参考条件进行筛选和计算:
• 文档和搜索语句的匹配度.
• 多个查询条件的排列顺利(方向)
• 词条出现的次数(频度)
• 词意的接近程度(语义相似).
• 其他.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关联 – 文档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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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ASME B18.3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ASME B18.3

第一个显示就是 匹配查

 
询条件的查询结果。

 

第一个显示就是 匹配查

 
询条件的查询结果。

接下来就是部分匹配的.接下来就是部分匹配的.

匹配内容少一些的就排名

 
靠后

 

匹配内容少一些的就排名

 
靠后

匹配内容相同的就按照编

 
码再次排序. 
匹配内容相同的就按照编

 
码再次排序.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关联 – 文档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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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ISO 636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ISO 636

匹配的那个依然显示在

 
前面

 

匹配的那个依然显示在

 
前面

接下来的是部分匹配的.接下来的是部分匹配的.

一般情况下，这类部分匹

 
配度相仿的我们就按照字

 
母排序

 

一般情况下，这类部分匹

 
配度相仿的我们就按照字

 
母排序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关联 – 文档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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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MIL-R-6855按照文档编码查询方法查询 MIL-R-6855

这个是军规，显示在第一

 
栏是基本稳定

 

这个是军规，显示在第一

 
栏是基本稳定

详细规格按照数字编号排

 
序

 

详细规格按照数字编号排

 
序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关联 – 可以选择的排序要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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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sort by”可以让你选择如何调整查询结果的排序情况
•默认的顺序是 相关性

•旧的排序方式是按照文档编号上升。

新的“sort by”可以让你选择如何调整查询结果的排序情况
•默认的顺序是 相关性

•旧的排序方式是按照文档编号上升。



17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文本检索

• 单个或者多个查询条件
• 使用引号“”描述一个确切的词
• 可以选择从哪里检索– 标题, 摘要, 或者全文

• 默认的是从标题和摘要中检索

• 单个或者多个查询条件
• 使用引号“”描述一个确切的词
• 可以选择从哪里检索– 标题, 摘要, 或者全文

• 默认的是从标题和摘要中检索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关联 – 文本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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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于Wire Harness 的检索，检索范围是标题和摘要.• 一个关于Wire Harness 的检索，检索范围是标题和摘要.

匹配度低的会被排在 后

 
面。

 

匹配度低的会被排在 后

 
面。

匹配的结果显示在 前

 
面

 

匹配的结果显示在 前

 
面

标题中有关键字的都用加

 
粗显示了。

 

标题中有关键字的都用加

 
粗显示了。

根据你的搜索，如果你在

 
标题中看不到加粗的字体

 
，那么显示的应该是摘要

 
或文本中包含这些词语。

 

根据你的搜索，如果你在

 
标题中看不到加粗的字体

 
，那么显示的应该是摘要

 
或文本中包含这些词语。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词汇矫正
 文本检索– “您是不是要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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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范例是说“valve” 被错误的拼成了 “vavle”. 但是不管怎样，查询

 的将会是正确的拼写方法。我们将会给用户提供一个修正的查询条

 件解释。

 

这个范例是说“valve” 被错误的拼成了 “vavle”. 但是不管怎样，查询

 的将会是正确的拼写方法。我们将会给用户提供一个修正的查询条

 件解释。

初输入的 查询词是

 
“brake vavle” 

初输入的 查询词是

 
“brake vavle”

查询后结果反馈的会是“brake valve”查询后结果反馈的会是“brake valv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词汇矫正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文本搜索- 词形还原/词形归并

20

•什么是词形还原/归并？
“用不同形式组合表现出来的一个单词或词组，可以被当成一个单独的对

 象来分析.” 
(来自: 维基百科)

•这意味着什么呢？
查询不仅仅查一个单词的词根（原始状态）

 举例来说: walk = walks, walked, walking

并且根据上下文，去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for example; better = good; mouse = mice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文本搜索- 词形还原/词形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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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形还原/归并支持 词扩展。举例来说，一个关于brake的查询关于brakes的查询结果也

 会出现。一个关于mice的查询关于mouse的查询结果也会出现。

 

词形还原/归并支持 词扩展。举例来说，一个关于brake的查询关于brakes的查询结果也

 会出现。一个关于mice的查询关于mouse的查询结果也会出现。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文本搜索- 地区差异-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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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同地区的词语查询. 
查询“aluminum” 会出现“aluminum” and “aluminium”.
支持不同地区的词语查询. 
查询“aluminum” 会出现“aluminum” and “aluminium”.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查询的是铝，不同地区拼法可能不一样。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按条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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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 标准专家V5.0 支持下面的一些搜索条件

•AND (查询条件都包含)
• 两个词或词组之间空格即可

• 使用+号也可以达到目的

•OR (任意查询词出现即可)

•AND NOT (排除)
• 用户必须输入 and not  在要排除的词或词组前面
• 例外: “not” 自己也可以作为一个查询条件的开始
• 使用– 减号也可以排除一个查询条件.

•替代符号
• *星号可以作为一个或多个字母在末个单词开始或结尾的替代。

•“”引号可以用来组织短语和查询词组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布尔预算– 使用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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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Compressed Gas （虽然没有输入AND ，但是依然发挥了作用）

查询条件: 查询 Hydraulic Brakes 跟Hydraulic and Brakes是一个效果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布尔运算– 使用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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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Brake Valve” or “Brake Cylinder” (使用引号)

查询条件: Brake Valve or Brake Cylinder (没有使用引号)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使用OR 这个条件，我们就需要在词组间使用 引号。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布尔运算– 把and 和or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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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 ASTM and (A120 or A123 or D4000)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布尔运算 – 使用 “not” 或者 “and not”

27

1. 查询条件: brake valve and not cylinder. 当使用“not”作为查询条件的时候通常要包括

 “and” (有一个例外的做法，请看下面一个示例).

2. 查询条件: 文档编码: not AFNOR and not BSI, 关键字: Turbines. 当使用“not”的

 时候，有一个特别就是你在查询条件的 前面可以直接使用not，不然在其他任何地

 方都必须使用

-AFNOR and -BSI      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布尔运算– 如果我用错了运算符号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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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文件编码查询里输

 
入; not AFNOR not BSI 
(正确的输入方法应该是

 
not AFNOR and not 
BSI) 

查询结果会显示“Your 
search criteria appears 
to be improperly 
formatted” 并且指导你

 
如何正确的使用布尔预

 
算的公式或语句。



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升级后的根据文档语言分类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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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级过滤功能增加

 了语言过滤

 

新的高级过滤功能增加

 了语言过滤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语言分类进行过

 滤检索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语言分类进行过

 滤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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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高级功能的文档数量统计功能

当你使用这个高级过滤器

 的时候，在提交搜索命令

 前你可以看到有多少文档

 跟你的搜索条件是有匹配

 关系的。

 

当你使用这个高级过滤器

 的时候，在提交搜索命令

 前你可以看到有多少文档

 跟你的搜索条件是有匹配

 关系的。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想这个好处就是提前可以精确查询条件以便找到需要的 内容。



通过数据反映你前面的

 查询结果，以帮助你完

 善你的查询条件，进而

 找到你想要的文件资料

 。

 

通过数据反映你前面的

 查询结果，以帮助你完

 善你的查询条件，进而

 找到你想要的文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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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大的搜索功能
 高级功能的文档数量统计功能



易用性提高
 收藏（添加为我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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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Favorites即可

 收藏, 也可以在刷新

 页面前一次收藏多

 个文档。

 

单击Favorites即可

 收藏, 也可以在刷新

 页面前一次收藏多

 个文档。



易用性提高
 按文件列表选择文档

33

点击“Select Multiple 
Documents” ，这个工具可以

 帮助我们一次选择多个文档。. 

点击“Select Multiple 
Documents” ，这个工具可以

 帮助我们一次选择多个文档。.



易用性提高
 创建一个新的查询（条件）列表

34

专门的窗口来创建

 一个新的查询列表

 。

 老版本里，完成这

 个动作需要4个操作

 界面。

 

专门的窗口来创建

 一个新的查询列表

 。
老版本里，完成这

 个动作需要4个操作

 界面。



易用性提高
 观察列表(表样分配)

• 把一个观察列表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或者把一个（或多个）

 用户从已有权限表内移除

35

开始这个操作跟以前的方法都一样的“Add Users” or 
“Edit Users.”

然后选择你想分配的授权对象，点击>> 可以一次性

 
加入

如果想移除，选中后点击<< .

这个流程改进后，操作的速度比以前大很多。



易用性提高
 文档界面的一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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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增加的文档笔记都

 会有提醒。

 

对于任何增加的文档笔记都

 会有提醒。

The Full Screen View, Favorites (Add), 
Watch List (Add) and Note (Add/Edit这些

 工具栏都移到了 左边

 

The Full Screen View, Favorites (Add), 
Watch List (Add) and Note (Add/Edit这些

 工具栏都移到了 左边



可以在iPad / iPhone上操作
 支持苹果Safari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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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可以在

 IPAD/IPHONE上使用，

 这个不需要你下载安装

 任何程序，只通过浏览

 器即可完成。
你只需要输入登录地址

 即可。



可以在iPad / iPhone上操作
 支持苹果Safari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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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浏览器只支持PDF 
文档查看。
iPad / iPhone用户可能无

 法使用一些常用的工具

 。
注意，网页上一些边框

 按钮等是隐藏的。
通过Safari浏览，一些加

 密的或者有安全机制的

 PDF是不能打开的。



排除比较文件
 管理文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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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

一些标准将用一些标示显

 示已经变化的文本。

 

试点项目

一些标准将用一些标示显

 示已经变化的文本。

这个项目功能正在推出阶段，从特定的标准组

 织将包括历史文档、添加/修改的文档、添加/修

 改的时间。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您需要订阅

 现在和过去所有版本的文档。

 

这个项目功能正在推出阶段，从特定的标准组

 织将包括历史文档、添加/修改的文档、添加/修

 改的时间。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您需要订阅

 现在和过去所有版本的文档。

在编制附近的标示，标注了这

 些变化。

 

在编制附近的标示，标注了这

 些变化。



IHS 标准准备® V5.0 
帮助您在工作中创新

• 新的界面风格和操作指

 引让你更加方便的使用

 她

• 升级后的产品，让你特

 别特别容易的找到你需

 要的内容

• 更多的用户经验

40

轻松查阅，

快乐的高效工作。



天津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22-23532904-800/806/824/825
传真：

 

022-23519150 
网址：

 

www.linkinfo.com.cn

扫描平台二维码了解最新免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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