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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专利

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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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检索途径

馆内印刷版标准（全文）

通信标准及质量信息网（网络+部分全文）

中国通信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光盘+全文）

ITU标准（网络+全文）

IEEE数据库内的标准（网络+全文）

万方资源中的中外标准（网络+文摘）

馆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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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印刷版标准

通过公共检索系统查找（索书号和标准号）
－－阅览

大部分标准在工具书阅览室

另新书借阅室, 中心大库, 样本书阅览室及
外文阅览室也有

注：工具书阅览室和样本书阅览室及外文
阅览室的文献只能阅览和复印，不得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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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标准及
质量信息网

登录：

www.ptsn.net.cn/standard/
或 北邮图书馆主页

电子资源

中文数据库

通信标准及质量信息网

（注： IP地址限制，一定

不能使代理服务器，

并发用户的限制。 ）

可委托查全文

仅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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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标准及质量信息网的检索

可写书面申请委托图书馆咨询部免费代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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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

介绍: 中国通信行业标准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
来信息产业部和原邮电部及其下属部门，各省、
市、地区的邮电通信部门以及邮电通信行业的其
他相关企事业单位颁布的邮电通信行业的有关技
术、服务、资费等方面的标准的全文信息。

光盘存放: 在图书馆二层电子阅览室

使用: 最后的一张光盘上有setup文件, 安装后可
检索并阅读光盘的全文信息

检索方式:  标准检索和目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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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行业标准 ---- 标准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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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行业标准 ---- 目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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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标准（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ITU (国际电信联盟)是为了全球各成员国或地区之间进
行电信事业发展和通信合理使用的合作而成立的。其工
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ITU-R 为无线通信部分，确保
合理、公平、有效、经济地使用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
ITU-T 为电信标准化部分，ITU-D为电信发展部分。

ITU的文献有：会议录、建议书、白色文件(会议文稿)、
手册、导则等。ITU-T的建议是自愿接受的标准。ITU-
R的建议是命令,由各主权国家在法律上接受。ITU-D的
建议则是提供成功的经验，供发展中国家参考。

图书馆购买了ITU-R和 ITU-T。其颁布的全球范围内现
行的和即将出版的有关电信技术、运营、资费和服务
等方面的2千多条标准的全文信息。数据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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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 登陆方式
1. 图书馆主页 外文数据库 ITU-T或ITU-R
2. http://59.64.144.8/itu1 或
http://59.64.144.8/itu2

类
目
代
码 类目说明



2006-6-711

ITU ---- 准备工作

（如你的电脑中已装有Acrobat Reader 浏览器和winzip解压缩
软件，可以跳过这一步）

ITU数据库中数据有WORD和PDF两种格式，读者如果选PDF格式浏
览，必须先下载专用浏览器。且有些下载的文件是压缩文件，读
者浏览时需要解压缩。

ITU-T或ITU-R界面---Menu---Utilities
Acrobat Reader 32 bit和Winzip80.exe下载。 以Acrobat 
Reader 32 bit 为例：

A.点击“Acrobat Reader 32 bit”，开始下载Acrobat 

Reader 浏览器。
B.选择“将该文件保存到磁盘”后，点“确定”；再设保存浏览

地点，点“保存”开始下载浏览器。

C. 将所下载的浏览器解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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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 信息查询方式---目录浏览

法查询

文献目录页

文
献
代
码

图标

日期

文献
标题

状
态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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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 信息查询方式---辅助查询

方法

主菜单

点击

ISO
IEC
代
码

ITU
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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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数据库内的标准

标准浏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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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资源中的中外标准
概述: 内容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供, 收录了中国的国家、行业、

建材、建设标准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欧
洲标准、英国标准学会标准、法国标准协会标准、德国标准化学会
标准、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标准、美国国家标准、美国行业标准等
各种标准。

使用:
1.登录: ttp://wanfang.calis.edu.cn/wf/kjxx/index.htm

或 图书馆主页 电子资源 中文数据库 万
方数据资源 科技信息 中外标准类数据库

2.检索: 个性检索 二次检索 关联检索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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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个性检索

简
要
介
绍

样例

进
入
高
级
检
索

输入检索词

逻
辑
词

字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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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二次检索

3字段选择

3输入检索词
2
选
择
纪
录

1单击—显示详细信息

2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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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关联检索

点击浅蓝字体—显示相关

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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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高级检索1

字段选择库简称

检索式框

样例

运算符检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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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高级检索2
“模糊匹配”：不管词的位置，只要记录的指定字段中含有该词，便认为此
记录符合此检索要求。

“精确匹配”：要求字段的取值与检索词完全相同。例如：“智能设计”与
“设计”是“模糊匹配” 。 精确匹配的检索词用半角双引号（“）引起来。

张$（右截断检索）以“张”字开始的记录字段值。右截断检索比较耗费服
务器资源，建议不要采用太宽泛的词进行右截断检索。

计算机*北京 检索同时含有检索词“计算机”和“北京”的记录

计算机+北京 检索含有检索词“计算机”或“北京”的记录

计算机/(60) 检索字段60中含有检索词“计算机” 的记录 操作限定符

计算机 (G) 北京 检索同一字段中既含“计算机”又含有“北京”的记录。注
意：在运算符“(G)”与其前后检索词之间，应有一个空格。

位置“ . ”：两个单汉字相邻。 “. .”：两个单汉字之间包含最多一个汉
字。 “. . .”：限定两个单汉字之间包含最多两个汉字。

$和.   (G)   *和^    +    高 低

在所输入的检索词中有半角空格或“.-”等字符时（或是由多个西文单词组
成的词组时），且要进行“模糊匹配”检索，则请用半角方框号（[]）将其
括起来，便可表达出此检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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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检索途径

馆内印刷版专利（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网站 （文摘）

试用库

馆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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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http://www.sipo.gov.cn/s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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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数据库--中外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登录方式：通过图书馆主页 “ 电子资源 ”
下 “ 试用数据库 ” 栏目中的“中外专利信
息服务平台”，点击“集团用户”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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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外途径

文献传递

联合体—馆际互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