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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山词霸使用说明 

2.1 界面说明 

金山词霸的查词典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整个界面分为输入框 控制条 目录框 显示框 命令条五个部分 
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输入框 在输入框里输入所需要翻译或解释的单词 查过的单词将被记录在内 
控制条 含有辅助查询用的常用控制按钮 
 包含 查看详细解释   回退   上一词   下一词 四个按钮 
目录框 设有两个目录 即向导和附录 
显示框 显示词典查询结果  
命令条 包括菜单和快捷按钮 
 菜单包含功能菜单和帮助菜单 
 快捷按钮包含  回到应用程序  加入生词本  设置  关于 四个按钮 
取词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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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按钮可以复制该单词的解释  
第二个按钮用于选择将单词加入生词本 
最右边的按钮用于关闭取词窗口 
 

2.2 功能简介 

金山词霸 for Pocket PC 1.2版包含以下功能  
l 查看单词解释 
l 含附录和分类词表的查询 
l 支持在一定条件下的屏幕取词 
l 支持额外安装现代英汉词典和最多同时安装 4个专业词典 
l 可将不熟悉的单词加入生词本以便随时复习 
 

2.3 安装金山词霸 

运行光盘上的 setup.exe以安装金山词霸 安装结束后 您可以通过点击您的 Pocket PC设备 开

始 菜单上的 金山词霸 项运行金山词霸  

2.4 查词典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查看所需单词的解释  
Ø 在输入框中输入要查询的的单词 显示框中会随着用户的输入显示查到的最接近的单词解释  
Ø 如果 显示详细解释 按钮 控制条中的第一个按钮 可用 点击该按钮则查询现代英汉词典或

已安装的专业词典 这些词典在查不到对应解释的时候不会显示内容  
Ø 解释中有些词汇带有下划线 在这样的词汇上单击会自动查询其解释  
Ø 解释中的正文可以通过双击来查询其解释  
Ø 点击 回退 按钮 控制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可以再次查看刚刚查询过的单词 
Ø 可以使用 上一词   下一词 按钮 控制条中的第三 四个按钮 来查询和当前单词相邻的其

它单词  
如果需要将解释复制到剪切板 请用笔在显示区中选取要复制的解释 之后用笔在显示区持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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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时间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复制 即可  
 

2.5 查看附录 

金山词霸 for Pocket PC 1.2版含有附录和分类词表 如果希望查看附录和分类词表 首先要将输

入框中的内容清空 此时目录区中会显示附录和分类词表的树状结构图 用户可以在该树状图中单击

感兴趣部分的标题 显示区中将显示该标题下的内容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树状图中标题前面的图标来展开或折叠指定的分支  

 

2.6 屏幕取词 

屏幕取词是 1.2版的新增功能 用户可以设置 Pocket PC设备的某个 应用程序快捷键 做为取

词热键   
注意 如果您的 Pocket PC没有可用于取词的 应用程序快捷键  金山词霸将自动屏蔽和取词有

关的所有选项  
屏幕取词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确认金山词霸已经在运行 且在 设置 选项中设置了相应的取词热键 
2) 在要取词的窗口中用笔选取希望查看解释的文本  
3) 按下取词热键  
取词时显示解释的方式分为使用弹出窗口和切换回主界面两种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指定这两

种方式  
l 使用弹出窗口 按下取词热键后 在屏幕中央弹出解释窗口 可点击其右上角的关闭按钮或

再次按下取词热键使其关闭  
l 切换回主界面 按下取词热键后 自动切换回查词主界面并显示单词的详细解释 可以通过

单击命令条中的 回到应用程序 按钮返回取词时的应用程序  
注 取词功能只在能复制内容到剪切版的文本区域内有效  
 

2.7 使用详细解释向导 

当安装有现代英汉词典或专业词典等附加词典时  查看详细解释 按钮将变为可用状态 点击

该按钮可以查看要查询的词语在所有已经安装的词典中的解释 此时左侧的目录栏会出现词典向导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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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目录栏中的词典标题将跳转到相应词典的解释  

2.8 命令条按钮简介 

“ ” "重新打开词典"按钮 点击此按钮重新打开所有的附加词典  
“ ” "回到应用程序"按钮 点击此按钮返回取词时的应用程序 当您的设备没有“应用程序运行键”
可用于取词时 金山词霸将自动隐藏该项  
“ ” “加入生词本”按钮 点击此按钮将当前查询的英文单词添加到生词本中  
“ ” “设置”按钮 用来进行和取词相关的一些设置 当您的设备没有“应用程序运行键”可用于取词
时 金山词霸将自动隐藏该项  

2.9 附加词典的安装 

运行光盘上的 dicsetup.exe程序进行附加词典的安装 您可以在安装向导中选择您需要的词典  
附加词典包括现代英汉词典和不同的专业词典 每一部词典的安装和卸载都可以是独立的 最多

只能同时支持 4 个专业词典 安装/卸载附加词典后 请点击命令条中的 重新打开词典 更新词霸

当前使用的附加词典 
安装向导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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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生词本 

2.10.1 单词加入生词本 

在查词界面点击控制条上的 加入生词本 按钮或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加入生词本按钮 会将当前

查询的英文单词添加到生词本中  

2.10.2 打开生词本 

点击 功能 菜单中的 打开生词本 项将开启生词本程序  

2.10.3 使用生词本 

请参考金山生词本使用说明 
 

2.11 设置 

点击命令条中的 设置 按钮将进入设置窗口 如果您的 Pocket PC设备没有相应的应用程序运
行键可用于取词 金山词霸将自动屏蔽设置选项  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设置包含以下几部分  

1) 取词热键的设置  
可以选择某个 应用程序运行键 作为取词热键或禁用取词功能  

2) 查看取词解释的方式设置 
包含 弹出窗口 和 切换到主界面 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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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卸载金山词霸 

用户可以通过 Pocket PC设备的 开始->设置->系统->删除程序 卸载金山词霸及其附加词典  

3 金山生词本使用说明 

3.1 界面说明 

 

3.2 功能介绍 

生词本含有浏览 测验 导入 设置等功能 你可以通过底部命令条上的按钮使用这些功能 
“ ” 浏览 浏览生词本中的单词  
“ ” 测验 对生词进行选择题测验 测验时无法使用导入功能  
“ ” 导入 将 PC版词霸 2002的生词本记录导入本生词本  
“ ” 设置 用来设置浏览和测验时用到的一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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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 弹出含有生词本的版本信息的窗口  

3.3 安装金山生词本 

金山生词本是金山词霸的一个附件 您安装好金山词霸的同时也完成了对金山生词本的安装  

3.4 浏览生词 

1  浏览单词 在单词列表中列出单词 陌生度 加入日期  
2  浏览解释 在解释窗口中列出单词 音标 词性 解释  
3  排序 按单词 陌生度 加入日期排序  
4  删除当前单词 删除当前选中的单词  
5  删除所有单词 删除列表中所有的单词  

   
说明 有几种特殊情况 

1  当文件中的单词数目小于设置中设置的浏览的单词数 显示的单词总数与文件 
的单词数目相同  文件中的单词数是去重复和去掉找不到解释的单词后的数 
目  

 2 按设置的条件没有找到单词时 单词列表和显示窗口都为空  
操作  
Ø 默认设置 单词数 50 加入日期  全部 陌生度 >=0 
Ø 当程序启动后 默认浏览功能 默认选中第一个单词及解释 默认按照单词排序 可以用手

写笔选中不同的单词 浏览其解释  
Ø 用手写笔单击列表的标题栏 按单词 陌生度或加入日期排序  
Ø 在列表中保持手写笔按下一段时间 弹出菜单 选择其中一项 删除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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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测验生词 

1. 随机出题 随机提取浏览列表中的单词进行测验  
2. 按陌生度出题 对浏览列表中的单词按陌生度排序 进行测验  
3. 英汉测验 题目是英文 选项是中文解释  
4. 汉英测验 题目是中文 选项是英文  
5. 重新开始 可以重新出题再测验  
6. 交卷 在做题当中可以提前交卷  

   
7. 计算测验结果 交卷后显示测验结果 总共做了多少题目 完成多少题目 正确有多少 错

误有多少  
8. 上一题 下一题 交卷后 可以用上一题和下一题来浏览测验结果 正确的选项前面显示正

确图标 做过的题目前面显示已做图标 如果本题正确 只显示正确图标  
 
说明 1. 当浏览的单词数目小于设置的测验题数时 测验的题数等于浏览的单词数 
   2 当浏览的单词数小于五个时 无法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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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Ø 测验设置默认值 单词来源 随机 测验类型 英汉 测验题数 5 
Ø 单击测验按钮进入测验窗口 最上方的标题条显示当前题数和总共的测验题数  
Ø 每页显示一道题 以选择题方式显示 第一行是英文单词或中文解释 4个选项是中文 解
释或英文单词  

Ø 做题方式 用手写笔点击某一选项 选项前会出现选中图标 然后自动翻到下一个题目  
Ø 在这其中可以单击 重新开始 或 交卷 按钮作相应的操作  
Ø  重新开始 是进行一次新测验 此时不会出现 上一题 和 下一题 按钮  
Ø  交卷 可以看测验结果 交卷后 如果题目做错 错误选项前是选中图标 正确选项前会

显示正确图标 并出现 上一题 和 下一题 按钮  
 

 

3.6 导入生词 

点击导入按钮 弹出文件打开对话框 选中将要导入的文件 PC 上词霸生词本导出文件或本机
生词本记录文件的备份  导入结果中去除重复的单词和词典中找不到解释的单词 导入后将重新刷

新浏览中的单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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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设置生词本 

 
1  浏览设置 
单词总数设置 50 100 150 200四个选项可选  
加入日期设置 今天 三日内 一周内 全部四个选项可选 
陌生度设置 分两部份 

 1  大于等于 等于 小于等于 
 2  陌生度的值 范围 0 7 

2  测验设置 
单词来源设置 随机和按陌生度两种选项 控制出题 
测验类型设置 汉英和英汉两种选项 控制出题类型 
测验的题目数 1 200 

3  确定 
确定后 如果前一个操作是 浏览  将刷新列表 按设置的条件重新显示单词列表 如果前

一个操作是 测验  先判断单词数目是否小于五 如果小于五 将提示无法测验 反之按条件

正常测验 并将设置的值保存到注册表中  
4  取消 
设置的值无效 保持以前的设置状态  

 

4 参考文档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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