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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网 CNKI 

 

初级检索 

 

初级检索界面介绍 

检索主界面如下图： 

 

 

 

 

一、数据库导航条 

从这里可以方便的连接到 CNKI 首页或其他数据库或产品主页，如：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

库、中国医院知识仓库、中国企业知识仓库、中国研究生网等。 

二、检索条件区 

     如下图所示： 

 

 

字段 数据库数据提供的检索入口，可以选择字段（有篇名、作者、关键词、机构、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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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基金、全文、中文刊名、ISSN、年、期、主题词 13项。）进行检索。 

时间 可以选择一段年限内进行检索（如：选择从“1999”年到“2000”年）。 

排序 

此为数据检索的排列。有无序、相关性、更新日期三个选项。 

无序：为数据无序排列。 

相关度：以检索词在检索字段内容里出现的命中次数排序。次数越多越靠前。 

更新日期：以更新数据日期最新排列。数据更新的日期越新越靠前。 

中英

文扩

展 

当选中时，会使用输入的中文检索词和其对应的英文词，使用“逻辑与”的关系检索，以

提高查全率。例如，当检索篇名时，在检索词中输入“计算机”，将会以其对应的英文词

“computer”同时组成检索条件“篇名=计算机 or 篇名=computer”。 

检索

词字

典

 

当选择如作者、关键词、机构、基金、刊名、主题词等检索字段时，点击[检索词]旁边的

检索词字典 ，系统会将本数据库中的该字段的所有包含的检索词列出来，供用户选择词

检索词检索。同时也可以对检索词字典进行检索。检索词字典提供两种检索方式：模糊检

索和精确检索。默认为精确检索，如果要模糊检索，在检索词后加上“？”即可实现。 

检索 点击“检索”键执行数据检索。 

 

三、目录导航区 

是进行页面导航，选择检索范围的工具。导航内容分九个专辑。具体内容如下： 

    ◆理工 A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数学、力学、物理、天文、气象、地质、地理、海洋、生物、自然科学综合

（含理科大学学报） 

    ◆理工 B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化学、化工、矿冶、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轻工、环境、材料 

    ◆理工 C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机械、仪表、计量、电工、动力、建筑、水利工程、交通运输、武器、 

          航空、航天、原子能技术、综合性工科大学学报 

    ◆农业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农业、林业、畜牧兽医、渔业、水产、植保、园艺、农机、农田水利、生态、

生物 

    ◆医药卫生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医学、药学、中国医学、卫生、保健、生物医学 

    ◆文史哲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语言、文字、文学、文化、艺术、音乐、美术、体育、历史、考古、哲学、

宗教、心理 

    ◆经济政治与法律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经济、商贸、金融、保险、政论、党建、外交、军事、法律 

    ◆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 

          学科范围：各类教育、社会学、统计、人口、人才、社会科学综合（含大学学报哲社版） 

    ◆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辑目录... 

          学科范围：电子、无线电、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网络、自动化、邮电、通讯、传媒、

新闻出版、图书情报、档案 

 

导航可以全选，也可以只选其中的几个专辑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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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点击“全选”按钮，即可选中导航区中的所有专辑及专题； 

清除：点击“清除”键清除选择内容,此“清除”同时清除检索条件区中的所有的内容和导航区

中的专辑或专题的选择。 

导航的作用： 

1．在分类检索中，可以通过导航逐步缩小范围，最后检索出某一知识单元中的文章。例如：利用学

科专业导航，理工 A——数学——数学概论――数学史和数学范畴，可以直接检出其中的文章，如

下图所示 

 

 

导航的作用一 

 

2．在初级检索和高级检索中，利用导航选取检索范围，这样可以节省检索的时间，提高查准率。例

如：查找计算机网络的论文就应该在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专辑，计算机技术专题中查找。如下图所

示： 

 

导航的作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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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概览区 

    概览区主要显示检索结果，对检索结果进行处理，而且在概览区中可以进行二次检索。 

概览区显示信息有：检索结果条目、检索结果的篇名、中文刊名、年、期等。 

在概览区中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查看细览：点击文章篇名，将会在细览区显示该文章的详细信息。 

保存记录：要选中检索条目前的复选框，点击“存盘”，您可以将选中的文章的详细信息列表

在网页中。保存记录可以跨不同的概览页面进行选择。 

原文下载：将感兴趣的文章原文下载到磁盘介质上，点击 即可下载该文章的原版文件，然

后系统提示：是否在当前位置打开或者保存到磁盘，下载文件的扩展名为.caj或.kdh，如果您安装

了 CAJViewer（CAJ全文浏览器）并且选择当前打开，原版文件下载完成后将由 CAJViewer自动打开，

您就可以看到显示与期刊一致的原版文件，如果选择了保存到磁盘，则将原文数据下载到本地硬盘。 

二次检索：在前次检索的基础上，在结果中进行检索，以提高检索的准确性。 

跳页码: 检索后，会在页面的概览区列出满足检索条件的所有记录，但见于经常检索结果很多，

每页最多只能显示十条记录，如果您想看后面的记录则直接利用页面上的翻页功能或跳转功能定位

到指定的页码或记录，这些功能是：首页、上页、下页、末页。如果要直接跳转到某个页面，则直

接在输入页码旁边的文本框里输入一个整数，然后点击“转到”按钮即可。输入的页码数即表示您想要

跳转的页码，当然这个数不能为负数、非整数、字母或其他符号。如果输入的页码大于总的页码，

则跳转到最后一页。如果输入的页码数为负数或其他“不合法”的符号，则会自动跳转到第一页。 

查看细览 点击文章篇名，将会在细览区显示该文章的详细信息。 

保存记录 
要选中检索条目前的复选框，点击“存盘”，您可以将选中的文章的详细信息列表在网

页中。保存记录可以跨不同的概览页面进行选择。 

原文下载 

将感兴趣的文章原文下载到磁盘介质上，点击 即可下载该文章的原版文件，然后系

统提示：是否在当前位置打开或者保存到磁盘，下载文件的扩展名为.caj或.kdh，如

果您安装了 CAJViewer（CAJ全文浏览器）并且选择当前打开，原版文件下载完成后将

由 CAJViewer 自动打开，您就可以看到显示与期刊一致的原版文件，如果选择了保存到

磁盘，则将原文数据下载到本地硬盘。 

二次检索 

一次检索后可能会有很多您所不期望的记录，您可在第一次检索的基础之上进行二次检

索，二次检索只是在上次检索结果的范围内进行检索的，这样可逐步缩小检索范围，使

检索结果越来越靠近自己想要的结果。 

页间跳转 

检索后，会在页面的概览区列出满足检索条件的所有记录，但见于经常检索结果很

多，每页最多只能显示十条记录，如果您想看后面的记录则直接利用页面上的翻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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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跳转功能定位到指定的页码或记录，这些功能是：首页、上页、下页、末页。如果要

直接跳转到某个页面，则直接在输入页码旁边的文本框里输入一个整数，然后点击“转

到”按钮即可。输入的页码数即表示您想要跳转的页码，当然这个数不能为负数、非整

数、字母或其他符号。如果输入的页码大于总的页码，则跳转到最后一页。如果输入的

页码数为负数或其他“不合法”的符号，则会自动跳转到第一页。 

  

 

五、细览区 

显示每条检索结果的详细信息： 

篇名、作者、刊名、机构、关键词、聚类检索、摘要。 

刊名：刊名部分包含了该期刊建立在“中国期刊网阵”的期刊主页连接、本期刊在当年当期所

包含的所有文献、该期刊的被收录情况（是否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来源期刊、是否为 ASPT

来源期刊等）、该编辑部的由“中国期刊网阵”提供的 E_mail。 

聚类检索：通过引文文献、被引文献及相关文献关联将全文文献与其引证文献链接起来，直接

实现基于引文检索的全文查找，使相关的知识关联起来，形成知识链；追溯知识源头，掌握知识的

发展脉络。 

    同类文献：连接此文章所在分类的其他文章。 

    引用文献：连接此文章所引用的包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 

    被引用文献：连接包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并且引用此文章的其他文章。 

 

原文下载 

将感兴趣的文章原文下载到磁盘介质上，点击 即可下载该文章的原版文件，然后系

统提示：是否在当前位置打开或者保存到磁盘，下载文件的扩展名为.caj或.kdh，如

果您安装了 CAJViewer（CAJ全文浏览器）并且选择当前打开，原版文件下载完成后将

由 CAJViewer 自动打开，您就可以看到显示与期刊一致的原版文件，如果选择了保存到

磁盘，则将原文数据下载到本地硬盘。 

刊    名 

刊名部分包含了该期刊建立在“中国期刊网阵”的期刊主页连接、本期刊在当年当期所

包含的所有文献、该期刊的被收录情况（是否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来源期刊、

是否为 ASPT 来源期刊等）、该编辑部的由“中国期刊网阵”提供的 E_mail。 

聚类检索 

通过引文文献、被引文献及相关文献关联将全文文献与其引证文献链接起来，直接

实现基于引文检索的全文查找，使相关的知识关联起来，形成知识链；追溯知识源头，

掌握知识的发展脉络。 

同类文献：连接此文章所在分类的其他文章。 

引用文献：连接此文章所引用的包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 

被引用文献：连接包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并且引用此文章的其他文章。 

 

六、检索的使用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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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录全文检索系统： 

          登录全文检索系统后，系统默认的检索方式即为初级检索方式，在主页面左侧的导航栏

中进行检索。 

    2．选取检索范围： 

          打开专辑察看下一层的目录，同样步骤操作直到要找的范围。在要选择的范围前选择

“√”，点击“检索”。（如图所示:） 

 
 

      例：点击理工 A辑专栏目录，出现数学、力学等选项。点击数学，又出现相关的分类直到最

后，出现数学史与数学范畴，数学理论、计算工具三个最末的选项。双击后自动进行检索，或选择

前面的“√”，点击检索进行查询。 

          点击过程中的目录，返回其上一层目录。点击“全选”，则每个目录都被选择。点击“清

除”，仅仅清空所选的专题。 

    3．选取检索字段： 

           在字段的下拉框里选取要进行检索字段，这些字段有：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中

文摘要、英文摘要、基金、引文、全文、中文刊名。为检索的索引字段。 

4．输入检索词： 

           在检索词文本框里输入关键词。关键词为文章检索字段中出现的关键单词，当相关度排

列时，其出现的词频越高，数据越靠前排列。 

    5．进行检索： 

           点击[检索]按钮进行检索或点击[清除]按钮清除输入，在页面的右侧列出了检索结果。 

    6.二次检索： 

          在执行完第一次检索操作后，如果对检索结果不是很满意，觉得检索结果范围较大，您

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多次执行二次检索，以此缩小检索范围，逐次逼进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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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利用高级检索系统能进行快速有效的逻辑组合查询，优点是查询结果冗余少，命中率高。对于

命中率要求较高的查询，建议使用该检索系统。 

点击初级检索界面概览区中的[高级检索]链接切换到高级检索界面。 

 

 

 

一．检索工具条：是进行数据检索的工具，可以全选，也可以只选其中的几项进行检索。 

 

组合检索框 有两个检索框，可以依次输入要检索的字段及条件，可进行快速准确的组合查询 

字     段 
可以选择字段（有篇名、作者、关键词、机构、中文摘要、引文、基金、全文、中文

刊名、ISSN、年、期、主题词 13项。）进行检索。 

 

逻辑关系，用来连接两个查询条件。 

and：两个查询条件之间“与”的关系，查询的结果既满足条件一也满足条件二； 

or：两个查询条件之间“或”的关系，查询的结果既满足条件一也满足条件二； 

not：两个查询条件之间“非”的关系，查询的结果既不满足条件一也不满足条件二。 

时     间 可以选择一段时间内进行检索（如：选择从“2000”年到“2002”年）。 

排     序 

此为数据检索的排列。有无序、相关性、更新日期三个选项。 

无序：为数据无序排列。 

相关度：以检索词在检索字段内容里出现的命中次数排序。次数越多越靠前。 

更新日期：以更新数据日期最新排列。数据更新的日期越新越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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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点击“检索”键进行数据检索。 

清     除 点击“清除”键清除选择内容,此“清除”为清除所有的内容包括下面总目录的选择。 

 

二．检索的使用方法与步骤： 

    1. 登录全文检索系统: 

       登录全文检索系统后，系统默认的检索方式为初级检索方式，要进行高级检索，请点击主页

面右侧功能工具条中的“高级检索”切换到高级检索系统界面。如上图所示。 

    2. 选取检索范围： 

       双击专题察看下一层的目录，同样步骤操作直到要找的范围。在要选择的范围前选择“√”，

点击“检索”。（如图所示:） 

例：点击理工 A辑专栏目录，出现数学、力学等选项。点击数学，又出现相关的分类直到最后，

出现数学史与数学范畴，数学理论、计算工具三个最末的选项。双击后自动进行检索，或选择前面

的“√”，点击检索进行查询。 

 

       点击过程中的目录，返回其上一层目录。点击“全选”，则每个目录都被选择。点击“清除”，

仅仅清空所选的专题。 

3. 选取检索字段： 

       在字段的下拉框里选取要进行检索的字段，这些字段有：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中文

摘要、英文摘要、基金、引文、全文、中文刊名。此为检索的索引字段。 

    4. 输入检索词: 

       在检索词文本框里输入关键词。关键词为文章检索字段中出现的关键单词，当相关度排列时，

其出现的词频越高，数据越靠前排列。 

    5. 确定各检索词之间的关系: 

       各个检索词之间的关系有 AND和 OR，AND用来连接两个查询，例如查询：A  AND  B,则查询

结果为：既满足条件 A的记录也满足条件 B的记录。而用 OR连接词连接的两个查询例如查

询：A  OR  B, 则查询结果为：满足条件 A的记录和满足条件 B的记录。但如果一个复杂的

查询中既包含了 AND也包含了 OR，则要比较 AND和 OR运算符的优先极 

    6. 进行检索: 

       点击[检索]按钮进行检索或点击[清除]按钮清除输入，在页面下方列出了检索结果。 

三．检索的示例： 

   示例：检索出既符合条件一又符合条件二的所有记录： 

         条件一：文章的篇名里包含关键词“计算机网络”而且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过的文章； 

         条件二：2000年和 2002年所有发表的文章 

   第一步：确定检索词所在的专辑及专辑的年份。 

  对于篇名“计算机网络”，我们首先估计它应该出现在哪个专辑中，这样就可缩小检索范

围，由于“计算机网络”应该属于电子技术类，所以我们将检索范围定在电子技术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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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专辑中。由于要检索的是 2000年和 2002年发表的文章，所以在年份的下拉框里选择

“从 2000到 2002”。 

   第二步：输入检索词及确定各检索词之间的连接关系选定专辑后即可输入检索词，当然也可先输

入检索词再选定范围。根据检索条件各关键词之间的连接关系应为：篇名=“计算机网络” 

“AND”中文刊名=“清华大学学报”输入检索词后应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检索  

点击[检索]按钮即可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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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字典 

本系统提供作者，关键词，机构，基金，中文刊名，主题词 6个检索词字典。下面以基金为例，

说明它的用法。 

一、要查询陕西省科委火炬计划的文章，先选择基金，然后点击 ，检索区变为图示内容，如图

“进入基金主题词”。 

       

进入基金主题词                 主题词检索结果            返回检索界面 

 

二、然后输入火炬计划，点击“检索”，然后翻到第 2 页，就可以找到陕西省科委火炬计划，如上图

主题词检索结果“所示。 

三、点击陕西省科委火炬计划，自动生成检索界面，如上图“返回检索界面” 

点击“检索”，即可。 

 

 

 

 

 

 

 

 

 

 

 



             CNKI 源数据库系列知识仓库使用说明——检索词字典 

 



             CNKI 源数据库系列知识仓库使用说明——检索词字典 

 

第三章   全文浏览 
 

CAJViewer 5.0 

 

CAJViewer 5.0 全文浏览器是中国期刊网的专用全文格式阅读器，它支持中国期刊网的

CAJ、NH、KDH、CAS、CAA 和 PDF 格式文件。它可配合网上原文的阅读，也可以阅读

下载后的中国期刊网全文，并且它的打印效果与原版的效果一致，当然，您必须具有浏览原

文的权限。 

 CAJViewer 5.0 的在线浏览功能支持 HTTP、FTP 等基本网络传输协议，也可支持全文传

送协议。 

 CAJViewer 5.0 新增加了 OCR 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使用（OCR 技术由清华文通授

权使用）。 

 

新增功能及主界面 

 

CAJViewer 5.0 新增功能  

CAJViewer 5.0 是 CAJViewer 的一次重大升级。 

在增强原有功能的基础上，CAJViewer 5.0 又新增加了许多方便用户使用的功能，而且

使用了新的界面风格，完全个性化的设置更可以让用户自己定制属于自己的 CAJViewer! 

 

1.在线浏览功能： 

支持 HTTP、FTP、HFTP 等传输协议，支持用户认证，支持密鈅交换，支持断点续传。 

2.OCR 在线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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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线文字识别。(此 OCR 技术由清华文通授权使用) 

3.书签管理功能： 

可以方便地进行书签的添加、删除、查找等操作，方便浏览。 

4.历史视图记录功能： 

可以快速的返回到前几次浏览的页面。 

5.自动更新功能： 

根据设置，程序可以实现从检查更新到自动安装的一系列操作，方便使用(需要网络支

持)。 

6.自动 BUG 报告功能： 

当程序出现错误的时候，程序可以在您允许的情况下，把错误发送到 BUGSERVER，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进程序(需要网络支持)。 

 

CAJViewer 5.0 主界面  

 

CAJViewer 5.0 的主界面可以分为两部分：页面显示区和目录浏览区。其中，目录区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隐藏或显示。 

界面如下： 

 

 

工具栏 

 

目录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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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下载及安装 

 

下载 

用户可访问我公司的十大交换服务中心的主页，找到“产品与服务”一栏的“技术园地”，

在这里您可以查找到各个产品的最新程序下载。 

 CAJVIEWER全文浏览器 V5.0 Beta2测试版下载 

地址：CNKI 主页—全文浏览器下载—程序下载 

http://www.cnki.net/cajview_page/download.htm  

适应不同用户需求分为以下几个版本： 

 CAJViewer5.0Beta2_full.zip （完整版，大小为 9,058KB） 

1． 在线浏览功能  支持 HTTP、FTP、HFTP 等传输协议，支持用户认证，支持

密鈅交换，支持断点续传。 

2． 识别功能  支持在线文字识别。(此 OCR 技术由清华文通授权使用) 

3． 书签管理功能  可以方便地进行书签的添加、删除、查找等操作，方便浏览。 

4． 历史视图记录功能  可以快速的返回到前几次浏览的页面。 

5． 自动更新功能  根据设置，程序可以实现从检查更新到自动安装的一系列操作，

方便使用(需要网络支持)。 

6． 自动 BUG 报告功能  当程序出现错误的时候，程序可以在您允许的情况下，

把错误发送到 BUGSERVER，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进程序(需要网络支持)。 

目录浏览区 

页面显示区 

当前页/总页数 

显示比例 

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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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JViewer5.0beta2_OCR.zip （OCR 版，大小为 5,463KB） 

包含 OCR 功能,不包含 CAJVIEWER 助手。 

 CAJViewer5.0Beta2_Simplify.zip （精简版，大小为 3,653KB） 

   不包含 OCR 功能和 CAJVIEWER 助手。 

注：此版本暂时为测试版。 

 

交换中心网址： 

交换中心名称 网址 交换中心名称 网址 

电信全国中心 www.cnki.net 东北中心 www.sy.cnki.net 

教育全国中心 www.edu.cnki.net 华东北中心 www.nj.cnki.net 

华北中心 www.bj.cnki.net 华东南中心 www.sh.cnki.net 

华中中心 www.wh.cnki.net 西南中心 www.cd.cnki.net 

华南中心 www.gz.cnki.net 西北中心 www.xa.cnki.net 

台湾交换中心 cjn.csis.com.tw 香港交换中心 cjn.lib.hku.hk 

军队交换中心 21.18.2.13 美国交换中心 www.china.easeview.com 

 

 

 

安装 

下载之后的文件请您用解压缩软件 winzip8.0 将其解压，生成安装文件：

CAJViewer5.0Beta2_full.exe。 

双击此文件，即开始安装全文浏览器： 

1．单击“欢迎使用”面板上的“下一步”按钮； 

2．接受协议条款并单击“是”按钮； 

3．在“客户信息”中键入用户名和公司名称； 

4．在“选择目的地位置”中，选择程序安装目的地文件夹： 

 如果需要更改安装路径，单击“浏览”按钮，选择安装目录后，再执行“下一

步”； 

 如果按照默认路径安装，直接执行“下一步”； 

5．选择“程序文件夹”，一般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6．按向导的指示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在“程序组”中生成一个程序文件夹：TTOD，如图所示： 

 

 

网络设置 

    主要是方便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在线浏览博硕士论文的用户。 

打开全文浏览器，选择菜单〖工具〗－＞〖设置...〗，然后点击〖网络〗页，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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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协议类型修改为 FTP，默认端口 21，在代理设置中添加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然后[确

定]即可正常浏览。 

 

浏览方式 

 

翻 页 

第一页：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Home。 

上一页：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左方向键)。 

下一页：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右方向键)。 

最后一页：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End。 

页码跳转： 

打开菜单〖文档〗，单击〖跳页...〗(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Tab),就会出现跳页对话框，输

入您想跳转到的页码，就可以实现而码跳转。 

 

当前页码和总页码显示在页面区的底部。 

 

历史视图 



             CNKI 源数据库系列知识仓库使用说明——检索词字典 

使用历史视图功能可以方便的回到浏览过的页面。 

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 与 在历史视图中进行浏览，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PageUp、

Ctrl+PageDown 来进行。 

 

页面大小 

 

页面大小指实际显示时的大小。 

根据设置，CAJViewer 5.0 在打开一个新文档时会采用系统默认的缩放比，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置系统默认的缩放比例。 

更改缩放比例的方法： 

1.一般的放大与缩小 

如果要放大页面，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 ，当鼠标形状也变成时 ，只要在页面显示

区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放大页面，每一次放大为原来的1.14倍。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Ctrl++

来实现。 

如果要缩小页面，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 ，当鼠标形状也变成时 ，只要在页面显示

区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缩小页面，每一次缩小为原来的 1.14倍。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Ctrl+-

来实现。 

2.随意放大与缩小 

打开〖视图〗菜单，单击〖缩放为...〗，(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M),就会出现缩放对话

框，输入您想缩放的比例（也可通过下拉框选择），按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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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一定比例缩放 

实际大小 

以 100%的比例来显示页面。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

键 Ctrl+0。 

根据高度 

根据页面显示区的高度，计算出合适的比例来显示而面。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

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1。 

根据宽度 

根据页面显示区的宽度，计算出合适的比例来显示而面。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

标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2。 

 

当前显示比例显示在页面区的底部。 

 

 

显示/隐藏目录 

目录区在默认情况下，只要文件包含有目录信息，目录区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但是您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目录区显示或隐藏。 

可以用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来实现，或使用快捷键 F10。 

使用目录可以直接进行页面跳转。 

 

全屏显示 

CAJViewer 5.0 可以使用全屏幕的方式进行浏览。 

要在全屏幕与常规窗口之间进行切换，请使用工具栏上的 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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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 BIG5 显示 

如果此选项为打开状态，CAJViewer 将会把所有的文本内容转换为 BIG5 码显示。 

通过菜单〖工具〗－＞〖转换为大五码显示〗可以关闭或找开此选项。 

 

显示图片 

如果此选项为打开状态，CAJViewer 将显示页面中的图片，否则不显示。 

通过菜单〖工具〗－＞〖显示图片〗可以关闭或找开此选项。 

 

查找 

第一次查找时，可以按工具栏上的 ，也以使用快捷键 Ctrl+F 来进行，查找对话框如

下： 

 

输入要查找的内容，设置查找的方法，按〖查找〗即可。 

查找相同内容时，可以按工具栏上的 或直接使用快捷键 F3 来进行。 

查找到的内容将以高亮的方式显示。 

 

 

选择 

 

文本选择 

文本选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通的按行选择，一种是按区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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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行的方式选择 

首先，使工具栏上的 处于选中状态，然后在页面区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如图： 

 

 

2.按区域的方式选择 

操作方法与按行选择相似：使工具栏上的 处于选中状态，然后在页面区按住鼠标左

键拖动。 

 

被高亮显示的文本都是被选中的文本，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 把选择结果复制到剪贴

板。同样，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C 来进行。 

 

选中的工

具栏图标 

鼠标拖动

时的虚框 

选中的工

具栏图标 

被选中

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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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象选择 

首先使工具栏上的 处于选中状态，然后在页面区按住鼠标左键拖动，被选中的区域

将会被一个虚框包括。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 把选择结果复制到剪贴板。同样，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C

来进行。 

当文档本身为扫描档时，也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 对所选择的图像进行识别(参见

〖OCR 识别〗)。 

 

 

OCR 识别 

 

首先选中要识别的内容(参见〖图像选择〗)，然后使用工具栏上的 对所选择的图像进

行识别。识别结果如下： 

 

 

识别结果 

被选中

的图象

内容 

选中

的工

具栏

图标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ofan/My%20Documents/Help%20Projects/CAJViewer/ocr.htm
selectim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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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把识别结果复制到剪贴板，也可以直接保存成文件。 

 

 

设置 

 

设置界面语言 

CAJViewer 5.0 界面分为简体中文和英文。 

一般情况下，CAJViewer 会根据当前操作系统的语言类型，自动选择界面语言，您也

可以使用菜单〖工具〗－＞〖语言〗中的〖简体〗或〖英文〗来切换。 

 

自定义工具栏 

CAJViewer 5.0 可以让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工具栏进行设置。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自定义工具栏...〗，就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通过此对话框，您可以随意添加或删除工具栏上的按钮。 

 

文件类型关联 

一般情况下，您不需要进行此项操作，只有当出现以下提示时，才有必要进行文件类型

的重新关联：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文件类型关联...〗，就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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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您想要关联的文件类型(建议采用默认值)，直接按〖确定〗即可。 

 

 

设置默认字体 

当您的系统中没有安装文档所要求的字体时，浏览器将采用默认字体来代替。 

要设置默认字体，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设置...〗，出现对话框后，选择〖浏览〗

页： 

 

 

打印设置 

如果打印时页面无法居中或者您想定制页面的位置，就可以通过打印设置来完成。 

要进行打印设置，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设置...〗，出现对话框后，选择〖打印〗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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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初始设置 

使用此功能将恢复所有的初始设置。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设置...〗，出现对话框后，选择〖综合〗页： 

 

 

注意：此项操作必须重新启动 CAJViewer才能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