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abi Reader 使用说明 

 

一、注册图书馆 

请进入要借阅电子书的数字图书馆，在首次使用时点击“在图书馆注册”进行注册。  

二、启动一本书 

1、将图书或文件添加到藏书阁内： 

Apabi Reader 可以阅读 CEB、PDF、HTML、TXT 或 XEB 格式的文件。目前可以借阅 CEB、

XEB 等格式的文件。在藏书阁中，单击“添加新书”按钮，选择相应书籍，点击“打开”。完

成图书添加。或在资源管理器中选定书籍，用键盘键“Ctrl+C”拷贝，“Ctrl+V”粘贴到藏书阁

里。 

更简便的操作是将选定的书直接拖到藏书阁。 

2、打开一本书： 

在藏书阁中，双击要阅读的书籍，即可打开此书。 

或在资源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此书，在菜单中选择“用 Apabi Reader 阅读”。 

3、显示图书目录： 

点击键盘“C”键，或者把鼠标移到没有工具栏一侧的上端时，可弹出本书的目录窗口。 

三、版面操作 

版面操作包括翻页、放缩、全页翻/半页翻、书签、旋转、撤消与恢复等功能。 

在阅读中，点击工具条左上角的图钉标志，可隐藏此工具条；并可根据个人习惯，在页面左

右边界挪动。下次启动 Reader 时会记住上次关闭时的状态。 

点击界面上的按钮可完成相关操作，或者使用快捷键来实现（请参看附录二“快捷方式一览

表”）。 

1、放大与缩小： 

在阅读中，点击“放大”或“缩小”按钮，鼠标变为放大镜形状，即可进行放缩操作。当光

标变为空心，表明已经放大到最大，或缩小到最小。再单击“放大”或“缩小”按钮，放大

或缩小操作完成。 

随意放缩：选中“放大”或“缩小”按钮，按住鼠标左键在页面上划出放大或缩小的区域，

随所划区域的大小，放大或缩小到一定的尺寸。 

2、翻页： 

（1）前翻/后翻： 

把鼠标移到页面的边缘（左右边都可），待鼠标变成书的形状，单击左键实现后翻，单击右

键实现前翻。或者直接点击“向前翻页”和“向后翻页”按钮。 

（2）翻到首/末页、最近打开页： 

单击藏书阁中的书，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最近打开、首/末页打开”。也可以用 Home/End 键

来实现翻到首/末页。 

（3）全/半页翻的切换： 

单击“全页翻/半页翻”按钮即可进行切换。 

注：使用按钮切换到半页翻，阅读窗口自动变为最大化；快捷键全/半页翻切换不能改变阅

读窗口的大小。 

（4）跳转到所需页面： 

将鼠标放在界面最下端页面选择区，左右移动鼠标，“换至第几页”位置上的页码将随之变



化。到达适当位置，单击即可跳入。或者按“J”键，在弹出的跳转对话框中，输入页码号，

点击“翻到”。 

注：页面跳转只支持 CEB 和 PDF 两种格式；输入的页码号和“换至第几页”的页码数是一

致的。 

3、移动页面： 

在阅读中按住鼠标右键随意拖动，可实现页面的移动。 

4、书签的操作： 

点击“书签”按钮，选择“添加书签”。您可以选择“显示/隐藏书签”，也可以“删除书

签”。或者在“标注”菜单中进行“书签”操作。 

5、旋转、撤消与恢复操作： 

点击“菜单→旋转窗口”，可将页面选择 90 度；再点击一次，页面恢复。此项功能方便阅

读某些表格，也可以使笔记本电脑用户随意选择阅读角度。 

选择“菜单”中的“撤消”或“恢复”，可回到上一个窗口。 

注：阅读中按 F1 键可弹出快速帮助。 

四、标注功能 

按下鼠标左键选中文字，松开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可实现划线、批注、查找、书签、

加亮、圈注、拷贝文字这几个功能。 

取消标注的步骤与添加相同，定义后即可弹出取消项的菜单。 

1、批注功能： 

添加批注：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批注”，打开“批注信息”框添加内容，点击“保存”确定，

完成后文中会有黄色批注标记出现。 

修改、取消批注：双击所做的黄色标记，弹出“批注信息”框。如修改，改动后点击“确定”；

如取消，点击“删除”。 

2、查找功能： 

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查找”，或使用快捷键 Ctrl+F键，或者点击“菜单→查找”，都可以

进入查找对话框。输入要查找的内容，点击“查找下一个”，即可看到标有黑色标记的查找

到的文字。继续查找则继续点击“查找下一个”。 

3、拷贝文字功能： 

选中需拷贝的文字，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拷贝文字”；打 开要 写入的文 档或程序 ，选择 

好位置， 按“Ctrl+V”粘贴即可。每次拷贝不能超过 200 个汉字。 

注：标注功能只对 CEB、PDF 格式的文件有效，对 TXT、HTML 格式的文件无效。XEB 格式

的文件不可以圈注。 

五、翻译功能 

先启动翻译软件，再打开 Apabi Reader，将鼠标放在需要翻译的地方，翻译软件中的即指

即译功能即可进行翻译。 

注：请在计算机中预先安装好翻译软件。如有些字词的翻译没有显示，是因为这些字被下载，

编码已丢失。 

六、备份与恢复备份 

1、备份： 

点击“菜单→备份”，弹出“备份证书文件”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填写文件名后，点击

“保存”，生成的.bak 文件将保存到此路径下。 

2、恢复备份： 



如果下载图书不能正常阅读，请选择菜单中的“恢复备份”，打开“恢复备份的证书文件”

对话框，选择您所备份的.bak 文件名，点击“打开”后即可将证书文件自动恢复。 

七、打印功能 

在阅读中，单击“菜单→打印”，进入打印对话框。可以打印未加密的 CEB、PDF 格式的文

件。如果是已加密的文件，“打印”命令会变灰，表明该文件不可打印。 

八、图书类别操作 

1、显示各类书目： 

点击藏书阁界面上端的“XXX（注册名）的书架”，可显示未分类的全部书目。点击界面右

侧的两个按钮，分别表示藏书阁中的图书图标显示和列表显示。 

在藏书阁中，点击“图书分类”按钮，选择“类别导航”（见左下图），选择指定的图书类

别，点击“确定”，可显示该类别的书籍。在藏书阁中，单击某一类别时，显示该类别的书，

双击某一类别显示子类。 

 

图书分类之类别导航 

 

图书分类之新建类别 

2、新建图书类别： 

在“图书分类”菜单中选择“新建类别”（见右上图），在“名称”处填入类别，点击“添

加”按钮，再点击“确定”。或右键点击已建立的类别，在菜单中选择“新建”，直接输入

类别名，并按“添加”。 

3、图书分类及删除： 

选中藏书阁中需要归类的书目，在“图书分类”菜单中选择“图书分类”（见下图），移动

书目至相应类别可完成图书分类；或直接把书拖动到已建立的分类中；也可以在右键菜单中

选择“图书分类”。 



 

图书分类 

在藏书阁中，用右键单击要删除的类别名，选择“删除”，此类别中的书目可自动保存在藏

书阁的未分类中，或被彻底删除。 

4、类别名称的重命名 

在藏书阁中，右键单击类别名称，在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可以重新命名该类别名称。 

九、图书管理 

1、图书查询： 

当藏书阁的书目较多时，可使用搜索功能查找书目。按全部图书、显示名、作者、出版社、

书名或书号进行搜索，并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 

同时还显示藏书阁显示类别下的书目数量，以及当前所在的页数位置。单击藏书阁的页码号，

直接输入要翻到的页码号，按回车键确认，可直接翻到该页藏书阁。 

2、删除图书： 

选定要删除的书，按“Delete”键；或者右键选中该书，在菜单中选择“删除图书”。 

 注：（1）、在图书馆借的图书过期时，藏书阁中的封面图片将改变以提示。可选择“菜单

→删除过期书”来删除。 

（2）、如果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借阅的图书，在 Apabi Reader 启动时，会自动检查是否过

期。如果过期会删除。 

3、查看书目相关信息及更改书名： 

在藏书阁中选中该书，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图书信息”，可以查看书目的相关信息。 

在“显示名”处修改可更改书名。 

4、借阅信息： 

在图书馆中借的未到期的书，右键菜单中可选择“借阅信息”，可以查看书目的借阅信息。

点击右键菜单中的“归还此书”和“续借此书”可以主动还书和续借。 

十、书店操作 

单击“书店”按钮，进入书店界面。包括“eBook 体验（免费）”、“eBook 书店”、“eBook 

出版社专卖店”、“eBook 其他网站”等链接。 



在“eBook 其他网站”中单击右键弹出菜单，选择“添加、删除或修改”，输入名称和网址，

完成网站添加。双击可进入该网站。 

十一、环境设置与帮助 

点击“菜单→设置环境”，“选项列表”分为基本设置、字体设置、图书馆和阅读页面背景。 

1、基本设置： 

在“路径设置”中，键入路径名称或点击右侧的文件夹选择路径，指定下载的 CEB 文件放

置的位置。 

在“阅读设置”中，选择“设置半页标志”，则 Apabi Reader 在半页翻状态中显示出蓝色

标志线。缺省采用“平滑字体”，文字显示清晰无矩齿。 

在“文件设置”中，选择“使用网络文件”，可在线阅读比较大的 CEB 文件（支持 HTTP 和 

FTP 协议）。可设定网络文件的最小尺寸(若文件小于该尺寸，则不采用网络文件方式；且

最小尺寸设置一定是整数)。 

在“打印设置”中，选择“按实际尺寸打印”，则按页面的实际版心尺寸打印，否则将撑满

打印纸张的页面。 

在“窗口设置”中，选择“动画显示窗口”，信息窗弹出为动画状态。 

全部设置完成，点击“确定”。 

2、字体设置 

如果阅读器找不到对应的字体，将使用缺省字体代替。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简体和繁体

文字的缺省字体。简体文字的缺省字体为宋体，繁体文字的缺省字体为 MingLiu。 

3、图书馆： 

显示图书馆名和网址，以及是否注册。 

4、阅读页面背景： 

您可以在选项中进行选择，也可以点击色块部分，在出现的“颜色”对话框中，根据需要进

行改变。但是如果图书原本设有底色，则此操作不起作用。 

5、帮助的使用： 

点击“菜单→帮助”，系统将调出本说明书，对使用中的疑难之处进行指导。 

常见问题解答 

 

问：藏书阁中的“图书下载列表”有什么用？ 

答：这个列表支持在读书的同时下载图书。您可以随时停止正在下载的任务，或者启动其他

任务；可以对下载任务进行排序，或者删除一些不能下载的任务。在下载列表中有下载信息

显示下载的情况。 

⑴从网页点击下载的图书后，Apabi Reader 启动并且弹出此下载列表框。 

⑵每次启动 Apabi Reader 时，自动检测未下载的书籍，将其加入下载列表。 

⑶新下载的图书自动加入我的书架；未下载的书不加入藏书阁。直接点击藏书阁中的“图书

下载列表”按钮，可启动下载列表。 

⑷下载列表中的“设置”，可以设置 HTTP 代理服务器及是否替换已经下载的文件等。 

问：在借阅下载过程中发生困难，怎么办？ 

答：1、如果在借阅下载过程中报错“你的文件已经被破坏，请参照说明书恢复文件”，请

注意以下几点： 



⑴请使用从图书馆下载的 Apabi Reader。 

⑵第一次使用 Apabi  Reader 时一定要在图书馆进行注册。 

⑶如果您是通过拨号上网，或者已经登录到带有域的网络，并且 IE 的代理设置已经设好，

则不需要在 Reader 中设置代理服务器；否则需要设置代理：在 Apabi  Reader 藏书阁中，

点击“图书下载列表”按钮，在“设置”中设置代理服务器。如果是域账号，用户名应该是：

domain name\user name 的形式。 

⑷如果您的代理服务器不是通过账号和密码，而是通过 IP 等其他方式来限制，则用户名和

密码可以为空，最长不超过 128 个字符。代理设置成功后，点击“图书下载列表”中的“启

动任务”可以下载已购买的图书。 

2、遇到网络中断，未完成下载过程，请在“图书下载列表”中，选中未正常下载的书，点

击“启动任务”，继续下载。 

3、报错“证书文件没有下载下来,网络可能有问题”，请执行以上所述的步骤⑶。或者与您

的网络限制有关，则请拨号上网进行下载。 

在下载过程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apabisupport@founder.com.cn。 

问：为什么以前版本的 Apabi Reader升级到新版本后，原来做的标注不能用了？ 

答：由于临时文件名有了变化，所以在以前版本中所做的标注，在新版本中要重新生成。 

问：在藏书阁中将下载图书删除，如何恢复？ 

答：在藏书阁中点击“添加新书”图标，选到设备环境中设定的拷贝路径（默认为 Apabi 

Reader 目录下的 CEB 子目录），选中所删除图书对应的 CEB文件，将书重新加入藏书阁

即可。 

问：机器的硬件（如系统硬盘和 CPU）发生变化后，如何继续使用原来的用户名？ 

答：请重新安装 Apabi Reader，并与该图书馆的管理员联系，管理员在后台操作后，您将

可以再次使用原来的用户名重新注册。 

问：在 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下，以不同用户名登录怎样才能相互阅读下载的电子书？ 

答：在 Apabi Reader注册时，使用相同的用户名登录，即可相互阅读下载的电子书。 

问：更改了系统时间后，借阅信息有变化了怎么办？ 

答：建议不要轻易更改系统时间，以免出现校验错误。如果不慎更改了系统时间，请改回正

确时间，再启动、关闭 Apabi Reader，连续重复几次后可能会解决问题。 

问：为什么启动 Reader，会立刻关闭？ 

答：请查看计算机内是否启动了“NuMega Softice”这类的跟踪软件，若有请关闭，即可正

常使用 Reader。 

问：在甲机器上下载的 eBook，如何在乙机器上阅读？ 

答：请把甲机器的 Apabi Reader 目录下的 CEB文件拷贝到乙机器的 Apabi Reader 目录

下的 CEB 目录，然后到购书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 CEV 文件即可。也可以直接到下载中心下

载付过费的书。 

mailto:apabisupport@founder.com.cn


问：每本书付费一次，有几次免费下载机会？（适用于在网站购书） 

答：为了保护电子书的知识版权和正版用户的权益，付费后同一台机器（指机器的硬件没有

变化）可以无限制下载，并且最多可以下载到四台不同的机器上。 

Apabi Reader 快捷方式一览表 

功能 快捷方式 

字体最大化 “8*”，小键盘“*” 

字体最小化 “/?”，小键盘“/” 

放大字体 
“=+”，小键盘+Ctrl+鼠标左键，Shift+鼠标

左键 

缩小字体 “-_”，小键盘“-” 

到达指定页面 J 

翻页方式切换 （半页翻）H，（全页翻）O 

从阅读页面转到藏书阁/

书店 
L / B 

Undo/Redo Ctrl+Z / Ctrl+Y 

翻到最后一页 End、小键盘“1” 

翻到第一页 Home、小键盘“7” 

返回到上次阅读页面 BACKSPACE 

往前/后翻页 Page Up / Down 

移动页面 ←↑→↓方向键 

查找/查找下一个 Ctrl+F/F3 或 F 

显示目录 C 

显示快速帮助 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