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欢迎使用随身书屋(Right Book) 随身书屋支持常见的 txt, pdb, htm等文件格式 并可以

通过安装插件的方式支持其它的图书文件格式 为您提供舒适方便的阅读体验  
 
本联机帮助将提供给您以下信息  
 
l 启动随身书屋  
l 使用图书文档列表  
l 阅读图书  
l 书签和批注  
l 使用设置  
 
 

一 启动随身书屋 

软件正确安装后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随身书屋 项目 即可进入随身书屋的启动画面 

在启动画面 您可以进行以下的选择  
 
l 选择 最近读过的书  将显示您最近读过的图书列表   
l 选择 查看我的书目  将显示存放在 我的文档 下的图书文件和下层文件夹   
l 选择 阅读使用说明  将看到本联机帮助   
 
图书列表的详细使用方法见第二部分 使用图书文档列表 
 

二 使用图书文档列表 

2.1 选择列表的显示内容和排序方式 
 

在文档列表中 屏幕左上的下拉框显示的是目前列出的项目的类别 或所在的文件夹 

此下拉框提供的选择有  
 
l  最近读过的书  显示您最近读过的图书列表 按阅读的时间由最近到最远排序   
l  列出全部文件  将搜索列出在"\My Documents"文件夹和下级文件夹的所有文件   
l  我的文档  显示 "\My Documents" 文件夹的可阅读的文档 以及下级的文件夹   
l 下拉框中还会显示 "\My Documents" 文件夹之下一级的文件夹名称 点击进入下级的

文件夹列表   
 



当显示下级子文件夹时 选择 向上一级 按钮 将显示当前文件夹的上级文件夹的图

书列表  
 

选择 刷新 按钮 将对当前的列表进行刷新 当您增加或删除文档后 请点击此按钮  
 

屏幕右上角显示当前列表使用的排序方式 点击后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按文档名称 

类型 大小或日期对列表进行排序  
为了使用方便 机内的书应存储在"\My Documents"文件夹或下级的文件夹下 存储卡

上的书可以存放在任何位置  
 
2.2 使用列表 
 

图书列表列出选中的类别或文件夹的所有文档 屏幕右下方显示列表的当前页码/总页
数 您可以点击在页码的两边的箭头进行翻页 或使用上下 左右按钮进行翻页  
 

点击列表中的文档名将打开对应的图书文档 在文档名上按下笔针并停留 将弹出一个

菜单 可选择打开选中的文档 或将其删除  
点击列表中的文件夹名将打开对应的文件夹并列出其中可阅读的文档  

 
如果在机器中插入了存储卡 将混合列出主内存和存储卡上的在同一类别或同名的文件

夹中的文档 如果列出的文件是在存储卡上 文件左边显示的图标会附加一个集成块的标记  
 如果您已经打开了某个图书 然后再进入图书列表 则屏幕下方会出现一个 返回 按

钮 点击返回正在阅读的书  

三 阅读图书 

文档打开后将自动翻页到您最后一次阅读此书时的位置 如果是第一次阅读此书 则翻

到第一页  
 

在阅读图书时 屏幕下方有以下的工具按钮供选择  
l 列出书目 返回图书列表  
l 全屏显示 进入或退出全屏显示状态 在图书显示区域内双击笔针 或按下动作按钮 

也可以切换全屏/正常显示状态   
l 设置 显示设置对话框 见 使用设置   
l 查找 点击后将出现查找对话框 输入需要查找的字串后 您可以选择查找第一个出现

的位置 或当前位置之后的一个出现位置 点击对话框的 关闭 按钮 直接退出此对

话框   
l 书签和批注 列出您在当前图书上标记的所有书签和批注   
l 屏幕右下方显示图书的当前页码 您可以点击在页码的两边的箭头进行翻页 或使用上

下 左右按钮进行翻页 点击页码 将弹出页码对话框 显示总页数 用户可以输入需

要跳转的页码 或拖动进度条到需要的位置 选择 跳转 按钮 翻到指定的页  
 
  
 



 
在图书显示区域拖动笔针选定文字后 将弹出一个菜单 您可以  

l 选择 拷贝文字  将选中的文字复制到剪贴板里   
l 选择 查找...  查找选中的文字   
 

四 书签和批注 

4.1 增加书签或批注 
 

在图书显示区域拖动笔针选定文字后弹出菜单 允许如下的选择  
 书签  软件将显示 8种颜色的书签供您选择 标记选中的文字中第一字的位置为对

应颜色的书签 如果选择的书签颜色已经存在 则此颜色的书签将更新位置 书签将显示在

屏幕右方 如果某个书签对应的书页是当前页 则此书签显示的宽度是正常宽度的一半   
 加亮  将显示 4种标注颜色供你选择 选中的文字将用指定的颜色加亮 类似于通常使

用的记号笔的效果 注意在深色的背景下加亮效果可能会不明显 选择 清除  则清除选

中的文字上的加亮效果   
 批注  在选中的文字中第一字的位置增加一个空的批注 然后弹出批注编辑对话框 

您可以编辑批注后选择 确定  或点击 取消 放弃编辑 或点击 删除 去掉此批注 

加上批注后 一个批注图标将显示在对应的文字的屏幕左方   
 
4.2 操作书签或批注 
 

点击屏幕右方的书签 将跳转到该书签所在的页面 在书签上按下笔针并保持 将弹出

菜单 您可以选择跳转到书签所在的页面 或删除此书签  
点击批注图标 弹出批注编辑对话框并显示批注内容 您可以编辑批注后选择 确定  

或点击 取消 放弃编辑 或点击 删除 去掉此批注 在批注图标上按下笔针并保持 将

弹出菜单 您可以选择打开查看批注内容 或删除此批注  
点击屏幕下方的 书签批注列表 按钮 将列出您在当前图书上标记的所有书签 加亮

和批注 按页码排序 点击此列表中的项目将跳转到对应的页面 在项目上按下笔针并保持 

可以选择跳转到对应的页面 或删除此项 屏幕右下方显示列表的当前页码/总页数 您可

以点击在页码的两边的箭头进行翻页 或使用上下 左右按钮进行翻页 点击屏幕左下方的

 返回 按钮 返回正在阅读的图书  
 

五 使用设置 

在图书阅读界面 点击屏幕下方的 设置 按钮 显示设置对话框 设置对话框分为两

页  
 
l  显示  用于定义显示的字体 字号 前景色 背景色 是否使用 ClearType 等 注

意某些型号的 Pocket PC 不支持 ClearType   而且 ClearType 用于中文字体的效果不
如西文字体好 改变设置后 可以将当前的设置保存为一个配色方案 当 配色方案 



的下拉框里显示 自定义 时 点击 添加方案 命名并保存一个新的方案 用下拉框

选择一个已有的方案后 可以点击 删除方案 按钮删除当前方案   
 
l  当前文件  用于设定只与当前阅读的文件有关的选项 您可以在此更改文件的中文

编码方式 如果在打开文件后看见大量乱码 可能是自动识别的编码出现错误 请在此

进行具体的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