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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CALIS客户端软件安装、运行、卸载、更新 
系统界面介绍 
主要功能及操作 
联机编目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到CALIS联机编目中心主页下载最新版的客户端安装
程序，下载地址：
http://lhml.calis.edu.cn/CALIS/lhml/client/download.htm 

http://lhml.calis.edu.cn/CALIS/lhml/client/download.htm�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保存安装程序的文件夹，例如保存
到“桌面” ： 

 



安装客户端软件 

下载保存后的文件名是： 
    Bmfor2000-RUSunicode337ALL.EXE 
运行这个文件 
按照如下步骤安装： 



出现欢迎窗口，点击下一步： 



选择“成员馆用户”，然后点击下一步：  



输入学校机构简称和机构代码，机构简称是CALIS分
配给成员馆的英文代码（大写），机构代码是CALIS
分配的6位数字代码，然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安装到哪个目录下，默认是安装到C盘的
Program Files文件夹下面，一般不需更改，直接点击
下一步： 



选择要安装的数据源库，不同的成员馆要选择CALIS
分配的相应的服务器，然后点击下一步： 



输入创建到桌面上的快捷图标的名称，默认是
“Z39.50客户端”，一般不需修改，直接点击下一步： 



准备安装，点击下一步： 



提示用户是否添加信息到注册表，一定要选择“是”，
方能正确安装和使用。如有杀毒软件或360安全软件
提示信息也需要选择允许安装。 



注册表添加成功，点击“确定” 



安装成功 



注册表添加成功后，再确认，完
成安装。在电脑桌面上会生成
“Z39.50客户端”的快捷方式，
双击即可运行。 



运行客户端软件 

安装完成后，可以从开始菜单栏中单击
“程序”，找到“Z39.50客户端”后，单
击“Z39.50客户端”即可运行，或者双击
桌面上的快捷方式运行。 



设置客户端的兼容性 

如果本机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7，还需要
设置客户端的兼容性。找到桌面上的
Z39.50客户端图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属性”，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兼容性”，勾选
上“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并在下面
的下拉框中选择“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然后“确定”即可，见下图： 





卸载客户端软件 

点击操作系统的开始菜单→程序→Z39.50
客户端→点击“卸载z39.50客户端”，系
统将自动卸载。 

或使用Windows提供的卸载程序功能 



升级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提供在线升级功能，在客户端“选项”中选
择“在线升级”可将客户端更新到最新版本。 



升级客户端软件 



CALIS客户端系统界面介绍 

查找窗体 
    启动系统后首先进入的窗体，所在的窗口上方
有它的主菜单和工具栏。查找窗体内分三个区
域：连接主机和数据库信息区、查询结果显示
区和简单MARC显示区。 



查找窗体 

主菜单 

工具栏 

命中记录显示区 

简单MARC记录显示区 连接的主
机和数据
库信息区 



编目窗体 

编目窗体是进行原始编目和修改书目记录
时打开的窗口，窗口上方有主菜单和工具
栏，窗口主体是书目记录的编辑区域，在
该区域可编辑修改书目记录的各个字段和
子字段。 



编目窗体 



主要功能及操作 

主机和数据库配置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检索书目记录 
下载书目记录 
提交馆藏 
导入导出记录 



主机和数据库配置 

 查询窗体主菜单“选项”下的“主机数据库”命令用于配
置连接的主机和数据库信息。 



主机和数据库配置 
 因为安装客户端的时候选择了连接的数据源服务器，此处
主机和数据库的配置信息已有默认值，例如安装时选择了
“Zserver1[CALIS正式库服务器1]”，弹出的对话框如下，
在主机名称右侧下拉窗口中选择“calis正式库”： 



主机和数据库配置 
 应显示如下配置信息，不同的成员馆的主机URL和端口会不
同，取决于CALIS分配了哪个服务器，其他信息都应相同：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首先设置连接的缺省主机，点击查询窗体主菜单“连
接”——“连接主机”——“选择主机和数据库”或者点
击工具栏按钮    ，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在“CALIS正式库”左侧框中打钩，然后点击
“设为缺省值”：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点击查询窗体主菜单“连接”——“连接主机”——“连
接缺省主机”或者点击工具栏第一个按钮    。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系统开始连接主机和数据库，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CALIS
分配的用户名和口令，然后确认：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在窗体左下方状态条将显示连接状态，如果显示“初始化
成功”表示连接成功可以查询；如果显示“正在连接”或
“连接超时”表示当前还不能查询，需要等待或重新连接。 

已成功登录CALIS正
式库服务器Zserver1 



连接主机和数据库 

为了提高服务器的性能和用户的效率，用
户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进行操作（目前预
置为30分钟），服务器就会自动切断连接。
若需继续进行检索，可直接连接缺省主机。 



检索书目记录 

 在查找窗体主菜单选择“查询”——“新建查询”或直接
点击工具栏查询按钮      弹出查询窗口。 



检索书目记录 
 查询窗体分两部分，左边部分是查询条件，右边是查询命
令，用户确定了查询条件以后，点击查询命令按钮，系统
即开始查询。 



检索书目记录 
返回查询结果： 



检索书目记录 
 题名检索点可选择：题名、正题名、统一题名和丛编题名
（有记忆功能，能够重复上一次的选项值） 



检索书目记录 
 责任者检索点可选择：责任者、个人名称、团体名称和会
议名称，并增加了“规范”选择框。如果勾选“规范”进
行检索，表明是对书目记录中已实现规范控制的标目的相
关检索。本选项有记忆功能，能够重复上一次的选项值。 



下载书目记录 
 单击命中记录表中的任何一条记录可以查看它的简单

MARC记录，用户可以根据显示的主要信息判断这条记录
是否是所需记录，对需要的记录双击鼠标左键，系统会询
问是否下载记录。 



下载书目记录 
 选择“是”即下载完全的MARC字段。详编记录在简单显
示时不显示编码块字段和主题字段，下载之后才可获得该
记录的全部信息。 



添加馆藏 

添加馆藏920字段 
如果用户在安装此客户端软件时，正确输入了
学校机构的英文代码和数字代码，当用户在编
目窗体增加920字段时，920字段的|a子字段的
内容则不需要用户输入，系统将按照用户安装
时输入的馆代码自动生成920|a子字段。 

 



添加馆藏 

在编目窗体点击工具栏添加馆藏字段按钮： 



添加馆藏 
 系统会自动在记录中添加一个920字段，|a是成员馆的数
字代码，|z是馆际互借方式，值默认为“1”，用户可根
据实际的馆际互借方式修改： 



提交记录（馆藏） 

系统缺省的“提交”操作，既提交到CALIS联合
目录数据库，又保存到客户端临时库。 
 

注：对于没有提交权限的成员馆，此操作只是提
交馆藏信息和将记录保存到临时库 
 

临时库是保存在本机上的数据库，用于本馆数据
或其他数据源数据的导入导出。 



提交记录（馆藏） 
 当用户选择“提交”按钮     时，系统首先弹出一提示框
“是否要新增馆藏”，点击“是”： 



提交记录（馆藏） 
 系统将返回提交到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成功与否的状况。
如果系统提示“提交成功”信息，点击“确定”： 



提交记录（馆藏） 
 显示保存到客户端临时库的一些选项，点击“确定”，即
保存到临时库，为将记录转入本馆系统做准备。 



提交记录（馆藏） 
成功保存到临时库 



临时库 

临时库是客户端软件为编目员在联机编目系统和
本地系统之间传输数据提供的一个“中转站”。
编目员可把从联合目录数据库下载并添加馆藏然
后提交的记录保存到临时库，再通过“数据导出”
命令把临时库中的数据批量或单条导出到本地计
算机中的某一文件里，而后转入本地系统；也可
通过“数据导入”把本地系统的数据或其他数据
源数据批量导入到临时库，编辑后提交到联合目
录数据库。 



查看临时库记录 

 点击查询窗体主菜单“文件”——“查看临时库记录”或
者点击工具栏按钮      ： 



查看临时库记录 
临时库查看窗口，双击记录即可打开编辑 



导出记录 
 通过“数据导出”命令导出记录 

 先点击“查看临时库记录”，在记录显示区的最后一栏对需要导出的
记录做标记（点击），然后选择“数据导出——选择性导出记录”。 



导出记录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导出记录的文件名和目标文件夹，默认
保存到C盘的Program Files——bm——download文件夹下 



导出记录 

 



导出记录 
通过“导出临时库记录”命令导出记录 
直接点击“导出临时库记录”，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包含以下多个选项： 



“导出临时库记录”对话框选项 

 时间段选项 
 如果要导出当天记录，用缺省选项即可。 
 如果要导出一段时间内编辑过的记录，可选择时间段选项，然后
输入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输入格式“YYYYMMDD”。 

 MARC类型 
 导出记录格式如果是cnmarc，就选择cnmarc，反之选择usmarc。 

 导出字符集 
 根据本馆系统需要选择。 



“导出临时库记录”对话框选项 

 导出记录类型 
 全部状态的记录：所有编辑过的记录，包括编辑完成和未完成编
辑的记录 

 校对状态的记录：所有经过校对员校对并完成的记录 
 编辑状态的记录：所有编辑完成的记录 

 导出本用户记录和导出所有记录 
 只有当多人共用一个临时库时，才需要选择导出所有记录。 

 无条件导出所有记录 
 象它的名称一样，选择此选项，可导出临时库中所有的记录。 

 导出后删除 
 记录导出后，系统缺省设置将临时库里的这些记录删掉,如果导出
后,临时库仍然要保留它,可去掉这个选择。 



导出记录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导出记录的文件名和目标文件夹，默认
保存到C盘的Program Files——bm——download文件夹下 



导入记录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数据导入”，可把一个ISO 2709
格式文件中的所有MARC记录导入到客户端临时库；通过
“查看临时库记录”命令，可显示在查找窗体里。逐条选
择可进入编目窗体进行编辑和提交等操作。这也是把本地
数据库的记录提交到联合目录数据库的一种方法。 



导入记录 
选择要导入的ISO 2709格式文件 



导入记录 

根据弹出的对话框选择导入记录的类型，
系统会返回导入记录的数量 



其他功能 
合并记录请求 
查询窗口工具条中“合并记录请求”按钮    ：在列表
最后一列选中需要合并的记录，然后点击此按钮提交
合并记录请求。 



其他功能 
合并记录请求 
在弹出窗口填写Email地址和需要说明的信息，然后提
交，联合目录质控人员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
馈到邮箱中。 



其他功能 
删除记录请求 
查询窗口工具条中“删除记录请求”按钮    ：在列表
的最后一列选中需要被删除的记录，然后点击此按钮
提交删除记录请求。编目窗口工具条也有此按钮，点
击则是提交删除当前记录的请求。 



其他功能 
删除记录请求 
在弹出窗口填写Email地址和需要说明的信息，然后提
交，联合目录质控人员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
馈到邮箱中。 



其他功能 
问题报告 
编目窗口工具条中“问题报告”按钮    ：点击此按钮
可以提交问题报告反映记录的著录问题。 



联机编目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使用客户端软件中的帮助功能： 

 



联机编目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查阅培训教材 
CALIS中文、西文、日文培训教材中都有专门
章节介绍联机编目操作： 

《CALIS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 
《CALIS西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 
《CALIS联合目录日文联机编目工作手册》 
 

 
 



联机编目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进入CALIS联合问答网站提问咨询或搜索答案： 

http://cvrs.calis.edu.cn/public/home.do 

http://cvrs.calis.edu.cn/public/home.do�


联机编目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系统连接和客户端软件功能使用问题，首先应检
查本地机网线、局域网、校园网的通畅情况，若
确认为非本地网络连接问题时，再同CALIS事业
发展部联系： 
电话：010-62758879 
Email：lhml_calis@calis.edu.cn 

编目业务问题请与联合目录部联系： 
电话：010-62751050 
Email：calis_unicat@calis.edu.cn 

mailto:lhml_calis@calis.edu.cn�
mailto:calis_unicat@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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