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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首度出版的大型数据库产品。

该产品利用中华书局已有的整理本古籍资源，建立全文检索和阅读系统。全文

数据和图书原版图像一一对应，用户可通过图像页查看原书的版式信息。本产品还

提供引用功能和必备的辅助工具。

系统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形式

进行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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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器的安装、卸载与配置

2.1 概述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安装采用Windows桌面应用程序的标准安装方法。

服务器安装包中打包了安装中华经典古籍库服务器所必需的文件，包括：服务

器、阅读器、管理器，其中阅读器和管理器为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客户端程序。

获取安装包之后，双击安装包内的Setup.exe文件，启动安装程序；如果是在

WIN7系统上安装，则需要右键点击Setup.exe，执行右键菜单的“以管理员身份运

行”命令，启动安装程序，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程序自动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并在开始菜单下建立

“zhonghua”目录。

卸载服务器或客户端可以在开始菜单中的zhonghua目录下点击“卸载中华经典

古籍库”或者在安装目录下的zhonghua文件夹中双击uninstall.exe图标，根据提示操

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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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置要求

表格1	 服务器安装配置要求

																									类别	 推荐配置	 最低配置

																									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CPU	 Intel	酷睿	i3以上	 Intel	P4	2.0

																									内存	 4G

																									硬盘	 50G以上空闲空间

																									系统盘	 4G以上空闲空间	 1G空闲空间

																									协议	 TCP/IP

																									其他	 无

2.3 安装程序

安装客户端时需要计算机本身布置有xml环境，若在此计算机上没有使用过

xml相关的程序，则在点击setup安装后，首先会弹出如图2所示窗口，提示需要布置

xml环境，点击“确定”，安装程序将自动开始布置xml环境，完成后弹出如图3所示

窗口，点击“确定”即开始客户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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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服务器的安装程序后，将弹出主服务器的安装界面，如图4所示，勾选图

像上的“我已阅读 同意用户授权合约”项，点击“安装”按钮；

2.弹出如图5所示的界面，设置“中华经典古籍库”软件的安装路径及数据的存

图3	 Xml环境安装完成

图2	 提示布置xml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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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路径，可直接使用默认路径，软件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下，数据默认安装

在D盘，也可以点击“浏览”按钮，浏览选择安装路径。

※注意：数据的存储需50G左右的空间，用户可根据个人设备情况进行合理选

择，空间不足时系统会给出提示（如图6），此路径下的文件夹将记录用户信息、电子

书信息等数据，卸载时可选择保留，再次安装时需指定相同路径，即可使用保留数

据，无需再加载电子书或输入用户信息。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开始安装。

图4	 安装服务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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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配置安装路径

图6	 空间不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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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完成之后，将弹出如图7

所示的对话框，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

选择“立即重启”或“稍後重启”。

※注意：重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

字体库里的字能够正常显示（字体库

FZSong-ZHSJ和FZSong-ZHSJ(SIP)

默认安装在C:\Windows\Fonts中），服

务器端如果不使用阅读器，也可以不

重启。

4.	关闭图7所示的对话框之后，

将弹出如图8所示的安装完成对话

框，点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完成服务器的安装。

图7	 字体库安装提示

图8	 服务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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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卸载程序

启动卸载程序后，将弹出卸载界面，如图9所示。

卸载程序时，若有客户端正在运行，请先将其关闭后再进行卸载操作，确认卸

载请点击右下角的“卸载”按钮，根据系统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卸载。

图9	 程序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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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卸载过程中，程序会先后跳出卸载数据、字体库的窗口，如图10和图11所示，

选择“是”，数据、字体库将连同程序一起被卸载，选择“否”或右上角的关闭则程序

被卸载，但用户信息、电子书等数据或字体库将被保留；若选择保留，下次安装时可

以不重新加载电子书或重装字体库。

卸载完成后将弹出如图12所示的对话框，点击“完成”即可关闭。

图10	 数据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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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卸载完成

图11	 字体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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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卸载字体库，下次安装时，程序会跳出替换字体的窗口，如图13所示，选

择“是”即可替换字体，选择“否”或右上角的关闭则保留原有字体，无需重启。  

图13	 替换字体

2.5 更新程序

在系统已安装程序的情况下，用户可在不卸载的基础上直接更新新版程序，安

装时系统会提示是否对旧版本进行升级，如图14所示。

图14	 升级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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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新安装的版本与已有版本相同，则系统会提示是否进行修复，如图15所示。

若新安装的版本为更旧的版本，系统则会提示已安装版本号，用户无法进行版

本替换，如图16所示。

图15	 修复相同版本

图16	 已安装版本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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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端的安装、卸载与配置

3.1 概述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安装采用Windows桌面应用程序的标准安装方法。

客户端安装包中打包了安装经典古籍库客户端所必需的文件。

获取安装包之后，双击安装包内的Setup.exe文件，启动安装程序；如果是在

WIN7系统上安装，则需要右键点击Setup.exe，执行右键菜单的“以管理员身份运

行”命令，启动安装程序，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程序自动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并在开始菜单下建立

“zhonghua”目录。

卸载客户端可以在开始菜单中的zhonghua目录下点击“卸载中华经典古籍

库”或者在安装目录下的zhonghua文件夹中双击un in s t a l l .exe图标，根据提示

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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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置要求

表格	2	 客户端安装配置要求

类别	 推荐配置	 最低配置

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XP

CPU	 Intel	酷睿	i3以上	 Intel	P4	2.0

内存	 2G以上	 1G

硬盘	 1G空闲空间

系统盘	 1G以上空闲空间

协议	 TCP/IP

分辨率	 高清	 1024*768

其他	 无

3.3 安装程序

安装客户端时需要计算机本身布置有xml环境，同时需要指定服务器IP地址。

若在此计算机上没有使用过xml相关的程序，则在点击setup安装后，首先会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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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Xml环境安装完成

图17	 提示布置xml环境

出如图17所示窗口，提示需要布置xml环境，点击“确定”，安装程序将自动开始布置

xml环境，完成后弹出如图18所示窗口，点击“确定”即开始客户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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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客户端的安装程序后，弹出如图19所示的界面，勾选“我已阅读 同意用

户授权合约”后，点击“安装”按钮，弹出如图20所示的界面，可浏览选择客户端的

安装路径，也可直接使用默认路径，软件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下；

2.	点击“自动检测”，程序将检测局域网范围内的服务器，若没有检测到已开启

的服务器（如图21所示），则可以手动输入需要连接到的服务器的IP地址；

※注意：若已知服务器IP地址，程序会在此处预设，用户直接点击下一步即可。

3.	个人用户若要自行修改初始密码则需勾选图20左下角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用

户管理器”项，安装用户管理工具，用于修改密码（使用公共账号则无需安装该工

具）；

4.	点击“下一步”按钮，弹出如图22所示的对话框，提示“中华经典古籍库”所

需字库已安装，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立即重启或稍后重启计算机。

※注意：重启的目的是为了使字体库里的字能够正常显示（字体库FZSong-

ZHSJ和FZSong-ZHSJ(SIP)默认安装在C:\Windows\Fonts中），如果不重启，将会

影响数据在客户端中的显示。

5.	点击图23中的“完成”，关闭该对话框，即完成客户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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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安装客户端时指定的IP地址不正确，或者安装后想要改变所连接的服

务器，可以在登录客户端（包括管理工具和阅读器）时，使用【用户名@新服务器的

IP地址】的格式登录新的IP地址指定的服务器。下次登录时，使用用户名即默认登

录新的服务器。

图19	 客户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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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配置安装路径及设置服务器IP地址

图21	 未检测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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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字体库安装提示

图23	 客户端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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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卸载程序

启动卸载程序后，将弹出卸载界面，如图24所示，点击右下角的“卸载”按钮，

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完成程序的卸载。

图24	 程序卸载

在卸载过程中，程序会自动跳出卸载字库的窗口，如图25所示，选择“是”，字

体库将连同程序一起被卸载，选择“否”或右上角的关闭则程序被卸载，但字体库

被保留，下次安装时可以不重装字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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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字体卸载

卸载完成后将弹出如图26所示的对话框，点击“完成”即可关闭。

图26	 卸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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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卸载字体库，下次安装时，程序会跳出替换字体的窗口，如图27所示，选

择“是”即可替换字体，需再次重启；选择“否”或右上角的关闭则保留原有字体，无

需重启。

图27	 替换字体

3.5 更新程序

同服务器更新，见2.5更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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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器

4.1 概述

服务器是中华经典古籍库系统正常运行的核心。只有启动服务器之后，客户端

才能正常运行。

服务器没有工作界面，启动之后，自动隐藏在任务栏，其图标显示为“ ”。在

服务器图标上点击右键，弹出如图28所示的菜单，包括四项可执行命令。

图28	 服务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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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用户管理

执行此命令，启动管理工具，可以对用户进行管理，具体操作会在客户端章节进

行详细讲解。

4.3 载入电子书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图29所示的对话框。

图29	 选择电子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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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选择电子书2

浏览选择电子书（enleb格式文件）的存放路径及认证文件（即以“serial”为拓

展名的文件，包含了用户信息和密码文件，用于授权和加密，必须添加认证文件后才

能载入电子书），将在文件列表中显示电子书路径下的电子书，如图30所示。

如果希望覆盖已有的电子书，则勾选图30中的“覆盖书库中已有的同一电子书”

项，然后在文件列表中选中需要加载的电子书，可以通过按住ctrl或shift同时选择多

个，点击“确定”，系统即开始加载电子书，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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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加载完成之后，弹出如图32所示的对话框，点击“关闭”，完成电子书的

加载。

图31	 加载电子书

图32	 成功加载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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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添加同一本电子书时未勾选“覆盖书库中已有的同一电子书”，则系统会自动

弹出图33所示窗口，提示“已经加入书库了”，点击“关闭”取消此次添加。

图33	 重复添加

4.4 关闭服务器

执行此命令，将关闭服务器程序。

4.5 联机帮助

执行此命令，将打开如图34所示的帮助对话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查看其中的

服务器帮助信息、管理工具帮助信息、版权信息、使用协议及中华书局的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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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服务器联机帮助



29

5	 阅读器

阅读器的登录界面如图35所示，输入合法的用户名及密码，即可登录阅读器。

服务器端在安装时预置了公共账户user，密码为空，故公共用户在登录客户端时点击

“登录”即可。

登录阅读器之后的界面如图36所示。

图35	 阅读器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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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6可知，阅读器工作界面可以分为三个区，包括：功能区、分类区及工

作区。

功能区提供常用的命令按钮。

分类区根据图书所属部类分类显示图书目录以及书签、检索历史和浏览历史。

工作区包括三个工作界面，以选项卡的形式进行切换，分别为：检索结果、文

本、原文图像。检索结果界面用于显示符合检索条件的匹配项；文本界面用于显示

古籍文本内容；原文图像界面用于显示原书版面图像。

图36	 阅读器工作界面



31

5.1 功能区

功能区提供了阅读器常用的操作命令按钮，下面将从左至右依次介绍功能区按

钮的作用。

隐藏分类\显示分类：点击此命令按钮，将会隐藏\显示分类区；

全部图书：点击此命令按钮，在“检索结果”界面会列出所有图书信息，在分类

区也会列出所有图书目录。

书目检索：执行此命令，将弹出如图37所示的对话框，通过书名、作者、丛书以

及书籍简介检索图书；如果勾选了“应用汉字关联”项，则在检索时会进行汉字关联

（如：繁简关联），不勾选则用户输入简体字无法检索到繁体字、异体字。

图37	 书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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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检索：执行此命令，将弹出如图38所示的对话框，录入需要检索的关键

词，选择检索的范围，设置检索选项，然后点击“确定”，系统会在全部图书中检索

符合条件的项，并在“检索结果”界面显示检索结果。

检索支持“并”、“或”、“非”等多个检索词集合检索功能，分别通过在检索词

之间添加空格、“|”及“-”的方式实现。以“李白”和“杜甫”两个检索词为例，输入

“李白	杜甫”，则检索结果为同时匹配李白和杜甫两个检索词的文本；输入“李白|

杜甫”，则检索结果为匹配李白的文本+匹配杜甫的文本；输入“李白-杜甫”，则检

索结果为匹配李白-匹配杜甫的文本。

当检索人名时，可点击“同义词”按钮进入人名异称页，勾选需要关联的异称，

点击确定进行检索，如图39所示。

检索范围中的“正文”对应书中的正文，“校注”即对应书中的注释、校勘，“书

名”对应加书名线“	 	 ”的文本，“专名”对应加专名线“	 	 ”的文本，主要是人

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标题”则对应各级标题。

检索选项中默认勾选了“使用汉字关联”、“显示匹配上下文”，表示检索词支

持繁简等关联转换，并且在检索结果页会显示匹配项的上下文，建议用户保留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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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勾选状态。勾选“模糊检索”，系统将在检索词的基础上扩大检索范围，可以忽

略检索词中的一个字进行匹配。在专名、书名内检索时可选择勾选“专名书名完全

匹配”，用于精确检索带专名线或书名线的词，在其他检索范围内勾选此项，系统会

跳出图40所示窗口进行提示。

图38	 全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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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完全匹配检索

图39	 同义词关联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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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跳转到书籍的上一个篇章进行阅读。

下一章：跳转到书籍的下一个篇章进行阅读。

上匹配：执行检索操作之后，如果检索出多个符合检索条件的项，执行此命令

将显示上一个匹配项。（只能跳转同一本书中的匹配项）

下匹配：执行检索操作之后，如果检索出多个符合检索条件的项，执行此命令

将显示下一个匹配项。（只能跳转同一本书中的匹配项）

联机字典：执行此命令，弹出如图41所示的对话框，可以输入单个字符，查询其

释义。联机字典支持汉字关联。

图41	 联机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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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换算：执行此命令，将弹出如图42所示的对话框，可以设置查询条件，执行

对应的查询。该工具收录了自夏（约公元前21世纪，系统默认起始值为-2100）至清

宣统三年（1911）的纪年，每一年包含干支、时期、政权、帝号、帝王名字、年号、年份

等信息，用户可根据需要按照公元、干支直接查询，也可以输入关键词进行筛选：

按照公元查询时，在公元年的输入框中输入相应的年份即可，公元前的年份需

加-表示，如要查询公元前200年，则需输入-200。

按照干支查询时，直接通过下拉框进行选择即可。

按照其他纪年信息进行查询时，用户可以直接在下方的各项下拉框中选择时

期、政权、帝王（包括帝号和帝名）、年号、年份中的若干项，点击查询即可。由于时

期、政权、帝王、年号、年份自上而下有包含关系，所以在选定了上一项之后，下一项

的下拉范围也会做相对应的改变，如需更换查询，则需更改最上一级下拉框。另外，

由于各类别项相互匹配，若除选定项外的其他类别项只有一个匹配结果，则系统会

自动弹出。

用户也可以先通过关键词做第一步筛选，以缩小在后面下拉菜单中的选择范

围。输入时期、政权、帝号、帝王名字、年号等关键词（只能为其中的一类，例如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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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纪年换算

帝应该用“汉”或者“武帝”进行筛选，一旦包含多项则无筛选结果，如图43所示）。

点击“筛选”后，下方的各项下拉框将自动跳转至匹配的范围，如图44所示，用户可

根据需要进行第二步筛选。

		图43	 关键词输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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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筛选完成

如果想进行新的查询，之前无论是通过关键词筛选还是直接通过下拉框查询

都可以在关键词为空的前提下点击“筛选”将各项清空，从而进行新的查询。

如果只是想扩大查询范围，即取消个别已选择的项，则可以通过选择下拉框中

的白条（第一个空选项），自下而上清空。例：首先查询了一个特定年号的纪年，如北

宋建隆1年（见图45），又想看看北宋政权下的所有纪年情况，就可以通过选择空选

项（见图46），先清空年号，再清空帝王的方式实现（见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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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选择空选项清空

图45	 北宋建隆1年查询结果



40

放大：放大视图显示尺寸。

缩小：缩小视图显示尺寸。

适合窗口：以适合窗口的尺寸进行显示。

颜色：设置文本和原文图像显示时的颜色配置，包含文字、背景、框线、选中文

字、选中背景、匹配文字、匹配背景七项，系统自带五种配色，用户可自定义。

5.2 分类区

分类显示所有图书，同时显示书签列表、检索历史列表、浏览历史列表。

图47	 北宋政权纪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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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的“+”或双击标题能展开下级

目录。

用鼠标左键点击分类区的项，系统会同

步在工作区显示对应的结果内容，即文本和

原书图像界面同时跳转至该卷的卷首。

执行检索命令之后，如果某卷中有符合

条件的检索项，则该卷名称前的图标会标成

黄色，名称后会显示一个星号(*)，如图48所

示，点击该卷名，文本界面会自动跳转至匹配

项所在位置。

※注意：使用公共账户登录时，在关闭

客户端后，书签、检索历史、浏览历史将被

清空。

	 图48	 检索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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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作区

5.3.1 检索结果

执行检索命令，如点击功能区的“全部图书”、“书目检索”、“全文检索”等检

索命令后，在该界面显示所有符合检索条件的匹配项。

如图49所示，红色显示的文字即为匹配项，绿色显示的文字为匹配项所在书目

图49	 检索结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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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书目分类，蓝色显示的文字为匹配项所在卷次及卷标题，鼠标点击蓝色文字，可以

链接到指定的文本内容，并在文本界面显示。

5.3.2 文本

该界面显示所有的文本内容。

如果执行了检索操作，则所有符合检索条件的选项都会以彩色背景显示，如

图50。

图50	 检索选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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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文字左侧有一个绿色小矩形图标，如图51所示最右侧一列“史记卷一”中

“史”字旁边的小图标，此图标为原文图像链接，也表示换页，点击此图标，可以跳

转到该页文本对应的原文图像界面并显示原文图像。

点击文本中的注号，如〔一〕，将自动跳转至该注号对应的注文，点击注文中的

注号则可跳转回正文。

通过滚动鼠标滚轮，或者拖动滚动条，可以执行翻页操作，鼠标往下滚是往左

翻，往上滚是往右翻。

图51	 原文图像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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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界面的文字上点击右键，会弹出右键菜单，如图52所示，可执行命令包

括：检索、 、引用 、联机字典、添加 。

图52	 右键菜单

选中文字，执行“检索”命令，会弹出“全文检索”对话框，设置检索条件，可以

在全文范围内检索所选的文字。

选中文字，执行“ ”命令，可以把所选文字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可以粘贴到

其他文档中，也可以通过ctrl-c和ctrl-v来实现复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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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文字，执行“引用”命令，可以把所选文字及所选文字的出处复制到剪贴

板，然后可以粘贴到其他文档中，即自动生成引用格式。

选中单个文字，执行“联机字典”命令，会弹出如图41所示的对话框，点击“查

询”按钮，可以在联机字典内查询所选字符的相关信息。

在文本界面任意位置执行“添加 ”命令，会弹出如图53所示的对话框，在空

白区录入笺注，点击确定即可成功添加书签，左边分类区中的书签栏也将同步添加

该书签内容及该书签所在书目章节位置。添加书签之后，在文字旁边将显示书签图

标 ，点击此图标可以随时修改书签内容，同时也可以在此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删

除书签。

※注意：使用公共账户登录时，在关闭

客户端后，书签将被清空。

图5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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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原书图像

在文本页面点击文字旁边的图标 时，将在原书图像页面显示当前文本对应

的原书图像，如图54所示。

在原书图像页面，可以通过点击下方的 进行翻页，在原书图像界面翻

页与在文本界面翻页一样，两者不会同步。

检索结果、文本、原书图像三个标签可以随时切换。

图54	 原书图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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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

窗口右上方提供了 三个按钮，分别对应帮助信息、最小化和关闭，用

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点开帮助信息进行相关查询，同时书目检索、全文

检索、联机字典等小窗口处也提供了帮助信息，用户可随时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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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工具

	

图55	 管理工具登录界面

管理工具的登录界面如图55所示，输入合法的用户名及其对应的密码，点击

“登录”按钮，即可登录管理工具。

普通用户（如zhangsan）登录后，界面如56所示。选中账号后，用户可以进行修

改密码的操作（见6.4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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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账户登录之后，界面如图57所示。系统安装后默认的管理员账户为sa，

无密码。建议在安装后尽快登录管理工具设置密码。在管理工具工作界面点击右

键，弹出如图58所示的右键菜单。

管理员通过管理工具，可以对用户进行管理，包括：新增账号，删除账号，修改

账号，修改密码。

图56	 普通用户工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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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管理员账户工作界面

图58	 管理工具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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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新增账号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执行右键菜单的“新增账号”命令，或者点击工具条的

“新增账号”按钮，弹出如图59所示的“新增账号”对话框，输入新增账号的账号

名、密码、最大用户数，并选择用户类型，点击“确定”即完成新增账号操作。

帐号名：登录客户端时的登录名称，在管理工具中显示，如图58第一列的“帐号

（ID）”所示。其中ID是系统为账号自动分配的一个唯一编号。

密码：用户登录时的密码。

确认密码：为了确保密码正确无误，在此框中重复输入密码。

最大用户数：该账号能同时登录多少个客户端。

帐号类型：账号类型不同，权限不同。包括三种类型：普通用户，公共用户，系

统管理员。

1.	普通用户：具有使用阅读器的权限。

2.	公共用户：具有使用阅读器的权限，和普通用户的区别是，公共用户可以指

定最大用户数，同一个用户名可以同时登录多个客户端。

※注意：使用公共账户登录时，无法保留书签、检索历史、浏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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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管理员：具有最高权限，可以登录管理工具对用户执行编辑操作（包括

图59	 新增账号

新增账号、修改密码、删除账号、修改账号），也具有使用阅读器的所有权限。

6.2 删除账号

选中账号，点击工具条的“删除帐号”命令按钮，或者在用户上点击右键，执行

右键菜单的“删除帐号”命令，弹出确认删除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成功删除所

选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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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修改账号

6.3 修改账号

该命令用于修改公共用户的最大用户数。

选中需要修改的公共用户，点击工具条的“修改帐号”命令按钮，或者在用户上

点击右键，执行右键菜单的“修改帐号”命令，弹出如图60所示的“修改帐号”对话

框，输入最大用户数，点击“确定”，即完成修改账号操作。

6.4 修改密码

选中账号，点击工具条的“修改密码”命令按钮，或者在用户上点击右键，执行

右键菜单的“修改密码”命令，弹出如图61所示的“修改密码”对话框，输入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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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修改密码

并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点击“确定”，即可完成修改密码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