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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操作 操作/菜单路径 快捷键
打开 Xbench “开始”>“程序”>“ApSIC 

Tools”>“Xbench 3.0”
双击 Xbench 项目文件 (.xbp)

---

打开现有项目 “Project”（项目）> 
“Open…”（打开…）
双击 Xbench 项目文件 (.xbp)

Ctrl + O

隐藏 Xbench 窗口 “Project”（项目）>“Close 
Window”（关闭窗口）
单击 Xbench 窗口的关闭按钮

Esc
或
Alt + F4

关闭 Xbench “Project”（项目）>“Shut 
Down Xbench”（关闭 
Xbench）
右键单击系统任务栏上的 ApSIC 
Xbench 图标，然后选择“Shut 
Down Xbench”（关闭 
Xbench）。

---

保存 Xbench 项目 “Project”（项目）>“Save”
（保存）

Ctrl + S

切换到备选项目（仅当“Tools” 
[工具] >“Settings…”[设置…]  
中的“Enable Alternative 
Project”[启用备选项目]  
复选框被选中时）

“Project”（项目）>“Switch 
to Alternative Project” 
（切换到备选项目）

Alt + F6

添加更多文件，例如正在翻译
的文件。

“Project”（项目）> 
“Properties…”（属性…）> 
“Add…”（添加…）或者拖
放文件

F2

只要文件变化就刷新内容 
（在翻译期间和最后进行 QA> 
 检查之前）

“Project”（项目）> 
“Refresh Content”（刷新
内容）

F5

显示搜索选项以设定搜索范围 “View”（视图）>“Show 
Search Options”（显示搜索选
项）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图标

Ctrl + 3

从“Source/Target Term” 
（源语言术语/目标语言术语） 
栏执行搜索

在“Source/Target Term” 
（源语言术语/目标语言术语）
栏中输入搜索字符串，然后按下 
Enter 键。

Enter

在 Xbench“Source Term” 
（源语言术语）栏中搜索剪贴
板内容

从大多数 CAT 工具中，选择可
搜索的字符串，然后按下 Ctrl + 
Alt + Ins。从其他应用程序中，
先按下 Ctrl + Ins 将文本复制到
剪贴板。

(Ctrl + Ins)
Ctrl + Alt + Ins

在 Xbench“Target Term”（目
标语言术语）栏中搜索剪贴板内容

从大多数 CAT 工具中，选择可搜
索的字符串，然后按下 Ctrl + Alt 
+ BkSp。从其他应用程序中，
先按下 Ctrl + Ins 将文本复制到
剪贴板。

(Ctrl + Ins)
Ctrl + Alt + 
BkSp

PowerSearch：对搜索字符串使
用 AND/OR 条件和否定运算进
行高级搜索

在“Source/Target Term” 
（源语言术语/目标语言
术语）栏中，输入字词，
然后按下“Search”（搜
索）>“PowerSearch”。

Ctrl + P

复制目标语言结果并隐藏 Xbench 在 Xbench 中选择分段，然后
按下 Enter 键，或者右键单
击“Copy Target & Close” 
（复制目标语言结果并关闭）。

Enter

查看分段上下文 在 Xbench 中选择分段，右键单
击“See Context…”（查看上
下文…）。

Ctrl + Space

在结果中缩放到层次 
（优先级颜色）

选择任何搜索结果，按下 
“View”（视图）>“Zoom 
to”（缩放到）>“Zoom to 
Level”（缩放到层次），或者双
击特定层次/优先级的任何分段。

Ctrl + Enter

在结果中缩放到术语表 选择任何搜索结果，按
下“View”（视图）>“Zoom 
to”（缩放到）>“Zoom to 
Glossary”（缩放到词汇表）。

Ctrl + G

在结果中缩放到文件 
（从载入的文件夹）

选择任何搜索结果，按下 
“View”（视图）>“Zoom 
to”（缩放到）>“Zoom to 
File”（缩放到文件）。

Ctrl + F

对正在翻译的文件进行 QA 检查 “QA”>“Check Ongoing 
Translation”（检查进行中的
翻译）

Ctrl + K

编辑源文件 
（在源文件中打开所选分段）

在 Xbench 中选择分段，右键
单击“Edit Source”（编辑源
文件）。

Ctrl + E

将 QA 结果导出到文件（.xls、.
html、.txt 或 .xml）

“QA”>“Export QA 
Results…”（导出 QA 结果…
）或者右键单击“Export QA 
Results…”（导出 QA 结果…）

Ctrl + Q

导出项目（所有术语表、 
单个术语表或显示的项目）

“Tools”（工具）>“Export 
Items…”（导出项目…）

Ctrl + R

搜索视图中的 PowerSearch 功能 (Ctrl + P)
示例：使用 Ctrl + P 在“Source/Target 
Term”（源语言术语/目标语言术语）栏中搜
索此表达式…

…进行以下操作 

string1 string2 查找包含“string1”和“string2”的所有
条目 

string1 or string2 查找包含“string1”或“string2”的所有
条目 

string1 -string2 查找包含“string1”但不包含“string2”的
所有条目 

string1 -"string2 with embedded blanks" 查找包含“string1”但不包含“string2 with 
embedded blanks”的所有条目

搜索结果视图中的颜色和图标
搜索结果中的彩色文本和图标 含义

绿色（默认） 高优先级条目

茶色（默认） 中等优先级条目

蓝色（默认） 低优先级条目

 绿色星星 与所搜索字符串准确匹配（区分大小写） 
的关键术语*

黄色星星 准确匹配（不区分大小写）的关键术语*

空心星星 关键术语条目中含有所搜索的文本

 绿色大圆点 与所搜索字符串完全准确匹配（区分大小写）
的条目 

黄色大圆点 完全准确匹配（不区分大小写）的条目

红色小实心圆点 条目属于进行中翻译的新分段和改变的分段

红色小空心圆点 条目属于进行中翻译的 100% 匹配项

带有红色小实心圆点的绿色大圆点 完全准确匹配（区分大小写）的条目， 
也属于进行中翻译的新分段和改变的分段。

带有红色小实心圆点的黄色大圆点 完全准确匹配（不区分大小写）的条目， 
也属于进行中翻译的新分段和改变的分段。

带有红色小空心圆点的绿色大圆点 完全准确匹配（区分大小写）的条目， 
也属于进行中翻译的 100% 匹配项。

带有红色小空心圆点的黄色大圆点 完全准确匹配（不区分大小写）的条目， 
也属于进行中翻译的 100% 匹配项。

* 如果在“Project Properties”（项目属性）中将任何文件定义为“Key Terms”
（关键术语），它的条目将在搜索结果中以带星星的形式出现。进行 QA 
检查时，Xbench 将对比关键术语列表搜索不一致的情况。

ApSIC Xbench
质量保证

和术语管理
只需要这一个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