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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简介



广泛的数据库和有效的行业情报 

机身和发动机项目
这个持续扩展的数据库包含了700多个当今的顶
级项目。按商用、军用和公务航空划分，简化了
对当今顶级项目的跟踪，包括其供应商。

知识中心
一个数字资源库，提供更多关于关注全球航空航
天和国防界并对其有影响的主题的见解和细节。

专业的报告和分析
仅限AWIN能提供由Aviation Week Network - 航
空周刊获奖分析师和编辑团队所制作的报告。包
括年度美国预算提案及其演变的各个阶段的分析，
年度劳动力研究和资料手册和规格书。

关于AWIN AWIN’s 广泛的数据库定期
更新，助您可以快速、轻松
地监测影响行业的事件、趋
势和项目:

120,000 行业人员通讯录

覆盖全球逾50,000个组织机构，
包括  1,800多个商用运营商和
350个军用运营商

150,000多架在役、储存和订
购的商用 飞机；在役公务机
和在役军用飞机。

逾175,000种产品与服务的
40,000 个供应商。



AWIN Premium: 学术用户高配版可访问内容
航空周刊情报网整合了专业领先的内容、值得信赖的数据、独家的分析和深入的洞察力，以提供对全球航空航天和国防业全面的信息。AWIN是监
测行业动态的权威来源，涵盖商用、防务、航天、公务航空和MRO市场领域。来自全球的专业人士都依赖其准确和客观的数据和情报。 

Editorial Products 刊物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AW&ST）
《AW&ST - MRO Edition / Inside MRO》（《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MRO/Inside MRO》）

《Aerospace Daily & Defense Report》（《航空空间日报和防御报告》）
《Aviation Daily》（《航空日报》）
《Speed News》（《快讯》）
《The Weekly of Business Aviation》（《商用航空周刊》）
《Business & Commercial Aviation》（《公务与商用航》）（BCA）
《Air Transport World》（《世界航空运输》）
Data Products 数据产品
《Organizations Database》（《机构数据库》）
《Personnel Database》（《人员通讯录数据库》）
《Products & Services Database》（《产品与服务数据库》）
《Program Suppliers Database》（《项目供应商数据库》）
《Commercial Aviation Fleet Data》（《商业航空机队数据》）
《Military Fleet Data》（《军事机队数据》）
《Business Aviation Fleet Data》（《民用航空机队数据》）
Resources 其他资源
《100+ Year AW&ST Archive》（《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100年存档）
《Program Profiles》（《项目档案》）
《Knowledge Center》（《知识中心》）
《Source Book & Specs》（《来源与规格》）
《Workforce Report》（《人力分析报告》）
《U.S. Budget Report》（《美国预算报告》）
Archive Products 存档产品
《AW&ST- Defense Edition》（《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国防版）
《Defens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国际防御技术》）
《Overhaul & Maintenance》（《大修和维修》）



AWIN
数据库首页



登录航空周刊情报网AWIN

➤ AWIN登录网址为：https://awin.aviationweek.com/ 
➤ 在登录页面输入您的邮箱、密码。然后点击黄色的“登录（SIGN IN）” 
按钮

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您保存密码（您也可以选择忽略）



网站首页顶部导航菜单

➤登录后，您将被带到AWIN首页，您可以从这里跳转到站内的深层数据和
资讯页

➤快速访问，您可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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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顶部导航菜单

2.   在特定数据库搜索

  
   
 
 3.   向下滚动浏览主页

* 请注意，点击网站内每个页面左上角的AWIN徽标将带您返回AWIN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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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文献）
• Companies（公司数据库）
• Fleets（机队数据）
• Products&Services（产品与服务）
• Programs（项目）
• 100+Archives（《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100年存档）  



头条新闻

➤每个工作日更新

仅显示您订阅的AWIN的出版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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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市场资讯

➤  显示10个最热门的新闻，显示的文章类型取决于您所在机构订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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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分析报告
➤ 每周更新两篇

分析将涉及程序、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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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浏览与查看

➤ 通过AWIN简化您对AWN出版物的浏览与查看

➤  您可以通过“View Publ ica t ions  & Marke t 

Briefings” 浏览出版物的历史卷期和最新卷期

• 出版物下拉列表将只包含订阅的出版物（未订阅的
出版物不会显示）

• 可浏览20+年的回溯内容
• 如果你不确定文章具体所在日期，可选择月份扩大

范围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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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菜单-市场MARKETS

➤ AWIN的顶部导航菜单是可以帮助您轻松访问数据和资讯的快
速方式

MARKETS将带您进入AWIN的各个市场领域：

  航空航天     Aerospace
 航空运输       Air Transport
  维修保养  MRO
 国防&太空   Defense & Space
 公务航空      Business 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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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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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Aerospace

飞机&推进器
互联航空
新兴技术
制造&供应链
无人驾驶&城市航空
商业空间
项目管理

航空运输
Air Transport

飞机&推进器
内饰&连通性
机场&航线
航空公司&出租人
安全、运营&监管
维护&培训

维修保养
MRO

飞机&推进器
内饰&连通性
新兴技术
供应链
安全、运营&监管
员工&培训

国防和太空
Defense and Space

飞机&推进器
传感器&电子战
导弹防御&武器
供应链
预算政策&运营
太空

商务航空
Business Aviation

飞机&推进器
内饰&连通性
机场、公务机基地&供应商
飞行甲板
安全、运营&监管
维护&培训



顶部导航菜单-数据工具Data Tools

DATA TOOLS的内容是AWIN提供的数据工具产品的详细信息，如果您的订购
内容中包含了这些数据工具，即可从此菜单跳转访问。 

 舰队百科(民用&军用)
 舰队 & MRO 预测

 MRO 探测

 飞机蓝皮书

 Airport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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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菜单-知识中心Knowledge Center

知识中心收集了一系列数据资源，您可以通过 AWIN 订阅获得
这个不断增长的电子书、白皮书、报告等资料库可按资源类型和所属市场进

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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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菜单-帮助链接Useful Links

这里可以快速获取常见问题答案，包括:

 查看您订阅的内容

 如何创建MyAWIN订阅提醒

 咨询问题的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

 如何注册参加AWIN产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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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菜单-My A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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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y AWIN下拉框内，您可以 :

• 管理您的个人账户
• 创建 My AWIN 推送
• 查看您的检索历史
• 查看您的订购内容
• 查看下载的文章和数据 
• 查看收藏的文章或数据

点击SIGN OUT即可登出系统



AWIN
数据库检索



在AWIN内检索

➤ 支持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

只看新闻数据库内容请执行快速检索 检索结果可保存为我的订阅提醒

 以下操作请执行高级检索: 设置任意筛选条件，包括:  特定产品、特定日期

➤ 无论那种检索方式，都可以按日期或相关性显示检索结果（默认情况下按出版日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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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 高级检索可以通过添加筛选条件检索相应的内容

•   文章               Articles
• 公司             Companies
• 舰队              Fleet
• 产品&服务   Products & Services
• 项目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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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 高级检索: 文章 Articles
➤ 使用高级检索检索文章时

• 点击“Articles”旁边的下箭头，查看可用的筛选条件
• 输入您的检索词

➤ 保存文章检索结果
• 单击“将其另存为 My AWIN推送提醒（Save this as a 

MyAWIN Alert）”即可收藏检索历史，并设置为提醒。

19



AWIN 高级检索: 文章Articles

➤ 保存为历史检索，不设置推送

• 上述步骤将自动将您的搜索同时设置为 MyAWIN 推送提醒，如果您仅希
望将其作为常规检索保存，请单击“检索名称”旁的箭头打开下拉菜单。

• 在出现的框中，单击最后一个选项“Remove MyAWIN Alert”，文章将仅
保留为历史检索保存。您可以随时打开查看该检索的实时更新结果。

• 在此框中，您还可以点击“Edit Name”更改此检索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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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 高级检索: 公司 Companies

➤当您首次登陆公司检索页面时，您将查看 AWIN 数据库中的所有公司

➤检索“公司”执行高级检索时，可使用的筛选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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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标准
• 制造商
• 金融服务
• 航空运输
• 地理位置
• 产品/服务
• 项目
• 政府/军方 
• 售后服务内容
• 咨询



AWIN 高级检索: 公司
➤如果您输入总公司的名称，所有子公司也将显示在其下方
➤包含检索词的所有组织机构也将出现在页面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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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 高级检索–公司概述 Company Profiles

➤选择一个组织机构后，您将跳转到其公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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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类型，您将看到各种详细信息，包括公司的联系人信息等



AWIN 高级检索: 机队 Fleet
➤执行机队高级检索时可用的筛选条件包括:

•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标准

• 制造商

• 金融服务

• 航空运输

• 地理位置

• 舰队

• 按飞机分类

• 按引擎分类

• 关键词

• 政府/军队

• 售后服务

•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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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 高级检索: 机队 Fleet
➤当使用按运营商检索舰队时，单击运营商并跳转到他们的简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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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将看到IATA&ICAO代码等详细信息



AWIN 高级检索: 产品 & 服务Products & Services

➤此检索是查看相应的制造商参与了供应链的哪个环节最简单的方法:
在每个组织机构的简介资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产品的:
 分销 Distribute, and/or

 制造商 Manufacturer, and/or
 维修 Repair, and/or
 服务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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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 高级检索: 项目 Programs

➤在 AWIN 内检索项目文件时，需要了解检索的项目类型，并可同时检索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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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项目都有概述和详细信息（显示的详细信息取决于所选项目的类型）



The AWIN Dashboard: 100多年的航空周刊 & 空间技术档案

➤检索选项包括访问100多年《航空周&空间技术》存档内容:
 包含每一期、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则广告
 超过4,500期和超过500,000页的文章和广告记录了从1916年至今的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
 点击所需的年代，以及年份。您将能够查看所有当年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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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WIN 
提醒推送



MyAWIN提醒推送
➤ AWIN允许每个用户创建关于对他们及其工作
流程最重要的项目、公司和技术的更新提醒
➤ 没有提醒个数的限制
➤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添加或删除
➤结果可以在 AWIN 中查看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有两种创建MyAWIN更新提醒的方法：

1、如P22，在AWIN中检索部分所示，将检索结果另存为MyAWIN更新提醒

2、点击AWIN中任何页面右上角的“MyAWIN”，您将进入个人资料设置主页，
点击左侧“我的提醒和保存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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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WIN提醒推送
1. 要设置个人的更新提醒，您必须拥有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因此如果您使用的

是机构帐户，您需要先注册个人账号，然后才能开始设置个人提醒。

2. 拥有个人账户后您可以选择发送提醒的频率
• 每天发送邮件
• 每周发送邮件（每周一）
• 或者您可以选择在AWIN内查看

3. 完成后，单击该页面下方出现的“创建新自定义检索”按钮
4. 你将被带到“文章检索”主页。单击展开“自然检索”或“布尔逻辑检索”
选项，输入检索关键字。检索结果会出现一个弹出框，要求您命名检索。键
入要将检索另存为的内容，然后单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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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WIN提醒推送

➤  创建并保存提醒后，它将出现在您的“MyAlerts&saved Searches”主页上:

➤  在列表底部，有一个“创建新的自定义检索”按钮，您也可以单击此处创建
MyAWIN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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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WIN: 删除提醒
➤ 要删除提醒，请转到“My Alerts&Saved Searches”主页，然后单击提醒旁边
显示的“从提醒中删除Remove from Alerts”按钮

➤ 如果在AWIN的高级检索功能中展开“保存的检索”，也可以单击“Remove 
MyAWIN Aler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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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WIN中
创建收藏夹



文章收藏夹
➤ 您可以将 AWIN 中的任何文章添加至收藏夹，只需单击文章名左侧的红心

点击收藏后，心就会被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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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收藏夹
➤  查看您收藏的文章，您可以将鼠标放置在右上角的 MyAWIN ，然后直接单击

框中出现的“ Favorites”（收藏夹） ；或者单击MyAWIN进入个人资料页面 , 
点击Favorites查看您的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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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任意
方法查看已收
藏的文章



文章收藏夹
➤您还可以通过高级检索下拉框中的链接查看收藏的文章

➤ 您可以通过以下顺序查看:

最近一次
按字母顺序(在文章列表中)

➤ 您的文章收藏夹将显示在单独的页面
上，您可以搜索所有已保存的文章

要从收藏夹中删除一篇文章，请单
  击它旁边的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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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客户服务



使用帮助
本数据库用户指南旨在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AWIN（航空周刊情报网）

➤ 除本指南外，AWIN还提供:
➤  eTips电子通讯（发送给所有AWIN用户）

➤在您的订阅期内无限次的培训课程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安排培训课程，您可以联系我们

                       product@i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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