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科搜索用户手册

通过慧科搜索，您可在慧科庞大的新闻数据库内，查找大中华区各大报刊的新闻

内容；凭借慧科先进的搜索功能及分类技术，使您在网上搜索新闻更为快捷准确。

您只需接入互联网并开启浏览器，键入指定的网址后输入组别名称、用户名称及

用户密码，便可实时登入慧科搜索。

有关慧科搜索的技术支持问题，欢迎电邮至 cs@wisers.com 或致电慧科客户服

务热线。

常见问题:

1. 慧科讯业搜索器的系统要求

2. 慧科讯业搜索器登入界面的基本设定

3. 如何使用“新闻搜索”功能?

4. 如何使用“保存我的搜索项目”?

5. 如何显示搜索结果？

6. 如何搜索搜索历史记录？

7. 如何使用“公司搜索”？

8. 如何使用“报纸浏览”？

9. 设定，语言快捷键和帮助

10. 附录 1：搜索提示

11. 常见问题

12. 下载更新内容提供商列表（请点击这里下载）

地区 电话 办公时间

香港 852-2948 3888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下午 6:00)

周六(上午 8:30—下午 1:00) 公众假期日除外

北京 86-10-8527 1733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众假期日除外

上海 86-21-3368 8686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众假期日除外

深圳 86-755-8343 2390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众假期日除外

台北 886-2-8780 9275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下午 6:00)

周六(上午 8:30—下午 1:00) 公众假期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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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科讯业搜索器的系统要求

返回目录页

2. 慧科讯业搜索器登入界面的基本设定

a) 登入窗口

请输入由慧科或您的管理员提供的组别名称、用户名称和用户密码，然后进入系统。

b) 保存登入资料

在使用的计算机上保存您的登入资料，按“自动记录我的登入资料”。

c) 最新消息

浏览 “慧科产品”可获得更多慧科的特别推介。

返回目录页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6.0

屏幕解像度 1024 x 768 pixel

繁体中文平台 繁体中文视窗 Window 95/98/2000/NT

其它语言视窗 Window 95/98/2000/NT 配合中文支持

简体中文平台 简体中文视窗 Window 95/98/2000/NT

其它语言视窗 Window 95/98/2000/NT 配合中文支持

中文支持 Richwin

字符支持 香港增补字符集



3. 如何使用“新闻搜索”功能？

“新闻搜索”提供了多种搜索方式，让您搜索信息更为快捷有效。页面左上角的为关键字搜索（a）， 页

面左下角为搜索选项（b）、热门媒体（c）和上市公司（d）。

a) 关键词搜索 (请参考附录 1: 搜索提示)

用户只需输入中文或英文的关键词，便可查索数据库内超过1000 份报刊每日更新的新闻内容。

(资料截至 2009 年 3 月)。

♦♦♦♦ 使用连接词搜索

使用连接词“and”、“or”、“not”，或象征性连接词“+”、“/”、“-”建立更精细的搜索条件，

便能获得更准确的目标结果。

♦♦♦♦ 使用同义词搜索

在“包括同义词”（i）旁的方框里打上√ 号，搜索器便会连接到相关词库，词库内有关键词

的中英、繁简体对应资料，例如：用关键词“Internet”来搜索，如选了“包括同义词”，有关 internet

在不同地方的称呼、全角或半角的写法，都会自动涵盖其中，即文中有“internet、因特网、英

特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INTERNET、互联网、网际网络”等字的文章都会

罗列出来。

a) 关键词搜索

b) 搜索选项

c) 热门媒体

d) 上市公司



在搜索结果界面点击“同义词”（ii）可查看关键词的同义词，查看结果显示在新弹出的界面

上（iii）。此外，用户也可电邮至 cs@wisers.com ，为慧科词库提供更多同义词。

♦♦♦♦ 使用“包括我的字库”搜索

通过“我的字库”可以将关键词和自定义的辞典词条关联起来。在“包括我的字库”（i）

旁的括号里打上√ 号 ，“我的字库”设置界面中的所有自定义辞典词条就会自动添加到用户的关键词

字库中。

例如，点击“包括我的字库”旁边的“修改”，在弹出的新窗口（ii） “我的字库”里将

“华东”设置成相当于“上海”、“山东”、“安徽”、“浙江”、“江西”中的任意一个，然后“华东”

作为搜索关键词，那么在“包括我的字库”时，所有包含相当于“华东”的关键词的文章都会在搜

索结果中罗列出来。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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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结果界面点击“同义词”链接 (iii)，可查看我的字库，同义词显示在新弹出的界面 (iv) 中 。

♦♦♦♦ 日期搜索

用户可直接输入日期范围（i），或从日期选择栏中选取适用时段（ii）。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iiiivvvv))))



♦♦♦♦ 搜索范围

�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搜索范围”中的“标题及内文”，“标题”，“内文”按钮，用以界定关键

字出现的范围。

� 使用一个以上的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下拉列表会帮助用户在同一句子、同一段落或同一文档中缩小搜

索范围。

备注：只有选择了“标题及内文”或“内文”时才能使用“在同一句中搜索”和“在同一段落中搜索”。

i)i)i)i) iiiiiiii))))



b) 搜索选项

搜索选项下包含刊物、语言、作者、栏目和版面/节目，输入多个条件时，表示“并（and）”

的关系。



♦♦♦♦ 刊物

♦♦♦♦ 刊物下分为依地区、依类别、依来源以及媒体搜索，输入多个条件时，表示“并（and）”

的关系。

���� 依地区：

���� “依地区”是按照媒体所在地区对媒体进行分类，例如，羊城晚报，归类为中

国大陆—华南—广东。其中中央级的媒体归类为北京，例如，中国日报，归类

为中国大陆—北京。

���� 用户可以通过勾选不同地区，来限定搜索的媒体范围。

���� 例如：勾选“依地区”下的“中国大陆”，则将媒体范围限定为“中国大陆”

地区的所有媒体。

���� 可多选多个地区。

���� 例如：勾选了“中国大陆”的“华北”，可同时勾选“东北”的“辽宁”地

区，此时媒体范围限定为“中国大陆”的“华北”以及“辽宁”地区的所

有媒体。

���� 用户点击“依地区”所在横行，收缩该区域，同时在“依地区”所在横行显示

用户在该分类下的选择。



���� 依类别：

� “依类别”是按照媒体的性质进行分类。例如，浙江日报，归类为综合新闻的党

委机关报；南方都市报，归类为综合新闻的都市报，中国经营报，归类为财经管理。

� 用户可以通过勾选不同类别，来限定搜索的媒体范围。

� 可多选多个类别。

� 用户点击“依类别”所在横行，收缩该区域，同时在“依类别”所在横行显示用

户在该分类下的选择。

���� 依来源：

� “依来源”是按照媒体的载体进行分类。例如，中国新闻网，归类为网站，中国

日报，归类为报纸。

� 用户可以通过勾选不同来源，来限定搜索的媒体范围。

� 可多选多个来源。

� 用户点击“依来源”所在横行，收缩该区域，同时在“依来源”所在横行显示用

户在该分类下的选择。

���� 媒体搜索：

� 用户可以通过媒体搜索来选择或者排除指定媒体。

� 在媒体搜索的文本框内输入媒体名称中的关键字，点击“搜索”查找指定媒体。

� 对查找到的媒体，单击为选择该份媒体，双击为排除该份媒体，结果在“已选择

媒体”和“已排除媒体”所在横行显示。

� 例如：用户想查找南方日报的新闻，可以在媒体搜索框内输入“南方日报”，

点击搜索，在底下浅蓝色区域出现“南方日报”，单击南方日报，出现在“已

选择媒体”所在横行，表示已将南方日报添加入本次搜索的媒体范围。

� 若希望在搜索的媒体范围排除南方日报，则可以双击“南方日报”，“南方日

报”出现在已排除媒体中，表示已经在本次搜索的媒体范围中排除南方日报。



� 可多选多个指定媒体，如需取消，可在媒体列表/已选择媒体/已排除媒体中再次

单击欲取消的媒体名称。

♦♦♦♦ 语言

� 用户可通过语言的设定来筛选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

♦♦♦♦ 版面/节目、栏目和作者：

� 用户可通过在版面/节目、栏目和作者的文本框内输入指定关键词来筛选搜索结果。

� 若输入多于一个版面/节目、栏目和作者名称，请用逗号（，）分隔。

c) 热门媒体

� “热门媒体”包含了推荐的媒体列表。用户通过点击媒体名称可快速选取所需媒体。

� 可多选多个推荐的媒体列表。

� 获取该列表的详细资料，点击“详细资料”。

d) 上市公司

♦♦♦♦ 查找指定的上市公司



� 可通过键入上市公司名称或股票编号，查找指定上市公司的新闻。

� 包含关键词或股票编号的上市公司名称在“寻找到的上市公司”被列出。

� 用户可对选择的上市公司，选择“及”／“或”，以缩小和扩大上市公司搜索范围。

♦♦♦♦ 浏览上市公司目录

� 点击“浏览上市公司列表”的下拉列表以选择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浏览器就会将该地区上市公

司列表展示出来(i)。

� 在所需搜索公司名称前的方框内打勾，该公司即被选中(ii)，再次点击方框即可取消有关设定。

� 可以多选多个公司。

� 用户可对选择的上市公司，选择“及”／“或”（iii），以缩小和扩大上市公司搜索范围。



返回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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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iii)iii)iii)iii)



4. 如何使用“保存我的搜索项目”功能

a) 什么是“我的搜索项目”

用户可保存其搜索条件，并可随时查询。 (总共可保存十个搜索模板)

b) 如何建立或修改“我的搜索项目”

• 用户通过点击“新闻搜索”页面的“ ”（i）或“结果列表”页面“搜索项目”（ii）

的“ ”（iii），即可保存此次搜索条件。

• 点击“保存搜索”链接后，在“新闻搜索”页面弹出一个浮动窗口（若在“结果页面”点击“保存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搜索”链接会返回“新闻搜索”页面并弹出一个浮动窗口），在此窗口上点击任一个单选按钮（用

户可为该搜索项目命名）并点击“保存”按钮可保存此次搜索条件，页面刷新后，在页面左上角“已

存搜索”中显示刚保存的搜索名称，点击搜索名称按保存的搜索条件开始搜索。

• 修改已存搜索：用户可通过点击欲修改的搜索条件旁的修改按钮，重新设定搜索条件，按保存为搜

索条件保存。

返回目录页

i)i)i)i)



5. 如何显示搜索结果？

a) 显示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页面，按照标题、日期、媒体名称、版面/栏目/作者及字数展示搜索结果。点击标题即可

查看全文。

b) 如何使用时间线?

用户可以利用“搜索项目”中的时间线去浏览每年的相关条件的搜索结果，点击时间线的黑色箭咀选

择年份，再点击“搜索”，显示该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相关条件搜索结果。

c) 如何精炼搜索结果?

为了缩小搜索范围，精确搜索结果，用户可使用在页面上方的“在结果中搜索”功能。使用该功能有两

种方式 – “关键字搜索”和“媒体搜索”，两种方式可独立运行。



•••• 关键字搜索:

� 在文本输入框（i）中键入关键字和连接词。如果预先设定中选择了“包含同义词”，搜索时自

动运行该功能。

� 点击 “搜索” 在当前搜索结果内再次搜索。

•••• 媒体搜索:

� 用户可依照语言或媒体筛选搜索结果（ii）。

� 语言选项有两个 -“所有中文媒体”或“所有英文媒体”。

���� 媒体列表是依照媒体名称拼音顺序排列的，每个媒体名称后都列有该媒体中包含的文章数目。

���� 用户点击“所有已选媒体”后可返回原有的结果列表。

i)i)i)i)

iiiiiiii))))



d) 关联搜索

• 在“新闻搜索”以及“报纸浏览”栏目，提供与媒体/版面/作者的关联搜索。当用户点击媒体名称 、

版面名、作者名的超链接时，在弹出的新窗口可以查看该媒体/版面/作者近一个月的新闻。

e) 显示选项

• 视窗模式：点击“分屏显示”界面分割为上下两个窗口，搜索结果清单及文章全文可在同一界面显

示；点击“新视窗显示”可在结果列表中仅显示搜索清单，在新窗口显示文章全文。



• 栏位模式：点击“标准”，则结果列表显示文章标题、日期、媒体、版面/栏目/作者及字数；点击

“精简”，则结果列表仅显示文章标题、日期及媒体。

f) 如何改变搜索结果页新闻标题的排列次序?

用户可使用搜索结果列表上方的标题栏选项改变新闻的排列顺序。

• 选择“文章相关度”(i) 以文章与关键字的相关度排序。

• 选择“日期”(ii) 以日期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的顺序排序。

• 选择“媒体”(iii) 以报刊名称的拼音顺序a-z 或 z-a 来排序。

g) 如何使用浏览/电邮/打印/下载/临时文件夹功能?

慧科新闻数据库备有浏览、电邮、打印、下载 和加到我的临时文件夹 五项功能。

1111）如何使用浏览功能？

• 点击新闻标题或 图标可浏览文章。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 勾选文章列表多篇文章后点击 可同时查看多篇文章。

• 点击 图标或者文章页面右侧的缩略图可显示图片。在打开的图片页面，用户可以通过“定制图

像查看功能” or 查看全图和缩略图，点击 图标可下载图片。

2）如何使用电邮功能？

• 若要以电邮发送一篇文章，按正文页面上方的 ， 打开“电邮服务”窗口；

• 如电邮多篇文章，先勾选备选标题旁边的方框，再按 ，“电邮服务”窗口就会出现。

• 选择需要电邮的文章，是“全部文章”/“已选文章”/“所在文章”。

• 选择传送文章的格式：html 或 text 格式，再选择显示范围，即「标题、内文及图片」、「标题及

内文」、「标题及图片」或「只显示标题」。

• 填上送件者的电邮地址和名称,如果已经填写设置界面的联络资料中的送件人信息，则直接引用联

络资料中的送件人信息。

• 填上收信人的电邮地址，或者如果已在设置界面中建立联系人信息，用户就可以通过点击“地址簿”

按钮插入联系方式。若有超过一位收件者，请用“，”分隔电邮地址。

• 输入邮件的主题及内容。

• 选择是否使用“标示关键字”功能。

• 在发送已选文章前，点击“文章排序”按钮，可以重新排列文章的顺序。

• 完成后，点击“发送”。



3）如何使用打印功能？

• 要打印一篇文章，可点击正文页面上方的 图标打开“打印”窗口。

• 要打印多篇文章，可勾选备选标题旁边的方框，再点击 ，打开“打印”窗口。

• 选择打印范围：请选择打印“只显示标题”、“标题及内文”、“标题、内文及图片”或“标题及图片”。

• 用户可选择是否使用“标示关键字”，也可选择是否使用“在打印中不用分页”。

• 完成后，点击“打印”。



4）如何使用下载功能？

• 要下载一篇文章，点击正文页面上方的 打开“下载文章”窗口。

• 要下载多篇文章，勾选备选标题旁边的方框，再按 可打开“下载文章”窗口。

• 选择需下载的全部文章、已选文章或所在文章。

• 选择下载文章的格式，再选择显示范围，即「标题、内文及图片」、「标题及内文」、「标题

及图片」或「只显示标题」。

• 选择是否使用“标示关键字”功能。

• 点击“下载”，打开“文件下载”对话框。

• 点击“保存”以保存文件。



5）打印、电邮或下载时如何重新排列文章的顺序

• 当用户进行打印、电邮或下载文章的时候，如果要进行文章的重新排序，点击“文章排序”按钮

打开文章排序窗口。

• 点击要进行排序的文章标题，通过点击 向上或向下移动标题，也可直接在右侧的文本输入

框中键入要移动到的位置，点击 键即可将该标题直接移到指定位置。

• 点击“完成”可继续打印、电邮或下载的操作。文章即可按被排列好的顺序完成操作。



6）如何使用“加到我的临时文件夹”功能？

• 阅读文章时如想保存该文章，点击上方的 ，打开“加到我的暂存文件夹”窗口。

• 如选择多篇文章，点击被选标题旁边的方格，再点击打开 ，“加到我的暂存文件夹”窗口。

• 选择需保存的文章，点击“保存”。

• 阅读保存过的文章，点击、

• 要删除保存过的文件，点击被选新闻标题旁的方格，再点击 按钮打开“删除文件夹中的文章”窗

口。

• 点击“是” 确认删除。

h) 什么是关键字标示选项？

• 点击 标示关键字 控制 “标示关键字”或 “不标示关键字”。选取 “标示关键字后”，用户在

搜索时输入的关键字将在文章中高亮标示出来。



i) 如何使用标示关鐽词和搜索功能？

• 用户可以用鼠标左键划取任意关键词，然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来进行搜索。在弹出的

窗口中选择自己喜爱的搜索项目，点击搜索，则以选定的关键词为搜索条件刷新搜索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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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搜索搜索历史记录？

a) 怎样查看搜索历史记录？

• 用户可以在新闻搜索页面(i)以及搜索结果列表页面（ii）进入“搜索历史记录”界面查看最近十

次的搜索记录。

b) 搜索历史记录有何用处？

• 点击“编辑搜索”可改换搜索项目。

• 点击“搜索”可再次执行搜索。

• 点击“保存搜索”可将搜索历史记录保存为“搜索项目”。

• 对搜索结果进行的任何改动（例如在结果中搜索）都会被视为新的搜索历史记录。

i)i)i)i)

iiiii)i)i)i)



•••• 登出之后“搜索历史记录”就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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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使用“公司搜索”?

“公司搜索”功能为用户提供财经新闻快照（i），用户也可从中浏览香港上市公司的更多新闻以及公

司背景资料。

a) 按上市公司名称/股票代码/行业类型搜索

• 用户可以按照行业类型浏览上市公司(ii)，或者通过输入股票代码或公司名称进行查找 (iii)。

• 与所选行业或键入的关键词/股票代码相匹配的上市公司将被列出 (iv)。

• 点击任一公司名称都会弹出一个新界面，显示该公司最新新闻以及公司背景信息。

• 使用左侧的导航菜单可浏览最新的新闻以及公司的背景信息 (v)。

• 使用“新闻搜索”按钮 (vi)，可以一直按照定制的搜索项目进行搜索。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iiiiv)v)v)v)



b) 财经数据搜索

• 在“财经数据搜索”，用户可以使用行业或金融数据搜索条件来查找上市公司。只需选择一个行业

然后输入营业额、税前溢利、市盈率或资产回报率即可。

• 与输入的条件相匹配的公司就会列出，用户只需点击任意公司名即可查看其最新新闻和公司信息。

v)v)v)v)

vi)vi)v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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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使用“报纸浏览”

什么是报纸浏览

报纸浏览提供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数十份精选媒体，用户可根据分类浏览媒体近7日的新闻，也可以

选择定制喜欢的报纸（请参见9 设定—我的报纸设定），以便随时随地阅览。

a) 新闻搜索右侧的报纸浏览

• 在“新闻搜索”的右侧展示“报纸浏览”中的今日要闻以及数份新闻媒体当日新闻。

• 点击文章标题可阅读全文。

• 点击页面上方“今日要闻”（i）按钮或 “更多”（ii）可进入到“报纸浏览”的“今日要闻”栏目 。

• 点击“媒体名称”下的“更多”（iii），将直接进入“报纸浏览”，浏览该份媒体近7日的新闻内容 。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b) 报纸浏览

• 今日要闻：提供当日最新 50 条报纸的重要新闻。

•••• 按报纸浏览新闻：用户可以通过“按地区”“ 按类型”来浏览媒体名单，当点击页面左侧媒体列表

的媒体 LOGO，页面右侧刷新显示该媒体当日的新闻，可以通过选择时间(i)和版面(ii)来浏览新闻 。

•••• 我所喜爱的：对于使用组别及用户名密码登陆的个人用户，可以通过“设定—我所喜爱的”，来设

定喜爱的媒体，最多可设定10份媒体。设定内容请参见9.设定。

•••• 备注：对于使用 IP 自动登录的用户，暂不支持设定“我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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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定,语言快捷键和帮助

• 进入设定，用户可设定用户界面、我的报纸和联络资料。

•••• 显示界面设定

在显示界面下，用户可进行语言设定、文章显示格式设定、每一页显示的文章数目以及文章分类的

默认选项。

•••• 我的报纸设定

如果用户希望设定“我所喜爱的”数份媒体，可通过点击设定-我的报纸来实现。

� 选择地区、媒体、版面，然后点击新增。所选的媒体出现在“已经保存的媒体”中。

� 最多可保存 10份媒体。

i)i)i)i) ii)ii)ii)ii) iii)iii)iii)iii)



� 用户点击已保存的媒体页面右上角的X（i），将删除该媒体；

� 用户在选择某个版面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上移、下移箭头（ii），则移动该版面的顺序；点

击右下角的 X（ii），则删除该版面。

� 点击设定页面底部的 ，所选择的媒体新增到报纸浏览—我所喜爱的。

ii)ii)ii)ii)

i)i)i)i)



♦♦♦♦ “联络资料”设定

用户可以使用“联络资料”来组织联系人用户可以用它存储有关个人和组的联系信息，同时可

以从任何地方通过 Internet 连接访问它。

送件人资料设定

� 输入送件人的姓名和电邮地址，然后在所有电邮浏览器中的送件人姓名和电邮地址字段中都会

自动填上这些信息。

� 选中“发送副本给送件人”的方框后，在发出任何邮件时您都将收到一份副本。

个人地址簿设定

� 输入联系人姓名和相应的电邮地址，然后单击“保存”按钮。

� 若要更新现有联系人，只需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单击“取消”可退出，而不

更改信息。

� 单击“新增”按钮可添加更多联系人。您最多可以在地址簿中保存 20 个联系人，最多可为每

个联系人输入 650 个字符。



语言快捷键

用户可点击语言快捷键，快速进行中/英文语言切换

点击“常见问题”可获取在线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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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 搜索提示

基本提示

高级提示

简易输入方法及其用途 范例

您可使用符号“+”或空格来代替“and”去搜索所有同时出现关键词的文

章

� 中国+学生

� 中国 学生

� 中国 and 学生

您可使用符号“/”来代替“or”去搜索所有可能出现关键词的文章 � 中国/学生

� 中国 or 学生

您可使用符号“-”来代替“not”去搜索排除某些关键词的文章 � 青年-学生

� 青年 not 学生

您可使用双引号“”来搜索包含空格或“-”,“.”, “!”等符号的关键

词的文章

(因为在没有使用双引号的情况下，空格将等同于连接词 “and ”)

� “Hong Kong”

用途 范例 输入方法

搜索所有同时出现关键词的文章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香港” 及

“学生” 的文章

香港 and 学生

(“+” 等同于 “and”)

搜索所有可能出现关键词的文章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香港” 或

“学生” 的文章

香港 or 学生

(“/” 等同于 “or”)

搜索排除某些关键词的文章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青年” 但不

包括 “学生” 的文章

青年 not 学生

(“-” 等同于 “not”)

搜索包含空格或“-”, “.”,

“!” 等符号的关键词的文章

(在没有使用双引号的情况下，空格将

等同于连接词 “and”)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Hong Kong”

的文章

“Hong Kong”

同时使用多个关键词及连接词进行搜

索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小孩” 及

“青年” 但不包括 “婴儿” 的文

章

(小孩 and 青年) not 婴儿

优先处理括号中的关键词的搜索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香

港” 及”小孩”) 或 (“香港”及

”青年”) 的文章

香港 and (小孩 or 青年)

搜索出现于同一句子内的关键词的文

章 (只可与连接词 “and” 同时使

用)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香港” 及

“学生” 并于同一句子内出现的文

章

香港 and 学生

然后选择 同一句子内搜索

搜索出现于同一段落内的关键词的文

章 (只可与连接词 “and” 同时使

用)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香港” 及

“学生” 并于同一段落内出现的文

章

香港 and 学生

然后选择 同一段落内搜索

搜索包含空格或“-”, “.”, “!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wisers.com “wisers.com” or “wis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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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常见问题

在一个搜索路径中是否限制连接词的数量？

• 没有限制，但根据搜索条件的复杂性，搜索时间会相应延长。

如何使用搜索工具？

• 请参考搜索提示或说明——附录 1获得详细资料。

在搜索路径中空格意味着什么？

• 空格相当于连接词“and”。例如，查找包含学生和同学的文章，只需简单地输入——学生 同学，不用

在其中加入“and”。然而，需要知道包含空格的限制，如Hong Kong，应该输入 “Hong Kong”（加双

引号）, 才能搜索到正确的结果。

关键词与连接词之间是否需要置入空格?

• 这要视乎你是输入符号又或是英文字连接词进行搜索，如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中国 或 学生 的文章，

你可输入 :

1. 中国<空格>or<空格>学生

2. 中国/学生

如何使用万用字符？

• 使用“*”（代表 0个或以上的字符）或“?” (代表一个字符)进行搜索。举例来说，搜索所有包括字

” 等符号的关键词的文章 ” 或 “wisers.net” 的文章

搜索包含 “and”, “or”,

“not”, “+” 等连接词的指定关

键词的文章

搜索所有包括关键词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的文

章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万用字符的搜索

使用 ”*” 来代表 0个或以上的字

符

(最少输入4个英文字符或2个汉字字

符)

不支持“包括关键词”功能及包含空

格

搜索所有包括字符 “math” 的文章,

例如: Mathematics 或

Mathematical

Math*

万用字符的搜索

使用 ”?” 来代表一个字符

(最少输入 4个英文字符或 2 个汉字

字符)

不支持“包括关键词”功能及包含空

格

搜索所有包括 “Advice” 或

“Advise”

Advi?e



符 “math”关键词的文章，如:“Mathematics”或“Mathematical”，可在搜索框中输入math*。 但需

在万用字符前面或后面最少输入 4个英文字符或 2个汉字字符。此操作下不支持“包括关键词”及包含

空格的功能。

如果不能搜索一些术语怎么办？

• 使用慧科拥有的中文字符分割技术，有时搜索特殊的术语可能会比较困难。比如，在搜索框中输入 图

书馆 ，包含 公立图书馆 的文章将不会显示。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尝试使用万用字符，例如输入 *

图书馆。

什么是同义词的搜索？

• 在 包括同义词 旁加上√ 号，搜索器便会连系至同义词库，词库内有关键词的中英、繁简体对应资料，

例如：用关键词「Internet」来搜索，如选了「包括同义词」，有关internet 在不同地方的称呼、全角

或半角的写法，都会自动涵盖其中。

什么是“我的字库”？

• 通过“我的字库”可以将关键词和自定义的辞典词条关联起来。例如，将“华东”设置成相当于“上海”、

“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或“江苏”中的任意一个。

如何设定“我的字库”？

• 在黄色框中键入辞典词条，在灰色框中键入相应的关键词。

• 单击 [保存] 按钮可保存您输入的辞典词条。

• 单击 [新建] 按钮可设定更多词条。您最多可以保存 10 个辞典词条。

如何在搜索中使用“我的字库”？

• 要使用“我的字库”词条，只需在搜索表单中选中“包括我的字库”方框，同时在关键词框中输入辞典

词条即可。

搜索内容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 有，搜索日期只能从1998/01/01 开始。

以作者/栏目/版面功能进行搜索有没有限制？

• 有，用作者/栏目/版面功能进行搜索时有输入字数限制，最多可输入50个汉字或十个以逗点分开的短

语。

• 通过作者/栏目/版面搜索的时间范围已从1个月扩大到 3年，大大提高了搜索的机动性。

刊物的排序是依据什么特定的逻辑?

� 不论于任何的语言接口下，刊物的排序都是依据刊物的英文名称先后来排列。

什么原因可能导致系统登录失败？

• 系统登录失败可能由于：

- 没有被我们的服务认可。对额外团体或用户的限制—— 同时登录系统的数量取决于用户购买的许

可权数量。

- 错误的登录信息，包括：登录ID 或密码。



- 不正确的退出——用户应该按注销退出系统。

每次能搜索多少文章？

� 系统可以显示搜索到的文章总数。但是电邮、打印、下载的最大量是1000 篇文章。

保存“我的搜索项目”有什么限制？

• “我的搜索项目”可快速获取常用的搜索条件，因此用户的搜索模板可在此功能下储存。用户最多可保

存 10个不同选项的搜索项目模版。在保存搜索项目时，有没有设定关键字都可以，但是执行搜索的时

候，一定要有关键字。

使用 我的临时文件夹 有什么限制？

� 在 我的临时文件夹 中最多可保存200 篇文章，当用户保存数量超过200 篇时，较早保存的文章将会被

替代。文件夹实际是临时的存储库，当每次注销系统时所有被保存的记录将不复存在。

如何开启音频及视频节目档案？

• 您需要微软的「Windows Media Player」软件来开启音频及视频节目档案。

• 您可以在此网址免费下载：http://www.microsoft.com/mediaplayer

如何进行语言设定?

� 进入“设定”，在“语言设定”中选择需要的选项，并点击 .

如何改变每页显示的标题数目？

� 进入“设定”，在“文章显示格式”中选择需要的选项，并点击 .

如何改变文章的排列顺序？

� 进入“设定”，在“文章显示格式”中选择需要的选项，并点击 .

能否改变显示字体的大小？

� 能，通过调整浏览器设定改变显示字体的大小。（参见如下截屏）

如何跳转到其它定购的产品平台？

http://www.microsoft.com/mediaplayer


� 若已订购了慧科其他产品，可点击页面右上角处的 或 按钮。

从哪里可以下载到内容提供商列表？

•••• 进入常见问题的最后一部分查看或下载内容提供商列表。

12. 下载更新内容提供商列表

请按这里下载更新的内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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