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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且不代表 ABBYY 做出任何承諾。

本文件中所述軟體按授權合約提供。僅可嚴格按合約條款使用或複製軟體。若非在授權合約或不

公開合約中已特許，將軟體複製到任何媒介物上均違反俄羅斯聯邦的「軟體與資料庫的法律保護」

法，以及國際法。 未獲 ABBYY 明確的書面許可，不得為任何目的，並以任何形式 (電子形式或其

他形式) 複製或傳送本文件的任何部份。

版權

355



3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ABBYY FineReader 簡介 .......................................................................................................................... 9

關於 ABBYY FineReader ......................................................................................................................................................... 10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有哪些新功能 ................................................................................................................... 12

新建任務視窗 ......................................................................................................................................... 15

檢視和編輯 PDF ......................................................................................................................................................................... 17

快速轉換 ........................................................................................................................................................................................ 19

建立 PDF 文件 ................................................................................................................................................................. 22

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24

建立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 ................................................................................................................................... 26

其他格式 ............................................................................................................................................................................. 27

進階轉換 ........................................................................................................................................................................................ 27

對比文件 ........................................................................................................................................................................................ 30

行動應用程式文件 ................................................................................................................................................................... 33

掃描與儲存文件 ........................................................................................................................................................................ 35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 38

掃描至 PDF ........................................................................................................................................................................ 40

掃描到 Microsoft Word .............................................................................................................................................. 42

掃描到 Microsoft Excel ............................................................................................................................................... 44

掃描至影像檔案 ............................................................................................................................................................. 46

掃描到其他格式 ............................................................................................................................................................. 47

PDF 編輯器 ............................................................................................................................................. 48

檢視 PDF 文件 ............................................................................................................................................................................. 49

檢視模式 ............................................................................................................................................................................. 50

導覽 PDF 文件 ................................................................................................................................................................. 53

背景辨識 ............................................................................................................................................................................. 55

PDF 安全功能 ................................................................................................................................................................... 56

搜尋 PDF 文件 ............................................................................................................................................................................. 56

關鍵字搜尋 ....................................................................................................................................................................... 57

搜尋和取代 ....................................................................................................................................................................... 59

搜尋和編校 ....................................................................................................................................................................... 60

從 PDF 文件複製資料 ............................................................................................................................................................. 62

將區域複製為影像 ....................................................................................................................................................... 62

將區域複製為文字 ....................................................................................................................................................... 63

將區域複製為表格 ....................................................................................................................................................... 65

檢視 PDF 文件 ............................................................................................................................................................................. 67

註解 ....................................................................................................................................................................................... 67

標記文字 ............................................................................................................................................................................. 68

繪製形狀 ............................................................................................................................................................................. 70

將文字方塊註釋新增至 PDF 文件中 ................................................................................................................. 73



4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 74

新增戳記 ............................................................................................................................................................................. 78

處理 PDF 內容 ............................................................................................................................................................................. 80

插入和編輯文字 ............................................................................................................................................................. 81

插入和編輯圖像 ............................................................................................................................................................. 89

插入和編輯超連結 ....................................................................................................................................................... 90

辨識文字 ............................................................................................................................................................................. 92

處理頁面 ............................................................................................................................................................................. 93

新增書籤 ............................................................................................................................................................................. 97

新增頁首和頁尾 ............................................................................................................................................................. 99

新增浮水印 ..................................................................................................................................................................... 102

新增檔案附件 ............................................................................................................................................................... 103

檢視中繼資料 ............................................................................................................................................................... 104

增強頁面影像 ............................................................................................................................................................... 105

處理交互式 PDF 表單 .......................................................................................................................................................... 106

填寫表格 .......................................................................................................................................................................... 107

創建表單 .......................................................................................................................................................................... 109

編輯表單 .......................................................................................................................................................................... 111

文本字段 .................................................................................................................................................................. 117

下拉列表 .................................................................................................................................................................. 122

複選框 ....................................................................................................................................................................... 126

單選按鈕 .................................................................................................................................................................. 129

按鈕 ............................................................................................................................................................................. 132

簽名字段 .................................................................................................................................................................. 142

列錶框 ....................................................................................................................................................................... 145

簽署 PDF 文件 .......................................................................................................................................................................... 149

數位簽章 .......................................................................................................................................................................... 150

時間戳記伺服器設定 ....................................................................................................................................... 151

文字簽章 .......................................................................................................................................................................... 152

圖像簽章 .......................................................................................................................................................................... 153

使用密碼保護 PDF 文件 ..................................................................................................................................................... 153

密碼和權限 ..................................................................................................................................................................... 154

刪除來自 PDF 文件的機密資訊 ......................................................................................................................... 155

建立 PDF 文件 .......................................................................................................................................................................... 155

從所選頁面建立多個 PDF 文件 ......................................................................................................................... 156

使用虛擬印表機建立 PDF 文件 ......................................................................................................................... 156

儲存和匯出 PDF 文件 .......................................................................................................................................................... 156

儲存 PDF 文件 ............................................................................................................................................................... 157

以 PDF/A 格式儲存 .................................................................................................................................................... 158

儲存為其他格式 .......................................................................................................................................................... 159



5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減小 PDF 文件的大小 ............................................................................................................................................... 160

傳送 PDF 文件到 OCR 編輯器 ............................................................................................................................. 161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 PDF 文件 ............................................................................................................................... 161

列印 pdf 文件 ................................................................................................................................................................ 162

分割 PDF 文件 .......................................................................................................................................................................... 162

按檔案大小分割 .......................................................................................................................................................... 163

按頁數分割 ..................................................................................................................................................................... 164

按書籤分割 ..................................................................................................................................................................... 165

OCR 編輯器 ........................................................................................................................................... 166

啓動 OCR 編輯器 .................................................................................................................................................................... 166

OCR 編輯器介面 ..................................................................................................................................................................... 167

獲取文件 ..................................................................................................................................................................................... 171

開啟影像和 PDF ........................................................................................................................................................... 171

掃描紙張文件 ............................................................................................................................................................... 172

正在辨識文件 ........................................................................................................................................................................... 173

OCR 專案 .......................................................................................................................................................................... 174

使用 OCR 專案建立工作群組 .............................................................................................................................. 179

改進 OCR 結果 ......................................................................................................................................................................... 180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較低 .......................................................................................... 181

如果未正確偵測區域 ............................................................................................................................................... 184

編輯區域屬性 ....................................................................................................................................................... 187

如果無法重現紙張文件的複雜結構 ............................................................................................................... 188

如果要處理許多佈局相似的文件 ..................................................................................................................... 189

如果未偵測到表格與圖像 ..................................................................................................................................... 190

如果未偵測到條碼 ..................................................................................................................................................... 192

如果使用了不正確字型，或部分字元用「?」或「□」取代 ..................................................................... 193

如果您列印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 194

如果您的文字包含太多專業術語 ..................................................................................................................... 197

若程式未能辨識某些字元 ..................................................................................................................................... 198

如果無法辨識垂直或反相文字 .......................................................................................................................... 200

檢查和編輯文字 ..................................................................................................................................................................... 201

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 202

使用樣式 .......................................................................................................................................................................... 205

編輯超連結 ..................................................................................................................................................................... 206

編輯表格 .......................................................................................................................................................................... 207

移除機密資訊 ............................................................................................................................................................... 207

從文件中複製內容 ................................................................................................................................................................ 208

儲存 OCR 結果 ......................................................................................................................................................................... 209

以 PDF 儲存 .................................................................................................................................................................... 210

儲存可編輯的文件 ..................................................................................................................................................... 211



6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儲存表格 .......................................................................................................................................................................... 213

儲存電子圖書 ............................................................................................................................................................... 214

以 HTML 格式儲存 ..................................................................................................................................................... 215

儲存影像 .......................................................................................................................................................................... 216

向 PDF 編輯器傳送 OCR 結果 ............................................................................................................................. 217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OCR 結果 .............................................................................................................................. 218

傳送 OCR 結果至 Kindle ......................................................................................................................................... 219

與其他應用程式整合 .......................................................................................................................... 219

與 Windows 檔案總管整合 .............................................................................................................................................. 220

與 Microsoft Office 整合 .................................................................................................................................................... 222

與 Microsoft Word 整合 .......................................................................................................................................... 223

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 .................................................................................................................. 224

使用影像檔案建立 Word 文件 ................................................................................................................... 225

比較 Microsoft Word 文件 ............................................................................................................................. 225

與 Microsoft Excel 整合 ........................................................................................................................................... 226

與 Microsoft PowerPoint 整合 ............................................................................................................................. 228

與 Microsoft Outlook 整合 ..................................................................................................................................... 230

與 Microsoft SharePoint 整合 .......................................................................................................................................... 231

行動應用程式的整合效能 ................................................................................................................................................ 232

雲端儲存 ..................................................................................................................................................................................... 237

自動化和排定 OCR .............................................................................................................................. 238

使用 ABBYY FineReader自動化處理文件 ................................................................................................................. 239

ABBYY 熱資料夾 ..................................................................................................................................................................... 242

ABBYY 比較文件 .................................................................................................................................. 246

啟動 ABBYY 比較文件 ......................................................................................................................................................... 247

對比文件 ..................................................................................................................................................................................... 248

主視窗 ........................................................................................................................................................................................... 250

改進比較結果 ........................................................................................................................................................................... 251

檢視比較結果 ........................................................................................................................................................................... 252

儲存比較結果 ........................................................................................................................................................................... 254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 255

參考 ....................................................................................................................................................... 259

如何將ABBYY FineReader PDF 15設定為您的預設 PDF 檢視器 ................................................................. 260

 

PDF 文件的類型 ..................................................................................................................................................................... 262

掃描提示 ..................................................................................................................................................................................... 264

拍文件的照片 ........................................................................................................................................................................... 267

選項對話方塊 ........................................................................................................................................................................... 270



7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格式設定 ..................................................................................................................................................................................... 273

PDF 設定 ........................................................................................................................................................................... 273

DOC (X)/RTF/ODT 設定 ........................................................................................................................................... 277

XLS(X) 設定 ..................................................................................................................................................................... 280

PPTX 設定 ........................................................................................................................................................................ 281

CSV 設定 ........................................................................................................................................................................... 281

TXT 設定 ........................................................................................................................................................................... 282

HTML 設定 ...................................................................................................................................................................... 282

EPUB/FB2 設定 .............................................................................................................................................................. 284

DjVu 設定 ......................................................................................................................................................................... 285

支援的 OCR 和文件比較的語言 .................................................................................................................................... 286

支援的文件格式 ..................................................................................................................................................................... 293

OCR 操作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296

影像處理選項 ........................................................................................................................................................................... 299

OCR 選項 ..................................................................................................................................................................................... 302

使用複雜字集語言工作 ..................................................................................................................................................... 304

辨識使用 Gothic 字體書寫的文字 ............................................................................................................................... 307

受支援的介面語言 ................................................................................................................................................................ 310

戳記以及頁首與頁尾中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 311

正確的顯示用支援語言的文字所需的字型 ........................................................................................................... 314

正則運算式 ................................................................................................................................................................................ 316

使用指令行 ................................................................................................................................................................................ 318

轉換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 318

對比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 320

透過指令行儲存結果 ............................................................................................................................................... 322

指令行的 LangName 參數值 ............................................................................................................................... 324

安裝、啟動和註冊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332

系統要求 ..................................................................................................................................................................................... 333

安裝和啟動 ABBYY FineReader ...................................................................................................................................... 334

啟動 ABBYY FineReader ...................................................................................................................................................... 335

註冊 ABBYY FineReader ...................................................................................................................................................... 336

資料隱私權 ................................................................................................................................................................................ 337

附錄 ....................................................................................................................................................... 337

術語表 ........................................................................................................................................................................................... 337

鍵盤快速鍵 ................................................................................................................................................................................ 344

技術支援 ............................................................................................................................................... 355

協力廠商軟體 ...................................................................................................................................... 355



8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內容



9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ABBYY FineReader 簡介

本章提供 ABBYY FineReader 及其功能的概觀。 

本章內容 

· 關於 ABBYY FineReader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有哪些新功能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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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BBYY FineReader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是一種通用的 PDF 工具，可用於管理數位工作場所中的文件。

FineReader 採用 ABBYY 提供的人工智慧 OCR 和文件轉換技術，可處理文件中的鎖定資訊以提升

業務生產力。在現今工作環境中，FineReader 可輕鬆有效率地針對各種 PDF 和紙本文件執行數位

化、擷取、編輯、轉換、保護、共享和協作。

有了 ABBYY FineReader PDF 15，您可以：

· 處理任何類型的 PDF，包括文件掃描：

o編輯文字 （包含段落和表格中的文字）、文件中的超連結 和圖像

o 在文件文字、註解、書籤和中繼資料中，以關鍵字進行搜尋

o 在 PDF 文件中重排、新增、刪除 和增強（旋轉、裁剪、傾斜校正） 頁面

o 在 PDF 中複製文字、表格、和圖像 ，點按幾下即可掃描或拍照

o匯出 PDF 文件至 Microsoft Word、Excel或其他可編輯格式

o 在文件中新增註解和註釋

o 在 PDF 文件中新增浮水印 、頁首和頁尾、Bates 戳記、 和戳章

o 套用並驗證數位簽章

o 使用密碼（加密）保護 PDF 文件

o從文件中移除敏感資訊 （編校）

o建立/合併 PDF 文件 包含用於長期歸檔的產業標準 PDF/A  以及用於存取的

PDF/UA

o填寫 PDF 表單

o檢視 和列印  PDF 文件

o 在相同文件的兩個複本中的文字中找出差異 ，這些複本可為 PDF、掃描、圖像、

Microsoft Word 或其他支援的任何數位檔案組合

o 在「追蹤修訂」模式下，將找出的差異儲存並共享 為 Microsoft Word 文件

· 掃描和轉換文件

o掃描並將 PDF 和紙本文件轉換為可編輯和可搜索的格式（包含 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Excel、可搜尋的 PDF、PDF/A、PDF/UA等），以供進一步編輯、重複使用或儲

存。

o 使用進階 OCR 編輯器快速準確地轉換紙本文件、文件影像和 PDF，保留原始版面配置、

格式和結構。

81 9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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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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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67

102 99 78

150

154

155

157 158

107

49 162

246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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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轉換前自動或手動為文件（掃描檔案、照片檔案）提高數位影像品質並校正失真。

o根據原始文件快速檢查文字辨識結果，並在使用內建文字編輯器和驗證工具儲存前完

成必要的變更。

o 使用進階工具進一步提升文件轉換的準確度：調整或指定文件區域、訓練程式辨識異

常或裝飾字體、建立使用者字典和特定術語、縮寫、代碼的語言等。

· 在相同文件的兩個版本間比較文字以辨識差異 。*

o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可以比較相同文件的兩個版本，即使您擁有的是兩種不同格

式亦然。例如，您可針對文件掃描與其 Microsoft Word 格式 (DOC/DOCX) 的版本進行

比較。

o 找到的差異可儲存並共享為變更的簡易清單、追蹤修訂模式下的完整 Microsoft Word

文件，具有文字標記和註解反白顯示差異的PDF 文件。

· 使用 ABBYY Hot Folder 自動執行個人文件轉換例行作業 。*

o ABBYY Hot Folder 是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所提供的轉換排程應用程式，可監控使

用者定義資料夾中的文件，並按排程使用預設參數來轉換文件。

· 使用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拍攝畫面上任何部分的截圖 。

o 如果截圖包含文字或表格，則可加以擷取並儲存成可編輯的格式。**

* 此功能尚未在所有的 ABBYY FineReader 的版本中提供。如需詳細資訊，請造

訪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 若要使用 ABBYY Screenshot Reader，您必須註冊您的 ABBYY FineReader 複本。

246

242

255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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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有哪些新功能

編輯 PDF 文件

· 編輯段落內的文字

您現可在任何類型的 PDF 文件（包含掃描文件）中，完成整個文字段落（區塊）內的文

字編輯，新增或刪除文字時文字可自動換行，為您提供如同 Microsoft Word 等文書處理

軟體般的編輯自由性和便利性。

· 變更文字格式

您還可變更整個段落或僅限選定片段的文字格式（字型類型和大小、字體、顏色、行距、

文字對齊和方向）。

· 編輯頁面版面配置

您甚至可變更 PDF 中任何頁面的配置。您可新增或刪除段落（文字區塊）、變更段落位

置，並使段落更寬、更窄、更高或更低，以配置頁面中的段落妥善對齊所有內容。文字可

自動換行以配合您所採取的版面配置。

· 編輯表格儲存格

現在，表格中的每個儲存格都可作為獨立的段落個別編輯，且不影響同列中其他儲存格

的內容。

檢視 PDF 文件

· 更迅速的檢視器

FineReader 的 PDF 檢視器速度增快 1.5 倍。現在開啟任何類型的 PDF 文件，皆可如您預

期般地迅速靈敏。

創建 PDF

· 創建交互式 PDF 表單

從空白文檔或通過添加字段到現有 PDF，來創建您自己的可填寫的 PDF 表單。您可以選

擇可填寫字段、下拉列表、多選問題、操作按鈕等。按照需要編輯或重新安排表單。

轉換 PDF 文件

· 文字層品質偵測

新增數位 PDF 文件時可智慧偵測文字層品質。如果系統在頁面中的文字層辨識到錯誤

（損壞、具有編碼錯誤等），FineReader 會運用 OCR 來轉換該頁面而非擷取文字層。如

此一來，在將數位產生的 PDF 轉換為可編輯格式時，即可獲得最精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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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和註釋的文字偵測

採用從互動式 PDF 表單和「文字方塊」（亦稱「打字機」）類型註釋欄位中擷取文字的特殊

機制，在將此類 PDF 轉換為可編輯格式時能準確可靠地維持原樣。

· 更完整地保留版面配置

此外亦增進了將數位 PDF 文件轉換為可編輯格式時的重建段落效能。

比較文件

· 追蹤修訂模式的匯出

「比較文件」現可將比較結果匯出到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並可在機關組織（特別是法

律行業）常用的「追蹤修訂」模式中顯示差異。

· 大幅提升比較準確度

增進數位 PDF 文件轉換功能，可更加精確地比較該類文件與其他任何支援的格式類型。

· 新比較語言

現已支援比較亞美尼亞語文件，所支援的比較語言共達 38 種。

更優良的 OCR

FineReader 15 採用最新版本的 ABBYY OCR 技術，可為日文和韓文提供更準確的文件轉換，在儲

存至 Excel 時可支援從右到左書寫方向語言，可提升表格結構保留度，在儲存至標記 PDF（包含

PDF / UA）時可提供更優異的自動標記功能。

適用於機關組織的改進功能

· 遠端使用者授權

遠端使用者授權支援根據命名使用者存取方式，將 FineReader 搭配桌面和應用程式虛擬

解決方案（例如 Microsoft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RDS)、Citrix XenApp和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一同使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FineReader 的《管理員指南》。

· 更優異的 GPO 產品自訂功能

使用 GPO（群組原則物件）為特定使用者/工作站自訂 FineReader 的可能性清單，已擴

展為以下選項：

o定義 FineReader 使用的工作站 CPU 數量上限

o 針對使用並行授權的工作站，設定強制釋放授權的使用者閒置逾時

o支援 .admx+.adml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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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向所有曾提供寶貴意見並協助改善本程式的使用者致謝，不僅將致力拓展程式功能，更持

續為您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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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任務視窗

當您啟動 ABBYY FineReader 時，將會 新工作 開啟一個視窗，您可在此視窗中輕鬆地開啟、掃

描、建立或比較文件。 如果您沒有看到 新建任務 視窗（例如，如果您關閉了它或者如果您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在某個檔案上按滑鼠右鍵啟動 ABBYY FineReader 工作），則您始終可以透

過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   按鈕來開啟它。

若要開始處理文件，請選擇工作： 

1. 在左側窗格中： 

· 按一下 開啟 如果您已經擁有需要處理的文件。 

· 按一下 掃描 如果需要先掃描書面文件。 

· 按一下 對比 如果您希望對比相同文件的兩個版本。 

· 按一下 最近 恢復處理先前儲存的 PDF 文件或 OCR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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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行動 應用程式，以使用適用 iOS 或 Android 系統的 FineReader PDF 在

您的智慧型手機中建立文件，而後可繼續在您的個人電腦中處理這些文件。

2. 在右側的窗格中，選擇適當的任務。

 為了您的方便，在您將滑鼠懸停在工作上時，系統將出現一個快顯視窗，列出該工作最

常用的情節。 

 所有 ABBYY FineReader 工作的設定在 選項  對話方塊中指定。 若要開啟此對話方塊，請按一

下 選項 其位於左側窗格底部。 

本章內容 

· 檢視和編輯 PDF 

· 快速轉換

· 進階轉換 

· 對比文件 

· 行動應用程式文件

· 掃描與儲存文件

270

17

19

27

30

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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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和編輯 PDF

使用 ABBYY FineReader，您可以輕鬆地檢視、編輯、加註解以及搜尋任何類型的 PDF，即使是來

自掃描書面文件所取得，且不包含任何可搜尋或可編輯文字的文件。

檢視 PDF 並新增您的註解

在 新建任務 畫面上，按一下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開啟 PDF 文件。 將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啟

所選取的文件以供 檢視  及 加註解 。

使用 頁面 、 書籤 、 搜尋 ，和 註解  按鈕，導覽整份文件。

ABBYY FineReader 提供以下註解工具：

· 新增備註

· 反白顯示 畫底線、刪除線，與插入文字

· 繪製  形狀、線條或箭頭

49 67

53 97 56 74

67

6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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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沒有看到註解工具，請按一下  按鈕。

編輯 PDF

ABBYY FineReader 提供以下編輯工具： 

另請參閱：  編輯文字 、 插入和編輯圖像 。 

保護 PDF 文件

有了 ABBYY FineReader，您可以： 

另請參閱：  進行數位簽章 、 移除來自 PDF 文件的機密資訊 、 加入密碼和權限 。

處理交互式 PDF 表單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可讓您創建、編輯、填寫、保存和打印交互式 PDF 表單。另請參閱：  處

理交互式 PDF 表單

當您開啟包含互動式表格的 PDF 時，表格欄位將反白顯示，此表示您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一個值，或者輸入某些資訊。

 如果您遇到無法在空白欄位中輸入文字的來填寫的表格，請使用 匯出 工具或在表格上輸入必

要的資訊。 另請參閱：  填寫表格 。

 如需有關處理 PDF 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工作 。

81 89

153

150 155 154

106

10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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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轉換

您可以使用位於 開啟 標籤 新建任務 來轉換 PDF 或影像，或從不同的檔案格式中建立新的 PDF。

轉換一或多個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想要的任務：

· 轉換為 PDF 建立來自 *.docx、*.html、*.jpeg 與其他檔案的 PDF。 您也可以使

用此任務，將多個檔案結合成一份 PDF 文件。

· 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建立來自 PDF 與影像檔案的 Word 文件。 您也可以

使用此任務結合多個檔案到單一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

· 轉換為 Microsoft Excel 建立來自 PDF 與影像檔案的 Excel 試算表。 您也可

以使用此任務，將多個檔案結合成一份 Excel 文件。

· 轉換為其他格式 將 PDF 和影像檔案轉換為各種常見的格式，包括 *.odt、

*.pptx、*.epub、*.html 和其他更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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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轉換的一或多個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format> 按鈕。

6. 為輸出檔案指定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結果檔案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結合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並按一下想要的任務。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轉換的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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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以想要的順序安排檔案，並選擇 將所有檔案合併到一個文件中。 選項。

6.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format> 按鈕。

7. 為輸出檔案指定名稱與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結果檔案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使用 進階轉換  來處理包含複雜格式的大型文件。

 另請參閱： ：

· 建立 PDF 文件

· 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建立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

· 其他格式

27

22

24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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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PDF 文件

在 新建任務 視窗中，您可以：

· 從不同格式的檔案來建立 PDF。 

· 將多個檔案轉換成 PDF。 

· 將多個檔案合併為單個 PDF。 

· 建立可搜尋的 PDF。 

· 建立 PDF/A 相容文件。

轉換一或多個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PDF。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轉換的一或多個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3.1.影像品質 使用下拉式選單中的選項可以微調圖像的  影像品質 品質和產生檔案的大

小：

· 最佳品質

選取該選項以保留圖像或頁面影像的品質。 將保留原始解析度。 

· 已平衡

選擇此選項以減少輸出 PDF 檔案的大小，而不會造成圖像品質的損失。 

· 壓縮大小

選擇此選項以便以較低的圖像品質取得較小的 PDF 檔案。 

· 自訂...

選擇此選項以自訂圖像儲存。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定想要的值後按一下

確定。 

3.2.完整文字搜尋 使用此下拉式選單以便在輸出文件中啟用或停用全文字搜尋：

· 正如在原始文件中 將不會辨識影像中的文字。 只有當原稿文件有文字層時，使

用者才能在輸出文件的內部進行搜尋。

· 搜尋內部文字和影像 將辨識影像上的文字。 使用者將能夠在輸出文件內部搜尋。

· 停用完整文字搜尋 文件將被轉換為僅影像 PDF。 使用者將無法在輸出文件的內

部進行搜尋。 

3.3.建立 PDF/A 文件 選擇此選項以建立 PDF/A 相容文件。 預設將建立 PDF/A-2b 文件。

按一下 更多選項... 選擇 PDF/A 的另一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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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使用 MRC 壓縮 選擇此選項以套用混合點陣內容 (MRC) 壓縮，以縮小檔案大小，同

時不會對影像品質造成明顯的損失。

3.5.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3.6.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在這裡，您可以指定要在您的掃描稿，以及影像檔案上執行的

額外操作，以便改善其外觀與轉換的品質。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

3.7.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的 PDF  標籤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定。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PDF 按鈕。

6. 為輸出檔案指定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所產生的 PDF 文件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結合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PDF。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轉換的檔案。 

3. 指定 轉換設定 。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以想要的順序安排檔案，並選擇 將所有檔案合併到一個文件中。 選項。

6.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PDF 按鈕。

7. 為輸出檔案指定名稱與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所產生的 PDF 文件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296

299

27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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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在 新建任務 視窗中，您可以從 PDF 以及任何受支援格式的檔案中的影像內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您也可以轉換並結合多個檔案到單一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

轉換一或多個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轉換的一或多個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3.1.保留格式。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實際複本

輸出文件看起來和原稿幾乎一樣，但僅提供有限的編輯選項。

· 可編輯的複本

輸出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稿稍有差異，但可以輕鬆地編輯文件。

· 加格式文字

字型類別、字型大小與段落格式將被保留。 輸出文字將被放置在一欄內。

· 純文字

只會保留段落格式。 輸出文字只會被放置在一欄內，且將只會使用單一種字型。

3.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3.3.保留圖像 如果您想要在輸出文件內保留圖像，請選擇此選項。

3.4.保留頁眉、頁腳和頁碼 選擇此選項以保留標題、註腳與頁面編號。

3.5.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的 DOC(X)/RTF/ODT  標籤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

定。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Word 按鈕。

6. 為輸出檔案指定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所產生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結合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293

296

27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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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轉換的檔案。 

3. 指定 轉換設定 。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以想要的順序安排檔案，並選擇 將所有檔案合併到一個文件中。 選項。

6.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Word 按鈕。

7. 為輸出檔案指定名稱與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所產生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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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

在 新建任務 視窗中，您可以從 PDF 以及任何受支援格式的檔案中的影像內建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 您也可以轉換並結合多個檔案到單一 Excel 文件中。

轉換一或多個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Microsoft Excel。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轉換的一或多個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3.1.保留格式。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加格式文字

字型類別、字型大小與段落格式將被保留。 

· 純文字

只會保留段落。 將完全使用單一字型。

3.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3.3.保留圖片(僅 XLSX) 如果您想要在輸出文件內保留圖像，請選擇此選項。

3.4.為每個頁面建立單獨的工作表（僅 XLSX） 如果您想要從原稿文件的每一個頁面建

立個別的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請選擇此選項。

3.5.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上標籤的 XLS(X)  標籤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定。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Excel 按鈕。

6. 為輸出檔案指定目的地資料夾。 

任務完成後，所產生的 Microsoft  Excel 檔案將放置到您所指定的資料夾內。 

結合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Microsoft Excel。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轉換的檔案。 

3. 指定 轉換設定 。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以想要的順序安排檔案，並選擇 將所有檔案合併到一個文件中。 選項。

6.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Excel 按鈕。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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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輸出檔案指定名稱與目的地資料夾。

任務完成後，所產生的 Microsoft  Excel 文件將放置到您所指定的資料夾內。

其他格式

在 新建任務 視窗中，您可以轉換 PDF 及影像為受歡迎的格式（*.pptx、*.odt、*.html、*.epub、

*.fb2、*.rtf、*.txt、*.csv、*.djvu），並結合多個檔案成為一個文件。

轉換一或多個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其他格式。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轉換的一或多個檔案。

3.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3.1.選取輸出格式 選擇您要轉換檔案的格式。 

3.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3.3.更多選項... 開啟對話方塊的相應標籤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定。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format> 按鈕。

6. 為輸出檔案指定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結果檔案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結合檔案

1.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 其他格式。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轉換的檔案。 

3. 指定 轉換設定 。

4. 若有必要，請新增或移除檔案。 

5. 以想要的順序安排檔案，並選擇 將所有檔案合併到一個文件中。 選項。

6.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轉換為 <format> 按鈕。

7. 為輸出檔案指定名稱與目的地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所產生的文件將被放置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

進階轉換

ABBYY FineReader 包含 OCR 編輯器 ，它可提供進階的 OCR 與轉換功能。 OCR 編輯器可讓您檢

查辨識區域並驗證所辨識的文字、預先處理影像以改善 OCR 精準度與更多功能。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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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編輯器還提供功能強大的功能，可微調 OCR 及轉換，以辨取得最佳的效果。 例如，您可以

編輯辨識區域 、 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和 訓練  ABBYY FineReader 以辨識非標準字元與字

型。

1. 共有幾種方法可以開啟 OCR 編輯器：

· 開啟 新工作  檔案 > 新建任務、 選擇 開啟 標籤後，按一下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工作。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後按一下 工具 > OCR 編輯器。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按一下 檔案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2. 在 開啟影像 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開啟的檔案。

如果您使用的是預設的設定，則 ABBYY FineReader 將自動進行分析並辨識您所開啟的

檔案。 您可以在 圖像處理 標籤 選項 標籤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

塊）來變更這些設定。

3. 當您開啟文件後，其影像將顯示在 影像 窗格內，而影像上也會標示文字、圖像與條碼

區域。 請檢查是否有正確偵測區域，如果 有必要，請 進行編輯。

184 202 19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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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FineReader 會分析文件並偵測包含文字、圖像、表格與條碼的區域。

有時候，在複雜文件中的區域可能會發生偵測不正確的情況。 在大多數情況下，可

以很輕易地修正自動偵測的區域，以便以手動方式繪製所有區域。

您可以在 影像 窗格的上方，以及在 文字、 圖像、 背景圖像、 及 表格 區域上方的

工具列上，找到可繪製與編輯區域的工具。

您可以使用這些工具來： 

· 新增與刪除區域

· 變更區域的類型

· 調整區域邊界並移動整個區域

· 在區域中加入矩形部分或刪除它們

· 變更區域的順序

4. 如果您對區域做出任何變更，請按一下 辨識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以重新辨識文件。

5. 在 文字 窗格中檢查所辨識的文字，如有必要請修正。

6. 儲存所辨識的文件 。 您可以從位於主工具列上的 儲存/傳送 按鈕的下拉式選單中選

擇您想要儲存文件的格式（按一下位於按鈕旁邊的箭頭以開啟下拉式清單）。

 如需有關 OCR 編輯器及其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使用 OCR 編輯器工作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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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文件

（此功能尚未在某些版本上提供 ABBYY FineReader。 另請參閱：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ABBYY FineReader 包含 ABBYY 對比文件，這是一套可讓您比較文件的兩個版本的應用程式，即

使這些版本的格式不同也可以比較。 ABBYY FineReader 的文件比較工具可偵測文字中明顯不一致

處，舉例來說，可防止批准或發布錯誤版本的文件。

共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可以啟動 ABBYY 對比文件：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選擇 對比 標籤後，按一下  開啟 ABBYY 對比文件。

·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開始 視窗內的按鈕，然後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對比文件 （在 Windows 10 中，按一下 開始  按鈕，

選擇 所有應用程式 開始功能表上的項目，然後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對比文件)

· 按一下 對比文件 在 工具 功能表上。

·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內， 在檔案上按一下右鍵 ， 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 對比文件...

按一下。

 請依以下指示操作以對比兩份文件。

15

220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31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1. 開啟 ABBYY 對比文件，在左側窗格開啟您想要對比的版本之一，然後在右側窗格中開

啟另一個版本。

2. 在 對比 窗格中，從下拉式選單選擇文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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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對比 按鈕以對比文件。

4. 審核 ABBYY 對比文件 所偵測到的差異。 

兩個版本的差異將在每一個版本中以反白顯示，並列出在右側窗格內，此可讓您更清

楚地看到文件被做了哪些變更。 此可讓您更輕鬆地看到在每一個版本中被加入、刪除或

編輯過哪些文字。 兩個頁面都可以同時捲動，同時相同的段落將總是並列顯示。 可以從

清單中移除差異，或者複製到剪貼簿。 

 從清單中移除的差異將不會被儲存到差異報告內。 

您可儲存比較結果：

· 另存為 Microsoft Word 文件，其中可使用「追蹤修訂」功能來顯示差異。

· 另存為具有註解的 PDF 文件。

· 另存為具有差異的 Microsoft Word 表格。

 有關對相同文件的兩個版本進行比較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ABBYY 對比文件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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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應用程式文件

您可使用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建立文件，而後可繼續在您的個人電腦中使用 FineReader

PDF 處理這些文件。

要將文件從您的智慧型手機傳送至您的個人電腦，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您的 iOS/Android 裝置中安裝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可由App Store與Google Play

取得）。

2. 使用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在您的 iOS/Android 裝置中建立文件。

3. 傳送文件到您的個人電腦，使用匯出至 Google Drive (FineReader)。

接著，快速存取使用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文件：

1. 在您的個人電腦中安裝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用戶端。

 下載適用 Windows 版本的 Google 雲端硬碟，可由 Google 網站取得。

2. 在首頁畫面中，如要指定您本機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中的 FineReader 資料夾，請按一下

選擇資料夾，位於行動 應用程式標籤。

3. 從出現的行動應用程式清單和資料夾文件中，選取適用的文件或資料夾。

4. 進行文件的變更和儲存文件。

https://finereaderwindowsios.onelink.me/IpZK/frenwindows
https://finereaderpdfabbyycom.onelink.me/XZLo/frenwindowsgoogleplay
https://www.google.com/intl/en/driv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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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更多有關使用行動應用程式建立文件的處理資訊，請參見與行動應用程式的整合 。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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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與儲存文件

您可以使用位於 掃描 標籤 新建任務 標籤，以建立不同格式的數位文件。 您將需要一部掃描器

或數位相機以取得文件影像。

1. 選擇 掃描 標籤並按一下任務：

·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在 OCR 編輯器中 OCR 編輯器 。

· 掃描至 PDF 從來自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中建立 PDF。

· 掃描至 Microsoft Word 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掃描至 Microsoft Excel 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 掃描至影像檔案 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純影像文

件。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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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至其他格式 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 *.odt、

*.pptx、*.epub 與 *.html 等受歡迎格式的文件。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專屬於選定格式的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6. 按一下 掃描至 <format> 按鈕。

7. 當掃描開始時，將出現帶有進度列的對話方塊，同時將顯示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9. 根據您在步驟 1 中所選擇的任務，所掃描的影像將：

· 進行處理並新增到 OCR 編輯器中 OCR 編輯器 。

· 處理並轉換為 PDF。 指定您想要儲存所產生文件的資料夾。 文件將在

OCR 編輯器中保持開啟狀態。

· 進行處理並轉換為所選取的格式。 指定您想要儲存所產生文件的資料

夾。 文件將在 OCR 編輯器中保持開啟狀態。

 另請參閱： ：

·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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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至 PDF

· 掃描到 Microsoft Word

· 掃描到 Microsoft Excel

· 掃描至影像檔案

· 掃描到其他格式

40

42

44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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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至  OCR 編輯器

您可以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來自掃描器或相機的影像，並且：

· 以手動方式繪製及編輯辨識區域 

· 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 訓練 ABBYY FineReader 以辨識非標準字元與字型

· 使用其他進階工具以確保獲得最佳的 OCR 結果。

1. 開啟 新建任務 視窗，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工作。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預先處理與自動化設定。

5.1.在新增頁面影像時自動處理

此選項可啟動或停用任何新增頁面的自動處理。 如果啟用自動處理，您可選擇在掃

描和開啟影像時選取要使用的一般文件處理選項和影像處理選項： 

· 辨識頁面影像

如果您想要讓 FineReader 使用在 處理設定 對話方塊（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

對話方塊）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適用於轉換與 OCR) 中指定的設定來自動預先

處理新增的影像，請啟用此選項。 將自動執行文件分析與辨識。 

· 分析頁面影像

將自動執行影像預處理和文件分析，但需要手動開始辨識。 

· 預處理頁面影像

自動預先處理影像。 文件分析和辨識需要手動開始。 

5.2.OCR 語言

使用此選項，為文件指定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5.3.影像預處理設定...

開啟 處理設定 您可在這裡 指定影像預先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

先處理設定。 這些設定可顯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

閱：  影像處理選項 。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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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更多選項...

開啟 圖像處理  標籤 選項 對話方塊中指定。 您也可以 選項... 在 工具 選單開啟此

對話方塊。

6. 按一下 掃描。

7. 此時將顯示進度對話方塊，並將顯示進度列與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方塊。

9. 掃描程序完成後，將新增掃描的頁面到 OCR 編輯器的 OCR 專案內，並且使用您先前指

定的預先處理與自動化設定進行處理。

 如需有關 OCR 編輯器及其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使用 OCR 編輯器工作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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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至  PDF

利用 掃描至 PDF 新建任務 新建任務 的任務，您可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

PDF 檔案。

1. 開啟 新建任務 視窗，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 PDF。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5.1.影像品質 此選項決定了影像與圖片的品質，此將影響所產生的檔案的大小。 可用的

品質設定如下：

· 最佳品質

選取該選項以保留圖像或頁面影像的品質。 將保留原始解析度。 

· 已平衡

選擇此選項以減少輸出 PDF 檔案的大小，而不會造成圖像品質的損失。 

· 壓縮大小

選擇此選項以便以較低的圖像品質取得較小的 PDF 檔案。 

· 自訂...

選擇此選項以自訂圖像儲存。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指定想要的值後按一下

確定。 

5.2.建立 PDF/A 文件

選擇此選項以建立 PDF/A 相容文件。

5.3.使用 MRC 壓縮

選擇此選項以套用混合點陣內容 (MRC) 壓縮，以縮小檔案大小，同時不會對影像品

質造成明顯的損失。

5.4.辨識影像上的文字

選擇 此選項以自動啟動 OCR。

5.5.OCR 語言

使用此選項，為文件指定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5.6.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使用此選項以指定影像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先處理設定。 這些

設定可顯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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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的 PDF  區段 格式設定 ， 選項 您可在此標籤上指定額外的設定

（您還可以 選項... 在 工具 選單開啟此對話方塊。）

6. 按一下 掃描至 PDF。

7. 此時將顯示對話方塊，並將出現進度列與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9.  掃描完成後，將使用您所指定的設定來處理所掃描的影像、轉換成 PDF，並在 OCR 編

輯器中開啟。

10. 指定您想要儲存所產生 PDF 的資料夾。

27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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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到  Microsoft Word

利用 掃描至 Microsoft Word 新建任務 新建任務 任務，您可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

來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1. 開啟 新建任務 視窗，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 Microsoft Word 工作。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5.1.保留格式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實際複本

輸出文件看起來和原稿幾乎一樣，但僅提供有限的編輯選項。

· 可編輯的複本

輸出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稿稍有差異，但可以輕鬆地編輯文件。

· 加格式文字

字型類別、字型大小與段落格式將被保留。 輸出文字將被放置在一欄內。

· 純文字

只會保留段落格式。 輸出文字只會被放置在一欄內，且將只會使用單一種字型。

5.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5.3.保留圖像

如果您想要在輸出文件內保留圖像，請選擇此選項。

5.4.保留頁眉、頁腳和頁碼

選擇此選項以保留標題、註腳與頁面編號。

5.5.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指定影像預先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先處理設定。 這些設定可顯

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

5.6.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的 DOC(X)/RTF/ODT  區段 格式設定  標籤 選項 您可在此標籤上

指定額外的設定（您還可以 選項... 在 工具 選單開啟此對話方塊。） 

6. 按一下 Scan to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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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時將顯示對話方塊，並將出現進度列與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9. 指定您想要儲存 Microsoft Word 文件的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將在您所指定的資料夾內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將放置到您所指定的資料夾內。

也將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文件的所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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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到  Microsoft Excel

利用 掃描至 Microsoft Excel 新建任務 新建任務 工作，您可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

來建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1. 開啟 新建任務 視窗，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 Microsoft Excel 工作。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5.1.保留格式。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加格式文字

字型類別、字型大小與段落格式將被保留。

· 純文字

只會保留段落。 將完全使用單一字型。

5.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5.3.XLSX 設定：

· 保留圖像

如果您想要在輸出文件內保留圖像，請選擇此選項。

· 為每個頁面建立單獨工作表

如果您想要從原稿文件的每一個頁面建立個別的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請選擇

此選項。

5.4.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使用此選項以指定影像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先處理設定。 這些

設定可顯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

項 。 

5.5.更多選項...

開啟 對話方塊上標籤的 XLS(X)  區段 格式設定  標籤 選項 您可在此標籤上指定

額外的設定（您還可以 選項... 在 工具 選單開啟此對話方塊。）

6. 按一下 Scan to Excel。

7. 此時將顯示對話方塊，並將出現進度列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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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9. 指定您想要儲存 Microsoft Excel 文件的資料夾。

工作完成後，將在您所指定的資料夾內建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也將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文

件的所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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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至影像檔案

利用 掃描至影像檔案 新建任務 新建任務 任務，您可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取得的影像來建立

純影像文件。

1. 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影像檔案 工作。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5.1.選取影像格式

使用此設定以選擇想要的影像檔案格式。 

5.2.壓縮

如果您選擇了 TIFF 格式，您將可以壓縮掃描的影像。 影像壓縮可以縮小檔案大小。 

使用不同的壓縮方法可以獲得不同的資料壓縮率，且可能會造成資料遺失（損失影

像品質）。 選擇壓縮方法時，應該考慮兩項因素：輸出檔案的影像品質及其大小。 

ABBYY FineReader 可讓您使用以下的壓縮方法：

· PACKBITS

不會造成資料損失，且相當適合用於壓縮純黑白掃描。

· JPEG (JFIF 格式)

此方法可用來壓縮灰階與彩色影像，例如，相片。 它可以顯著地壓縮影像，但會

造成若干資料損失。 此可能會造成影像品質降低（模糊或損失彩度）。

· ZIP

不會造成資料損失，且在包含大量單色區域的影像上的效果最好，例如： 螢幕擷

取畫面 以及黑白影像。

· LZW

不會造成資料損失，且在包含向量圖形與灰階影像上的效果最好。

5.3.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指定影像預先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先處理設定。 這些設定可顯

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  

6. 按一下 掃描至 <format>。

7. 此時將顯示對話方塊，並將出現進度列與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264

299



47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9. 指定您想要儲存輸出檔案的資料夾。

任務完成後，將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以您指定的格式建立輸出檔案。 也將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

文件的所有頁面。

掃描到其他格式

利用 掃描至其他格式 新建任務 新建任務 任務可讓您從掃描器或數位相機建立受歡迎格式的文

件（ *.pptx、*.odt、*.html、*.epub、*.fb2、rtf、*.txt、*.csv 與 *.djvu）。

1. 開啟 新建任務 視窗，選擇 掃描 標籤後，按一下 掃描至其他格式 工作。

2.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開啟此對話方塊）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審核影像。 如果您對影像的品質不滿意，請變更掃描設定後再次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指定轉換設定。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5.1.選取輸出格式

使用此選項，為輸出檔案選擇所需的格式。

5.2.OCR 語言

選擇您的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辨識語言 。

5.3.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指定影像預先處理設定，例如，偵測頁面方向與自動預先處理設定。 這些設定可顯

著改善來源影像，並獲得更好的 OCR 精準度。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  

5.4.更多選項...

開啟包含 格式設定  標籤 選項 您可在此標籤上指定額外的設定（您還可以 選項

... 在 工具 選單開啟此對話方塊。）

6. 按一下 掃描至 <format>。

7. 此時將顯示對話方塊，並將出現進度列與提示。

8. 掃描頁面後，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 

按一下 重新掃描 以使用目前設定來掃描更多頁面，或者按一下 完成掃描 以關閉對話

方塊。

9.  指定您想要儲存輸出檔案的資料夾。

任務完成後，將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以您指定的格式建立輸出檔案。 也將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

所有文件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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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編輯器

ABBYY FineReader 中的 PDF 編輯器是一款用於處理 PDF 文檔的易用工具。您可以使用PDF 編輯器

來查看PDF 文檔，執行文本搜索，重新安排頁面，添加或刪除頁面，編輯文檔文本，從PDF 文檔

複製圖片或文本片段並將其粘貼到其它應用程序中，添加備註到PDF文檔，創建、填寫和編輯交

互式PDF 表單。 您不需要將 PDF 轉換為可編輯的格式，即使它只能掃描沒有文字層的文件。

本章內容

· 檢視 PDF 文件

· 搜尋 PDF 文件

· 從 PDF 文件複製資料

· 檢視 PDF 文件

· 處理 PDF 內容

· 處理交互式 PDF 表單

· 簽署帶有數位簽章的 PDF 文件。

· 使用密碼保護 PDF 文件

· 建立 PDF 文件

· 儲存和匯出 PDF 文件

· 分割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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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查看和搜尋 PDF 文件，並複製文件中的文字、圖片和表格。

要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啟 PDF 文件：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按一下 開啟 標籤，然後按一下 開啟 PDF 文件 工作。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按一下 檔案 > 開啟 PDF 文件...。

文件將顯示在 PDF 編輯器中。

要自訂文件的顯示方式，請使用以下設定。

· 頁面的顯示和捲動方式隨着檢視模式而變更。 

另請參閱：  檢視模式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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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放功能可以放大和縮小文件。

· 實際大小 以 100% 的比例顯示頁面。

· 適合寬度 變更在其中顯示的文件，使得文件的寬度適合螢幕寬度的比例。

· 最適合 變更在其中顯示的文件，使得文件的高度適應螢幕的高度的比例。

· 縮小/放大 您可以手動調整大小。

 若要用 PDF 工具顯示/隱藏工具列，請按一下 PDF 工具 按鈕。

本章內容

· 檢視模式

· 導覽 PDF 文件

· 背景辨識

· PDF 安全功能

檢視模式

PDF 編輯器有四個確定如何顯示和捲動文件頁面的檢視模式：

單頁檢視 顯示一頁，並隱藏所有其他頁。

單頁滾動 一個頁面一个页面的顯示，这样，當顯示到一個頁面的底部時, 可看到下一頁面的頂

部。

雙頁檢視 並排顯示頁面，奇數頁在左邊，偶數頁在右邊。

雙頁滾動 並排顯示兩個頁面，當您向下捲動頁面時出現後續頁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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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中一個頁面檢視模式下，如果您想要偶數頁顯示在右側，奇數頁顯示在左側，請按一下

檢視 > 檢視模式 > 右側為奇數頁。

有幾種方法變更檢視模式：

· 按一下畫面底部工具列的其中一個按鈕

· 按一下 檢視 > 檢視模式 並選擇其中一種檢視模式

· 使用以下鍵盤快速鍵： Ctrl+1， Ctrl+2， Ctrl+3，和 Ctrl+4。

全螢幕模式

PDF 編輯器有全螢幕檢視模式，其文件佔用整個螢幕空間，並且不顯示面板和工具列。

若要進入全螢幕模式，請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 按一下  螢幕底部工具列上的按鈕。 

· 按一下 檢視 > 全螢幕。

· 按一下 F11。

在全螢幕模式下，您可以︰

· 捲動文件

· 檢視文件（將滑鼠指標置於註解區域以顯示註解）

· 變更檢視模式和縮放。

 若要用檢視選項顯示底部工具列，請將滑鼠指標移動到螢幕的底部邊緣。

· 到文件中特定的頁面。 

 另請參閱：  導覽 PDF 文件 。

全螢幕檢視時，您也可以在文件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使用捷徑功能表上的命令：

· 新增註解  和文字插入點

· 建立 書籤

· 編輯  文字和圖像

若要結束全螢幕模式，請按 F11 或 Esc。

閱讀 PDF 文件時隱藏工具列和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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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 PDF 編輯器閱讀文件時，您或許想要隱藏某些或所有工具列和窗格，以為文件留下盡可能

多的螢幕空間。 螢幕的底部不能另外隱藏功能表列、主工具列和工具列，但如果您想要隱藏所有

工具列和窗格，您可以使用全螢幕模式。

您可以隱藏下面的工具列和窗格︰

· 若要隱藏導覽窗格，請按 F5 或按一下 檢視 並停用 顯示導覽窗格 選項。

· 若要隱藏 PDF 工具列，請按 F6 或按一下 檢視 並停用 顯示 PDF 工具 選項。

· 若要隱藏註解窗格，請按 F7 或按一下 檢視 並停用 顯示註解窗格 選項。

PDF 編輯器帶有導覽窗格、PDF 工具列和隱藏的註解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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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包含各種工具，使 PDF 文件更易於導覽。

· 方塊 頁面 允許您快速導覽頁面、變更頁面順序、 新增頁面到文件中，或刪除它們。

· 方塊 書籤 窗格中包含建立、 編輯和導覽書籤的工具。

· 方塊 搜尋 允許您搜尋並反白顯示文字。

· 方塊 附件 允許您檢視和編輯附件。

· 方塊 數位簽章 允許您檢視和刪除數位簽章。

 顯示和隱藏這些窗格的快速鍵 鍵盤快速鍵 。

檢視特定頁面

PDF 編輯器提供了幾個工具，使它更易於導覽長文件。 

若要在頁面間導覽：

· 使用  工具列上的按鈕。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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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檢視 > 轉到頁面 然後按一下 下一頁， 上一頁， 第一頁 或 最後一頁。

若要快速開啟特定頁面：

· 在螢幕底部工具列的方塊內  鍵入所需的頁面數 輸入。

· 按一下 檢視 > 轉到頁面 > 頁碼...，鍵入所需的頁面數，然後按一下 確定。

在全螢幕檢視中導覽頁面

要在全螢幕檢視中開啟特定的頁面，請執行以下操作：

1. 將滑鼠指標移動到螢幕底邊緣，彈出工具列。

2.  在螢幕底部工具列的方塊內  鍵入所需的頁面數。

3.  按一下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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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辨識

ABBYY PDF 編輯器允許您從不包含文字層的 PDF 文件中，如掃描文件和根據影像檔案建立的文

件，搜尋或複製文字和圖片。 這可能歸功於在背景中執行的 OCR 處理程式。 

預設情況下，背景辨識已啟用，當您開啓 PDF 文件時它自動啟動。 

背景辨識過程不會變更 PDF 檔案的內容。 相反，用其他應用程式開啓文件時，新增的臨時文字層

將不可用。

 如果您想要使文件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可以搜尋，您將需要儲存背景辨識過程所產生的文字層。

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檔案 > 辨識文件 > 辨識文件... 另請參閱：  辨識文字 。

 重要事項！  如果搜尋或複製功能不能正常執行，請查看是否為文件選擇正確的 OCR 語言。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若要停用背景辨識，清除 在 PDF 編輯器中啟用背景辨識 對話方塊中 選項  選項。

 背景辨識過程無法在單一核心處理器的電腦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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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安全功能

某些 PDF 文件會損害您的電腦。

ABBYY FineReader 有大量功能，這些功能使得 PDF 文件處理更安全。 當您執行以下有潛在危險的

操作時，程式會要求您確認：

· 正在開啓附件

· 正在開啓連結

· 正在提交 表單  資料。

如果您信任文件的建立者，請按一下 允許；否則，按一下 取消。

也可以透過在 PDF 文件中停用 JavaScript，保護您的電腦，以防惡意 JavaScript 程式碼。 若要停用

JavaScript，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其他 標籤，清除 在 PDF 文件中啟用 JavaScript 選項。

當您用 JavaScript 開啓 PDF 文件時，以下通知將出現在視窗的頂部：

按一下圖像，以放大它

如果您信任向您傳送 PDF 文件的人或實體，您可以透過選擇下列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之一，

JavaScript 設定 產生的文件的圖像品質和大小：

· 僅對此文件啟用 JavaScript 目前文件處於開啓狀態時，啟用 JavaScript。

· 對所有文件啟用 JavaScript 若要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在那裡您可以把所有文件啟用為

JavaScript。

搜尋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讓您可進行搜尋、反白顯示、取代、和編校資訊。搜尋的執行不僅包含主文件文字，並

包含註解、標頭和標尾、以及中繼資料。歸功於背景辨識 功能，您將可在包含掃描文件的任何

PDF 文件中執行搜尋。為了簡化搜尋結果導覽，搜尋結果將顯示在另一個窗格中。在主文字內文

中已找到字詞或片語將會反白顯示。這將可使您能更便利地進行選取、取代、或編校所有的搜尋匹

配字詞或片語。

章節內容：

· 關鍵字搜尋

· 搜尋和取代

· 搜尋和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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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搜尋

如需執行關鍵字搜尋，請執行以下作業：

1. 按一下窗格左側的  頁籤或按一下檢視 > 搜尋以開啟搜尋窗格。

2. 在尋找內容文字欄位中，輸入您想找到的字詞或片語。

與您的查詢匹配的字詞或片語將在文件中反白顯示。

 搜尋結果將安排至群組（按來源：文字、註解、或書籤），您將能夠反白顯示整個文

字群組。

  

3. 如果需要的話，請按一下  圖示旁的箭頭並選取以下任何一項：

· 完全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在搜尋方塊中所輸入的字詞完全相符的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correct」將不會找到像是「incorrectly」或「correction」的字詞。

· 大小寫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的查詢大小寫匹配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Editor」將不會找到「editor」或「EDITOR」。

您可對於文字中的搜尋匹配文字進行反白顯示、加刪除線、以及加底線 。要達成這一點，選取

搜尋結果中的並按一下相應工具適用字詞（反白顯示、加刪除線、以及加底線）。

 這將會在 PDF 文件中進行註解，並會標示出任何將需在來源文件中進行的任何變更。這將不會

影響您的 PDF 文件的文字本身。

若要變更用於文字標記的顏色，請按一下相應工具旁的箭頭並選擇調色板上顯示的所需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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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導覽到下一個/上一個搜尋匹配項，請使用  按鈕。您還可以透過按一下F3選取搜

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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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和取代

PDF 編輯器讓您可進行搜尋和取代字詞和片語。要達成這一點，請執行以下步驟：

1. 按一下窗格左側的  頁籤或按一下檢視 > 搜尋以開啟搜尋窗格。

2. 導覽到取代頁籤。

3. 在尋找內容文字欄位中，輸入您想找到的字詞或片語。

與您的查詢匹配的字詞或片語將在文件中反白顯示。

 搜尋結果將被安排入群組（按來源：文字、註解、或書籤），您將能夠反白顯示整個

群組。

  

4. 如果需要的話，請按一下  圖示旁的箭頭並選取以下任何一項：

· 完全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在搜尋方塊中所輸入的字詞完全相符的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correct」將不會找到像是「incorrectly」或「correction」的字詞。

· 大小寫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的查詢大小寫匹配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Editor」將不會找到「editor」或「EDITOR」。

5. 在取代內容欄位中，輸入要取代原有文字的文字。

6. 在搜尋結果中，標示要取代的字詞或片語。

 要一次取代數個字詞或片語，在搜尋窗格中選取適用數值。

7. 按一下取代。

這將會以您所指定的字詞或片語取代您已選取的字詞或片語，搜尋結果中將移除對應

輸入項目。

 若要導覽到下一個/上一個搜尋匹配項，請使用  按鈕。您還可以透過按一下

F3選取搜尋結果。

8. 儲存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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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和編校

PDF 編輯器讓您可移除 PDF 文件中的機密資訊，然後再發佈。要達成這一點，請執行以下步驟：

1. 按一下窗格左側的  頁籤或按一下檢視 > 搜尋以開啟搜尋窗格。

2. 導覽到編校頁籤。

3. 位於 尋找內容文字欄位：

· 鍵入您想要尋找的單詞或片語

· 或按一下  圖示並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使用關鍵字清單尋找 ，以使用自訂

清單搜尋文字。

4. 與您的查詢匹配的字詞或片語將在文件中反白顯示。

 搜尋結果將被安排入群組，您將能夠反白顯示整個群組。

  

5. 如果需要的話，請按一下  圖示旁的箭頭並選取以下任何一項：

· 完全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在搜尋方塊中所輸入的字詞完全相符的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correct」將不會找到像是「incorrectly」或「correction」的字詞。

· 大小寫相符將僅能找到與您的查詢大小寫匹配的字詞。

例如搜尋字詞「Editor」將不會找到「editor」或「EDITOR」。

6. 在搜尋結果中，對要編校的字詞或片語進行標示。

 如需一次編校數個字詞或片語，可於搜尋窗格中選取適用數值。

7. 按一下編校。

這將會移除已選取字詞或片語並以及各出現位置的顏色顯示。

8. 儲存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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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關鍵字清單進行搜尋與編校

如果您需要對文件中的重複單字或單字組合（例如，有關您機構的機密資訊等）進行搜尋與編

校，請為這些單字建立一個關鍵字清單，而後使用清單來進行適用文字的搜尋與編校。執行方式

如下，按一下  圖示，其位於 尋找內容文字欄位，並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以下其中一項：

· 新增關鍵字至清單將目前位於文字欄位中的單字或單字組合新增至關鍵字清單中；

· 使用關鍵字清單尋找使用自訂關鍵字清單搜尋文字；

· 編輯關鍵字清單...新增、修改、刪除關鍵字，以及將關鍵字儲存為清單。

 要儲存您對清單已進行的變更並使用已修改的關鍵字清單進行搜尋，請按一下儲存並新

增。

 要檢視特定清單中的所有關鍵字，請將游標移動至清單名稱上。

 要關閉關鍵字清單，請按一下  圖示，其位於名稱旁，或取消選取使用關鍵字清單尋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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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DF 文件複製資料

PDF 編輯器可讓您複製 PDF 文件的任何區域，而無須辨識整份文件，或是將其轉換為可編輯的格

式。

您可以複製任何區域作為：

· 影像 ；

· 文字 ；

· 表格 。

將區域複製為影像

若要將 PDF 文件區域複製為影像：

1. 使用滑鼠游標在想要複製的區域四周繪製矩形。

 標記的區域必須侷限於單一頁面。

2. 按一下  已標記區域旁顯示之工具列上的圖示。

或是亦可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已標記的區域然後再按一下複製為影像捷徑功能表，

或是使用 Ctrl+C 熱鍵。

 已標記區域的文字會複製到剪貼簿做為影像。

3. 將複製的影像貼到所需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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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區域複製為文字

若要將 PDF 文件區域複製為文字，請使用下列兩種方法之一：

方法 1：

1. 使用滑鼠游標在想要複製的區域四周繪製矩形。

 標記的區域必須侷限於單一頁面。

2. 按一下  已標記區域旁顯示之工具列上的圖示。

或是亦可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已標記的區域然後再按一下複製為文字捷徑功能表，

或是使用 Ctrl+Shift+C 熱鍵。

3. 將複製的文字貼到所需的應用程式中。

方法 2：

1. 使用滑鼠標記想要複製的文字字串。

 您可一次標記數個頁面上的字串。

2. 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已標記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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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複製文字顯示的捷徑功能表，或是使用 Ctrl+C 熱鍵。

4. 將複製的文字貼到所需的應用程式中。

您可僅針對具有文字層的 PDF 文件使用方法 2。若 PDF 文件中無文字層，ABBYY FineReader PDF

15會執行背景辨識 處理程序以建立文字層。

 若您無法使用滑鼠游標來標記文字字串，請確認選取在 PDF 編輯器中啟用背景辨識對話方塊

中的選項 選項。

 若複製的文字具有明顯差異和辨識錯誤，請確認針對文件選取正確的 OCR 語言。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若要儲存背景辨識處理程序所建立的文字層，請按一下檔案>辨識文件>辨識文件...。

另請參閱： 辨識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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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區域複製為表格

若要將 PDF 文件區域複製為表格：

1. 使用滑鼠游標在想要複製的區域四周繪製矩形。

 您甚至還可標記表格或表格的任何部分，或是影像上的純文字。

 標記的區域必須侷限於單一頁面。

2. 按一下  已標記區域旁顯示之工具列上的圖示。

或是亦可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已標記的區域然後再按一下複製為表格捷徑功能表，

或是使用 Ctrl+Alt+C 熱鍵。

 複製表格前，您可以變更表格結構 。

3. 將複製的表格貼到所需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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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Editor 可讓您在複製前變更表格結構。您可以：

· 新增垂直 / 水平分隔符號；

· 刪除分隔符號；

· 分割/合併表格儲存格。

辨識已標示區域中的文字後，即會  在該區域旁顯示表格編輯工

具的工具列。

使用這些工具變更表格結構，然後再次按一下  表格編輯工具列上的圖示。已編輯的表格將會

複製到剪貼簿。

 不變更原始檔案中的表格。

 您可以使用 OCR 編輯器編輯 原始檔案中的表格。

 若已複製的表格資料與原始文件資料明顯不同：

· 若文件沒有文字層，請確認選取正確的OCR 語言 。

· 若頁面包含想要複製的資料，但文字層品質不良，請更換為 新的文字層。

現可嘗試重新複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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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包括大量用於檢視 PDF 文件的功能。 在閱讀文件時，可以新增註解、 反白顯示重要的

片段、做筆記、繪製形狀以反白顯示特定的區域，以及在頁面上做戳記。

本章內容

· 新增註解

· 標記文字

· 繪製形狀

· 新增文字至 PDF 文件

· 新增戳記

· 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註解

PDF 編輯器提供將註釋新增到 PDF 文件任何部分的工具，使得討論和審閱 PDF 文件更簡單。

1. 如果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被隱藏，按一下工具列上的按鈕 PDF 工具 按鈕。

2. 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上的工具進行所需的變更。

3. 如果您不喜歡預設的備註顏色，在文件上方的工具列上選擇另一種顏色。

4. 在頁面上您想要註釋出現的地方按一下，鍵入註釋。

 您可以使用捷徑功能表變更現有註釋的顏色。

要瞭解如何開啟、回覆或刪除註釋，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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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文字

PDF 編輯器允許您指示對文件應該做什麼變更。 您所新增的任何編輯標記將不會變更文字本身，

而僅僅指明必須在何處進行哪些變更。

 有關編輯文字的註解僅可用在包含文字層的文件或背景辨識過程已辨識的文件。

ABBYY FineReader 有以下標記工具：

反白顯示 

加底線

刪除線

新增「備註」以插入文字 

 連按兩下任何類型的註釋，您可向其新增註釋。 有關註解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

的協作 。

要反白顯示、刪掉任何文字片段或向其新增底線： 

· 在工具列上選擇一個標記工具，然後選擇所需的文字片段，或 

· 選擇所需的文字片段，然後在工具列上選擇標記工具。 

若要指明插入點： 

· 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PDF 工具列上 然後在您認為需要插入文字的地方按一下。

 若要變更註釋的顏色：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釋，從捷徑功能表中選擇所需顏色，或 

· 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標記工具，然後按一下顯示在文件上方工具列上的一個顏色方塊。

你可以使用搜尋功能來標記特定文字片段，無需通讀整篇文件找尋他們。

1. 開啟 搜尋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2. 鍵入您想要查找的單詞或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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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搜尋 窗格中，選擇您想要標記的搜尋匹配文字，並按一下所需的標記工具。 如果您

想要選擇不同的顏色，按一下標記工具旁邊的箭頭，而不是按一下該工具本身，然後

在出現的調色板上按一下所需的顏色。

 預設情況下，窗格中的標記工具 搜尋 和 Pdf 工具列上的標記工具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上的

工具進行所需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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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形狀

PDF 編輯器讓您能在 PDF 文件中的頁面繪製不同的標示。您還可以將註解到新增您所繪製的不同

圖形中。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2. 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適用的繪圖工具。

· 墨水

當您按住滑鼠左鍵時，繪製一條線，讓您繪製任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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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繪製一條直線。 如果您想要繪製垂直、水平或對角線 （傾斜 45 度角），請按住 Shift

鍵。

· 箭頭

繪製箭頭。 如果您想要繪製垂直、水平或對角線 （傾斜 45 度角），請按住 Shift 鍵。

· 矩形

繪製一個矩形。 如果您想要畫一個正方形，按住 Shift 鍵。

· 橢圓

繪製一個橢圓。 如果您想要畫一個圓，請按住 Shift 鍵。

· 多邊形

繪製多邊形。 在要放置多邊形的初始頂點處按一下。 若要完成多邊形繪製，請按一

下初始頂點。

· 雲端

繪製一朵雲。 在要放置雲的初始頂點處按一下。 若要完成雲的繪製，請按一下初始

頂點。

· 聚合線條

繪製一條鋸齒狀的線。 按一下頁面後開始繪製，當您想要繪製下一段請再按一下，

然後在鋸齒線終點的位置按兩下。

· 文字方塊

繪製具有嵌套文字註釋的矩形。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將文字方塊註釋新增至

PDF 文件中 。

3. 一旦您完成了繪製形狀，如果您想要鍵入注釋，請按兩下。

 如果您正在使用 墨水 該工具，在您能鍵入註釋前需要停用繪圖工具。

若要使用該工具繪製一組形狀 墨水 並向整個集合新增註釋：

· 按住 Shift 鍵，並繪製形狀。 您可以鬆開滑鼠按鍵，但是僅鬆開 Shift 完成繪製後鬆

開「Shift」鍵。

· 停用繪圖工具，按兩下集合中的其中一個形狀，並鍵入您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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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繪圖工具有幾個您可以變更的設定。

若要變更這些選項：

· 按右鍵您在頁面上繪製的一個形狀，並使用其捷徑功能表上的命令。

· 繪製一個形狀前， PDF 工具列上 所需的設定。

 有關更多使用和編輯註釋的資訊，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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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字方塊註釋新增至  PDF 文件中

PDF 編輯器讓您可新增文字方塊到任何類型的 PDF 檔。

每個文字方塊都是一個註釋。文字方塊中的文字並非 PDF 文件的內文文字。

如需有關將內文文字新增到 PDF 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插入和編輯文字 。

若要將文字方塊新增至 PDF 文件中，請執行以下步驟：

1. 按一下工具列的 圖示，並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

一個帶有文字編輯工具的工具列出現在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下面。 

2. 在任何您想要新增文字的地方按一下。 您可以可以拖動滑鼠指標，不釋放滑鼠按鍵以變

更文字區塊的大小。 

3. 鍵入您的文字。 您可以選擇字型、 字型大小和字型顏色。 

4. 如果需要，變更文字區塊的大小。 

5. 若要繪製文字區塊周圍的邊框，請選擇顏色和邊框的粗細。 

6. 您還可以變更文字區塊的背景顏色或使用 偵測背景色彩 選項來選擇頁碼的背景顏色。

 預設情況下，使用透明背景。 

您可以使用 PDF 編輯器來填寫沒有互動欄位的表單。 要做到這一點，只需使用該工具鍵入文字表

單 匯出 鍵入文字表單。

 當您添加一個文字區塊時，新的註解包含 註解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您可以同樣的方式變更註

解的狀態，如同您變更註釋的狀態一樣。 另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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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DF 文件上的協作

PDF 編輯器允許您查看和回覆其他審核者所作的評論，雖然評論不是用 ABBYY FineReader 而是用

其它應用程式建立的。 您也可變更註解的狀態，以通知審核者您接受或拒絕其建議。 

若要檢視文件中所有註釋清單， 註解 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按鈕。

 有多種方式開啓 註解 影像編輯器：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釋、戳記或註解，並在捷徑功能表上 顯示註解窗格 捷徑功能表。

· 按一下 檢視 並選擇 顯示註解窗格。

· 按一下 F7。

新增註解至註釋 



75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連按兩下要將註釋新增到註解中，或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釋，並選取捷徑功能表中的 新增註解 命令。

如果 註解 窗格處於隱藏狀態，您可以在註解方塊中鍵入註解。 如果 註解 註解窗格可見，則將

反白顯示與註釋關聯的註解方塊。 

開啟註解 

· 選取包含您想要查看的註解的註釋。 

如果 註解 窗格處於隱藏狀態，您可以在註解方塊中鍵入註解。 如果 註解 註解窗格可見，則將

反白顯示與註釋關聯的註解方塊。 

 如果您希望註解永久顯示，請連按兩下其註釋。 若要隱藏註解，請按一下  右上角的註解方

塊按鈕。

回覆註解 

1. 選取包含您想要回覆的註解的註釋。 

2. 按一下 回覆 或按一下 Ctrl+Enter 並鍵入您的回覆。

刪除注釋或其關聯的註解或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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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刪除註釋：

· 選取您想要移除的註釋，並按 Del 或者右鍵按一下註釋並選取捷徑功能表中的 刪除 捷

徑功能表。

與註釋關聯的註解也將被刪除。 

· 在窗格中選擇一個 註解 影像編輯器 並按 Del 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釋方塊，然後按一

下 刪除。

與註釋關聯的註解也將被刪除。 

若要在窗格中刪除 註解 ：

· 在註解方塊內任意位置按一下右鍵，選取捷徑功能表 刪除 捷徑功能表。

與註解關聯的所有回覆也將被刪除。 

若要刪除所有註解和註釋： 

· 按一下 編輯 > 刪除註釋和標記...

若要刪除回覆：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回覆，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中 刪除回覆 捷徑功能表。

您也可以使用相同方式刪除窗格中的 註解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標記註解或變更其狀態 

您可向已閱讀的註解分配狀態或標記想要在以後重新造訪的註解。 

若要標記註解，請執行下列步驟： 

· 按一下  方塊 註解 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釋，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 新增核取標記 捷

徑功能表。

要變更註解的狀態：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註解或其註釋，請按一下 狀態 並選擇所需的狀態。

· 按一下  註解方塊中的按鈕，並選擇所需的狀態。

註釋和註解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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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屬性... 在註釋或註解的屬性對話方塊中，您可變更作者或主旨，並查看註釋或註解是如何隨

著時間推移而變更。 如果您變更了作者的名字，您可以按一下 設定預設值 按鈕，為以後做任何

註釋和註解時使用新名稱。

若要開啟 屬性 註釋或註解的對話方塊：

· 右鍵按一下註解、戳記或註解，並在捷徑功能表上 屬性... 捷徑功能表。

註釋窗格 

方塊 註解 中顯示所有新增到文件中的註釋，有或沒有評論、所有文字區塊、戳記，以及編輯標

記。

· 若要瀏覽評論，請使用  按鈕

· 您可以搜尋特定的註解、回覆或作者在窗格頂部使用的 註解 影像編輯器。

若要對註解進行排序，請執行下列步驟： 

· 在 註解 請按一下  然後從捷徑功能表中選取所需的排序選項。 

您可按類型、作者、標記狀態或註解狀態過濾註解。 

若要過濾註解： 

· 在 註解 請按一下  以開啓過濾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顯示全部註解， 隱藏目前註

解，或選擇要用於篩選評論的標準。

您可根據以下因素過濾註解： 

1. 類型 

2. 作者 

3. 頁面 

4. 日期 

5. 標記狀態 

6. 狀態 

 若要重設篩選器，請按一下 重設。

如果您僅想看作者和評論的日期，請按一下  以隱藏註解的文字。 若要再次顯示文字，請按

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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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戳記

PDF 編輯器允許您在 PDF 文件中加蓋戳記，操作方式與蓋在紙質文件上相同。 您可從可用戳記清

單中選擇戳記，或建立自訂戳記，可新增任何所需文字、加蓋戳記的日期和時間或影像。 

在頁面上加蓋戳記：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然後選擇所需戳記。

 如果您想用的戳記不在功能表中，按一下 其他戳記。

2. 在頁面上加蓋戳記。 

3. 根據需要將戳記移至所需位置。 

您可以向戳記新增註解和變更其狀態，如同向註釋新增註解一樣。 另請參閱：  在 PDF 文件上的

協作 。

如何建立戳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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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編輯器允許您建立文字戳記和影像戳記。

若要建立影像戳記：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從影像建立戳記...。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在欄位中為您的戳記鍵入 名稱 名稱。

3. 按一下 開啟影像 從您的硬碟上開啓一幅影像或按一下 從剪貼簿粘貼影像 如果您之

前已經將影像複製到剪貼簿中。

4. 使用 戳記大小 如果您需要調整影像大小，使用戳記大小的滑桿。

5. 按一下 儲存。

若要建立文字戳記：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建立文字戳記...。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在欄位中為您的戳記鍵入 名稱 名稱。

3. 在 戳記文字 欄位中，鍵入您想要出現在戳記上的文字。

4.  從 新增日期/時間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想要使用的日期和時間格式。

 當您在頁面上蓋戳記時，戳記將包含您指定格式的日期和時間。

 所有的文字元素將新增到欄位中游標位置的戳記。 戳記文字 名稱。 您可以變更此欄

位中的戳記參數順序，新增說明文字，並設定日期和時間格式。 有關日期和時間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 戳記和貝茨編號中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

5. 在 字型和框線 選項群組中，為文字戳記選擇字型類型、 字型大小和 字型樣式  為戳

記選擇色彩。

6. 如果 新增框線 您想讓戳記有邊框，啓用該選項。

7. 方塊 檢視 中包含一個預覽的戳記，所以您可以看到您所作變更的影響。

8. 按一下 儲存。

如何編輯戳記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管理戳記...。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一個戳記並按一下 編輯...。

3. 指定所需的設定並按一下 使用。

如何刪除一個戳記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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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文件中移除戳記，請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 選擇文件中的戳記，並按一下 Del。

· 把滑鼠遊標放在文件中的戳記上，按右鍵， 刪除... 捷徑功能表。

· 為窗格中的註解選擇戳記 註解 並按一下 Del。

若要從清單中刪除一個戳記：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管理戳記...。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戳記並按一下 刪除...。

處理  PDF 內容

PDF 編輯器允許您修改 PDF 文件內容，而無需將 PDF 文件轉換為可編輯格式。

本章內容

· 插入和編輯文字

· 插入和編輯圖像

· 插入和編輯超連結

· 辨識文字

· 處理頁面

· 新增書籤

· 新增頁首和頁尾

· 處理檔案附件

· 檢視中繼資料

· 增強頁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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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編輯文字

ABBYY FineReader PDF 15中的 PDF 編輯器 讓您可於任何 PDF 文件中插入和編輯文字：



82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建立的 PDF 文件

· 掃描文件

· 可搜尋的 PDF 文件

可用的功能如下：

· 新增文字

· 刪除文字

· 從剪貼簿中複製文字和貼上文字

· 在既有的文字方塊內編輯文字格式

· 變更文字方塊大小

· 在頁面上移動文字方塊

· 更正頁面方向、傾斜、失真的文字、和其他掃描文件中發現的缺陷

*除了包含向量圖形文字的 PDF 文件以外

插入新文字

可透過以下方式將新文字新增到頁面中：

· 工具新增文字新增新文字方塊 。

這是最種方便的方式來插入：

o大量文字

o獨立的文字方塊

· 編輯既有文字方塊 。

如果您需要新增相對小量的文字到既有文字方塊中，這是最種方便的方式來插入文字。 

· 工具頁首與頁尾新增新文字方塊 。

如果您需要立即新增相似文字到數個頁面，這是最種方便的方式來插入文字。

使用工具新增文字新增新文字

將新文字方塊新增到 PDF 文件：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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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按鈕進入文字編輯模式。 或者，您可選擇工具 >編輯文字和圖片，或使

用Ctrl + E 熱鍵。

提示： 如果未顯示工具列，請按一下右上角的  。

注意：您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讓程式進行編輯文件的準備。這段期間，頁面準備指示將

會顯示於文字 窗格的左側。

該文字窗格將出現在工具列的下方，而文字和影像將會標示為個別的方塊。：

注意： 使用掃描文件和可搜尋的 PDF 文件時，特別是停用背景辨識時，重要的是需要

指定正確的語言。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見 執行 OCR 前要考慮文件功能 。

提示：在開始使用掃描文件和可搜尋的 PDF 文件前，有時候最好先修正頁面方向、傾

斜、失真文字和其他缺陷 。

2.  按一下 位於文字窗格的按鈕。或者，您可使用Ctrl + T 熱鍵。這將會啟用

位於文字窗格的編輯工具。

3. 將游標放在要新增新文字方塊的特定位置並為新文字方塊標示出適當大小的長方形形

狀或按一下左鍵新增預設形狀的文字方塊。

注意；新文字方塊的大小不可大於頁面本身。

注意：您可在其他物件上建立新文字方塊。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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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您的文字輸入到您剛剛建立的文字方塊中。

注意：在新增大量文字時，請小心不要超過頁面本身的邊界。

5. 完成新增文字。要進行此操作，請在文字方塊區域外側按一下左鍵或按下Esc鍵。

6. 要儲存文件更改內容，請按一下位於 PDF 編輯器視窗左上部分的 按鈕。或者，您可

按一下檔案> 儲存或使用Ctrl + S 熱鍵。

7. 要結束文字編輯模式，請按一下 按鈕或使用Ctrl + E 熱鍵。

編輯既有文字

若要編輯 PDF 文件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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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位於工具列的 按鈕進入文字編輯模式。您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讓程式進

行文件編輯的準備。或者，按一下 工具> 編輯文字和圖片或使用Ctrl + E 熱鍵。

提示：， 如果未顯示工具列，請按一下 PDF 編輯器視窗右上角的 按鈕。

注意： 您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讓程式進行編輯文字的準備。這段期間，頁面準備指示將

會顯示於文字窗格的左側。

該文字窗格將出現在工具列的下方，而文字和影像將會標示為個別的方塊。：

注意： 使用掃描文件和可搜尋的 PDF 文件時，特別是停用背景辨識時，重要的是需要

指定正確的語言。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見 執行 OCR 前要考慮文件功能 。

提示：在開始使用掃描文件和可搜尋的 PDF 文件前，有時候最好 先修正頁面方向、傾

斜、失真文字和其他缺陷 。

2. 要編輯 PDF 文件中的文字。

您可以：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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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新文字新增到既有的文字方塊

要進行此操作， 將游標放在您要建立文字方塊的地方，並輸入適用文字或貼上剪貼

簿中的文字。

程式會自動選擇適用字型。

注意：目前字型的名稱顯示在文字窗格的清單中。字型名稱四周有一對方括號，表示

該字型已內建至編輯後的 PDF 文件，但尚未安裝於系統中。如需在鍵入新文字時使用

此字型，請先在系統中安裝該字型。否則，程式將選用預設字型。

· 從既有文字方塊中刪除文字

要進行此操作，請選取您要刪除的文字並進行刪除。

· 刪除整個文字方塊

要進行此操作：

o 按住Ctrl 按鈕並在文字方塊上按一下左鍵。

或者，您可透過在其內部按一下左鍵選取文字方塊，將游標放在其中一個方塊邊

界上，以及在游標外觀變更為 時按一下左鍵以選取文字方塊。

o 可透過按一下刪除來刪除文字方塊。

· 變更文字格式

要進行此操作，請在文字方塊內選取適用文字和使用位於文字窗格的工具進行編

輯：

· 變更文字方塊大小

要進行此操作，請在文字方塊內按一下左鍵選取適用文字。文字方塊邊界具有小方形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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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游標放在其中一個方形圖示上。在游標外觀變更為 時，按住滑鼠左鍵並拖曳游

標以使文字方塊大小變更為您所要的大小。

注意：在變更文字方塊大小時，請小心不要超過頁面邊界。

· 將文字方塊在頁面內進行移動

要進行此操作，按住Ctrl 按鈕並將滑鼠游標放在文字方塊上。按住滑鼠左鍵連同Ctrl

按鈕，並將方塊拖曳到適用地點，同時按住Ctrl 按鈕和滑鼠左鍵。

或者，您可透過在其內部按一下左鍵選取文字方塊，將游標放在其中一個方塊邊界

上，以及在游標外觀變更為 時按住左鍵以移動文字方塊。

注意：在移動文字方塊時，請小心不要超過頁面的可見邊界。

3. 完成編輯文字。要進行此操作，請在文字方塊區域外側按一下左鍵或按下Esc按鍵。

4. 要結束文字編輯模式，請按一下 按鈕或使用Ctrl + E熱鍵。

5. 要儲存文件更改內容，請按一下位於 PDF 編輯器視窗左上部分 按鈕。或者，您可按

一下檔案> 儲存或使用Ctrl + S 熱鍵。

改善掃描文件中的文字編輯

在開始編輯掃描文件和可搜尋的 PDF 文件前，您可進行以下步驟來提高文字編輯效果：



88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修正頁面方向、傾斜、失真文字和其他缺陷 

對於掃描文件的外觀進行外觀修改，按一下修正歪斜和頁面方向位於文字 工具列

的按鈕並進行選擇校正目前頁面的歪斜和方向（適用特定頁面或適用全文件）。

注意：只有在程式偵測到文字傾斜的頁面中，該修正歪斜和頁面方向按鈕才會出現

在文字 窗格中。

· 重新辨識頁面/文件

如果頁面中含文字層，編輯文字時會使用到該文字層。要從頭辨識頁面，按一下工具

列中的文字層按鈕並選取 辨識頁面並取代現有文字層...（適用特定頁面或全文

件）。

這將可開啟辨識文件對話方塊。

從其上半部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用語言。

勾選修正頁面方向旁和視窗下半部校正影像傾斜以及校正影像解析度的旁的核取

方塊。

按一下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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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編輯圖像

PDF 編輯器允許您將圖像插入到任何類型的 PDF 文件中。 

1. 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上的工具進行所需的變更。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圖像並按一下 開啟。

3. 把圖像移到頁面上想移到的位置。

您可以移動、旋轉、刪除和調整圖像的大小。 移動圖片時，它可能會與頁面上的其他物件重

疊。 要將重疊的圖片放入最前面，請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 將圖像提至最上層。

要刪除一張圖像：

· 若要刪除某個普通 PDF 文件中的圖片，（把滑鼠光標放在圖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刪

除 捷徑功能表。

· 您可以刪除該文件圖像的一部分和可能包含圖片的任何東西。 要這樣做，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PDF 工具列上 工具列下面 並選擇要抹除的區域。

 方塊 清除 工具刪除圖像和文字，自動選擇適當的背景顏色來填充空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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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編輯超連結

ABBYY FineReader 可讓您將超連結插入至任何類型的 PDF 文件中，以及編輯現有的超連結。

當您將滑鼠游標指向超連結時，即會在快顯方塊中顯示其位址。若要追蹤此連結，只要按一下該

連結即可。

將超連結插入至 PDF 文件：

1. 輸入要做為超連結的文字。

2. 按一下 編輯> 新增連結...或選取文字，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該文字，然後再按一下新增連結...

捷徑功能表。

· 連結至目前文件中的特定文字片段

在「連結編輯器」中：

· 選取本文件內的頁面然後輸入連結應開啟的頁面編號，或

· 按一下選擇特定目的地...，將滑鼠游標放在您想引導使用者按一下連結後前往的目標位置。

· 連結至網頁

在「連結編輯器」中：

· 選取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案或其他資源，然後輸入您想連結的目標頁面 URL (例如

http://www.abbyy.com)。

· 連結至電子郵件地址

在「連結編輯器」中：

· 選取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案或其他資源，然後輸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且前方加上

「mailto:」(例如 mailto:office@abbyy.com)。

· 檔案連結

在「連結編輯器」中：

· 選取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案或其他資源然後輸入連結應開啟的檔案路徑，且前方加上

「file://」(例如：file://D:/MyDocuments/ABBYYFineReader.pdf)。

編輯超連結：

http://www.abb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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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您要編輯的超連結。

2. 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所選的連結，然後再按一下編輯連結...捷徑功能表。

3. 在「連結編輯器」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 變更連結應開啟的頁面編號

· 按一下選擇特定目的地...，將滑鼠游標放在您想引導使用者按一下連結後前往的目標位置

· 變更 URL、電子郵件地址或是檔案路徑或其他資源。

您可將 URL、電子郵件地址或是檔案路徑或其他資源，複製至「剪貼簿」。若要執行此操作，請

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連結，選取複製連結，然後複製 URL、電子郵件地址或路徑。

從 PDF 文件刪除超連結：

1. 選取您要刪除的超連結。

2. 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所選的連結，然後再按一下移除連結捷徑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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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文字

背景辨識  是一個將臨時文字層新增到文件中，使您可以標記、複製和搜尋文字的過程。 透過

將永久文字層新增到 PDF 文件，您可以讓其他使用者使用這些功能。 帶有文字層的文件與原件簡

直難以區分。 您也可以在可搜尋的 PDF 文件中替換現有的文字層。

1. 在 主要工具列上，按一下旁邊的箭頭  按鈕，然後從下拉清單選擇 辨識文件

... 。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辨識文件 > 辨識文件... 或按 Ctrl+Shift+R。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指定合適的 OCR 語言：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

功能 。

3. 若要提高 OCR 品質，請啟用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可能會變更您的文件外觀。 

· 修正頁面方向 -程式將偵測文字方向，必要時會自動更正。 

· 校正影像傾斜以及校正影像解析度 -程式將偵測和更正任何傾斜、將選擇適當的影

像解析度，進行一些其他變更來提高影像品質。

4. 按一下 辨識 按鈕。

5. 因此，輸出文件將包含可搜尋的文字層。

將檔案中的頁面新增到 PDF 文件或者掃描紙質文件時，您還可以新增文字層。 若要執行此操作，

請選擇 辨識影像上的文字 對話方塊中 影像處理設定 選項（按一下 > > 影像處理

設定 要開啟此對話方塊）並指定文件的語言。 另請參閱：  處理頁面 。

 若您想要檢查已識別的文字、訓練程式來識別非標準字型和字元，或使用 ABBYY FineReader 的

某些其他進階功能，按一下按鈕旁邊的箭頭  並按一下 在 OCR 編輯器中辨識並驗證。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辨識文件 > 在 OCR 編輯器中辨識並驗證。 另請參閱：  傳送 PDF 文件到

OCR 編輯器 。

55

296

9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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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頁面

PDF 編輯器允許您可以在 PDF 文件中刪除或新增頁面、變更頁面順序並插入空白頁。

從 PDF 新增頁面...

1. 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  按鈕。

2. 按一下 從PDF進行新增...

 或是按一下 從PDF新增頁面...，位於 頁面 窗格的捷徑功能表中，或是按一下點選 

 按鈕時顯示的下拉式功能表。

3.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新增到 PDF 文件的 PDF 檔案，並指定您想要新增的

頁面數目。您還可以指定想要新增頁面的位置（例如第一頁之前或目前頁面之前等）。

4. 按一下開啟按鈕。

已選取的 PDF 檔案將會以未經修改的狀態，插入至目前的 PDF 文件中。

正在從檔案新增頁面...

1. 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  按鈕。

2. 按一下 從檔案新增...。

 或者，按一下 從檔案新增頁面... 按一下 頁面 或從您按一下這個按鈕會出現的 

下拉式功能表。

3.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新增到 PDF 文件的檔案並指定您想要新增的頁面數

目。 您選擇的檔案必須 是支援的格式 。 您還可以指定想要新增頁面的位置（例如第

一頁之前或目前頁面之前等） 。

4. 按一下 設定... 指定所需的 影像處理選項 。

5. 按一下 開啟 下拉式功能表

選定的文件將轉換為 PDF 並插入到目前的 PDF 文件。

正在新增掃描的頁面...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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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  按鈕。

2. 按一下 從掃描器新增...。

3.  選擇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4. 按一下 檢視 按鈕或在掃描區域的任意位置按一下，以檢視影像。

5. 如果需要，按一下 設定... 指定所需的 影像處理選項 。

6. 按一下 掃描 按鈕。

掃描的頁面將插入到目前 PDF 文件。

正在插入空白頁面...

1.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一個頁面，您想要在該頁面之前或之後插入一個空白頁。

2. 在頁面上按一下右鍵，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新增空白頁面 然後按一下 目前頁面之

前 或 目前頁面之後。

 或者，按一下  > 新增空白頁。 一張空白頁面將新增在目前所選頁面之後。

正在變更頁面順序...

·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一頁或多頁，並將它們拖動到文件中所需位置。

取代頁面...

1. 於頁面窗格中，選取想取代的頁面。 

2. 選取在頁面內容功能表中的編輯功能表裡的主工具列內的取代頁面...，或按頁面窗格

中的  按鈕。

3. 於已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具有新頁面的 PDF 文件。

4. 在文件取代對話方塊中，指定目前文件中將被取代的頁面範圍，以及新文件中的頁面

範圍。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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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旋轉頁面...

·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一頁或多頁，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它們，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旋

轉頁面 然後按一下 向右旋轉 或 向左旋轉。 或者，按一下窗格頂部的按鈕  然後按

一下 旋轉頁面 >向右旋轉 （或 向左旋轉）。

裁剪頁面...

1. 於頁面窗格中，請選取一或多個頁面。

2. 選取在頁面內容功能表中的編輯功能表裡的主工具列內的裁剪頁面...，或按頁面窗格

中的  按鈕。

3. 於裁剪外框窗格中：

· 選取裁剪模式：區分每一個頁面的外框或所有頁面使用單一外框

· 選取裁剪外框的大小

· 使用可讓程式自動決定裁剪外框大小的的選項。

 自動外框選項可於文字邊緣設定裁剪外框的邊界，並縮減文件頁面上的空白區

域。

4. 可移動外框邊緣以手動方式設定裁剪外框。

5. 於設定裁剪外框後：

· 請選擇要進行裁剪的文件頁數

· 按一下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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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刪除頁面...

·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一個或多個頁面，按右鍵，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刪除頁面

... 或按一下 Del 鍵。

正在從選擇的頁面建立 PDF 文件...

·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所需的頁面，按右鍵，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從選取的頁面建立

PDF 捷徑功能表。

建立的文件將在新視窗開啟。

影像處理選項

PDF 編輯器提供了多個影像處理選項，以提高影像和 OCR 品質。

當掃描紙質文件或從影像文件建立 PDF 文件時，您可以指定影像處理選項。

· 影像品質 圖像的品質和文件的大小由您從群組選項中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的值 影像品

質 決定

o 最佳品質

若要保留頁面影像和圖像的品質，請選擇此項目。 將保留原始影像的原始解析度

o已平衡

選取該選項以降低 PDF 檔案的大小，同時將圖像和頁面影像的品質保持在較高的色

階。

o壓縮大小

選取該選項以獲得較小的 PDF 檔案。 這可能會影響頁面圖像和圖片的品質。

o 自訂...

如果您想要指定用於儲存頁面圖像和圖片的自訂選項，請選擇此選項。 在開啟的對話

方塊中，選擇所需的儲存選項並按一下 確定。

· 辨識影像上的文字 如果您想要向文件新增文字層，請選擇此選項

您將得到一個看起來與原始文件基本相同的可搜尋的 PDF 文件。

· 使用 MRC 壓縮（在下面指定 OCR 語言） 如果您想要應用 MRC 壓縮演算法與識別的頁

面，請選擇此選項。 MRC 壓縮減少輸出檔案的大小，同時保持頁面圖像的視覺品質。

· 應用 ABBYY PreciseScan 以使影像上的字元變得平滑 如果您想要套用 ABBYY

PreciseScan 技術，請選擇此選項。 ABBYY PreciseScan 消除文件上的字元，放大時，字元

就不會像素化。 

· OCR 語言 確保選擇合適的 OCR 語言。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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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書籤

PDF 編輯器允許您向 PDF 文件中新增書籤。

若要在窗格中建立書籤 書籤 或使用捷徑功能表

1. 若要在窗格中建立書籤 書籤 ：

a. 按一下  向左按一下垂直欄上的按鈕或按一下 檢視 > 書籤。 方塊 書籤 窗格。

b. 按一下  並為您的書籤鍵入一個名稱。

c. 預設情況下，新建立的書籤位於目前頁面的開始處。 

2. 若要使用捷徑功能表建立書籤：

a. 選擇文件中您想要新增書籤的文字片段、圖片或任何元素。

b. 在所選內容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 新增書簽... 捷徑功能表。

c. 在窗格中 書籤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如果用書籤標記文字片段，選定的文字將用作書籤的名稱。

d. 新建立的書籤將指向文字片段、圖片或您已選擇文件的其他位置。

若要為您的書籤選擇一個不同的目的地， 設定目標 按一下書籤中的快捷功能表，然後按

一下文件中您想要插入書籤的位置。

 可以嵌套書籤。 新書籤與預先選定的書籤具有相同的嵌套層級。 如果新的書籤是文件中

的第一個書籤，它將被放置在根目錄層級中。

 或者，您可以透過按一下「>」建立書籤 編輯 > 新增書簽...。

 正在重新排列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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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窗格中 書籤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2. 按住滑鼠左鍵並拖動書籤到所需的位置。

 若要建立嵌套的書籤，請將其拖曳到一個現有的父書籤中，等待父書籤圖示的變更，然

後鬆開滑鼠左鍵。 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書籤」並使用 向左移動一級 和 向右移動一

級 捷徑功能表上的命令。

 重新排列書籤或變更它們的嵌套層級，這樣不會影響文件的外觀。

 正在重新命名書籤...

1. 在窗格中 書籤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2. 按一下  或者按一下 重新命名 捷徑功能表上的書籤。

3. 鍵入新名稱。

 正在刪除書籤...

1. 在窗格中 書籤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2. 按一下  或者按一下 刪除 捷徑功能表上的書籤。

 如果書籤於相同的嵌套層級，則可以一次刪除多個書籤。 按住 Ctrl 鍵，選擇您想要刪除

的書籤，然後按一下 刪除。

 當刪除了一個父書籤時，它的所有子書籤也被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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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頁首和頁尾

PDF 編輯器可讓您在 PDF 文件中新增頁首和頁尾。頁首與頁尾是出現在頁面頂端或底部的重複性

文字，您可在其中放置頁碼、作者名稱、建立日期或時間，或是用於建立文件索引的貝茨編號。

將頁首或頁尾新增至您的文件：

1. 按一下 按鈕。

2.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需要的頁首或頁尾類型。

正在建立頁首/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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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按鈕，然後按一下建立頁首與頁尾...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頁面上顯示的其中一個可能位置 (共六個)。為了提高準確

性，請輸入頁首或頁尾與對應頁緣之間的精確距離。

您可選擇測量頁首/頁尾與頁緣間距離時所用的單位，方法是透過「計量單位」下拉

式清單 (位於預覽窗格的下方)。

3. 在「文字」欄位中，輸入您想要放置於文件所有頁面頂端或底部的文字。

4. 新增頁碼、日期、時間或貝茨編號：

· 按一下頁碼按鈕，然後從開啟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需要的頁面編號格式。

採用所選格式的每頁編號，將會顯示在個別頁面的頂端或底部。

· 按一下貝茨編號按鈕。

預設會從 1 開始，為所有的文件頁面建立編號。若要變更預設值，請按一下繼續 %

0...

編號將從您在「開始於」欄位中指定的號碼開始，且會根據您的設定而針對每個頁面

或每份文件增加。按一下「儲存」以套用變更。

· 按一下「日期/時間」按鈕，選取需要的日期或時間格式。

每當您按一下「貝茨編號」按鈕，或是位於「日期/時間」下拉式清單之「頁碼」中

的項目，即會將對應的項目新增至滑鼠游標後方的「文字」欄位。您可以變更此欄位

中的項目順序，新增專屬說明文字，或是自訂日期或時間格式。如需關於日期與時

間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戳記以及頁首與頁尾中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

5. 在「字型」區段中，選取需要的字型、字型大小、字型效果 和字型顏色。

6. 在「頁面」區段中，指定頁首/頁尾應顯示於所有頁面，或是僅顯示於部分頁面。

· 選取全部(若您想要在所有頁面上顯示頁首/頁尾)，或是選取「頁面範圍」並指定特

定的頁面範圍。

· 您可選擇僅將頁首/頁尾放至於單數或偶數頁面。若要如此做，請建立頁首/頁尾並選

取奇數頁或偶數頁透過「套用到」下拉式清單操作。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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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儲存並新增儲存您的變更，然後將新建立的頁首/頁尾新增至您的文件。

您可從現有的頁首/頁尾建立一個新的頁首/頁尾。若要如此做，請按一下

按鈕並選取管理頁首與頁尾....在「管理頁首和頁尾」對話方塊中，選取現

有的頁首/頁尾，然後按一下複製....

正在編輯頁首/頁尾...

1. 按一下 按鈕並選取管理頁首與頁尾...

2. 在「管理頁首和頁尾」對話方塊中，選取您想要修改的頁首/頁尾，然後按一下編輯....

3. 進行必要的變更，然後按一下儲存.

正在從清單中刪除頁首/頁尾...

1. 按一下 按鈕並選取管理頁首與頁尾...

2. 在「管理頁首和頁尾」對話方塊中，選取您想要刪除的頁首/頁尾，然後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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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浮水印

PDF Editor 可讓您在 PDF 文件中新增浮水印。浮水印是放置在頁面內容上或下的某些文字。您可使

用浮水印例如用於顯示文字作者或識別包含機密資訊的頁面。

若要新增浮水印：

1. 按一下   及接著按一下新增浮水印項目。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在頁面上的九個可能位置中選取一個位置。

您可藉由變更垂直及水平位移數值進一步調整浮水印的定位.

3. 於文本欄位中，輸入您想在頁面上顯示的文字。

您可為浮水印文字選擇使用不同的字型、字型大小和字型效果，設定在格式部分。

4. 調整浮水印的方向與透明度：

a. 於旋轉欄位中，指定旋轉角度（您也可使用欄位右側的滑動塊）。

b. 於透明度欄位中，輸入透明度數值（您也可使用欄位右側的滑動塊）

5. 選擇您想要放置浮水印的地方 —在頁面內容的上方或在頁面內容下的背景中.

6. 指定是否浮水印應出現在文件中的所有頁面或僅出現在選取頁面上：

a. 選取全部如果應於所有頁面上放置浮水印。

b. 選取選中是否應僅於目前已選取的頁面上放置浮水印。

c. 選取頁面範圍是否應於一頁面範圍內的頁面上放置浮水印。如果您選擇此選項，您

必須在以下欄位中指定一頁面範圍。

7. 在對話方塊的預覽窗格中檢視浮水印新增浮水印，如果您對於結果很滿意，按一下儲

存並新增.

您可於同一文件中新增多個不同的浮水印。

若要刪除文件中的浮水印，按一下   及接著按一下刪除浮水印項目。

此指令可刪除文件中的所有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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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檔案附件

任意格式的檔案可以附加到 PDF 文件中。

若要檢視附加的檔案：

· 按一下  窗格中的按鈕，或按一下 檢視 > 附件。

您可以開啟、儲存、重新命名或刪除附加的檔案。

在 附件 ：

· 選擇一個檔案。

· 在  按一下與您要執行的操作相對應的工具 。 還可以按一下捷

徑功能表上對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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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繼資料

PDF 編輯器允許您檢視 PDF 文件標題、作者及其他一些資訊。 此資訊稱為中繼資料。 作者已指定

部分中繼資料，部分中繼資料自動產生。 您還可以透過中繼資料搜尋文件。

若要檢視中繼資料，請按一下 檔案 > 文件屬性... 若要開啟 文件屬性 選項。

您可以變更或儲存作者建立的任何中繼資料，前提是該 PDF 文件不受密碼保護：

· 標題 包含文件的標題。

· 作者 包含文件的作者。

· 主旨 包含文件的主旨。

· 關鍵字 包含搜尋文件時可以使用的關鍵字。

 當您將各種格式的文件轉換為 PDF 時，會保留原始的中繼資料，前提是您沒有選擇刪除中繼資

料，並且沒有指定覆寫現有選項的新匯出選項。

文件的中繼資料還包含有關文件和檔案的以下資訊：

· 檔案名稱 包含檔案的名稱。

· 位置 包含指向儲存文件的資料夾的路徑。

· 檔案大小 包含檔案的大小。

· 頁面大小 包含目前頁面的大小。

· 頁面 包含文件的頁面數。

· PDF 產生器 包含建立文件的應用程式的名稱

· 應用程式 包含建立文件內容的應用程式的名稱

· PDF 版本 包含 PDF 版本。

 若文件中繼資料包含 PDF/A 或 PDF/UA 標準遵循性的相關資訊，則會顯示於 文件屬性

視窗。

· 標記的 PDF 包含有關文件標籤的資訊。

· 快速網路檢視 指定文件是否支援快速網路檢視技術，這樣可以加快連線載入文件。

· 已建立 包含建立文件的日期和時間。

· 已修改 包含上次變更文件的日期和時間。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檢視、 編輯、 尋找 ，和 刪除  中繼資料。

56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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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頁面影像

ABBYY PDF 編輯器可增強用影像文件建立的 PDF 文件的品質。 根據輸入圖像的類型，該程式將選

擇適當的增強圖像演算法。 除了自動增強圖像、 PDF 編輯器可以更正頁面方向、傾斜、扭曲的文

字行和其他缺陷，並使字元看起來與 ABBYY PreciseScan 技術更加平滑。

您可以在對話方塊中 影像增強 選項（按一下 編輯 > 增強頁面影像...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 修正頁面方向 如果您想要程式自動偵測和更正頁面方向，請選擇此選項。

為了獲得最佳識別結果，頁面應該有標準的方向，即以橫排文字行和從上至下的讀取順

序。 否則，可能無法正確識別文件。

· 校正影像傾斜以及校正影像解析度 如果您想要在您的影像上執行大量的影像處理常

式，請選擇此選項。

根據輸入圖像的類型，該程式將選擇進行圖像校正的應用，比如傾斜校正，校正梯形失

真或調整圖像解析度。

 此操作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

· 應用 ABBYY ABBYY PreciseScan 以使圖像上的字元平滑 如果您想要套用 ABBYY

PreciseScan 技術，使得放大時字元不那麼模糊，請選擇此選項。

 確保選擇合適的 OCR 語言。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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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交互式 PDF 表單

交互式 PDF 表單是用於收集信息的有用工具。它們比打印表單填寫的更快，用戶在填表時更不容

易出錯。

交互式 PDF 表單可以包含以下類型的字段：文本字段 ，下拉列表 ，複選框 ，單選按

鈕 ，按鈕 ，簽名字段 和列錶框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包含一個 PDF 編輯器，您可以填寫 ，創建 和編輯 交互式 PDF 表

單。

有了ABBYY FineReader PDF 15，您可以輕鬆打印 已完成的表單或空白表單，救 表單為各種

格式，或用電子郵件發送 它們。

章節內容

· 填寫表單

· 創建表單

· 編輯表單

117 122 126

129 132 142 145

107 109 111

162 156

161

107

1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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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表格

PDF 編輯器可讓您檢視、填寫、儲存和列印互動式表格。

1. 如果文件包含一個表單，顯示以下消息：

2.  要禁用突出顯示交互式表單字段，清除該消息中的反白顯示欄位或單擊 檢視，然後

清除 反白顯示欄位 項旁邊的複選框。

3. 填寫一張表格，從下拉清單選擇值或用鍵盤鍵入文字。

有了 ABBYY FineReader，您可以：

· 將資料載入到表單

· 單擊 工具 > 表單資料 > 從檔案載入表單資料...，瀏覽到有表單數據的文件，然後單擊

開啟。該表單將使用您選擇的文件中的數據填充。

 表單數據可從 FDF 或 XFDF 文件加載。

· 儲存表單資料

· 單擊工具 > 表單資料 > 將表單資料儲存至檔案...，為文件指定一個名稱，選擇一種輸

出格式，然後單擊 儲存。表單數據將被保存到文件。

 表單數據可以保存為 FDF、XFDF 或 HTML 格式。

· 清除表單欄位

按一下 編輯 > 表單資料 > 重設表單。 所有的表單欄位將被清除。

如果在程式設定中停用了 JavaScript，PDF 表單中的一些元素可能不可用。 例如，資料格式檢查

可能不可用。 啟用 JavaScript，您可以按一下 選項 > 其他 > 在 PDF 文件中啟用 JavaScript。 

另請參閱：  PDF 安全功能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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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目前的表單中沒有任何突出顯示的交互字段，請確保在表單上方的黃色窗格中選擇反

白顯示欄位 選項（或 反白顯示欄位 項在 檢視 菜單中被選）。如果選擇了該選項或菜單項，但

是您仍未有看到任何突出顯示的字段，請使用匯出工具填寫表單。

另請參閱：  將文字方塊註釋新增至 PDF 文件中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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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表單

要創建表單：

1. 在 PDF 編輯器中，創建新文檔或打開現有文檔。

另請參閱：  查看 PDF 文檔

2. 通過單擊主工具欄上的  按鈕，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這將打開一個新的工具

欄，內有多種工具，可讓您將各種類型的交互字段添加到表單上。

 如果您的表單已包含交互字段，它們的名稱將顯示在表單上。如果您不想看到字段名稱，可

右鍵單擊表單上的任意地方，然後清除快捷鍵菜單上 顯示欄位名稱項旁邊的複選框。或者，

單擊檢視 > 顯示欄位名稱。

 在表單編輯模式中，主要的 PDF 工具將不可用。

3. 按要求添加 和編輯 表單字段，並調節其在頁面上的位置 。

 只能在現有頁面內重新調整字段的位置。

 要查看表單字段向用戶顯示的樣子，請退出表單編輯模式 。

您可以添加以下類型的字段：

· 文本字段

· 下拉列表

· 複選框

· 單選按鈕

49

111 111 113

110

117

122

12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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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 簽名字段

· 列錶框

4. 單擊  主工具欄上的按鈕，可退出表單編輯模式。或者，右鍵單擊表單上的任意

地方，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表單編輯器，或按 Esc 鍵。

5. 救 您的表單。

 將表單保存為 PDF 文檔 (檔案 > 另存為 > PDF 文件...) 將保留交互字段，這樣您或其他用戶

可在打開 PDF 文檔時填寫表單。保存表單為其它格式（例如，Microsoft Word）將使其不可編

輯。

 要填寫 PDF 表單，請退出表單編輯模式 。

132

142

145

156

10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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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表單

在 PDF 編輯器中，您可以對 PDF 文檔中的交互式表單字段執行各種操作。您可以：

· 添加 字段。

· 更改 字段大小和其它字段屬性。

· 複製 字段或創建字段的鏈接副本 。

· 移動 字段到目前頁面內的不同位置。

· 相對彼此或頁邊距對齊 字段。

· 刪除 字段。

· 清除 所有字段的數據。

添加字段

1. 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 。

2. 在表單工具欄上，單擊您要添加的字段類型。

3. 單擊您要添加字段的地方。默認大小的字段將添加。

 要繪製任何大小的區域，不要釋放鼠標左鍵，按著所需方向拖曳鼠標指針。

 如果選擇選項按鈕工具，每次您在表單內單擊鼠標，一個單選按鈕就會被添加到表

單。添加了所需數量的單選按鈕後，請按 Esc關閉工具。

另請參閱：  單選按鈕

4. 必要時編輯 字段。

5. 退出表單編輯模式 。

編輯字段

1. 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 。

111

111

112 113

113

113

114

115

10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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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擊要編輯的字段（或右鍵單擊，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 屬性...）。

3. 在 屬性 對話框中，更改字段的屬性。

 您在此對話框中看到的屬性集取決於所選字段的類型。

點擊下面的鏈接，了解更多每種類型的字段的屬性：

· 文本字段

· 下拉列表

· 複選框

· 單選按鈕

· 按鈕

· 簽名字段

· 列錶框

4.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單擊取消 放棄所有更改。

5. 退出表單編輯模式 。

複製字段

117

122

126

129

132

142

14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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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下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復制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 複製。或

者，單擊鼠標選擇字段，然後在鍵盤上按 Ctrl+C。

2. 右鍵單擊要復製字段的地方，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 貼上，或在鍵盤上按 Ctrl+V。

 副本將和原始字段的屬性一樣，除了 欄位名稱之外。

 僅空白簽名字段 可以復制。

創建字段的鏈接副本

當下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為其創建鏈接副本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建立

已連結副本。鏈接副本將出現在原始字段旁邊。

 當用戶將數據輸入有鏈接副本的字段時，所有副本將被用同樣的數據進行填充。當同樣的數據

必須在同一個文檔內輸入多次時，這非常有用。

 鏈接副本的屬性將和原始字段一樣。您可以更改鏈接字段的任何屬性。更改欄位名稱屬性將把

鏈接副本變成一個簡單副本，即它再也不會被用原始字段的數據進行自動填充。

在頁面上移動字段

在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單擊要移動的字段，然後將其拖曳到所需位置。

 要移動多個字段，按下 Ctrl 鍵的同時對它們進行選擇。接下來，單擊任何選定字段，然後把它

們拖曳到所需位置。

 只能在現有頁面內移動字段。

相對彼此或頁邊距對齊字段

109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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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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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開始在頁面上移動 字段。屏幕上將出現紫色的指南，幫助您相對

彼此或頁邊距對齊字段。

 如果您不想看到指南，請在頁面上移動字段的同時按住 Ctrl 鍵。

要指定多個字段的坐標：

1. 當下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更改其坐標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屬

性...。屏幕上將打開屬性對話框。

2. 在 一般 選項卡上，更改X 和/或Y 框  中的值。

3.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4. 為所有要對齊的剩餘字段，重複步驟 1 至 3。或者，用上面所述的紫色指南對齊剩餘的

字段。

 要縱向對齊字段，請為 X 框中的所有字段指定同一個值。

 要橫向對齊字段，請為Y框中的所有字段指定同一個值。

刪除字段

10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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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 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單擊要刪除的字段，然後按刪除鍵。或者，右鍵單擊字段，然後在

快捷菜單上選擇刪除。

 要刪除多個字段，請在按下 Ctrl 鍵的同時對其選擇，然後按刪除鍵（或右鍵單擊選擇然後在快

捷菜單上選擇刪除）。

清除所有字段的數據

當下 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 PDF 文檔中的任意地方，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重設表

單。

調整字段大小

1. 當下 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調整大小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擇屬

性...。屏幕上將打開屬性對話框。

2. 在 一般 選項卡上，更改 寬度 和 高度 框  中的值。

3.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您也可以這樣調整交互字段大小：對其單擊，把鼠標放在其中一個調整大小手柄上直到鼠標

指針變為 ， 然後按所需方向拖曳手柄。

向字段添加彈窗提示

1. 當下 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為其提供提示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上選

擇屬性...。屏幕上將打開屬性對話框。

2. 在 一般 選項卡上，鍵入 工具提示 框  中的提示文本。

 如果是單選按鈕，請在 選項按鈕群組工具提示 框中為整個群組鍵入一條提示。

3.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讓字段成為必填字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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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下 表單編輯模式  中時，右鍵單擊要使其成為必填字段的字段，然後在快捷菜單

上選擇屬性...。屏幕上將打開屬性對話框。

 任何字段都可以成為必填字段，除了 按鈕  之外。

2. 在 一般 選項卡上，選擇 必要 選項。

3.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在編輯模式中，必填字段的 名稱  用紅色突出顯示。

 當退出編輯模式時，如果選擇了表單上方黃色窗格中的反白顯示欄位選項，必填字

段將為紅色邊框（或者如果反白顯示欄位項在檢視菜單中被選中）。

 該必要選項只是告知用戶必須始終完成某特別字段。它不會限制用戶在必填字段為空的情況下

保存、電子郵件發送或打印  PDF 表單。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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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字段

文字欄位用於文本數據。

要在表單上添加文本字段，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文本字段，請右鍵單擊字段，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文本字段屬性

常規選項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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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文本字段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符號數上限 - 可以輸入字段中的最大字符數。如果未指定值，則可以輸入任何長度的文本。

必要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字段將被標記為 必填 。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編輯字段。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 和 高度 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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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字體大小，以及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厚度。

字型顏色 - 鍵入字段中的文本的顏色。

字型名稱 - 用於鍵入字段中的文本的字體。

字型大小 - 鍵入字段中的文本的大小。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文本字段。

格式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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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格式 選項卡上，您可以通過從格式 下拉列表中選擇所需的數據類型，來指定輸入字段中的

數據類型。有兩種數據類型可用：

· 文字

· 日期

文字

選擇文字 自 格式 下拉列表，以允許用戶在此字段中輸入任何文本。

 該格式適用於輸入文本、數字、密碼、電子郵件地址和其它文本數據。

欄位類型 - 指明字段可以包含多少行文本。

· 單行 - 字段只可以包含一行文本。

· 多行 - 字段只可以包含任意行。

日期

選擇 日期 自 格式 下拉列表，以允許用戶在此字段中輸入日期。

 在填充模式中，單擊該字段將顯示日曆，用戶可以從中快速選擇日期。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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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 將用於日期的格式。

 用戶將可以使用任何格式輸入日期。不過，當用戶完成輸入日期時，它將被簡化為檢視框中指

定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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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列表

下拉清單可讓用戶從列表中選擇一個值或輸入一個自定義值。

要在表單上添加下拉列表，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下拉列表，右鍵單擊下拉列表，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下拉列表屬性

常規選項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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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下拉列表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必要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字段將被標記為 必填 。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編輯字段。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 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 和 高度 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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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字體大小，以及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厚度。

字型顏色 - 從下拉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顏色。

字型名稱 - 用於從下拉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字體。

字型大小 - 從下拉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大小。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下拉列表。

列表項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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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單項目選項卡上，您可以通過添加、刪除或修改項來編輯項列表。您可以上下移動一個項，

把項作為默認選擇，或讓用戶輸入一個不包括在列表中的自定義值。

清單項目 - 顯示將出現在下拉列表中的所有項。

新增 - 在列表末尾添加一個新建項。

編輯 - 修改所選項。

刪除 - 從列表中刪除所選項。

 要刪除多個項，請在按下Ctrl 鍵的同時一個個單擊，然後單擊刪除。

設定為預設值 - 將所選項作為默認選擇。該選擇將默認向用戶建議，但是用戶有權從列表中選擇

任何其它項。如果用戶清除了所有字段的數據 ，默認選擇將恢復。

 要將一個不同項指定為默認選擇，單擊該項然後單擊設定為預設值。

取消設定為預設值 - 從之前被作為默認選擇的項移除默認狀態。

 如果不再需要建議默認選擇的話，使用此按鈕。

上 - 在列表中上移所選項。

下 - 在列表中下移所選項。

允許非清單項目 - 可讓用戶輸入不包括在下拉列表中的自定義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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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框

核取方塊 可讓用戶選擇選項或取消選擇（即在是或否之間進行選擇）。

要在表單上添加複選框，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複選框，請右鍵單擊複選框，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複選框屬性

常規選項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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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複選框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預設為啟用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將默認選擇該複選框。

必要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字段將被標記為 必填 。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編輯字段。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 和 高度 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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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和鉤號的顏色。

核取標記顏色 - 框內鉤號的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厚度。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復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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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按鈕

選項按鈕可讓用戶從一組可用選項中只選擇一個選項。

要在表單上添加單選按鈕：

1. 切換到 表單編輯模式 。

2. 單擊  工具。

3. 單擊要添加單選按鈕的地方。默認大小的單選按鈕將被添加。繼續單擊表單，以添加所需數量

的單選按鈕。

 您必須添加至少兩個單選按鈕，因為按其本質來說，單選按鈕讓用戶可以在兩個或多個選

項之間進行選擇。

4. 再次單擊  工具或按 Esc鍵，可停止添加單選按鈕。

 您在關閉該工具前添加的所有單選按鈕都將形成單獨一個組。如果需要添加另一組單選按

鈕，請重複步驟 2 至 4。

要編輯單選按鈕，請右鍵單擊該按鈕，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單選按鈕屬性

常規選項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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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單選按鈕組的常規屬性（群組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選項按鈕群組名稱 - 包含此單選按鈕的群組名稱。當您切換到編輯模式時，該名稱將顯示在該

組中所有單選按鈕的上方。這是必填字段。您可以通過在此字段中輸入一個新名稱來創建一個單

選按鈕群組，也可以從群組下拉列表中選擇一個現有群組。

選項按鈕群組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文本。

 同樣的提示將對群組中的所有單選按鈕顯示。

選項按鈕名稱 - 這是必填字段。每個單選按鈕的名稱必須為唯一。

預設為啟用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將默認選擇該單選按鈕。

必要 - 如果選擇該選項，用戶將被 要求  選擇此群組中的單選按鈕。

唯讀 - 如果選擇該選項，用戶將無法選擇此群組中的單選按鈕。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和 高度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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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筆劃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以及點的顏色。

點顏色 - 所選單選按鈕內的點的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單選按鈕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單選按鈕的框架的厚度。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單選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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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按鈕可讓用戶啟動與給定按鈕關聯的操作。

要在表單上添加按鈕，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按鈕，請右鍵單擊複選框，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按鈕屬性

常規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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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按鈕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按鈕文字、彈窗提示、按鈕大小，等

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按鈕文字 - 在按鈕上顯示的文本。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單擊按鈕。

寬度 和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按鈕大小。按鈕大小不可為 0。

 - 按鈕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按鈕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按鈕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寬度 和高度 框中指定的按鈕維度的測量單位。按鈕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指定。

外觀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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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字體大小，以及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按鈕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按鈕的框架的厚度。

字型顏色 - 按鈕上的文本顏色。

字型名稱 - 按鈕上的文本的字體。

字型大小 - 按鈕上的文本的大小。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按鈕。

操作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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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動作 選項卡上，您可以添加、刪除、或修改被用戶活動引起的某些事件所觸發的操作。

動作列出被某些用戶活動觸發的所有操作。

建立... 添加 新操作 。

編輯...修改所選操作。

刪除刪除所選操作。

添加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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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按鈕添加新操作：

1. 切換到 表單編輯模式 。

2. 打開  所選按鈕的屬性對話框，然後單擊動作 選項卡。

3. 單擊建立...。這將打開新動作對話框。

4. 選擇一個將觸發操作的事件。

· 按一下 - 用戶單擊按鈕。

· 放置 - 當鼠標指針置放在表單的按鈕上時，用戶釋放開鼠標左鍵。

· 滑鼠移至上方 - 用戶將鼠標指針放在表單的按鈕上方。

· 將滑鼠移出 - 用戶從表單的按鈕上移除鼠標指針。

· 聚焦 - 用戶使用 選項卡 键把焦點放在按鈕上。

· 關閉聚焦 - 用戶使用 選項卡 键移除按鈕上的焦點。

5. 選擇一個將被事件觸發的 操作 。

6. 單擊儲存保存操作。操作將出現在動作部分， 按鈕屬性 窗口中。

 操作按事件分組。一個事件可以啟動一系列操作。

 您可以用鼠標在群組之間移動操作。

7.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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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操作列表



138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從掃描器新增頁面將打開掃描對話框，用戶可以在其中 選擇掃描設備和指定掃描參數

。新掃描的頁面將附在 PDF 文檔末尾。

· 將表單另存為...打開文檔保存對話框，其中用戶可以把表單另存為 PDF、FDF、XFDF 或

HTML 文檔。

· 關閉文件關閉當前文檔。

· 列印表單...打開 打印選項對話框 。

· 結束應用程式關閉當前的應用程序。

· 搜尋文件...打開 搜索窗格 。

· 移至第一頁轉至當前文檔的首頁。

· 移至最後一頁轉至當前文檔的末頁。

· 移至下一頁轉至當前文檔的下一頁。

· 移至上一頁轉至當前文檔的上一頁。

· 後退轉至用戶打開當前頁面之前打開的頁面。

· 前進轉至用戶從其返回至當前頁面的頁面。

· 選取要前往的頁面...打開對話框，用戶可以在其中輸入他/她想要打開的頁碼。

· 設定單頁檢視切換到單頁檢視 。

· 設定雙頁檢視切換到雙頁檢視 。

· 設定單頁捲動 啟用單頁滾動 。 

· 設定雙頁捲動 啟用 雙頁滾動 。

· 縮放至 100%以實際大小顯示頁面。

· 頁寬符合螢幕讓頁面橫向適應屏幕。

· 頁面符合螢幕顯示整個頁面。

· 顯示/隱藏附件 打開 附件  窗格。

· 顯示/隱藏書籤 打開 書籤  窗格。

· 顯示/隱藏頁面窗格 打開 頁面  窗格。

· 顯示/隱藏數位簽章 打開 數位簽章  窗格。

· 進入全螢幕模式切換到全螢幕 視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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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文件屬性... 打開 文件屬性 對話框，您可以在其中 審核文檔的元數據 。

· 開啟檔案打開檔案框中指定的文檔。單擊瀏覽...選擇您想要打開的文檔。

· 追蹤連結打開連結框中指定的鏈接。

· 重設表單清除當前表單中所有字段的數據。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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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表單發送表單數據到電子郵件地址或傳送至框中指定的服務器。在檔案格式框中，

您可以選擇提交完成的表單時要使用的格式。有以下四種選擇可供使用：PDF、FDF、XFDF

或 HTML。

· 移至頁面打開頁碼框中指定的頁面。

· 執行 JavaScript運行JavaScript框中輸入的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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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操作

要更改與按鈕關聯的操作：

1. 切換到 表單編輯模式 。

2. 打開  所選按鈕的屬性對話框，然後單擊動作 選項卡。

3. 單擊要保存的操作，然後單擊編輯...。這將打開編輯動作對話框。

4. 更改觸發事件 和動作 框中的值。

5. 單擊儲存。您所做的更改將反映在動作部分，按鈕屬性對話框中。

6. 單擊確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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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字段

簽名欄可讓用戶把數字簽名放入 PDF 文檔。

另請參閱：  數字簽名

要在表單上添加簽名，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簽名字段，請右鍵單擊字段，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簽名字段屬性

常規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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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簽名字段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必要 - 如果選擇該選項，用戶將被 要求  把數字簽名放入文檔。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編輯字段。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和 高度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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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以及填充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厚度。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簽名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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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錶框

清單方塊可讓用戶從列表中選擇一個或多個值。

要在表單上添加列錶框，請切換到表單編輯模式，然後單擊  工具。

另請參閱：  添加交互字段

要編輯列錶框，請右鍵單擊複選框，然後在快捷鍵菜單上選擇屬性...。

另請參閱：  編輯交互字段

常規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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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列錶框的常規屬性（字段名稱、彈窗提示、大小，等等）。

欄位名稱 - 這是必填屬性。在表單編輯模式中，它將顯示在字段上方。每個字段的名稱必須為唯

一。字段名稱不得以句號開始或結束，也不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句號。

工具提示 - 當您在 填寫  模式中指向字段時顯示的提示的文本。

必要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字段將被標記為 必填 。

唯讀 - 如果選擇了該選項，用戶將無法編輯字段。

寬度 和 高度 - 這些方框按單位框中選擇的單位指定字段大小。字段大小不可為 0。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彼此無關。

 - 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只能按彼此的比例進行更改。

X 和 Y - 這些方框包含字段的橫坐標和縱坐標。坐標從頁面的左上角開始。

單位 - 在 寬度和 高度框中指定的字段維度的測量單位。字段的寬度和高度可以用厘米、英寸或

點進行指定。

外觀選項卡

107

115



147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在外觀選項卡上，您可以指定框架厚度和顏色，填充顏色、字體大小，以及顏色。

填充顏色 - 填充顏色。

筆畫顏色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顏色。

厚度 - 圍繞字段的框架的厚度。

字型顏色 - 從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顏色。

字型名稱 - 用於從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字體。

字型大小 - 從列表中選擇的文本項的大小。

設定為預設樣式 - 當前設置將被用於您創建的任何新列錶框。

列表項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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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單項目選項卡上，您可以通過添加、刪除或修改項來編輯項列表。您可以上下移動一個項，

把項作為默認選擇，或讓用戶從列表中選擇多個項。

清單項目 - 顯示將在列錶框中出現的所有項。

新增 - 在列表末尾添加一個新建項。

編輯 - 修改所選項。

刪除 - 從列表中刪除所選項。

 要刪除多個項，請在按下Ctrl 鍵的同時一個個單擊，然後單擊刪除。

設定為預設值 - 將所選項作為默認選擇。如果用戶 清除了所有字段的數據 ，默認選擇將恢

復。

 要將一個不同項指定為默認選擇，單擊該項然後單擊設定為預設值。

取消設定為預設值 - 從之前被作為默認選擇的項移除默認狀態。

 如果不再需要建議默認選擇的話，使用此按鈕。

上 - 在列表中上移所選項。

下 - 在列表中下移所選項。

允許多重選取 - 可讓用戶從列表中選擇多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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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PDF 文件

ABBYY PDF 編輯器允許您對文件進行數位簽章以及驗證文件中所有的數位簽章。 您還可以新增文

字和圖像的簽章。

本章內容

· 數位簽章

· 文字簽章

· 圖像簽章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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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簽章

ABBYY PDF 編輯器允許您對文件進行數位簽章以及驗證文件中所有的數位簽章。 數位簽章用於建

立文件簽署人的身份。 此外，數位簽章可以用於確保簽署的文件不被更改。

要對文件進行簽章，您可以：

1. 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  > 新增數位簽章...。

2. 選擇您想要簽章的位置，或按一下您想要的位置。

3. 從下拉式清單中 登入為 其中一個選項。 要檢視憑證的屬性，請選擇它並按一下 顯示

憑證...。

 如果您想要使用的憑證不在清單中，您將必須進行安裝。 若要安裝憑證，請使用滑鼠

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檔案總管，按一下 捷徑功能表上的「安裝憑證」 然後按照憑證匯

入精靈中的說明操作。

4. 若有必要，請使用 原因 下拉式清單指定簽署文件的原因。使用 位置 和 聯絡人 欄位，

分別指定簽署文件的位置與您的聯絡資訊。

 在 原因 欄位中，您可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某個值，或是輸入自訂文字。

5. 您也可在簽章中指定下列資訊：簽署日期與時間、簽章所有人資訊，以及使用的

FineReader 程式名稱與版本號碼。

 您也可取消勾選不想顯示的欄位名稱，以選擇要在簽章中顯示的資訊。

 若您不想在簽章中顯示欄位名稱，請取消勾選 顯示標籤。

6. 必要時，按一下 設定時間戳記伺服器  並指定伺服器 URL。若在建立連線時需要登入

認證，請輸入登入名稱與密碼。

7. 選取 框線與背景 選項，為您的簽章新增框線與灰底背景。

8. 若您想在簽章中包含影像，請選取 新增自訂影像至數位簽章。然後再按一下 選取影

像... 按鈕以瀏覽至影像檔。影像將顯示在簽章的左側。

9. 按一下 儲存並登入。

10.儲存文件。

此動作會將具有指定參數的數位簽章新增至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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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包含文件簽名時版本的資訊。 如果在已經簽名的文件中新增一個新的簽名，之前新增的簽名

仍有效。

要查看文件中的簽章屬性，您可以：

· 按右鍵簽名，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顯示簽章屬性... 或者 

·  按兩下 數位簽章 鍵入您的書籤名稱。

開啟 PDF 文件時，ABBYY PDF FineReader 會自動驗證文件中的數位簽章（如果有）。 驗證結果將

顯示在窗格中 數位簽章 還包含有關文件中使用的簽名的詳細資料。

若要刪除簽章，您可以：

· 按右鍵簽名，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移除簽章 ..

 只有當您有相應的數位憑證時，才可從文件刪除簽章。

 您可以在文件中新增多個數位簽章。

時間戳記伺服器設定

使用時間戳記以降低簽章無效的可能性。您必須具有時間戳記伺服器連線，方可為 PDF 文件標示

時間戳記。如要設定時間戳記伺服器連線，請按一下 設定時間戳記伺服器，並在顯示的對話方

塊中，指定下列其中一個伺服器選項：

· 預設使用預設時間戳記伺服器。

· 自訂指定自訂時間戳記伺服器 URL。若需要認證以建立該伺服器的連線，請輸入您的登入名稱

和密碼，然後按一下 確定。

系統將會加密處理您的登入名稱和密碼，並將這些資訊 (稱為「Windows 認證」) 儲存在名為

「Windows 儲存裝置」的電腦上 (認證管理員 > Windows 認證)。當您再次連線至伺服器時，系

統便不會要求您輸入認證。

此動作將會在文件簽章後方，指定簽署文件的時間戳記伺服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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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簽章

PDF 編輯器允許您向 PDF 文件新增文字簽章。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建立文字簽章...。

 如果您已經建立了一些文字簽章，從可用簽章清單中選擇一個簽章。 或者，按一下

其他簽章 > 建立文字簽章...。

2.  在 建立文字簽章 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這個簽章輸入一些文字。

3.  如果需要，請變更簽章的樣式。

4. 按一下 儲存。

5.  將簽名置於您希望它出現在頁面上的地方。

6.  您可以變更簽章大小，旋轉簽章，或將其移動到文件中的另一個位置。

結果，您的文字簽章將出現在文件中。

編輯簽章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其他簽章 > 管理簽章...。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一個簽章並按一下 編輯...。

 您可以編輯文字和 影像簽章 。

3.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變更您的簽章參數，並按一下 儲存。

 如果您想要新增已編輯的簽章到文件中，按一下 使用 並將簽章置於您希望它出現在

頁面上的地方。

刪除簽章

若要刪除簽章，您可以：

· 選擇文件中的簽章，並按一下 Del 鍵，或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文件上的簽章，然後按一下 刪除... 捷徑功能表。 

若要從可用簽章清單中刪除一個簽章：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其他簽章 > 管理簽章...。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刪除的簽章，然後按一下 刪除...。

 您能刪除文字和 影像簽章 。

153

153



153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您可以在文件中新增多個簽章。

圖像簽章

PDF 編輯器允許您向 PDF 文件新增文字簽章。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 透過影像建立簽章...。

 如果您已經建立了一些簽章，從可用簽章清單中選擇一個簽章。 或者，按一下 其他

簽章 > 透過影像建立簽章...

2.  在 透過影像建立簽章 對話方塊，按一下 開啟影像 以選擇一個影像文件，或按一下

從剪貼簿粘貼影像 以貼上目前儲存在剪貼簿上的簽章。

3. 您可以變更您的簽章大小並使背景透明。

4. 按一下 儲存。

5.  將簽名置於您希望它出現在頁面上的地方。

6.  您可以變更簽章大小，旋轉簽章，或將其移動到文件中的另一個位置。

因此，您的圖片簽名將出現在文件中。

 您可以在文件中新增多個簽章。

 您可以編輯或刪除一個影像簽章。 另請參閱：  文字簽章 。 

使用密碼保護  PDF 文件

當建立 PDF 文件時，您可以設定密碼，以防止未授權的存取、編輯和列印。

本章內容

· 密碼和權限

· 刪除來自 PDF 文件的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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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和權限

當您 建立 PDF 文件時 ，您可以設定密碼，以防止未授權的存取、編輯和列印。 可以保護帶有

文件開啓密碼和/或權限密碼的 PDF 文件。

如果 PDF 文件免受未經授權的存取，則它只有在輸入由文件作者指定的文件開啓密碼後才可開

啓文件。 如果文件免受未經授權的編輯和列印，只有在輸入由作者指定的權限密碼才可可編輯和

列印文件。 可以使用權限密碼開啓受保護的 PDF 文件。

請按照下面的說明，用密碼保護文件。

1. 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PDF 工具列上 或按一下 工具 > 安全性設定。

方塊 安全性設定 對話方塊。

2. 如果您想要保護您的文件免受未授權開啓，選擇該 用文件開啟密碼限制存取 選項。

3. 鍵入文件開啓密碼並確認它。

 您可以使用 隱藏字元 選項。 在這種情況下，您輸入的字元將顯示在螢幕上，您不必

重新鍵入您的密碼。

4. 如果您想要防止未經授權的列印、編輯或複製文件，請選擇該 用權限密碼限制列印和

編輯 選項。

5. 鍵入權限密碼並確認它。

 文件開啓密碼和權限密碼必須不同。

6. 從 列印 下拉式清單中為您的文件選擇列印解析度。

7. 從 編輯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允許的編輯操作。

8. 如果您想允許其他使用者複製和編輯您的文件內容，請選擇相應的選項。

9. 選擇加密等級和要加密的元件。

10. 按一下 確定。

系統將提示您再次確認密碼。 您可以儲存對開啓文件的變更或者建立一個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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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來自 PDF 文件的機密資訊

你可以使用 PDF 編輯器移除 PDF 文件中的機密資訊，然後再發佈。 文字和影像均可編校。

1. 在 PDF 工具列上 按一下  或者按一下此工具旁的箭頭並選擇 編校模

式。

2. 如果您想要變更將被塗在編校的文字中的矩形的顏色，按一下工具列上的七個彩色方

塊之一，或按一下箭頭並從調色板中選擇任何其他所需的顏色。 若想要更多的顏色，請

按一下 更多顏色...。

3. 選取要移除的文字和/或影像。

因此，將從文件中刪除選定的內容，而它們各自以您選擇的顏色標示。

您可以刪除不會出現在您文件的正文文字的物件和資料（例如評論、註釋、書籤、附件、中繼資料

等）： 

1. 按一下旁邊的箭頭  按鈕，然後從下拉清單選擇 刪除物件及資料...。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的物件和資料刪除，然後按一下 應用。

 ABBYY FineReader 還允許您使用 搜尋 刪除敏感性資料。另請參閱：搜尋和編校 。

建立  PDF 文件

本章內容

· 從所選頁面建立多個 PDF 文件

· 使用虛擬印表機建立 PDF 文件

 有關根據文件、掃描文件或數位照片建立 PDF 文件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建立 PDF 文件  和

掃描至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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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選頁面建立多個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從所選頁面建立 PDF 文件。

1. 在 頁面 選擇您想要從中建立 PDF 文件的頁面。

2. 在頁面上按一下右鍵， 從選取的頁面建立 PDF 捷徑功能表。

3. 建立的文件將在新的 PDF 編輯器視窗中開啟。

使用虛擬印表機建立  PDF 文件

您可以從任何允許您選擇一台印表機的應用程式中建立 PDF 文件。 PDF-XChange 5.0 ABBYY

FineReader 15 將被使用。

1. 開啟您想要從中建立 PDF 的文件。

2. 開啟列印選項對話方塊。

3. 在可用印表機清單中，選擇 PDF-XChange 5.0 ABBYY FineReader 15。

4. 如果需要，按一下 印表機設定... 調整 PDF 建立設定。

5. 按一下 列印 開始建立一個 PDF 文件。

6.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可以變更名稱和檔案的位置。文件儲存之後，開啟以檢視它，或

以電子郵件傳送文件。 您也可以透過選擇新增正在建立的 PDF 文件到現有的 PDF 文件

新增檔案至 PDF。

儲存和匯出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儲存、列印和傳送電子郵件的 PDF 文件，或傳送到 OCR 編輯器中做進一步處

理。

本章內容

· 儲存 PDF 文件

· 以 PDF/A 格式儲存

· 儲存為其他格式

· 減小 PDF 文件的大小

· 傳送 PDF 文件到 OCR 編輯器

·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 PDF 文件

· 列印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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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儲存完整的 PDF 文件或儲存選定的頁面。 有可行的不同儲存選項。

· 若要儲存對目前 PDF 文件所做的變更，請按一下 檔案 > 儲存。 或者，按一下  按一

下按鈕。

· 若要將目前的 PDF 文件以不同的名稱儲存或儲存到另一個資料夾中，按一下 檔案 > 另

存新檔 >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PDF 文件...。

· 若要將文件儲存為 PDF 文件，這樣，使用者能夠選擇、複製和編輯內容，請按一下 檔案

> 另存新檔 > 可搜尋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 另存新檔 然後按一下 可搜尋 PDF 文

件。

因此，使用目前所選的儲存選項，您的 PDF 文件將被轉換為可搜尋的 PDF。 若要變更儲

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並在 PDF 標籤中 PDF  標籤。

· 要儲存不含文字層的 PDF 文件（此類 PDF 文件無法被搜尋，且無法選取、複製或編輯其

內容），請按一下 檔案 > 另存新檔 > 僅影響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 另存新檔 然後

按一下 僅影響 PDF 文件。

因此，使用目前所選的儲存選項，您的 PDF 文件將被轉換為僅圖像 PDF 。 若要變更儲存

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並在 PDF 標籤中 PDF  標籤。

 若只轉換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 另存新檔 捷徑功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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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DF/A 格式儲存

PDF 編輯器允許您 PDF/A 格式儲存文件，這種格式用於長期儲存。 

PDF/A 格式的文件包含其正確顯示需要的所有資訊：

· 所有字型都嵌入到文件（除了不可見的文字）。

· 只使用可嵌入字型。

· 無論該裝置如何，正確顯示其顏色。

· 文件中使用的中繼資料遵守適用標準。

不支援以下項目：

· 音訊、視訊和 3D 物件

· 指令碼

· 加密

· 外部內容的連結

· 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例如 LZW)。

若要以 PDF/a 格式儲存 PDF 文件：

1. 按一下 檔案 > 另存新檔 >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窗格頂部的按鈕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PDF 文件...。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您的文件指定一個名稱和位置。

3. 從已安裝程式中 建立 PDF/A 然後從下拉式清單中 選擇一個 PDF/A  。

4. 按一下 儲存。 

 您可以根據各種格式建立符合 PDF/A 標準的文件。 另請參閱：  建立 PDF 文件 。

PDF/A 版本

PDF/A-1 PDF/A-2 PDF/A-3

B，A B，A，U B，A，U

· 2005： PDF/A-1  是基於 PDF 1.4 的，且支援下列功能：

o 一個 - 可存取的 - 附加文件要求（標籤）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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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 -基本 - 基本遵從級別

ISO 19005-1: 2005 (Cor 1: 2007，Cor 2: 2011）。

· 2011: PDF/A-2 是基於 PDF 1.7，且支援其附加功能：

o U -Unicode

o  JPEG2000 壓縮

o透明度

o PDF/A 附件

o數位簽章

ISO 19005-2:2011。

· 2012： PDF/A-3 支援附加功能：

o 任何格式的檔案附件

ISO 19005-3:2012。

儲存為其他格式

PDF 編輯器允許您以不同的格式儲存完整的 PDF 文件或某些頁面。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HTML、圖像格式和更多其他格式。

1. 按一下 檔案 > 另存新檔 然後按一下所需的格式。 或者，按一下  然後

按一下所需的格式。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您的文件指定一個名稱和位置。

3. 開啓旁邊的下拉式清單 檔案選項 並指定您是否要為所有頁面建立一個檔案或為每一個

頁面建立一個檔案。

4. 按一下 儲存。 

5. 因此，使用目前所選的儲存選項，您的 PDF 文件將被轉換為可您所需的格式。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並選擇所需的儲存選項。

或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格式設定 。 即將開啓選項對話方塊，顯示您選擇的格式

標籤。

 若只轉換文件中某些頁面，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您想要轉換的頁面，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它們，按一下 另存新檔 捷徑功能表中的按鈕，然後按一下輸出格式。

 您可以將 PDF 和影像檔案轉換成各種格式的文件。 另請參閱：  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建

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和 其他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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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小  PDF 文件的大小

包含頁面影像或許多圖像的 PDF 文件可能會很大。 PDF 編輯器可讓您減小此類文件的大小。

1. 按一下 檔案 > 縮小檔案大小...。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下列選項是可用的：

· 影像品質 -如果您想要透過降低文件中圖像的品質來減小檔案的大小，請選擇此選

項。

· 使用 MRC 壓縮（在下面指定 OCR 語言） -如果您想要套用 MRC 壓縮演算法識別頁

面，在保持頁面圖像的視覺品質時，要大量減小檔案大小，請選擇此選項。

· OCR 語言 -確保選擇合適的 OCR 語言。

3. 按一下 應用。

壓縮的 PDF 文件將在新視窗中開啟。



161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傳送  PDF 文件到  OCR 編輯器

PDF 編輯器允許您傳送 PDF 文件到 OCR 編輯器  在編輯器中，您可以繪製辨識區域，檢查已辨

識的文字、訓練應用程式以辨識非標準的字型和字元，使用其他 ABBYY FineReader 提供的進階功

能。

· 若要將 PDF 文件傳送到 OCR 編輯器，按一下按鈕旁邊的箭頭，  並按一下 在

OCR 編輯器中辨識並驗證。

· 若僅傳送文件的部分頁面到 OCR 編輯器中，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要傳送的頁面，然

後按一下 將選取的頁面傳送至 OCR 編輯器 捷徑功能表。

 將文件傳送到 OCR 編輯器時，文件物件的某些部分將會遺失：

· 附件

· 書籤

· 註解

· 批註

 一旦您使用 OCR 編輯處理文件後，您可以將其發回到 PDF 編輯器。 要做到這一點，請

按一下按鈕旁邊的箭頭  並按一下 傳送至 PDF 編輯器...。 或者，按一下 檔

案 > 傳送至 > PDF 編輯器...。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使用電子郵件傳送 PDF 文件。

1. 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按鈕或按一下 檔案 > 電子郵件...。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如果需要，變更文件的名稱。

3. 選擇您想要傳送電子郵件的頁面

4. 按一下 建立電子郵件訊息。

即將建立一封電子郵件，PDF 文件將附加在此訊息中。 鍵入收件者的位址並傳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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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列印 PDF 文件。 在列印之前，請確保有一個本機或網路印表機連接您的電腦，

並已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1. 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按鈕或按一下 檔案 > 列印...。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指定所需的列印設定：

· 印表機 -選擇一個可用的列印裝置。

· 複印 -指定要列印的份數。

· 待列印頁面 -指定要列印的頁面數（您可以選擇列印所有的頁面或者選定的頁面或

者有頁面範圍的頁面）。

· 頁面設定 -指定紙張大小和方向。

· 縮放與位置 -指定要放在一個列印頁面的文件頁面數和其他列印設定，如圖像縮放

和雙面列印。

· 黑白 -如果您想要列印黑白文件，請選擇此選項。

· 列印到檔案 -如果您想把所有的文件頁面儲存到文件中，請選擇此選項。 

· 列印注釋和標記 -如果您想要列印批註，請選擇此選項。

3. 按一下 列印。

分割  PDF 文件

PDF 編輯器允許您將 PDF 文件分割為多個較小的文件。您可以按文件大小、頁數或頂層書籤分割

文件。

章節內容：

· 按檔案大小分割

· 按頁數分割

· 按書籤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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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檔案大小分割

如要按檔案大小分割 PDF 文件，請執行以下動作：

1. 使用 PDF 編輯器以開啟文件並接著選擇 檔案 > 正在分割文件...

2. 在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a. 選取 分割方法 > 按檔案大小。

b. 指定 檔案大小，其為每一新文件的允許檔案大小上限。

 指定檔案大小應小於原始檔案大小。

 視 PDF 文件內容而定，新文件大小可大於指定的大小（例如，若文件包含大量影像、字

型、互動格式等）。

c. 若需要的話，變更 檔案名稱。所有新文件的名稱會在末端進行編號，以保持其獨特性。在

名稱的前方或後方啟用編號，並指定數字位數。

 例如參數"名稱：Document， 計數：名稱之後，數字位數：3" 將產生以下文件名稱：

Document001.pdf、Document002.pdf、 Document003.pdf、等等。

 依預設會使用來源文件名稱。

d. 將新文件儲存到來源文件資料夾或指定其他位置。

 附加檔案將會傳送到同一目錄底下一個稱為 附件 的個別資料夾中。新文件中不包含書

籤。

3. 按一下 分割。

一旦分割完成，即會在新視窗中開啟包含新文件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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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頁數分割

如要按頁數分割文件，請執行以下動作：

1. 使用 PDF 編輯器以開啟文件並接著選擇 檔案 > 正在分割文件...

2. 在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a. 選取 分割方法 > 按頁數。

b. 指定 頁面計數，其為每一新文件的允許頁數上限。

c. 若需要的話，變更 檔案名稱。所有新文件的名稱會在末端進行編號，以保持其獨特性。在

名稱的前方或後方啟用編號，並指定數字位數。

 例如參數 "名稱：Document，計數：名稱之後，數字位數：3" 將產生以下文件名稱：

Document001.pdf、Document002.pdf、 Document003.pdf、等等。

 依預設會使用來源文件名稱。

d. 將新文件儲存到來源文件檔案夾或指定其他位置。

 附加檔案將會傳送到同一目錄底下一個稱為 附件 的個別資料夾中。新文件中不包含書

籤。

3. 按一下 分割。

一旦分割完成，即會在新視窗中開啟包含新文件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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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書籤分割

PDF 編輯器讓您只要使用頂層書籤即可分割 PDF 文件。每個頂層書籤可建立一個新文件。

如要按書籤分割 PDF 文件，請執行以下動作：

1. 使用 PDF 編輯器以開啟文件並接著選擇 檔案 > 正在分割文件...

2. 在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a. 指定 分割方法 > 按書籤（僅限第一層）。

b. 選擇檔案命名方法，從 檔案名稱 下拉式清單中進行選擇：

§ 與書籤名稱相同 根據書籤為新文件進行命名。按照預設，新文件名稱會進行編號。在名

稱的前方或後方啟用編號，並指定數字位數。

 例如參數 "計數：名稱之後，數字位數：3" 將產生以下文件名稱：

Introduction001.pdf、Chapter_1002.pdf、Chapter_2003.pdf 等等，其中 Introduction、

Chapter_1 和 Chapter_2 為書籤名稱。

 取消勾選 新增計數 將會取消編號。

§ 如有需要，使用 自訂名稱 以變更文件名稱。所有新文件的名稱會在末端進行編號，以

保持其獨特性。在名稱的前方或後方啟用編號，並指定數字位數。

 例如參數 "名稱：Document，計數：名稱之後，數字位數：3" 將產生以下文件名

稱：Document001.pdf、Document002.pdf、 Document003.pdf、等等。

 依預設會使用來源文件名稱。

c. 將新文件儲存到來源文件檔案夾或指定其他位置。

附加檔案將會傳送到同一目錄底下一個稱為 附件 的個別資料夾中。新文件中不包含書

籤。

3. 按一下 分割。

一旦分割完成，即會在新視窗中開啟包含新文件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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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編輯器

OCR 編輯器使用光學字元辨識技術將掃描文件、PDF 和影像檔案（包括數位照片）進階轉換為可

編輯格式。 

用 OCR 編輯器，您可以繪製 OCR 區域，檢查辨識的文字，訓練程式辨識不標準的字元和字型，

使用某些其他進階功能獲得最佳的 OCR 和轉換品質。 

本章內容

· 啓動 OCR 編輯器

· OCR 編輯器介面

· 獲取文件

· 辨識文件

· 改進 OCR 結果

· 檢查和編輯文字

· 從 PDF 文件中複製文字、表格和圖像

· 儲存 OCR 結果

啓動 OCR 編輯器

共有幾種方法可以開啟 OCR 編輯器：

· 在 新建任務 窗格中，按一下：

o 新工作  > 開啟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o 或 新工作 > 工具 > OCR 編輯器

o 或 新工作 > 檔案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 在 PDF 編輯器中，按一下：

o PDF 編輯器  > 工具 > OCR 編輯器。

· 開啓 Windows 開始 功能表，並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FineReader 15

编辑器  （或按一下 開始  > 所有應用程式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FineReader 15 编辑器  在 Windows 10）。

提示。  您可以設定 OCR 編輯器，或開啓上次使用的專案，或者在啓動時建立一個新專案。 若要

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新工作 > 選項 > 一般 並選擇 開啟新的 OCR 專案 或 開啟上個使用的

OCR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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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編輯器介面

OCR 編輯器視窗顯示您目前的 OCR 專案。 有關處理 OCR 專案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OCR 專案 。

· 此 頁面 OCR 專案中包含的頁面。 可行的兩頁面檢視模式：縮圖（以上顯示的）和詳細

資料，顯示文件頁面清單與其屬性。 若要在兩個檢視模式之間轉換，在「頁面」窗格任意

位置按一下 頁面 並選擇 導覽窗格 > 縮圖 或 導覽窗格 > 詳細資料。 也可以使用 檢視

OCR 編輯器頂部的功能表。

· 此 工具列上的 顯示目前頁面的影像。 可在此處編輯 辨識區域  與變更 區域屬性 。

· 此 文字 顯示已辨識的文字。 您可在其中檢查拼字和編輯已辨識文字。 

· 此 窗格 顯示放大的目前文字行或您目前工作的其他影像區域的影像。 在 工具列上的 窗

格中，您能看到整個頁面，而在 窗格 窗格，您能更仔細地檢查某個影像片段，例如，

比較字元影像與「文字」視窗中對應 文字 字元。 若要放大或縮小影像，使用

 窗格底部的控制鍵。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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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OCR 編輯器中有許多工具列。 工具列按鈕讓您輕鬆存取程式命令。 類似的命令還可透過按對應的

鍵盤快速鍵 喚醒 。

此 主工具列 一組功能按鈕。 使用這些按鈕，您可以開啓文件、掃面頁面、開啓影像、辨識頁面和

儲存結果。 無法自訂主工具列。

此 快速存取列 完全自訂，並包含最常使用的按鈕。 預設情況下，隱藏工具列。 若要查看工具

列，按一下 檢視 > 工具列 並選擇 快速存取列。 或者在主工具列上的任意位置按一下滑鼠右

鍵，並選擇 快速存取列。

若要自訂 快速存取列：

1. 按一下 檢視 > 自訂... 開啟 自訂工具列和捷徑 按鈕。

2. 在 工具列 標籤上，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 類別 下拉式清單中。

 清單中一組可用的命令 命令 會相應的變更。 命令組合的方式類似於主功能表。

3. 從 命令 清單中，選擇一個命令並按一下 >> 新增至 快速存取列 或按一下 << 移除

4. 按一下 確定 以儲存變更。

5. 如果您想要重設 快速存取列 恢復預設狀態，按一下 全部重設 按鈕。

頁面中的 頁面， 工具列上的， 和 文字 窗格包含應用於顯示在各自窗格中的物件的命令：

此 警告 窗格顯示警告和錯誤訊息。 

若要顯示 警告 窗格，請按一下 檢視 >

344



169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顯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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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一下  OCR 編輯器視窗中左下角落的按鈕。

將顯示目前在「頁面」視窗中選取頁面的 頁面 頁面。 若要在警告和錯誤和刪除不想要的訊息之間

捲動，使用該  按鈕。

自訂 OCR 編輯工作區

· 您可以暫時隱藏不使用的窗格。 若要顯示/隱藏窗格，使用 檢視 按鈕或以下鍵盤快速

鍵：

· F5 — 顯示或隱藏 頁面 按鈕。

· F6 — 顯示或隱藏 工具列上的 按鈕。

· F7 — 顯示或隱藏 工具列上的 和 文字 窗格。

· F8 — 顯示或隱藏 文字 按鈕。

· Ctrl+F5 — 顯示或隱藏 窗格 按鈕。

· 如要變更窗格大小，將滑鼠游標懸停在其中一個邊緣，直至顯示雙箭頭，在所需的方向

移動邊緣。

· 若要變更頁面的位置 頁面 或 窗格 窗格，使用 檢視 功能表或捷徑功能表窗格。 

· 若要顯示或隱藏 警告 窗格，請按一下 檢視 並選擇或清除 顯示警告 項目。

· 若要顯示或隱藏 屬性 工具列 在影像的 工具列上的 或 文字 窗格 選擇或清除 屬性 在情

景功能表中的專案窗格，或按一下  按鈕。

· 在對話方塊中的「區域」和「文字」標籤上 自訂  對話方塊 選項 按鈕。

在「頁面」窗格顯示所有目前 頁面 頁面。 提供有兩種頁面檢視。 

若要變更頁面窗格中 頁面 顯示方式：

· 使用  和  頁面 頁面 頁面。

· 按一下 檢視 > 導覽窗格。

· 在窗格內的任意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鍵 頁面 窗格，請按一下 導覽窗格 在情境功能表中，

選擇所需的項目。

若要開啓頁面，按兩下縮圖 在 頁面 按鈕 （縮圖 或按兩下數字 詳細資訊）。 在「影像」窗格顯示

工具列上的 頁面。 若在已經在此頁面執行 OCR，已辨識文字將顯示在 文字 頁面。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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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文件

啓動 OCR 編輯器後，您需要開啓影像檔案或 PDF。 本章提供您如何獲取影像和 PDF 文件的說

明，用於隨後使用 OCR 編輯器處理文件。 

本章內容 

· 開啟影像和 PDF

· 掃描紙張文件

 OCR 的品質取決於您用 ABBYY FineReader 開啓的影像和 PDF 品質。 有關掃描文件和拍攝文

件，以及如何消除掃描影像和相片常見缺陷的資訊，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和 手動編輯影

像 。

開啟影像和 PDF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以任何支援的格式開啓 PDF 和影像檔案。 。

完成以下步驟以開啓影像或 PDF 檔案： 

1. 在 OCR 編輯器中，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按鈕或按一下 檔案 > 開啟影像...。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一個或多個影像或 PDF檔案。 

3. 如果您選擇的是多頁檔案，您可指定想要開啟的頁面範圍。 

4. 從主工具列上語言的下拉式清單中 自動處理新增頁面影像 如果您想要自動處理影像

提示。  您可以指定程式對頁面應該執行的哪些操作，例如，應該糾正哪些影像缺陷，或者是否

應該自動分析和辨識文件。 若要指定影像處理選項，按一下 選項... 按鈕。 查看 影像處理選項

以瞭解詳細資料。

 如果當您開啓新頁面時，OCR 專案已開啓，已選取的頁面將附加在專案後面。 如果目前未開啓

任何 OCR 專案，將從選取的頁面建立新專案。

 有關頁面和 OCR 專案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OCR 專案 。

 作者或許限制某些 PDF 檔案的存取。 這類限制包括密碼保護、限制文件開啟和複製內容。 開啟

此類檔案時，ABBYY FineReader 需要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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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紙張文件

若要掃描文件：

1. 在 OCR 編輯器中，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按鈕或按一下 檔案 > 掃描頁面...。

2.  選擇掃描裝置並指定 掃描設定 。

3. 按一下 預覽 按鈕或按一下影像區域內的任何地點。

4. 檢閱影像。 如果不滿意，變更掃描設定，並再按一下 預覽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並指定 影像處理選項 。

這些設定將確定輸出文件的外觀和屬性。 

6. 按一下 掃描。

7. 一旦掃描完成，將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提供以下兩個選擇：

· 按一下 掃描更多 若您想要使用目前的掃描設定掃描更多頁面。

· 按一下 預覽 如果您想要查看已掃描的頁面。

· 按一下  以關閉對話方塊。

8. 當您掃描新頁面時，如果已開啓 OCR 專案，已選取的頁面將附加在專案後面。 如果目

前未開啓任何 OCR 專案，將從選取的頁面建立新專案。

 查看 掃描提示  有關選取更好的掃描設定的一些提示。

264

270

264



173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正在辨識文件

FineReader 運用光學字元辨識 (OCR) 技術將文件影像轉換為可編輯的文字。 執行 OCR 之前，程式

分析整個文件的結構並偵測包含文字、條碼、影像和表格的區域。 為了獲得最佳 OCR 結果，確保

選擇正確的 OCR 語言 ， 辨識模式 ，和 列印類型 。

預設情況下，使用目前程式選取的設定自動辨識 OCR 專案包含的影像。 

提示。  對於新增加的影像，您可以停用自動分析和 OCR。 圖像處理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某些情況下，必須手動啟動 OCR 程序。 這或許是必需的。例如，如果您停用自動 OCR，自動在影

像上繪製區域，或變更下面對話方塊中的 選項  任何參數：

· 標籤上的 語言 在各個區域之間

· 標籤上的 OCR 在各個區域之間

· 標籤上 OCR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要手動啓動 OCR 程序： 

· 按一下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 按一下 辨識 > 辨識所有頁面。

提示。  若要辨識已選取的區域或頁面，使用 區域 或 辨識 功能表或在該區域或頁面按一下滑鼠

右鍵，以喚醒情境功能表。

 另請參閱： ：

· OCR 選項

· 執行 OCR 前要考慮文件功能

· 編輯區域

· 改進 OCR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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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專案

使用程式工作時，您可以在 OCR 專案內儲存臨時 OCR 專案  這樣，您可以從上次未完成的地

方繼續工作。 OCR 專案包含原影像，影像上已辨識的文字、您的程式設定和任何使用者 模式 、

已建立的語言或語言群組。

本部分包含以下主題：

· 開啓之前儲存的 OCR 專案

·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舊版本中的設定 

· 新增影像至 OCR 專案

· 從 OCR 專案中移除頁面

· 儲存 OCR 專案

· 關閉 OCR 專案

· 分割 OCR 專案為多個專案

· 在 OCR 專案中重新給頁面排序

· 用文件中繼資料工作 

· 用模式和語言工作

開啓 OCR 專案 

啓動 OCR 編輯器時，預設情況下會新建立一個 OCR 專案。 您可以用此新建立的 OCR 專案或者開

啓一個現有的專案。 

若要開啟現存的 OCR 專案：

1. 按一下 檔案 > 開啟 OCR 專案...。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開啓的專案。

 如果您開啓舊版本的程式建立的 OCR 專案， ABBYY FineReader 將使用目前版本將其轉換為新

格式。 轉換後無法復原，因此會提示您使用不同的名稱儲存 OCR 專案。 舊專案中已辨識的文字

將不會轉入到新文件中。 若要辨識 OCR 專案中的頁面 按一下  按鈕。

提示。  當您啓動 OCR 編輯器時，如果您想開啓上次使用的 OCR 專案 開啟上個使用的 OCR 專

案 在 一般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要開啟此對話方塊）。

您可以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的一個 OCR 轉案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中打開啟 OCR 專案。 OCR 專案用圖示標記  標記。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舊版本中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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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從程式之前版本中建立的檔案匯入使用者字典和程式設定。 

若要使用在 ABBYY FineReader 10、11 或 12 中所建立的字典：

1. 按一下 工具 > 檢視字典...。

2. 在 使用者字典 對話方塊中，選擇字典的語言，並按一下 檢視。

3. 在 字典中 對話方塊，按一下 匯入... 指定字典路徑。

4. 選擇字典檔案，並按一下 開啟。

新增影像至 OCR 專案

1. 按一下 檔案 > 開啟影像...。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一個或多個影像，並按一下 開啟。 影像將新增到已開啟的

OCR 專案的末尾，其副本將儲存到OCR 專案資料夾中。

您還可以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的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轉換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在捷徑功能表上。 選取的檔案將新增到 OCR 專案中。

您還可以新增文件掃描件。 另請參閱：  掃描紙張文件 。

從 OCR 專案中移除頁面

· 在 頁面 窗格中，選取一個頁面，並按一下 Delete 鍵，或

· 按一下 編輯 > 刪除頁面...，或

· 在窗格中的頁面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頁面 並選擇 刪除... 在捷徑功能表上

您可以在選擇並刪除窗格中的多個 頁面 頁面。

儲存 OCR 專案

1. 按一下 檔案 > 儲存 OCR 專案...。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您的 OCR 專案鍵入一個名稱，並指定應該儲存專案的資料夾

位置。

 儲存 OCR 專案時，不僅儲存頁面影像和已辨識文字，也要儲存在專案上工作時建立的模式和

語言。

關閉 OCR 專案

· 若要關閉 OCR 專案，按一下 檔案 > 關閉。

分割 OCR 專案為多個專案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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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數量較大的多頁文件時，通常更為實用的方法是先掃描所有文件，然後再分析和辨識這些文

件。 但是，為正確保留每頁紙張文件的原始格式，ABBYY FineReader 必須將它們作為單獨的 OCR

處理。 ABBYY FineReader 包括將已掃描頁面分組到單獨的 OCR 專案的工具。 

若要分割 OCR 專案：

1. 在窗格內的任意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鍵 頁面 並選擇 移動頁面至新的 OCR 專案... 在捷徑

功能表上。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透過按一下新增文件按鈕來建立所需的 新增 OCR 專案 按鈕。

3. 將頁面從窗格移至 頁面 另一個 OCR 專案，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 選取頁面並用滑鼠拖動它們。 

您還可以使用拖放功能在 OCR 專案間移動頁面。 

· 使用 移動 和 返回 按鈕。 此 移動 按鈕將移動頁面至目前專案。

· 按 Ctrl + 向右箭頭 以移動頁面，從窗格 頁面 到目前 OCR 專案，或 Ctrl + 向左箭頭

或 Delete 鍵 移回到其原始專案中。

4. 完成後，按一下 建立 以建立新的 OCR 專案或 建立全部 建立所有的專案於一個資料夾

中。

提示。  您也可以拖動窗格中已選取的頁面 頁面 移至另一個 OCR 編輯器。 選取的頁面將附加在

OCR 專案的結尾。

在 OCR 專案中重新給頁面排序

1.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一個或多個頁面。

2. 在窗格內的任意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鍵 頁面 並選擇 重新排序頁面... 在捷徑功能表上。

3. 在 重新排序頁面 的對話方塊中，選擇以下的一點： 

· 重新排序頁面(無法復原)

這將從所選頁面開始，連續變更所有頁面編號。

· 雙面掃描後，恢復原始頁面順序

該選項修復帶有雙側頁面文件的原始頁面編號。 如果使用具有自動文件進紙器的掃

描器，首先掃描所有奇數頁，然後掃描所有偶數頁，則該選項實用。 您可對偶數頁

選擇正序和逆序。 

 此選項僅處理選擇的 3 頁或更多連續頁碼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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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書頁

如果您掃描一本從左至右書寫的書冊並分割對開頁面，但是無法指定正確的語言，

則此選項很實用。

 如果選取兩個或三個連續編號的頁面，並且至少兩個對開頁面，則此選項很實

用。 

 若要取消此操作，選取 復原上一個作業。

4. 按一下 確定。

窗格中的頁面 頁面 將根據新編號重新排列。

 在 縮圖 檢視中，您僅需透過拖動已選頁面到 OCR 專案中想要的位置以變更頁面編號。 

中繼資料

文件中繼資料包含文件的詳細資訊，如作者、主旨和關鍵字。 文件中繼資料能用於檔案分類，以

檢閱文件屬性。 亦可根據其中繼資料搜尋文件。

辨識 PDF 文件和某些類型的影像檔案時，ABBYY FineReader 將匯出來源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需

要，您可以編輯這些中繼資料。

若要新增或修改文件中繼資料：

1. 開啓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

塊）。

2. 按一下 編輯中繼資料... 按鈕，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文件鍵入名稱、作者、主旨和

關鍵字。

3. 按一下 確定。

用模式和語言工作 

您可以儲存使用者模式和語言。 

 有關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如果您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 有關使用者語言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 若程式未能辨識某些字元 。

將模式和語言儲存至檔案： 

1. 開啓 OCR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2. 按一下 儲存模式及語言...

3.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為您的檔案鍵入一個名稱，並按一下 儲存。

該檔案將包含到儲存使用者語言、使用者群組、字典和模式的資料夾路徑。 

若要載入模式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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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啓 OCR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2. 按一下 載入模式及語言...

3. 在 載入選項 對話方塊中，選擇所需的 *.fbt 檔案，並按一下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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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CR 專案建立工作群組

ABBYY FineReader 提供透過網路與其他使用者共同處理文件的工具。 多個使用者可共用相同的使

用者語言和為這些語言建立的字典。

若要讓使用者字典和語言對多個使用者可用：

1. 建立或開啟一個 OCR 專案，並選取該項目所需的掃描文件和 OCR 選項。 

2. 指定將要儲存使用者字典的資料夾。 所有使用者均可存取該資料夾。 

 依預設，使用者字典儲存在 %使用者檔案%\應用程式資料\漫遊

\ABBYY\FineReader\15\使用者字典 中。 

若要為使用者字典指定一個不同的資料夾： 

a. 在 區域和文字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開啟此對話方

塊），請按一下 使用者字典... 按鈕。

b.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瀏覽... 按鈕，並指定資料夾路徑。

3. 將使用者模式和語言儲存到  一個檔案中（*.fbt）：

a. 按一下 OCR 對話方塊中的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

塊）。

b. 按一下 儲存模式及語言...。

c. 在 儲存選項 的對話方塊中，指定一個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所有使用者均可存取該資

料夾。 

4. 現在，其他使用者可以存取使用者語言和字典。 若要達到此目的，他們需要存取使用者

語言和字典，他們需要載入您在步驟 3 中建立的 *.fbt 檔案，並使用您在步驟 2 中建立

的自訂字典來指定資料夾的路徑。

 若要能夠存取使用者字典、模式和語言，使用者必須擁有其儲存資料夾的讀/寫權

限。 

若要檢視可用的使用者語言清單和相關參數，請按一下 OCR 對話方塊中的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

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當許多使用者在使用使用者語言時，使用者可以從對應的字典中新增或刪除字詞，但無法變更無

言屬性。 

當使用者正在編輯使用者字典時，其他使用者可以使用該字典以執行 OCR 並檢查拼字，但無法

新增或移除字詞。

一位使用者對使用者字典進行變更將被全體已選取該字典儲存資料夾的使用者所使用。 若要使變

更生效，使用者將需要重新啟動 ABBYY Fin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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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OCR 結果

目錄：

·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較低

· 如果未正確偵測區域

· 如果無法重現紙張文件的複雜結構

· 如果要處理許多佈局相似的文件

· 如果未偵測到表格與圖像

· 如果未偵測到條碼

· 如果使用了不正確字型，或部分字元用「?」或「□」取代

· 如果您列印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 如果您的文字包含太多專業術語

· 若程式未能辨識某些字元

· 如果無法辨識垂直或反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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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較低

掃描和數位相片中常見的扭曲文字行、傾斜、雜訊和其他缺陷可能會降低辨識品質。 ABBYY

FineReader 提供大量的 自動  和 手動  工具，用於移除這些缺陷。

如何手動編輯影像

如果您停用自動預處理功能或想要預處理特定的頁面，您可以手動使用頁面編輯器編輯頁面影

像。

遵循以下指示以手動編輯影像： 

1. 開啓 OCR 編輯器，然後開啓影像編輯器：

2. 按一下  「影像」窗格 工具列上的 按鈕，或

3. 按一下 編輯 > 編輯頁面影像...。

4. 此 影像編輯器 將開啓並顯示目前選擇的頁面。 左側「影像編輯器」窗格包含編輯影像工

具。

299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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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您想要使用的工具並套用至影像。 產生的變更將顯示在 工具列上的 頁面。 大部

分工具均可套用於所選頁面或文件中的所有頁面。 您可以指定您想要編輯的頁面， 選

取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工具，您可以選擇所有奇數/偶數頁面，目前頁或選取的頁面，

如果窗格中選取了多個頁面 頁面。

6. 完成影像編輯後，按一下 退出影像編輯器 影像編輯器頂部的按鈕

影像編輯器包含以下工具： 

· 建議的預處理

根據影像類型，該程式將會自動確定並套用必要的修正。 校正可能將套用在如下方面：

消除雜訊和模糊、反轉顏色以調亮背景色、校正傾斜、拉直文字行、校正梯形失真、修剪

影像邊緣等。

· 傾斜校正

校正影像傾斜。

· 拉直文字行

拉直影像中任何傾斜的文字行。

· 相片更正

此群組中的工具讓您可以拉直文字行、消除噪音和模糊，變更文字背景色變為白色。

· 校正梯形失真

修正梯形失真並修剪未包含有用資料的影像邊緣。

選擇此工具時，影像上將會顯示一個藍色方格。 將框架的各個角拖動到影像的各個角

上，使水平線與文字行平行。 按一下 修正 按鈕以套用變更。

· 旋轉和翻轉

此組的工具讓您可以旋轉影像並水平或垂直翻轉影像，從而使得影像中的文字面向正確

的方向。

· 分割

此群組中的工具讓您可以將影像分割為多個部分。 當您掃描書本並需要拆分對頁面時，

此工具很實用。

· 裁剪

裁剪未包含有用資料的影像邊緣。

· 反相

反相影像顏色。 在處理非標準文字顏色時 (即在深色背景上顯示出亮色的文字)，此工具

會很實用。

· 解析度

變更影像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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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度和對比度

變更影像亮度和對比度。

· 層級

此工具讓您可以透過變更陰影、亮度和半色調的強度以調整影像的色階。

要提升影像的對比度，可在輸入色階分佈圖上移動 輸入大小 。 從最明亮到最陰暗，色

彩的範疇切分成 255 個增量。 左滑桿位置對應的色調將視為影像的最黑部分，與右滑桿

位置對應的色調將視為影像的最白部分。 將中間滑桿向右移使影像更暗，向左行移則使

影像更亮。

調整輸入色階滑桿以降低影像對比度。 

· 清除

清除影像的一部分。

· 刪除顏色標記

移除任何以鉛筆做出的彩色印記或標誌，以便於辨識因標記而變的模糊的文字。 本工具

用於白色背景色的掃面文件，不能用於數位相片和彩色背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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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正確偵測區域

ABBYY FineReader 在辨識和偵測影像上不同類型的區域，尤其是「文字」之前，先分析 文字， 圖

像， 背景圖像， 表格，和條碼 區域。 這種分析將確定要辨識哪些區域以及採用何種順序。 在

使用者介面中，不同區域類型採用不同的區域框線顏色區分。

如果您在區域上按一下，將會反白顯示並變為 使用中狀態 。 您還可以透過按 Tab 鍵 在各個區

域之間 瀏覽。 區域的編號確定按 Tab 鍵 在各個區域之間 順序。 預設情況下，這些編號在影像

窗格中 工具列上的 但您可以在每個區域的 區域屬性 窗格中檢視他們。 選取「排序區域」工具

後， 區域上將出現 區域號碼。

在「影像」窗格的頂部的工具列上能發現手動繪製和編輯區域的 工具列上的 在快顯的「文字」 文

字， 圖像， 背景圖像 和 表格 區域（選擇一個檢視快顯的工具列區域）

 調節位置之後或者變更區域類型後，請確保再次辨識影像。 

區域編輯工具可用於：

· 建立新區域 

· 調整區域框線 

· 新增或移除區域部分 

· 選取一個或多個區域 

· 移動區域 

· 將區域重新排序 

· 刪除區域 

· 變更某區域中文字的方向 

· 變更區域框線的顏色 

建立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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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影像」窗格頂部工具列上的 工具列上的 按鈕：

 繪製 辨識區域 。

 繪製 文字區域 。

 繪製 圖像區域 。

 繪製 背景圖像區域 。

 繪製 表格區域 。

2. 按住滑鼠左鍵並移動滑鼠指標以繪製區域。 

提示。  無需從影像窗格工具列上 工具列上的 也能繪製新區域。 使用以下按鍵組合，即可在影

像上繪製區域： 

· Ctrl+Shift 繪製 文字 區域。

· Alt+Shift 繪製 圖像 區域。

· Ctrl+Alt 繪製 表格 區域。

· Ctrl+Shift+Alt 繪製 背景圖像 區域。

您可以變更區域類型。 在您想要變更的區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按一下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捷徑

功能表上的按鈕，選取所需的區域類型

調整區域框線 

1. 將滑鼠游標放在區域旁邊 

2. 按住滑鼠左鍵不放，朝所需的方向拖動框線。 

 您可透過將滑鼠游標放在區域的一個角上，同時調整區域的垂直和水平框線。 

新增/移除區域部分 

1. 選取  或  「文字」工具列上的 文字， 圖像 或背景圖像 區域。

2. 將滑鼠游標放在區域內部 選擇影像的一部分 將從區域中新增或刪除該片段。

3. 如有需要，可調整區域框線。 

注意：

1. 這些工具僅在文字中 文字， 圖像，和背景圖像 區域。 無法從表格或條碼區域 表格 或

條碼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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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透過新增尺寸控制碼調整區域框線。 使用滑鼠可以向任何方向拖動產生的片段。 若要

新增尺寸控制碼，將滑鼠游標放在旁邊所需的位置，同時按下 Ctrl+Shift （轉換游標到

十字線）並按一下框線。 新的尺寸控制碼會在區域框線上顯示。

選取一個或更多區域 

· 選取 ， ， ， ， ，  或  「影像」窗格頂部工具列上的 工具

列上的 按一下您想要選擇的區域，同時按住 Ctrl 瀏覽。 若要從選擇中移除一個區域，

再按一下

移動區域 

· 選取一個區域，拖動該區域，同時按住 Ctrl 瀏覽。

將區域重新排序 

1. 選取  「影像」窗格頂部工具列上的 工具列上的 或按一下 區域 > 重新排序區域。

2. 以內容在輸出文件中出現的順序選擇區域。 

 區域將在自動頁面分析期間從左至右自動編號，不考慮影像上文字的方向。 

刪除區域 

· 選取您想要移除的區域，並按 Delete 鍵 瀏覽。

· 選取您想要移除的區域，並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刪除 在捷徑功能表上。

· 選取  工具，按一下您想要刪除的區域。

若要刪除所有區域： 

· 在影像「窗格」內的任何位置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 並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刪除區域和

文字 在捷徑功能表上。

 刪除影像已辨識的區域也將刪除文字視窗中 文字 頁面。

變更文字方向 

· 在已選擇區域按一下右鍵，然後 屬性 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在窗格中顯示其 區域屬

性 頁面。 在此對話方塊中，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方向 下拉式清單中。

有關文字區域的編輯文字屬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編輯區域屬性 。

若要變更區域框線的顏色：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並按一下 區域和文字 標籤。

2. 選擇一個您想要變更顏色的區域，然後選擇所需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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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區域屬性

執行文件自動分析時，ABBYY FineReader 偵測文件頁面上的不同區域類型 (例如表格、影像、文字

及條碼)。 表格， 圖像， 文字， 和 條碼。 程式還分析文件結構及辨識標題與其他配置元素，例

如標頭和標尾、影像及圖表標示等。

您可手動變更錯誤定義的屬性。 文字 和 表格 區域。

1. 在影像中選擇 工具列上的 或 窗格 窗格，以顯示它在窗格中的 區域屬性 頁面。 這樣

的窗格顯示以下可編輯屬性：

· 語言

查看 OCR 語言 。

· 功能

顯示文字的功能，不管是標頭、標尾，還是腳註。（僅套用於 文字 區域）。

· 方向

查看 如果無法辨識垂直或反相文字 。

· 列印類型

查看 OCR 操作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 反相

查看 如果無法辨識垂直或反相文字 。

· CJK 文本方向

查看 使用複雜字集語言工作 。

注意：

a. 使用 /  按鈕以導覽對話方塊屬性，如果 工具列上的 窗格寬度不夠，不適用於

整個對話方塊。

b. 可以變更「文字」區域中文字的 文字 使用這些區域的捷徑功能表。

2. 您做出所需的變更後，確保再次辨識該文件，這樣，您對該區域做的變更反映在辨識

的文字中。

 有關區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編輯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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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重現紙張文件的複雜結構

在執行文件辨識過程前，ABBYY FineReader 進行文件邏輯結構的分析並偵測包含文字、圖片、表

格和條碼的區域。程式將透過該分析來確定區域和辨識順序 此資訊幫助重建原始文件格式。

預設情況下，ABBYY FineReader 將自動分析文件。但是某些具有極為複雜格式的區域如果偵測錯

誤，您可能希望手動修正錯誤。

使用下列工具和命令修正區域：

· 影像視窗工具列上的手動區域調整工具。

· 透過以右鍵按一下影像視窗中或縮放視窗中的已選取的區域，便可使用捷徑功能表的命

令。

· 區域 功能表上的命令：

做出想要的調整后，重新啟動 OCR 程序。

 另請參閱 如果區域未正確偵測 。

辨識設定、區域屬性和儲存設定也會對原始文件佈局重新訓練的結果有影響。

另請參閱：  「 OCR 選項 」、 「 調整區域屬性  」和「 儲存 OCR 結果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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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處理許多佈局相似的文件

如果您正在處理大量佈局相同的文件 (如表單或問卷)，分析每頁的佈局會消耗很長時間。 為了節

省時間，您可在一組相似文件中僅分析一個文件，並將偵測的區域儲存成範本。 然後您可將此範

本用於該組文件中的其他文件。 

若要建立區域範本： 

1. 開啓 OCR 編輯器中的影像，讓程式自動分析佈局或手動繪製區域。 

2. 按一下 區域 > 儲存區域範本...。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為您的區域範本提供一個名稱

並按一下 儲存。

 為了能夠使用區域範本，您必須使用相同的解析度值掃描集中所有文件。 

若要套用區域範本：

1. 在 頁面 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從中套用範本的頁面。

2. 按一下 區域 > 載入區域範本...。

3. 在 開啟區域範本 對話方塊中，選擇所需的範本檔案（*.blk）。

4. 在同樣的對話方塊中， 在「套用到」旁邊，，選取 選取的頁面 將範本套用到選取的頁

面。

提示。  如果您想將範本套用到文件的所有頁面，請選擇 所有頁面。

5. 按一下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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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偵測到表格與圖像

如果未偵測到表格

表格区域  標示表格或以列表方式排列的文字片段。如果程式未能自動偵測出表格，請使用表

格工具在表格外圍繪制表格區域。

1. 在影像視窗頂部的工具列上，選取  工具，然後用滑鼠在影像上表格外圍繪製一個

矩形。

2. 右鍵按一下該表格，然後在快顯功能表上按一下 分析表格結構 或在表格區域的彈出

工具列上按一下  按鈕。

3. 使用彈出工具列、表格區域的快顯功能表或 區域 功能表上的命令來編輯結果。

4. 再次執行 OCR 程序。

可變更已辨識的區域類型。若要將區域類型變更為表格，右鍵按一下區域並從捷徑功能表中按一

下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 表格。

如果 ABBYY FineReader 無法自動正確偵測表格中的列和欄，您可手動調整配置並重新執行 OCR

程序。

· 可使用 區域 功能表上的命令或表格區域快顯功能表上的命令執行以下作業：

o分析表格結構 (自動分析表格結構，省去手動繪製垂直和水平分隔符的麻煩)；

o分割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 和 合併資料列 (可讓您修正任何錯誤辨識的列或欄)

· 使用選定表格的彈出工具列進行以下作業：新增垂直或水平分隔符號、刪除表格分隔符

號、分析表格結構、分割儲存格或合併儲存格或行 (按一下表格區域並從彈出工具列選擇

相應的工具： )。

提示。  按一下快顯工具列上的  工具來選擇物件。

注意：

1. 儲存格分割命令僅能套用至先前合併的表格儲存格。

2. 若要合併或分割表格儲存格或列，在影像上選取它們，然後選擇適合的工具或功能表

命令。

3. 如果表格包含垂直的文字儲存格，您只需先變更文字屬性。

4. 如果儲存格只包含一個影像，請選中 區域屬性 面板 (右鍵按一下該區域然後在快顯功

能表上按一下 屬性) 上的 將選取的儲存格當做圖片 選項。

如果儲存格包含影像和文字的組合，選取影像以將它轉換成儲存格內的專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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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請參閱： 

· 如果垂直或反相文字未辨識

· 如果區域未正確偵測

· 調整區域屬性

如果未偵測到圖片

圖片  區域會標示包含在您文件內的圖片。如果不希望辨識文字區段，也可使用「圖像」區域。如

果程式未能自動偵測出圖片，請使用圖片工具在圖片外圍手動繪製圖片區域。

1. 在影像視窗頂部的工具列上，選取  工具，然後用滑鼠在影像上圖像外圍繪製一個

矩形。

2. 再次執行 OCR 程序。

如果文件圖像上列印有文字，則在該圖像周圍繪製 背景圖像  區域。

1. 在影像視窗，選取工具列上的  並在圖像的周邊繪製外框。

2. 啟動 OCR 程序。

您可將現有區域變更為圖像或背景圖像。右鍵按一下區域，然後按一下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 圖

像 或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 背景圖片。

 欲瞭解更多有關區域類型和編輯區域的資訊，請參閱 如果區域未正確偵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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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偵測到條碼

條碼區域  包含條碼。 如果您的文件中包含條碼，並希望將該條碼顯示為一連串的字母和數字

而非影像，請選取該條碼，然後將區域類型變更為條碼。 

 預設情況下，停用條碼辨識。 若要啓用，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OCR 標籤，選擇 將條碼轉換成字串 該選項。

要繪製條碼區域並進行辨識： 

1. 在「影像」中，圍繞條碼繪製 工具列上的 或 窗格 頁面。

2. 在已選擇區域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 條碼 在捷徑功能表上。

3. 執行 OCR 程序。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能讀取以下類型的條碼：

· Code 3 of 9

· Check Code 3 of 9

· Code 3 of 9 without asterisk

· Codabar

· Code 93

· Code 128

· EAN 8

· EAN 13

· IATA 2 of 5

· Interleaved 2 of 5

· Check Interleaved 2 of 5

· Matrix 2 of 5

· Postnet

· Industrial 2 of 5

· UCC-128

· UPC-A

· U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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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417

· Aztec Code

· Data Matrix

· QR code

· Patch code

 預設條碼類型是 自動偵測，這意味着自動偵測條碼類型。 但是，並非所有條碼類型均可自動

偵測，有時您可能需要在窗格中手動選擇合適的 區域屬性  頁面。

ABBYY FineReader 能自動偵測以下類型的條碼： Code 3 of 9、Code 93、Code 128、EAN 8、EAN

13、Postnet、UCC-128、UPC-E、PDF417、UPC-A、QR code。

如果使用了不正確字型，或部分字元用「?」或「□」取代

如果您在「文字」窗格中看到「?」或「□」， 文字 檢查選取的顯示已辨識文字的字型是否包含您文字

中使用的所有字元。

 另請參閱：  所需字型 。

您可以變更已辨識文字的字型，而不用再次執行 OCR 程序。 

若要變更小文件中的字型： 

1. 從文字片段中選擇有錯誤字元的字型。 

2. 在所選內容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 屬性 在捷徑功能表上。

3. 在窗格中的 字型 下拉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文字屬性 頁面。 選取的文字片段中的字型將

相應的變更。

若要變更大文件中的字型 使用了不同方式 ：

1. 按一下 工具 > 樣式編輯器...。

2. 在 樣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編輯的方式，並變更其字型。

3. 按一下 確定。 使用該方式的所有文字片段中的字型將相應的變更。 

 如果在另一部電腦中辨識或編輯 OCR 專案，該文件中的文字可能無法在您的電腦上正確顯

示。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確保您電腦上安裝了此 OCR 專案使用的所有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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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列印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若果您想辨識的文件含有裝飾性字型或特殊字元（例如，數學符號），我們建議您使用訓練模式

提高辨識的準確性。

 不建議在其他情況下使用訓練模式，因為相對於在訓練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辨識品質的提

升並不顯著。 

在訓練模式中 建立了一個使用者模式 ， 用於對整個文字執行 OCR。

· 使用使用者模式 

· 建立和訓練使用者模式

· 選取使用者模式 

· 編輯使用者模式 

使用使用者模式 

若要使用使用者模式辨識文件：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並按一下 OCR 標籤。

2. 選取 使用使用者模式 該選項。

 如果 同時使用內建模式 選取了該選項下的選項， 使用使用者模式 除了您建立的任

何使用者模式外，ABBYY FineReader 使用自己的内建模式。

3. 按一下 模式編輯器... 按鈕。

4. 在 模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取一個模式，並按一下 確定。

5. 按一下  OCR 編輯器視窗頂部工具列上的按鈕。

建立和訓練使用者模式

要訓練使用者模式以辨識新字元和連字：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並按一下 OCR 標籤。

2. 選取 使用訓練以辨識新字元及連字 該選項。

 如果 同時使用內建模式 選取了該選項下的選項， 使用訓練以辨識新字元及連字

除了您建立的任何使用者模式外，ABBYY FineReader 使用自己的内建模式。

3. 按一下 模式編輯器... 按鈕。

 模式訓練不支援亞洲語言。 

4. 在 模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按一下 新建... 按鈕。

5. 在 建立模式 對話方塊中，為新模式指定一個名稱，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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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 確定 在 模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然後按一下 確定 在 選項 按鈕。

7. 按一下  「影像」窗格頂部 工具列上的 按鈕。

如果程式遇上一個無法辨識的字元， јТ¦Ў°VЅm 將開啓對話方塊，並顯示此字元。

8. 教程式讀取新 字元 和 連字。

連字是兩個或三個「膠合」字元的組合 (如 fi、fl、ffi 等)，程式很難將之分開。 事實上，把

他們視為單個合成字元能夠得到更好的結果。 

 透過在「效果」下選取對應的選項，可保留在您的上標/下標文字中列印為粗體或斜體

類型的 效果..

返回到上次訓練的字元，請按一下 ¤W¤@ЁB 按鈕。 框架將跳回上次的位置，並將從模

式中移除一對最新訓練的字元影像和鍵盤字元。 此 ¤W¤@ЁB 按鈕在一個字詞的字元間

瀏覽，而不會在字詞之間瀏覽。

重要事項！ 

· 僅可訓練 ABBYY FineReader 閱讀 OCR 語言字母中所包含的字元。 若要訓練程式讀取無法

從鍵盤輸入的字元，請使用兩個字元的組合以代表這些不存在的字元，或從對話方塊中

複製所需的字元。 ґЎ¤J¦r¤ё 對話方塊（按一下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 每個模式包含1000多個新字元。 但是，避免建立過多連字，因為這樣會影響 OCR 品質。 

選取使用者模式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使用 模式  以提高 OCR 品質。

1. 按一下 工具 > 模式編輯器...。

2. 在 模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取清單中其中一個模式並按一下 設定和啟用 按鈕。

需記住的一些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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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時程式不會區別類似但有差異的字元，辨識他們為相同的字元。 例如，直引號 (')、左

引號 (‘)，及右引號 (’) 將作為單一字元 (直引號) 儲存於模式中。 這意味着辨識的文字中

不會使用左右引號，即使您嘗試訓練他們。 

2. 對於某些字元影像，ABBYY FineReader 將根據上下文，選取對應的鍵盤字元。 例如，如

果上下文為字母，會將小圓形影像辨識為字母 O，如果緊挨著其周圍的為數字，則會將

其辨識為數字 0。 

3. 文件用於建立模式時，模式僅可用於有相同字型、字型大小及解析度的文件。 

4. 您可以把模式儲存到檔案中，然後用於其他 OCR 專案。 另請參閱：  OCR 專案 。

5. 若要辨識不同字型的文字，確保停用使用者模式。 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OCR 標籤，選擇 使用內建模式 該選項。

編輯使用者模式 

您可能想要在啟動 OCR 程序前，編輯新建立的模式。 訓練不當的模式可能極度影像 OCR 品質。

一個 模式  應該包含僅整個字元或 連字 。 應該從模式中移除帶有切邊和帶有錯誤字母配對

字元。 

1. 按一下 工具 > 模式編輯器...。

2. 在 模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擇您想要編輯的模式，並按一下 編輯... 按鈕。

3. 在 ЁПҐОЄМјТ¦Ў 對話方塊中，選擇一個字元，並按一下 ДЭ©К... 按鈕。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 在 ¦r¤ёЎG 欄位中鍵入與字元對應的字母。

· 在 效果 欄位， 指定所需的字型效果（粗體、斜體、上標/下標）。

刪除訓練有誤的字元，按一下 §R°Ј 對話方塊中的 ЁПҐОЄМјТ¦Ў 按鈕。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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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文字包含太多專業術語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會使用其內部字典檢查所辨識的文字。如果要辨識的文字包含太多特殊

術語、縮寫或名稱，您可將其新增至字典以提高辨識準確度。

1. 在 工具 功能表上，按一下 檢視字典...。

2. 在 使用者字典 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語言然後按一下 檢視。

3. 隨即開啟字典對話方塊。在此字典對話方塊中，鍵入字詞並按一下 新增字詞 或選取字

詞並按一下 刪除。

如果字典中已包含您想要新增的字詞，則將會顯示一條訊息，提示您要新增的字詞在字典中已存

在。

您可匯入以 ABBYY FineReader 的較舊版本 (即 9.0、10、11、12 及 14 版) 建立的使用者字典。

1. 在 工具 功能表上，按一下 檢視字典...。

2. 在 使用者字典 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語言然後按一下 檢視。

3. 隨即開啟字典對話方塊。在此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匯入... 按鈕，並選取要匯入的字典

檔案 (其必須含 *.pmd、*.txt 或 *.dic 的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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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程式未能辨識某些字元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關於文件語言的 資料  辨識文字時。 對於包含很多非常用元素

(如代碼編號) 的文字，程式可能無法辨識某些字元，因為文件語言可能沒有包含此類字元。 要辨

識此類文件，可建立自訂語言，其中包括了所有需要的字元。 您還可以 建立多組 OCR 語言  使

用這些語言識別文件。

如何建立使用者語言 

1. 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此對話方塊），請按一下 語言 標籤。

2. 按一下 新建... 按鈕。

3.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根據現有語言建立新的語言 選項，選擇您想要使用的

語言，作為新語言的基礎，並按一下 確定。

4. 此 語言屬性 對話方塊。 在此對話方塊中： 

a. 為您的新語言鍵入一個名稱。 

b. 您在對話方塊中選取的語言 新增語言或群組 顯示在 來源語言 下拉式清單中。 您可

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不同的語言

c. 此 字母 包含了基礎語言的字母表。 如果您想要編輯字母表，按一下  按鈕。

d. 此 選項組 選項組包含幾個用於字典中的選項，程式辨識文字和檢查結果時，將會用

到該字典。

· 無

該語言將不會有字典。 

· 內建字典

將使用程式的內建字典。 

· 使用者字典

按一下 編輯... 按鈕以指定字典專案，或匯入現有自訂字典或帶有 Windows-1252

編碼的文字檔案 (專案之間必須以空格或以其他非字母表中的字元隔開)。

 檢查所辨識文字的拼寫時，不會將使用者字典中的字詞標記為拼字錯誤。 它們

可能全部使用小寫字母或大寫字母，或者可能以大寫字母開頭。

字典中的字詞 拼字檢查時不會認為是錯誤的字詞。

abc abc、Abc、ABC

Abc abc、Abc、ABC

ABC abc、Abc、ABC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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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aBc、abc、Abc、ABC

· 此 規則運算式 使用正則運算式建立使用者字典。 

 另請參閱：  正則運算式 。

e. 語言可具有其他幾種屬性。 若要變更這些屬性，按一下 進階... 按鈕以開啓 進階語

言屬性 對話方塊，在方塊中您可以指定：

· 字詞的開頭或結尾的字元 

· 與字詞分開顯示的非字母字元 

· 出現在字詞內部但應忽略的字元 

· 無法顯示在使用此字典辨識的文字中的字元 (停用字元)

· 此 可能包含阿拉伯數字、羅馬數字、縮寫的文字 選項

5. 選擇 OCR 語言時，您可以選擇新建立語言。 

 有關 OCR 語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CR 語言 。

預設情況下，使用者語言儲存在 OCR 專案資料夾中。 您還可以將所有使用者語言和使用者模式

另存為單個檔案。 若要執行此操作，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此對話方

塊），請按一下 OCR 標籤，然後按一下 儲存模式及語言... 按鈕。

建立語言群組 

如果您常使用某個語言組合，為了便利，您或許希望把語言組合在 

1. 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此對話方塊），請按一下 語言 標籤。

2. 按一下 新建... 按鈕。

3. 在 新增語言或群組 對話方塊中，選擇 建立新的語言群組 按鈕，並按一下 確定。

4. 此 語言群組屬性 對話方塊。 在此對話方塊中，為語言群組指定一個名稱，並選擇您想

要往該群組中新增的語言。

 如果您知道文字中將不會包含某些字元，可能會要明確指定這些所謂禁止使用的字

元。 這樣做可以增加 OCR 的速度和準確性。 若要指定這些字元，按一下 進階... 對話方

塊中的 語言群組屬性 按鈕，並在欄位中輸入 禁止使用的字元 禁用字元。

5. 按一下 確定。

新群組將顯示在主工具列上語言的 下拉式清單中 。

預設情況下，使用者語言群组將儲存在 FineReader 文件資料夾中 OCR 專案 。 您還可以將所有

使用者語言和使用者模式另存為單個檔案。 若要執行此操作，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開啟此對話方塊），請按一下 OCR 標籤，然後按一下 儲存模式及語言... 按鈕。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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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主工具列上語言的下拉式清單，選擇語言群組。

1. 從主工具列上語言的下拉式清單中 更多語言... 選擇

2. 在 語言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擇 手動指定 OCR 語言 該選項。

3. 選擇所需的語言，然後按一下 確定。

如果無法辨識垂直或反相文字

如果片段方向偵測錯誤，或者片段中的文字 反相  (即淺色文字列印在深色背景上)，已辨識文

字片段可能會包含大量錯誤。

要解決這個問題：

1. 在影像視窗中，選取包含垂直或反相文字的區域或表格儲存格。

2. 在 區域屬性 面板上 (右鍵按一下該區域然後從快顯功能表中按一下 屬性 以顯示該面

板)，選取：

· 從 CJK 文本方向 下拉清單中選擇文字方向

或

· 反相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已反轉。

3. 再次執行 OCR 程序。

 欲瞭解更多有關區域的資訊，請參閱「 如果區域未正確偵測 」。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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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編輯文字

一旦 OCR 程序完成，文字視窗中會顯示已辨識的文字。將會反白顯示低置信度字元，因此可以

輕鬆找到 OCR 錯誤並進行變更。

您可以在文字視窗或 驗證 對話方塊（按一下 辨識 > 驗證文字... 以開啟該對話方塊）中直接編

輯所辨識的文字。在 驗證 對話方塊中，您可查看置信度低字詞、更正拼寫錯誤，以及將新字詞新

增到使用者字典。

ABBYY FineReader 還允許您變更輸出文件的格式。要設定已辨識文字的格式，可以使用文字視窗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或 文字屬性 面板上的按鈕（右鍵按一下文字視窗的任意位置，然後在捷徑功

能表上按一下 屬性 以顯示面板）。

 在讀取文字過程中，ABBYY FineReader 會辨識文字中使用的樣式。所有辨識的樣式均顯示在 文

字屬性 面板中。可以編輯樣式以快速變更所有文字的格式。當以 DOCX、ODT 或 RTF 格式儲存已

辨識文字時，程式會保留所有現有樣式。

 另請參閱： 

· 在「文字」視窗中檢查文字

· 使用樣式

· 編輯超連結

· 編輯表格

· 移除機密資訊

· 儲存可編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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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您可以在 文字視窗  或 驗證對話方塊  (按一下 辨識 > 驗證文字... 以開啟該對話方塊) 中直

接編輯所辨識的文字。在驗證對話方塊中，您可查看置信度低字詞、更正拼寫錯誤，以及將新字

詞新增到使用者字典。

在「文字」視窗中檢查文字

您可在文字視窗中檢查、編輯辨識結果並調整其格式。

視窗左邊部分的文字視窗工具列中包含檢查拼寫的按鈕。使用 /  按鈕切換下一個/上一個

置信度低的字詞或字元。如果置信度低的字元沒有反白顯示，請按一下文字視窗下方的  按

鈕。

要在文字視窗中檢查置信度低的字詞：

1. 按一下在文字視窗中的字詞。在影像視窗中將反白顯示該字詞。同時，縮放視窗中將顯

示該字詞的放大圖。

2. 根據需要在文字視窗中對該字詞進行變更。

提示。  您可以透過按一下  按鈕插入鍵盤上沒有的符號。也可以使用 驗證 對話方塊。

當您需要比較來源和輸出文件時，此方法很方便。

文字格式化工具位於：

· 文字視窗的工具列中

· 文字屬性 面板 (在文字視窗的任意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屬性 以顯示面板)

 如果文字視窗太窄而無法看到整個面板，可以使用  和  按鈕以移動 文字屬性 面板。

 有關如何變更主視窗外觀和工具列上的可用工具，請參見「 主視窗  」和「 工具列  」部分。

在「驗證」對話方塊中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ABBYY FineReader 提供有 驗證 對話方塊，您可檢查並更正包含置信度低字元的字詞。要開啟 驗

證 對話方塊，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  或按一下 辨識 > 驗證文字...。

20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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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對話方塊中，可以：

· 略過反白顯示的字詞而不做變更。按一下略過時，將會除去反白顯示效果。

· 使用建議的變體代替反白顯示的字詞。只要選擇右邊框中的正確建議並按一下 取代 即

可。

· 按一下 新增到詞典 按鈕將反白顯示的字詞新增至字典。

下次當程式讀取這個字時，就不會再把它當成錯誤了。

 另請參閱：  使用使用者字典 。

· 變更字型並套用字型效果。

· 在文字中插入鍵盤上沒有的字元。要選擇鍵盤上沒有的字元，請按一下  按鈕，然後

按一下 更多符號...。在符號對話方塊中，從子集下拉清單中選擇所需的子集 (如基本希

臘語或貨幣符號)。然後，連按兩下要插入的字元。或者，您也可在字字元碼方塊中指定

字元的 Unicode 編碼。

提示。  要變更檢查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檢查中文、日語或韓國語文字時，程式將會列出與低置信度字元相似的字元作為建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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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者字典

閱讀文字時，ABBYY FineReader 會根據其字典來檢查所辨識的文字。如果您的文字包含太多特殊

術語、縮寫或專有名詞，您可以將這些辭彙新增至使用者字典以提高 OCR 準確度。

 對於一些 受支援的語言 ，使用者字典可能不可用。

要新增字詞至使用者字典，請執行以下任一步驟：

· 在 辨識 功能表上，按一下 驗證文字...，然後在 驗證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新增到詞典。

· 在文字視窗中，右鍵按一下要新增的文字，然後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 新增到詞典。

 新增詞至字典時，請確保選擇了正確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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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樣式

在文字辨識期間，ABBYY FineReader 將偵測原始文件中使用的樣式與格式。這些樣式和格式將出

現在輸出文件中。您可在文字視窗中檢視和編輯文件樣式并建立新樣式以便調整已辨識文字的格

式。

若要將樣式套用至文字片段中：

1. 請在文字視窗中選取所需的文字片段。

2. 按一下捷徑功能表上的屬性。

3. 選取文字屬性窗格上的樣式清單中選取所需樣式。

 當以 DOCX、ODT 或 RTF 格式儲存已辨識文字時，程式會保留所有現有樣式。 另請參閱：  「儲

存可編輯的文件」 。

變更、建立和合併樣式：

1. 在 工具 功能表上，按一下 樣式編輯器...。

2. 在 樣式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樣式並調整其名稱、字型、字型大小、字元間距

和縮放。

3. 若要建立新樣式，請按一下 新。新建立的樣式將新增至現有樣式清單，在此清單中您

可調整該樣式。

4. 若要將多個樣式合併為一個，請選取要合併的樣式並按一下 合併...。在合併樣式對話

方塊中，指定要在其中合併選取樣式的樣式。

5. 按一下 確定 以儲存變更。

您可在以相同樣式列印的文字片段之間瀏覽。在 樣式編輯器 中，選取所需樣式並按一下 上一個

片段 或 下一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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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超連結

ABBYY FineReader 可偵測超連結，並在輸出文件中重建其目的位址。偵測到的超連結將加底線，

並顯示為藍色。

檢視文字視窗中的已辨識文件時，將滑鼠游標放在超連結上以檢視其位址。若要追蹤超連結，請

從其捷徑功能表中按一下 開啟超連結，或在超連結上按 Ctrl 與滑鼠左鍵。

若要新增、刪除或變更超連結的文字或地址：

1. 在文字視窗中，選擇所需超連結的文字。

2. 若要移除超連結，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 移除超連結。

3. 若要新增或變更超連結，在其捷徑功能表中按一下 超連結... 或按一下文字視窗頂部的

主工具列上的 。在 編輯超連結 對話方塊中，您可：

· 在 要顯示的文字 欄位中編輯連結的文字。

· 在 連結到 群組中選取/變更超連結類型：

o 請選取 網頁 以連接到網頁。

在 地址 欄位中，指定通訊協定和頁面的 URL (如 http://www.abbyy.com)。

o 選取 本機檔案 以連接到檔案。

按一下 瀏覽... 以瀏覽超連結將指向的檔案 (如 file://D:\MyDocuments/ABBYY

FineReaderGuide.pdf)。

o 請選取 電子郵件地址 以便使用者僅需按一下超連接，即可將電子郵件訊息傳送

至超連結中包含的地址。

在 地址 欄位中，指定通訊協定和電子郵件地址 (如 mailto:office@abbyy.com)。

http://www.abb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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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表格

您可以在「文字」窗格中編輯 文字 頁面。 可用的命令如下：

· 合併表格儲存格

使用滑鼠選擇要合併的儲存格，然後按一下 區域 > 合併表格儲存格。

· 分割表格儲存格

按一下表格儲存格以分割，按一下 區域 > 分割表格儲存格。

 此命令僅套用與之前已合併的表格儲存格。

· 合併表格資料列

使用滑鼠選擇要合併的儲存格，然後按一下 區域 > 合併表格資料列。

· 刪除儲存格內容

選擇想要刪除其內容的一個或多個儲存格，然後按 Delete 鍵 瀏覽。

 預設情況下，工具列上不顯示表格編輯工具。 您可以將表格編輯工具新增到對話方塊中的 自

訂工具列和捷徑 對話方塊（按一下 檢視 > 工具列 > 自訂...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有關在工具列上新增按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工具列 。

移除機密資訊

具有 ABBYY FineReader PDF 15，您可以從已辨識文字中移除機密資訊。

1. 按一下 工具 > 編校模式 或按一下  在「文字」窗格頂部的 文字 頁面。

2. 在 文字 窗格中，使用標記筆塗上您想要抹去的文字。

提示。  如果您錯誤的塗上了某些字元，按一下Ctrl + Z， 您可以復原上次的編校。 或者按一下

撤銷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3. 儲存您的文件。

編輯過的文字將在輸出文件中顯示為點。 如果您所選的儲存格式支援文字與背景色彩，編校的文

字片段將以黑框顯示。

若要關閉 編校模式，或者

· 按一下 工具 > 編校模式 或者

· 按一下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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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件中複製內容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從文件中複製文字、圖像和表格，以貼到其他應用程式中。 無需辨識整

個文件或將其轉換為可編輯格式，即可從已掃描的頁面和影像中複製內容。 選取的內容將被複製

到剪貼簿。 然後，您可以將內容貼到任何支援從剪貼簿貼上內容的程式中。

要複製內容：

1. 使用 ， ，  或  「影像」窗格 工具列上的 選取您想要複製的文件片段。

2. 在片段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識別並複製文字 捷徑功能表按鈕或按一下  快

顯的「工具列」按鈕

3. 將內容貼到另一個應用程式。

若要儲存多個頁面：

1. 選取窗格中的 頁面 頁面。

2. 在已選取的頁面上按一下滑鼠右鍵，按一下 另存為，並選取所需的格式，或選取 傳送

至 並選取您想要插入辨識的頁面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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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  OCR 結果

OCR 結果可以儲存到一個檔案中，傳送至其他程式或 PDF 編輯器中，複製到剪貼簿或透過電子

郵件傳送。 您還可以將 OCR 結果傳送至 Kindle.com，它們在那裡將被轉換為 Kindle 格式，可供

下載至 Kindle 裝置中。 您可以儲存整個文件或者僅儲存選取的頁面。

 在按一下前，請務必選取適當的儲存選項。 儲存。

若要儲存已辨識的文字：

1. 在主工具列上，按一下「儲存」旁邊的 儲存 按鈕，並選取文件儲存模式和保留的頁面物

件。

 每一種模式下均列出了可用的檔案格式。

有五種格式儲存模式：

· 實際複本 產生與原始文件格式對應的文件。 建議用格式複雜的文件，例如促銷手

冊。 但是請注意，此選項限制了變更輸出文件的文字和格式功能。

· 可編輯的複本 產生一份格式與原始格式略有不同的文件。 以此模式產生的文件易於

編輯。

· 加格式文字 保留字型、字型大小和段落，但不保留對象在頁面或間距上的實際位

置。 產生靠左對齊的文字 (由右至左的文字靠右對齊)。

 直書文字會變更為橫書文字。

· 純文字 不保留文字格式。

· 靈活的配置 產生 HTML 文件時讓對象的位置與原始文件盡可能相同，這可透過技術

實現。

2. 在 格式設定   對話方塊 選項 選擇所需的設定並按一下 確定。

3.  在 下拉式清單中 ， 按一下「儲存」按鈕 儲存 選擇合適的選項，或使用功能表上的 檔

案 命令。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儲存頁面為影像。 另請參閱：  儲存影像 。

支援的應用程式：

· Microsoft Word 2016 (16.0), 2013 (15.0), 2010 (14.0), 2007 (12.0)

· Microsoft Excel 2016 (16.0), 2013 (15.0), 2010 (14.0), 2007 (12.0)

·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16.0), 2013 (15.0), 2010 (14.0), 2007 (12.0)

· Apache OpenOffice Writer 4.1

· LibreOffice Writer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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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Acrobat/Reader (8.0 及更新版本)

 要確保 ABBYY FineReader 與上述所列應用程式的最佳相容性，請確保您已更新以上應用程式的

最新可用版本。

 另請參閱： ：

· 以 PDF 儲存

· 儲存可編輯的文件

· 儲存表格

· 儲存電子圖書

· 以 HTML 格式儲存

· 儲存頁面影像

· 向 PDF 編輯器傳送 OCR 結果

·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OCR 結果

· 傳送 OCR 結果至 Kindle

以  PDF 儲存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儲存完整的 PDF 文件或儲存選定的頁面。 有可用的不同儲存選項。

· 若要儲存允許使用者選擇、複製、編輯文檔內容的 PDF 文件，請按一下「另存新檔」按鈕

旁邊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可搜尋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 檔

案 > 另存為 > 儲存為可搜尋的 PDF 文件...。

文件將被儲存為可搜尋的 PDF。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

按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選擇所需的  標籤。

· 若要儲存不允許使用者選擇、複製、編輯文檔內容的 PDF 文件，請按一下「另存新檔」按

鈕旁邊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僅影響 PDF 文件。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儲存為僅影像 PDF 文件...。

文件將被儲存為僅影像 PDF。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選擇所需的  標籤。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可搜尋 PDF 文件 （或 僅影響 PDF 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PDF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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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可編輯的文件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以可編輯格式儲存 OCR 結果。 選擇格式時，請考慮您將以何種方式使

用文件。

· 以 DOC(X)/RTF/ODT 格式儲存文件

· 以 PPTX 格式儲存文件

· 儲存純文字 (TXT)

DOC(X)/RTF/ODT

若要以 DOCX/DOC/RTF/ODT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Microsoft Word 文

件， RTF 文件 或 ODT 文件。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格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然後選擇所需格

式。

文件將以您指定的格式儲存。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DOC(X)/RTF/ODT  標籤。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Microsoft Word 文件。RTF 文件 ODT 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DOC(X) / RTF / ODT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

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PPTX

若要以 PPTX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

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格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

報。

將以 PPTX 格式儲存文件。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並

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PPTX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PPTX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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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以 TXT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TXT 文件。 如果清

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格

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TXT 文件。

將以 TXT 格式儲存在文件。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

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TXT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文字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TXT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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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表格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用 XLS、XLSX 和 CSV 格式儲存表格。

XLS 和 XLSX

若要儲存 XLS 或 XLSX 格式的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Microsoft Excel 活

頁簿。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選取所需的格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Microsoft Excel 活頁簿。

文件將以您指定的格式儲存。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XLS(X)  標籤。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Microsoft Excel 活頁簿。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XLS(X)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

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合適的

若要以 CSV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CSV 文件。 如果清

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格

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CSV 文件。

將以 CSV 格式儲存文件。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鈕，並

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合適的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CSV 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CSV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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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電子圖書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允許您掃描紙張書籍，並將其轉換為 EPUB、FB2 和 DjVu 格式。 您將能

夠在平板電腦（包括 iPads）和其他行動裝置上閱讀產生的電子圖書 並上傳到  您的 Kindle.com

帳戶中。 

 您也可以使用 HTML 格式儲存電子書。 詳細資訊，請參閱 以 HTML 格式儲存 。

以 FB2 或 EPUB 格式儲存

若要儲存 FB2 或 EPUB 格式的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按鈕 FB2 文件 或 EPUB 文件。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

所需的格式，按一下 儲存為其他格式... 然後選擇所需格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

為 > FB2 文件 （或 EPUB 文件）。

文件將以您指定的格式儲存。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EPUB/FB2  標籤。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Electronic Publication (EPUB) （或 FictionBook (FB2)）。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EPUB / FB2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以 DjVu 格式儲存

若要以 DjVu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另存新檔」旁邊的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DjVu 文件。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所需

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格式。 或者，按一

下 檔案 > 另存為 > DjVu 文件。

文件將以您指定的格式儲存。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所需的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DjVu 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DjVu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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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TML 格式儲存

若要以 HTML 格式儲存文字：

· 按一下「儲存為」旁邊的 主工具列上的 箭頭 下拉式清單中  並選擇 HTML 文件。 如果

清單中沒有您所需的格式，選擇 儲存為其他格式...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取所需的

格式。 或者，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HTML 文件。

文件將以您指定的格式儲存。 若要變更儲存選項，請按一下 選項... 儲存對話方塊中的按

鈕，並在 XLS(X) 標籤上選取所需的 選擇  在各個區域之間。

 若僅儲存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在「捷徑功能表」上

按一下 另存為 > HTML 文件。

 您可以選擇其他儲存選項 格式設定  > HTML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

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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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影像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儲存已辨識文字和頁面影像，包括掃描文件。

若要儲存一個或多個影像：

1.  在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想要儲存的頁面

2. 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 頁面影像...

3.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選擇儲存檔案的路徑。

4. 選取您想儲存影像的影像格式。

 如果您想將多個頁面儲存至一個檔案，選擇 TIF 格式並選取 對所有頁面建立一個檔

案。

 詳細資訊，請參閱 支援的影像格式 。

5. 指定一個檔案名稱並按一下 儲存。

提示。  用 TIFF 儲存時，您可選取影像格式與壓縮方法。 影像壓縮可讓您減少檔案大小。 影像壓

縮方法僅在壓縮率和資料遺失方面不同。 兩個因素決定壓縮方法的選擇：產生的影像品質和檔案

大小。

ABBYY FineReader 提供以下壓縮方法：

· ZIP 未發生資料遺失。 這種壓縮演算法用於包含大量單色部分的影像。 例如，此壓縮演

算法用於擷取螢幕畫面和黑白影像。

· JPEG 此壓縮演算法用於灰色和彩色影像，如相片。 此方法提供高密度壓縮，但將導致資

料遺失及低品質的影像 (模糊的輪廓及低品質色彩的調色板)。

· CCITT Group 4 未發生資料遺失。 此壓縮演算法通常用於在圖形程式中建立的黑白影像

或掃描影像。 CCITT Group 4 是一種常用的壓縮方法，適用於所有虛擬影像。

· Packbits 未發生資料遺失。 此壓縮演算法用於黑白掃描文件

· LZW 未發生資料遺失。 此壓縮演算法用於平面設計和灰階影像。

當儲存為僅影像 PDF，程式使用您在對話方塊標籤上指定的 格式設定  > PDF 對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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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PDF 編輯器傳送  OCR 結果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傳送 OCR 結果，從 OCR 編輯器至 PDF 編輯器 ，在 PDF 編輯器中您可

以新增注意事項和註解，使用 ABBYY FineReader 提供的用 PDF 工作的其他功能。

若要向 PDF 編輯器傳送 OCR 結果

· 工具列上，按一下旁邊的  標籤並選取 傳送至 PDF 編輯器...

·  按一下 檔案 > 傳送至 > PDF 編輯器...

一旦您使用 PDF 編輯器工作完成後，您可以將其發回到 OCR 編輯器。 若要實現此項操作，在

OCR 編輯器視窗的頂部，按一下按鈕旁邊的箭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在 OCR 編輯器

中辨識並驗證。 若僅傳送文件中某些頁面， 頁面 在窗格中，選擇您要傳送的頁面，然後按一下

滑鼠右鍵 將選取的頁面傳送至 OCR 編輯器 在捷徑功能表上。

 將文件傳送到 OCR 編輯器時，將會遺失文件物件的這些部分：

· 附件

· 書籤

· 註解

· 批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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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OCR 結果

憑藉 ABBYY FineReader，除了 HTML 之外，您還可以任何 支援的格式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辨識

結果。

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文件：

1. 在 檔案 功能表上，按一下電子郵件 > 文件...。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

· 文件應儲存的格式

· 其中一個儲存選項：儲存所有頁面至一個檔案，儲存每個頁面至單獨檔案，或根據

空白頁將文件分割為檔案

3. 按一下 確定。將建立隨附檔案的電子郵件訊息。指定收件者並傳送訊息。

您也可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文件頁面的影像。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頁面影像：

1. 在 檔案 功能表上，按一下電子郵件 > 影像...。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

· 文件應儲存的格式

· 請選取 傳送為多頁影像檔案 (如果您需要將影像作為多頁檔案傳送)

3. 按一下 確定。將建立隨附檔案的電子郵件訊息。僅需指定地址並傳送訊息。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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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  OCR 結果至  Kindle

使用 ABBYY FineReader，您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辨識結果傳送至 Kindle.com 伺服器，在該伺服器上

它們將被轉換為 Kindle 格式並且能夠下載至 Kindle 裝置。

 若要使用此功能，您需要在 Kindle.com 上擁有一個 Kindle 帳戶。

1. 按一下 主工具列  上儲存按鈕旁的箭頭，並按一下 傳送至 Amazon Kindle...。

2. 指定：

· Kindle 帳戶的位址；

· 其中一個儲存選項：儲存所有頁面至一個檔案，儲存每個頁面至單獨檔案，或根據

空白頁將文件分割為檔案；

· 檔案的名稱。

3. 按一下 確定。

將建立含有附件的電子郵件訊息。將此電子郵件訊息傳送至 Kindle.com，轉換的檔案很快就

可下載至您的 Kindle 裝置。

與其他應用程式整合

整合 ABBYY FineReader 和 Windows 檔案總管，簡單地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即可初始化處理 PDF

文、office 文件和影像檔案。

ABBYY FineReader PDF 與 Microsoft Office 和 Windows Explorer 整合，可讓您直接從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和 Microsoft Outlook 建立 PDF 文件以及啟動文件的

轉換和比較。

您同時可對存放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伺服器中的 PDF 文件進行變更並儲存；使用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建立文件，而後可繼續在您的個人電腦中處理這些文件；處理來自 OneDrive、

Google 雲端硬碟和 Dropbox 等雲端儲存空間用戶端的 PDF 文件。

本章內容

· 與 Windows 檔案總管整合

· 與 Microsoft Office 整合

· 與 Microsoft SharePoint 整合

· 行動應用程式的整合效能

· 雲端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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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Windows 檔案總管整合

ABBYY FineReader 與 Windows 檔案總管整合。 結果，當您在任何支援的格式文件上按一下滑鼠

右鍵，ABBYY FineReader 命令 是支援的格式 ，使您可以開啓和編輯 PDF 文件、對影像文件執

行 OCR，轉換檔案，將多個檔案合併到一個 PDF 中，以及比較檔案。

若要直接從 Windows 檔案總管開啓和處理 PDF：

1.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選擇一個或多個 PDF 檔案。

2. 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下列命令之一：

·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編輯 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啟 PDF 檔案

 有關在 PDF 編輯器中操作 PDF 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處理 PDF 文件 。

·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轉換 -將 PDF 檔案轉換成各種格式： 

o 轉換為可搜尋的 PDF 文件

o 轉換為僅影像 PDF 文件

o 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o 轉換為 Microsoft Excel 文件

o 轉換為其他格式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啓 PDF 檔案。

 有關使用 OCR 編輯器工作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使用 OCR 編輯器工作 。

 如果您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選擇多個檔案，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轉

換 在捷徑功能表上按一下，將開啓 新建任務 視窗中。 有關可用的轉換設定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 建立 PDF 文件 ， 建立 Microsoft Word 文件 ， 建立 Microsoft Excel

文件 ，和 其他格式 。 

· 與...比較 用 ABBYY 對比文件 應用程式開啓 PDF 檔案。

 有關比較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BBYY 對比文件 。

· 合併為一個 PDF... 將多個檔案合併為單個 PDF。

· 對比文件... 比較同一個文件的兩個版本。

若要從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直接處理可編輯格式的檔案：

1.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選擇一個或多個可編輯格式的檔案。

2. 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下列命令之一：

·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轉換為 PDF... 轉換檔案為 PDF。

當從 Microsoft Word、Excel 中和 Microsoft PowerPoint 檔案建立 PDF 文件時，ABBYY

FineReader 將保留原始文件的結構，任何書籤和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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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為 PDF 並傳送... 將檔案轉換為 PDF，並將它們附加到電子郵件訊息中。

· 與...比較 使用 ABBYY 對比文件 應用程式開啓檔案。

· 合併為一個 PDF... 將多個檔案合併為單個 PDF。

· 對比文件... 比較同一個文件的兩個版本。

若要從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直接處理影像檔案：

1.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選擇一個或多個影像檔案。

2. 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下列命令之一：

·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轉換 將影像檔轉換成各種格式 

o 轉換為可搜尋的 PDF 文件

o 轉換為僅影像 PDF 文件

o 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o 轉換為 Microsoft Excel 文件

o 轉換為其他格式

·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啓影像檔案。

· 合併為一個 PDF... 將多個檔案合併為單個 PDF。

· 與...比較 用 ABBYY 對比文件 應用程式開啓影像檔案。

 實際上，Windows 檔案總管捷徑功能表上對您可用的命令取決於所選檔案的數量和格式。

如果您在 Windows 檔案總管捷徑功能表上沒看到 ABBYY FineReader 命令...

如果您在 Windows 檔案總管捷徑功能表上看不到 ABBYY FineReader 命令，這意味著您安裝程式

時，不願意整合 Windows 檔案總管和 ABBYY FineReader。

若要整合 ABBYY FineReader 和 Windows 檔案總管：

1.  按一下 開始 > 設置 > 控制台 （或按一下 開始  > 選項 > 系統 > 應用程式 在

Windows 10 中），然後按一下 程式和功能。

2. 在已安裝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 ABBYY FineReader 然後按一下 變更/移除。

3. 遵循安裝程式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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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rosoft Office 整合

在安裝 ABBYY FineReader 時，它會與 Microsoft Office 進行整合。因此，ABBYY FineReader PDF

15增益集會顯示在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與 Microsoft Outlook

中，讓您可建立 PDF 文件並直接從這些應用程式啟動文件的轉換和比較。

 該標籤功能可能隨應用程式自身而有所不同。

 整合的執行包括 Microsoft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Office 2019。

如果您的 Microsoft Office 工具列缺少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功能區標籤...

如果 Microsoft Office 參數中未啟用相應增益集，則應用程式的工具列中可能會缺少該ABBYY

FineReader PDF 15功能區標籤。如果是這種情況，請進行以下步驟（如果您使用的是 Microsoft

Word）：

· 在 Word 選項視窗中（檔案 > 選項），前往 增益集標籤。接著，選擇 COM 增益集，其位於

管理下拉式清單中，並按一下進行...在將出現的對話方塊中，選擇ABBYY FineReader 15

MSWord COM 增益集 並按一下確定。

這將可使ABBYY FineReader PDF 15功能區標籤出現在您的 Microsoft Word 工具列上。

如果ABBYY FineReader 15 MSWord COM 增益集選項沒有出現在COM 增益集 對話方塊中，

ABBYY FineReader 安裝過程中可能未啟用 Microsoft Office 整合或已被刪除。

如需安裝增益集，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前往程式和功能（開始 > 設置 > 控制台，或如果您使用 Windows 10 則前往開始

 > 選項 > 系統 > 應用程式）。

2. 從已安裝程式的清單內，選取 ABBYY FineReader PDF 15，然後按一下變更/移除。

3. 在自訂安裝對話方塊中，選取適用的元件。

4. 而後，按照安裝精靈的指示進行。

在本節中：

· 與 Microsoft Word 整合

· 與 Microsoft Excel 整合

· 與 Microsoft PowerPoint 整合

· 與 Microsoft Outlook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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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rosoft Word 整合

經由 Microsoft Word 整合，您可以輕鬆執行以下的任何操作：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並透

過電子郵件傳送，從影像文件或紙檔文件建立 Word 文件，直接在 Microsoft Word 中啟動 Word

文件與其先前版本的比較。

1. 在 Microsoft Word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以下其中之一：

· 建立 PDF以使用有效 Word 文件來建立與儲存 PDF 文件；

· 建立 PDF 並以電子郵件進行傳送以使用有效 Word 文件透過電子郵件來建立 PDF 文件與

傳送已建立的 PDF 文件；

· 掃描到 Word以使用掃描器或相機建立 Word 文件；

· 轉換為 Word以使用影像檔案建立 Word 文件；

· 進行文件對比...以比較有效 Word 文件與其先前版本。

在本節中：

· 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

· 使用影像檔案建立 Word 文件

· 比較 Microsoft Word 文件

224

225

225



224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

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如需建立和儲存 PDF 文件，可依照以下步驟進行：

1. 在 Microsoft Word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建立 PDF。

3. 在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a. 指定要輸出的 PDF 文件名稱和資料夾。

b. 如果需要在 PDF 檢視器中開啟輸出文件選擇開啟文件。

c. 按一下儲存。

 如果需要，請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指定 PDF 建立

設定 。

這將可把目前的 Word 文件儲存為指定設定的 PDF 文件。

使用 Word 文件建立 PDF 文件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的方法

如需建立 PDF 文件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Word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建立 PDF 並以電子郵件進行傳送。

這將可把 PDF 文件附加在新的空白電子郵件中。

 如果需要，您可指定將用於建立 PDF 文件的頁面範圍。進行步驟為，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

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選擇即將出現對話方塊的要求指定頁數。啟用此選項

將，在您每次建立新的 PDF 文件時將會出現頁面選擇對話方塊。您可同時指定其他PDF 建立設

定 。

Word 文件的 PDF 建立設定

此對話方塊包含以下的設定群組：

· 建立 PDF/A

選擇則此選項將可建立 PDF/相容文件。在右側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PDF/A 類型。

· 建立 PDF/UA

選擇此選項可建立與 PDF/UA 相容的文件。此類型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始文件不同。

· 密碼保護文件

如果需要設定密碼以保護您的 PDF 文件免於未經授權的檢視、列印和編輯，請選擇此選項。接

著，按一下設定...並在指定適用的安全性參數 ，其位於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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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PDF 標記

建立 PDF 文件同時也會自動建立 PDF 標籤。

除了文字和影像，PDF 文件亦可包含有關文件結構的資訊：邏輯結構、插圖和表格。此資訊以

PDF 標籤的形式進行儲存，確保可在不同大小的螢幕上，例如手持裝置，輕鬆檢視 PDF 文件。

· 從標題建立書籤

建立 PDF 文件還將根據文件的結構建立目錄。

· 套用到頁數

建立 PDF 文件時將會使用指定的頁面。

o全部

選擇此選項將可使用所有頁面來建立 PDF 文件。

o要求指定頁數

每次建立新的 PDF 文件時，都會出現頁面選擇對話方塊。

使用影像檔案建立  Word 文件

要使用影像檔案或紙檔文件建立 Word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重新啟動 Microsoft Word。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

· 掃描到 Word要使用掃描器或相機建立 Word 文件。

這將會開啟ABBYY FineReader PDF 15掃描器影像轉換對話方塊。在此對話方塊中，指定全部

所需掃描設定和參數 與掃描適用影像。

· 轉換為 Word要使用影像檔案建立 Word 文件。

在即將出現的對話方塊中指定以下內容：

1. 文件語言.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辨識語言 。

2. 文件配置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3. 按一下選項以開啟格式設定 ，其位於DOC(X)/RTF/ODT 書籤中，書籤位於選

項對話 （工具 > 選項...）中，並指定額外選項。

4. 按一下確定。

在即將出現的對話方塊中將會出現，選擇所有適用的影像，接著等待完成轉換。

該輸出Microsoft Word 文件將會顯示於您的畫面中。進行任何所需變更和儲存文件。

比較 Microsoft Word 文件

如需比較一 Word 文件的前後版本，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Word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 進行文件對比...

3. 這將會在 ABBYY 比較文件視窗中開啟指定的文件。接著，選定第二個要進行比較的文件。如需

有關比較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比較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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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rosoft Excel 整合

經由 Microsoft Excel 整合，您可直接從 Microsoft Excel 輕鬆地使用 Excel 文件建立 PDF 文件並透

過電子郵件傳送。

使用 Excel 文件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如需建立和儲存 PDF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Excel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建立 PDF。

3.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中，請進行以下步驟：

a. 指定要輸出的 PDF 文件名稱和資料夾。

b. 如果需要在 PDF 檢視器中開啟輸出文件選擇開啟文件。

c. 按一下儲存。

 如果需要，請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指定 PDF 建立

設定 。

這將把 PDF 文件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並在指定的 PDF 檢視器中進行開啟。

使用 Excel 文件建立 PDF 文件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的方法

如需建立 PDF 文件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Excel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 Word 文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建立 PDF 並以電子郵件進行傳送。

這將可把 PDF 文件附加在新的空白電子郵件中。

 如果需要，您可使用特定工作表來建立 PDF 文件。進行步驟為，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

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選擇即將出現對話方塊的要求指定試算表。啟用此選項

將，在您每次建立新的 PDF 文件時將會永遠出現頁面選擇對話方塊。您可同時指定其他PDF 建立

設定 。

Excel 文件的 PDF 建立設定

此對話方塊包含以下的設定群組：

· 建立 PDF/A

選擇則此選項將可建立 PDF/相容文件。在右側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PDF/A 類型。

· 建立 PDF/UA

選擇此選項可建立與 PDF/UA 相容的文件。此類型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始文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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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保護文件

如果需要設定密碼以保護您的 PDF 文件免於未經授權的檢視、列印和編輯，請選擇此選項。接

著，按一下設定...並指定適用的安全性參數 ，其位於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 套用至以下試算表

選擇此選項可僅僅使用您指定的工作表來建立 PDF 文件：有效工作表、所有工作表、選定區域。

如果您希望在建立 PDF 文件時永遠顯示工作表選擇的對話方塊，請選擇要求指定試算表。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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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rosoft PowerPoint 整合

經由 Microsoft PowerPoint 整合，您可直接從 Microsoft PowerPoint 輕鬆地使用 PowerPoint 簡報建

立 PDF 文件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使用 PowerPoint 簡報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如需建立和儲存 PDF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建立或開啟適用的簡報。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建立 PDF。

3.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中，請進行以下步驟：

a. 指定要輸出的 PDF 文件名稱和資料夾。

b. 如果需要在 PDF 檢視器中開啟輸出文件選擇開啟文件。

c. 按一下儲存。

 如果需要，可指定將用於建立 PDF 檔案的投影片頁碼。進行步驟為，喜好設定按一下，其位於

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選擇即將出現對話方塊的要求指定投影片。啟用此選項

將，在您每次建立新的 PDF 文件時將會永遠出現投影片選擇對話方塊。您可同時指定其他PDF 建

立設定 。

這將把 PDF 文件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並在指定的 PDF 檢視器中進行開啟。

PowerPoint 簡報的 PDF 建立設定

此對話方塊包含以下的設定群組：

· 轉換到備忘稿

選擇此選項以儲存作者的註解。

· 包括隱藏投影片

選擇此選項以在建立 PDF 文件時自動儲存隱藏投影片。

· 建立 PDF/A

選擇則此選項將可建立 PDF/相容文件。在右側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PDF/A 類型。

· 建立 PDF/UA

選擇此選項可建立與 PDF/UA 相容的文件。此類型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始文件不同。

· 密碼保護文件

如果需要設定密碼以保護您的 PDF 文件免於未經授權的檢視、列印和編輯，請選擇此選項。接

著，按一下設定...並指定適用的安全性參數 ，其位於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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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PDF 標記

建立 PDF 文件同時也會自動建立 PDF 標籤。

除了文字和影像，PDF 文件亦可包含有關文件結構的資訊：邏輯結構、插圖和表格。此資訊以

PDF 標籤的形式進行儲存，確保可在不同大小的螢幕上，例如手持裝置，輕鬆檢視 PDF 文件

· 套用至以下投影片

建立 PDF 文件時將會使用指定的投影片。

o全部

選擇此選項將可使用所有投影片來建立 PDF 文件。

o要求指定投影片

每次建立新的 PDF 文件時，都會出現頁面選擇對話方塊。

 該要求指定投影片選項僅在轉換到備忘稿選項取消選取時才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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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rosoft Outlook 整合

經由 Microsoft Outlook 整合，您可直接從 Microsoft Outlook 輕鬆使用電子郵件、電子郵件資料

夾、和電子郵件附件建立 PDF 文件。

使用電子郵件內文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使用電子郵件內文建立 PDF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選擇將用於建立 PDF 文件的電子郵件。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上，按一下轉換為 PDF。

 如果要使用多封電子郵件來建立 PDF 文件，請立即選擇全部所需電子郵件。

3. 在即將出現的對話方塊中，為輸出 PDF 文件指定名稱和資料夾並選擇 開啟文件，如果

需要在 PDF 檢視器中開啟輸出文件。

 您同時可在所選取的單或多封電子郵件中的內容功能表指定相關指令。

 如果需要，請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指定 PDF 建立

設定 。

這將把 PDF 文件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並在指定的 PDF 檢視器中進行開啟。

 所有電子郵件附件將作為 PDF 附件儲存在輸出 PDF 文件中。

使用電子郵件資料夾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使用電子郵件資料夾建立 PDF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將用於建立 PDF 文件的電子郵件資料夾。

2. 在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按一下從檔案夾建立 PDF或在內容功能表中

選擇適用指令。

3. 指定要輸出的 PDF 文件名稱和位置。

4. 選擇開啟文件，如果需要在 PDF 檢視器中開啟文件。

 如果需要，請按一下喜好設定，其位於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中，並指定PDF 建立

設定 。

這將把 PDF 文件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並在指定的 PDF 檢視器中進行開啟。

 所有電子郵件附件將作為 PDF 附件儲存在輸出 PDF 文件中。

使用電子郵件附件建立 PDF 文件的方法

使用電子郵件附件建立 PDF 文件，請進行以下步驟：

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選擇一或多封具有您想要用於建立 PDF 文件的附件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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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從附件建立 PDF，其位於the ABBYY FineReader PDF 15工具列或在電子郵件訊息

的內容功能表中。

 要使用一或多封電子郵件附件建立 PDF 文件，選擇適用附件並在內容功能表選擇從

附件建立 PDF。

3. 該ABBYY FineReader PDF 15影像轉換視窗將會出現。在此視窗中，指定適用轉換參數和

設定 並按一下轉換為 PDF。

4. 指定您的輸出 PDF文件要儲存的資料夾。

這將會把輸出 PDF 文件儲存到指定的資料夾中。

PDF 建立設定

此對話方塊包含以下的設定群組：

· 建立 PDF/A

選擇則此選項將可建立 PDF/相容文件。在右側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PDF/A 類型。

· 密碼保護文件

如果需要設定密碼以保護您的 PDF 文件免於未經授權的檢視、列印和編輯，請選擇此選項。接

著，按一下設定...並指定適用的安全性參數 ，其位於即將開啟的對話方塊中。

與 Microsoft SharePoint 整合

ABBYY FineReader 允許您開啓、編輯和儲存存儲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資料庫中的檔案。

若要處理儲存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伺服器上 PDF 文件：

1.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編輯器以開啟儲存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伺服器中的 PDF 文件。

22

154



232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2. 透過執行以下操作以簽出文件以防止其他使用者變更它： 

· 按一下出現在畫面頂部的簽出按鍵，

· 另一方式為，按一下檔案 > SharePoint® > 簽出。

 如果文件已由另一個使用者被簽出，在您的電腦上儲存文件的副本。

3. 編輯 PDF 文件。

 有關在 PDF 編輯器中操作 PDF 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處理 PDF 文件 。

4. 簽入文件，以便其他使用者可以看到您的變更。 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檔案 >

SharePoint® > 簽入...

 如果您不想把變更的文件儲存到伺服器上，請按一下 放棄簽出...。

5.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選擇 版本類型 文件（如果版本控制伺服器上啟用並輸入您的評論）。

選擇 簽入目前版本後，保持文件的簽出狀態 如果您不檢查文件，想把所有的變更上載到伺

服器上。

6. 按一下 簽入。

備註。如果您使用的是 OneDrive 雲端儲存，您將無法簽出儲存在該處的文件。OneDrive 客戶端會

在您的電腦中建立本機檔案副本並與伺服器的檔案同步。這種情形下，PDF 文件將被視為一般檔

案處理。

行動應用程式的整合效能

ABBYY FineReader 整合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可讓您在智慧型手機上建立文件，然後繼

續在您的個人電腦中處理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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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在智慧型手機中建立文件並將文件傳送到電腦進一步編輯，您必須在智慧型手機（iOS 或

Android 系統）以及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用戶端程式中安裝並設定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

用程式：

1. 在您的 iOS/Android 裝置中安裝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可由App Store與Google Play

取得）。

 如需更多有關 FineReader PDF 行動應用程式掃描和文字辨識功能的資訊，請參見 ABBYY 網

站。

2. 在電腦中安裝並設定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用戶端。

 下載適用 Windows 版本的 Google 雲端硬碟，可由 Google 網站取得。

 如需更多有關設定雲端儲存空間用戶端的資訊，請參見 雲端儲存空間 。

一旦環境設定後，請進行以下步驟：

    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中

1. 開啟行動應用程式並建立文件。

2. 傳送文件到您的個人電腦，使用匯出至 Google Drive (FineReader)。

 這個步驟需要您取得 Google 雲端硬碟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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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目前匯出文件的適用格式與大小。

 您可將文件傳送為 JPG 檔案或 PDF 檔案。

在您的電腦中

4.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開啟本機 FineReader 資料夾中的適當文件，該資料夾係使用 Google 雲

端硬碟儲存空間用戶端在電腦上所建立。進行方式如下：

a. 在首頁畫面中，按一下選擇資料夾，位於行動 應用程式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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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您的本機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中選取 FineReader 資料夾。

 如果在您的 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中沒有 FineReader 資料夾，請在行動應用程式中開

啟文件，並使用匯出至 Google Drive (FineReader)將文件傳送至您的個人電腦。

完成此操作後，使用您的行動應用程式建立的所有檔案和檔案夾將會顯示在 FineReader

PDF 應用程式畫面中。文件和資料夾將會按建立日期進行排序，最近建立的文件和資料夾將

會顯示在清單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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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出現的行動應用程式清單和資料夾文件中，選取適用的文件或資料夾。

§ 選取將在 ABBYY FineReader PDF 編輯器中開啟文件用於檢視或編輯的 PDF 檔案；

§ 選取資料夾，該資料夾包含將開啟用於從 JPG 檔案建立 PDF 文件之對話的文件影像。

 如需更多有關將影像轉換為 PDF 檔案的資訊，請參見建立 PDF 文件 。

 如果已選取其他支援格式 的檔案，FineReader PDF 會建立 PDF 文件並在 PDF 編輯器

中開啟該文件以進行檢視或編輯。

 部分 FineReader PDF 版本不提供從使用其他格式的檔案來建立 PDF 檔案。

5. 進行文件的變更和儲存文件。

 一旦您已儲存文件，該文件的本機副本將與伺服器進行同步。

 如有必要，您可設定 FineReader 與不同的雲端儲存空間（例如 OneDrive 或 Dropbox）搭配使

用。進行方式如下，安裝適用雲端儲存空間用戶端，而後選擇用戶端在您個人電腦中已建立的資

料夾。如需更多有關設定雲端儲存空間用戶端的資訊，請參見雲端儲存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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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儲存

ABBYY FineReader 可處理儲存在以下雲端儲存服務中的 PDF 文件：OneDrive、Google Drive、和

Dropbox。雲端儲存用戶端會在您的電腦中建立本機檔案副本並與伺服器的檔案同步。因此，您可

如同處理普通文件一般地處理雲端 PDF 文件。

要處理雲端 PDF 文件，請執行以下作業：

1. 安裝並設定適當的雲端儲存用戶端：

· Microsoft OneDrive；

 有關使用 OneDrive 用戶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Microsoft 官方網站。

· Google Drive；

 有關使用 Google Drive 用戶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Google 官方網站。

· Dropbox。

 有關使用 Dropbox 用戶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ropbox 官方網站。

在您設定用戶端後，在 Windows Explorer 中會出現一個資料夾，其中包含所有已上載到您

雲端儲存的檔案。

2. 在 ABBYY FineReader 中，從這個新資料夾中開啟適當的 PDF文件，進行編輯並儲存檔案。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PDF 編輯器 。

以下為一範例說明如何處理在OneDrive 雲端儲存服務代管的 PDF 文件。

在您安裝並設定 OneDrive 用戶端後，應可於電腦硬碟中看見以下資料夾：

該  圖示將出現在通知區域中，並且您的檔案將開始與伺服器進行同步。

 此類檔案將會以  圖示標示。這些檔案並不會佔用您硬碟的空間，並且檔案將會在您透過

ABBYY FineReader 處理時被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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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ABBYY FineReader 中，從該資料夾開啟文件。

 一旦您開啟檔案後，該檔案將會下載到您的電腦中並將以  圖示標示。

2. 對文件進行變更並儲存文件。

 接著，該檔案的本機副本將會與位於伺服器的副本進行同步。該檔案將會以  圖示標示。

3. 一旦檔案上載到 OneDrive 後，該檔案再度會以  圖示標示。

 如需標示最重要的檔案並能持續存取這些檔案，請由該檔案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始終保持

在此裝置中。這將以  圖示標示該些檔案，並將在您離線時可使用這些檔案。

 請注意使用雲端儲存的實際過程可能與上述內容有所不同。

自動化和排定 OCR

· 自動文件處理

處理多個文件一般會多次重複相同的操作。ABBYY FineReader 包括 內建的自動化工作

。如果需要更多靈活性，可透過許多可用的處理步驟以建立自訂自動化工作。

· 已排定處理

ABBYY FineReader 包括 ABBYY Hot Folder，這是一種預定應用程式，讓您可以在未使用

電腦時 (如夜間) 處理文件。可為特定文件建立排定工作，以開啟需要的影像、進行辨識

並儲存設定。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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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BBYY FineReader自動化處理文件

(不適用於 ABBYY FineReader。 另請參閱：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在 ABBYY FineReader 中，您可使用內建或自訂自動化工作來處理文件。 您可以在「自動化工作」中

管理您的工作  選項。

· 若要開啟 使工作自動化 對話方塊，按一下 工具 > 使工作自動化。

對話方塊頂部的工具列 使工作自動化 包含用於建立、修改、複製、刪除、匯入和匯出工作的按

鈕。

若要使用「自動化工作」處理文件，在視窗中 工作 視窗中。

建立自訂自動化工作

如果您需要新增內建自動化工作中不包括的處理步驟，您可以建立自己的自動化工作。 自動化工

作的步驟順序必須與在 OCR 編輯器中處理操作的順序相對應。

1.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

2. 在左側窗格中，選擇要使用的 OCR 專案：

· 建立新的 OCR 專案

如果您選擇此選項，當您啟動該工作時，將建立新的 OCR 專案。 處理文件時，您還

需要指定使用哪個文件選項：程式中指定的全域選項或該特定工作中指定的選項。

· 選取現有的 OCR 專案

如果您想要自動化工作處理現有 OCR 專案中的影像，請選擇此選項。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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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目前的 OCR 專案

如果您想要自動化工作處理目前 OCR 專案中的影像，請選擇此選項。

3. 選擇擷取影像的方式：

· 開啟影像或 PDF

如果要自動化工作來處理特定資料夾中的圖像或 PDF 文件（這種情況下，您需要指

定的資料夾），請選擇此選項。

· 掃描

如果您要掃描一些頁面（使用目前的掃描設定），請選擇此選項。

注意：

a. 如果您早些時候選擇了，此步驟是可選的， 選取現有的 OCR 專案 或 使用目前

的 OCR 專案 命令。

b. 如果影像新增至已包含影像的文件，則僅處理新增影像。

c. 如果要處理的 OCR 專案包括已辨識或已分析的頁面，則不再重新辨識已辨識的頁

面，而將重新進行辨識已分析的頁面。

4. 新增偵測圖像區域步驟 分析 並設定此步驟：

· 自動分析配置

ABBYY FineReader 將分析影像，並根據內容確定區域。

· 手動繪製區域

ABBYY FIneReader 將要求您手動繪製相應區域。

· 使用區域範本

如果您想要一個現有區域範本 區域範本 ，程式分析文件時使用。 您需要指定範本

或選擇讓程式在每次工作開始時提示您選取範本。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如果要處

理許多佈局相似的文件 。

5. 新增一個步驟， OCR 如果您需要辨識圖像。 程式將使用您在步驟中選擇的 OCR 專案

OCR 選項。

 在您新增步驟時， OCR 該步驟 分析 自動新增。

6. 新增一個步驟， OCR 根據您所選擇的格式，儲存已辨識的文字、電子郵件文字或圖

像，或建立一個 OCR 專案。 一個工作可能包括多個儲存步驟：

· 儲存文件

您可在這裡指定檔案的名稱、格式、檔案選項和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若要避免每次啟動工作時都指定新的資料夾，請選取 建立附上時間的子資料夾。

· 傳送文件

您可在這裡選取開啟結果文件的應用程式。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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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子郵件傳送文件

您可在這裡指定檔案的名稱、格式、檔案選項和接收檔案的電子郵件地址。

· 儲存影像

您可在這裡指定檔案的名稱、格式、檔案選項和儲存影像檔案資料夾的位置。

 若要將所有的圖像儲存到一個文件，請選擇 另存為一個多頁影像檔案 （僅適用

於 TIFF、 PDF、 JB2、 JBIG2、DCX 格式的圖像）。

· 以電子郵件傳送影像

您可在這裡指定檔案的名稱、格式、檔案選項和接收影檔案的電子郵件地址。

· 儲存 OCR 專案

您可在這裡指定儲存 OCR 專案的資料夾。

指定儲存結果的程式應使用的選項。 您可以在儲存時選擇程式中指定的全域選項，

或選擇將為此特定工作指定的選項。

7. 按一下按鈕，刪除工作中不必要的  按鈕。

 有時刪除某個步驟會導致另一個步驟也被刪除。 例如，如果您刪除 分析 這個步驟，

OCR 另一個步驟也將被刪除，因為不分析影像，無法執行 OCR。

8. 一旦完成所有必要步驟的設定之後，按一下 完成。

新建立的工作將出現在 工作 視窗中。 

 若要儲存自動執行的工作， 匯出 請在對話方塊頂部的工具列上按一下， 使工作自動化 並為

工作指定名稱和資料夾。

 若要載入之前建立的自動化工作，請按一下 匯入 請在對話方塊頂部的工具列上按一下， 使工

作自動化 您想要匯入的工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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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熱資料夾

(不適用於 ABBYY FineReader。 另請參閱：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ABBYY FineReader 包含 ABBYY 熱資料夾，一種排程代理程式，允許您選擇一個包含影像的資料

夾，該影像應該由 ABBYY FineReader 自動處理。 當您不使用電腦時，您可以安排 ABBYY

FineReader 來處理文件，例如，夜間，

若要自動處理資料夾中的影像，為該資料夾建立一個處理任務，並指定影像開啓，OCR 和儲存選

項。 您還必須指定 ABBYY FineReader 應該檢查新影像資料夾的頻率（在固定的時間間隔或只有一

次），並設定任務的開始時間。

 工作開始時，您的電腦必須開啟，且您必須登入。

安裝 ABBYY Hot Folder

預設情況下，ABBYY Screenshot Reader 會隨著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如果在自訂安裝 ABBYY FineReader PDF 15，您選擇了不安裝 ABBYY 熱資料夾 元件，您可以

稍後遵照下列說明安裝它。

若要安裝 ABBYY 熱資料夾：

1. 按一下 開始 按鈕 工作列 然後按一下 控制台。

2. 按一下 程式和功能。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10，請按一下 開始  > 選項 > 系統 > 應用程式。

3. 從已安裝程式中 ABBYY FineReader PDF 15，並按一下 變更。

4. 在 自訂安裝 對話方塊，按一下 ABBYY 熱資料夾 項目。

5. 遵照安裝精靈中的說明進行操作。

啓動 ABBYY Hot Folder

若要啟動 ABBYY Hot Folder：

· 按一下 開始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然後按一下 ABBYY 熱資料夾 （開始  >

所有應用程式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熱資料夾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10)，或

· 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然後按一下 Hot Folder，或

· 按一下  Windows 工作列上的圖示（您設定了至少一個任務後，此圖示將顯示）。

當您啟動 ABBYY 熱資料夾， 其主視窗將開啓。

https://www.abbyy.com/Fin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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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視窗頂部的工具列按鈕，以安裝、複製和刪除任務，以初始化處理和檢視報告。

安裝任務顯示在 ABBYY 熱資料夾 的主視窗中。 每個任務會顯示到達資料夾的完整路徑中，任務

狀態和處理下一個部分的時間。

任務可能會出現以下狀態之一：

狀態 描述

 執行中...

正在處理資料夾中的影像。

 已排定

您選擇了在開始時間僅檢查一次熱資料夾中是否有影

像。 開始時間顯示在 下一次啟動時間 列中。

 監看中...

您選擇了反復檢查熱資料夾中的影像。 開始時間顯示

在 下一次啟動時間 列中。

 已停止

使用者暫停了處理程序。

 已完成

處理完成。

 錯誤 (參閱記錄)

處理此資料夾中的影像時出現錯誤。 任務日誌中可以

發現完整的錯誤文字。 若要找到錯誤原因，請選取出

錯的資料夾並按一下 工具列上的 檢視記錄按鈕。

以供將來使用，您可儲存任何任務：

1. 按一下  > 匯出...

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指定任務名稱和儲存資料夾的位置。

3. 按一下 儲存。

若要載入先前儲存的工作：

1.按一下  > 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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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選擇一個任務，然後按一下 開啟。

若要建立新任務：

1. 在 ABBYY 熱資料夾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增 按鈕。

2. 在 工作名稱 欄位中，鍵入任務的名稱。

3. 指定任務計劃：

· 執行一次 （任務將在您指定的時後立即執行） 

· 週期性 （將運行任務在指定的時間內，每一分鐘、一天、每週或每月執行一次。

4. 指定包含要處理的影像的資料夾或 OCR 專案。

· 來自資料夾的檔案 允許您處理本機和網路資料夾中的影像。

· 來自 FTP 的檔案 允許您處理 FTP 伺服器上資料夾中的影像。

如果需要登入名稱和密碼才能存取 FTP 資料夾，輸入登入名稱和密碼， 使用者名

稱 和 密碼 對應的欄位中。 如果無需登入名稱和密碼，請選擇  匿名使用者 選

項。

· 來自 Outlook 的檔案 允許您處理信箱中的影像。

· OCR 專案 開啟儲存在 FineReader 文件中的影像。

 有關文件顏色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在 原始檔 指定是否需要保留、刪除或移動原始文件。

5. 在 分析和辨識影像 這一步中，設定文件分析和 OCR 選項。

· 從 文件語言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識別的文字的語言。

 您可以選取多種辨識語言。

· 在 文件處理設定，指定是否需要辨識或分析文件，是否需要預處理其頁面影像。

如果需要，按一下，指定額外的 OCR 和圖像預處理選項 辨識選項... 或 預處理選

項... 分別。

· 指定程式是否應該自動偵測區域或為此目的使用區域範本。

6. 從 儲存結果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應如何儲存文件。

a. 從 另存為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目標格式。

提示。  按一下 選項... 如果你想要指定其它儲存選項。

 儲存到 PDF 時，指定是否識別影像上的文字或是否把影像轉換為僅影像的 PDF 文件。

b. 在 資料夾 欄位中，指定資料夾處理完畢後的儲存位置。

c. 從 輸出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種儲存方法：

296



245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為每個檔案建立不同的文件 (保留資料夾階層) 為每個檔案建立一個單獨的文件

· 為每個資料夾建立不同的文件 (保留資料夾階層) 為儲存在一個特定資料夾中

的所有文件建立一個文件。

· 為所有檔案建立一個文件 為所有檔案建立一個文件。

d. 在 檔案名稱 欄位中，輸入在處理完畢后指定給文件的名稱。

提示。  為了能使用多種格式儲存處理結果，您可以指定多個儲存步驟。

7. 按一下 建立工作。

設定的任務將在 ABBYY 熱資料夾主視窗中顯示。

 工作檔案儲存在 %Userprofile%\AppData\Local\ABBYY\FineReader\15\HotFolder。

 工作開始時，您的電腦必須開啟，且您必須登入。

若需在每次完成工作時查看通知訊息，按一下 。

Windows 工具列上方的快顯視窗將顯示通知訊息。

變更工作屬性

您可以變更現有工作的屬性。

1. 停止想要變更其屬性的工作。

2. 按一下 修改 在 ABBYY 熱資料夾視窗頂部的工具列上。

3. 作出必要的變更，然後按一下 建立工作。

處理記錄

根據您定義的設定處理熱資料夾中的影像。 ABBYY Hot Folder 會保留所有作業的詳細記錄。

記錄檔包含以下資訊：

· 任務名稱和其設定 

· 錯誤和警告（如果有） 

· 統計資料（處理的頁面數、 錯誤和警告的次數，不確定字元數目） 

若要啟用日誌記錄，請在工具列上  按一下。

記錄將被儲存為一個 TXT 檔案，連同已識別文字的檔案儲存在同一資料夾中。

若要檢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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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ABBYY 熱資料夾主視窗中選取想要檢查的工作。

2. 按一下 記錄 ABBYY 熱資料夾視窗頂部的工具列上的按鈕。

ABBYY 比較文件

ABBYY 對比文件是一種通用的軟體解決方案，讓您能以不同的格式比較同一文件的兩個不同版

本。

ABBYY 對比文件讓您可偵測文字中明顯不一致處以及可防止批准或發布錯誤版本的文件。

主要功能 

· 比較不同格式的文件。 您可以比較 Microsoft Word 文件和其 PDF 版本，ODT 掃描版本，

和任何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的組合的格式。

· 檢查並排的檢視上的差異。 按一下結果窗格中的「差異」，立即將突出兩個版本中的相應

片段。 

· 僅檢視實質性變更，例如刪除、新增或編輯的文字。 忽略格式、字型、空格和定位字元的

細微差異。 

· 將文件另存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其中可使用「追蹤修訂」功能來顯示差異。

注意：另存文件是原始文件的可辨識版本，這代表可能會有視覺上的差異和辨識錯誤。因

此，這類文件應僅用於檢視差異。

· 另存為 PDF 檔案，其中使用註解標示每個差異。

· 另存比較結果為具有差異的 Microsoft Word 表格。 

本章內容 

· 啟動 ABBYY 對比文件

· 對比文件

· 主視窗

· 改進比較結果

· 檢視比較結果

· 儲存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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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ABBYY 比較文件

啟動 ABBYY 對比文件 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 開啟 新工作  視窗，按一下 對比 標籤，然後按一下 開啟 ABBYY 對比文件 工作。

· 在 新工作 視窗中按一下 工具 > 對比文件 (同樣地，ABBYY 對比文件可於PDF 編輯器

以及OCR 編輯器 中啟動)。

· 按一下 開始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對比文件。（在 Windows 10 中按一

下 開始  然後按一下 所有應用程式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對比文

件。）

有多種方式開啓 ABBYY 對比文件：

· 在 PDF 編輯器中，按一下  按鈕。

· 在 PDF 編輯器中，按一下 檔案 > 對比文件。

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啓的文件將用 ABBYY 對比文件 開啓。 然後，您需要開啓此文件的另

一個版本，以比較兩者。

·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檔案，然後按一下 與...比較 捷徑功能

表。

·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選擇兩個文件，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其中一個，然後按一下 對

比文件... 捷徑功能表。

 ABBYY 對比文件 在 ABBYY FineReader。 另請參閱：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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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bbyy.com/Fin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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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文件

若要對比一個文件的兩個版本，需完成這些步驟： 

1. 開啟 ABBYY 對比文件

另請參閱：  啟動 ABBYY 對比文件 。

2. 用 ABBYY 對比文件 開啟文件。 文件都必須 是支援的格式 。

若要開啟 一個文件，請執行以下操作： 

· 拖動並把文件放在兩個顯示區域中的其中一個內。 

· 在顯示區域的任意位置按一下並瀏覽到該文件的位置。 

· 按一下  顯示區域並瀏覽到所需的文件的工具列上的按鈕。

· 按一下其中一個顯示區域，然後在 檔案 > 開啟文件...。

 透過按「Ctrl+Tab」您可以在顯示區域之間 Ctrl+Tab 或 Alt+1/Alt+2。

· ABBYY 對比文件 記得最近比較的成對的文件。 

若要開啟最近比較的文件，從頂部顯示區域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 

· 若要開啟最近比較的成對文件，請按一下 檔案 > 最近比較的文件 從清單中選擇兩

個文件。

 你也可以從視窗中開啟最近比較的兩個文件 新工作 按一下 對比 標籤，然後選擇

兩個文件 最近的對比。

3. 選擇 清單中  選擇 對比 標籤。

4. 按一下 對比 PDF 工具列上的 比較 標籤上的按鈕，或者按一下 比較文件 功能表上的

比較 命令。

將顯示一個視窗，顯示進度列、比較提示和警告。

將文件進行比較後， 差異清單將顯示於差異標籤中。在兩份文件中將強調顯示所有差

異。

您可將比較結果儲存為：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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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存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其中可使用「追蹤修訂」功能來顯示差異。

注意：另存文件是原始文件的可辨識版本，這代表可能會有視覺上的差異和辨識錯誤。因

此，這類文件應僅用於檢視差異。

· 另存為具有註解的 PDF 文件。

· 另存為包含差異的 Microsoft Word 表格。

若要儲存比較結果，請按一下儲存...按鈕 (位於差異 標籤中)。根據預設，系統會以最後選取的檔

案格式來儲存差異。如果您要以不同格式儲存差異，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用格式 (位於儲存

...按鈕旁)。

另請參閱：  檢視比較結果 ， 儲存比較結果 。

25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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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視窗

當您啟動  ABBYY 對比文件，其主視窗將開啓 

· 顯示區域 1 顯示第一個文件。

· 顯示區域 2 顯示第二個文件。

提示。  您可以變更文件的顯示方式：

· 按 Ctrl+=按 Ctrl+-或按 Ctrl+0 重設縮放級別。 您也可以使用文件中捷徑功能表上的命令

和  文件上方的按鈕。

· 變更顯示區域，透過按一下 檢視 > 橫向分割文件窗格。 這將水平分割顯示窗格，即一

個文件將顯示在其他文件之上。

· 方塊 對比 包含比較設定

· 方塊 差異 包含文件差異清單（清單只在您比較文件後出現）。

有關可偵測到的差異類型以及如何導覽它們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檢視比較結果 。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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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比較結果

ABBYY 對比文件 提供了大量的額外選項，以更準確地比較文件。 若要設定這些選項，請執行下

列操作之一：

· 按一下 對比 右側窗格中的標籤。

· 按一下 比較 > 進階。

對比 標籤

此標籤包含下列設定：

· 尋找標點中的差異

選擇此選項以偵測標點和斷字上的差異。 

· 尋找一個字母的差異

選擇此選項以偵測拼寫差異。 

進階選項 

可用的進階選項如下：

· PDF 辨識模式 

對於準確比較 PDF 文件來說，選擇正確的辨識模式至關重要。 

ABBYY 對比文件 提供三種 PDF 辨識模式： 

o僅使用 PDF 文字

這是包含文字層的 PDF 文件的預設模式。 ABBYY 對比文件 將使用文字層進行比較。 

o在 OCR 與 PDF 文字之間自動選擇

選擇此模式時，ABBYY 對比文件 將檢查原始文字層的品質。 如果該程式確定原始文字

層足夠好，它將使用原始文字層。 否則，它將辨識文件並使用產生的文字層。

o 使用 OCR

在該模式中，程式使用光學字元辨識，以從文件中擷取文字。

該模式下文件比較需更長的時間，但比較結果更可靠。 

 這些選項用於包含圖片和文字層的 PDF 文件。 這種 PDF 文件通常是透過將可編輯的

文件轉換為 PDF 建立。 其他類型的 PDF 文件，例如可搜尋或僅影像的 PDF 文件，不需

要任何額外的 OCR 選項，總是在該模式下 使用 OCR 模式。

· 自動尋找標頭與標尾

如果文件沒有頁眉或頁腳，請停用此選項。

· 重設進階選項

選擇此命令可恢復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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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比較結果

該程式已偵測到的差異突出在兩段文字中，也單獨列在右側窗格中。 

ABBYY 對比文件 可以找到下列類型的差異： 

·

·

·

每個差異清單中的項目包含已刪除、已插入或編輯的文字片段和在每個文字中出現這些文字的頁

碼總數。 若要把差異複製到剪貼簿上，按右鍵，然後按一下 複製差異 捷徑功能表，或選中並按

一下 編輯 > 複製差異。

 如果文字片段已被編輯，舊和新版本的片段將列在右側窗格中。 

偵測到差異的數量顯示在兩個位置：

· 比較文件後，出現在顯示區域的頂部的紅色列上： 

· 右側窗格旁邊的 差異 標籤標題： 。

當您選擇標籤上的差異 差異 兩個文件中不同的文字將並排顯示。

若要瀏覽差異，請執行以下一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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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這兩個文件之一的其中一個差異。 

· 使用 鍵盤快速鍵 ： Ctrl + 向右箭頭/Ctrl + 向左箭頭。

· 使用  和  標籤 差異 標籤。 

· 按一下 比較  然後按一下 下一個差異 或 上一個差異。

 您也可以同時滾動兩個版本以並排檢視變更之處。 

預設情況下，會啟同步捲動。 若要停用它，請按一下 適合寬度 在 檢視 並清除 同步捲動 項目，

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文件並停用 同步捲動 捷徑功能表上的選項，或按一下  以上其中一個文

件的按鈕。

分組差異 

ABBYY 對比文件 群組偵測差異，以便您可以忽略次要變更並專注於重大差異。 

偵測到的差異可能被放在三個群組的其中一個中： 

· 內文文字 

此群組包含兩個文件的內文文字中發現的大量差異。 

· 頁眉和頁腳 

此群組包含兩個文本在頁眉和頁腳（如頁碼的差異）的差別。 

· 編號

此群組包含在這兩個文件中包含的數字的差別，例如編號清單中的差異。

若要停用分組差異，請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差異 標籤上的按鈕。

若要從清單中移除差異，請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 按一下  PDF 工具列上的 差異 標籤。

· 在頁面上差異處按一下右鍵，按一下 忽略差異 捷徑功能表。

 若要一次性刪除多個差異，選擇他們，同時按住 Ctrl 鍵。

 若要忽略所有類似差異，請在捷徑功能表中選擇忽略共同差異指令。

 您從清單中刪除的任何差異不會顯示在比較報告中。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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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比較結果

您可另存為：

1. 將文件之一另存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其中可使用「追蹤修訂」功能來顯示差異。

若要進行此操作，請按一下儲存...按鈕 (位於差異 標籤)，並選擇處於「追蹤修訂」模式

的 DOCX 檔以套用於文件 1 / 文件 2。

注意：另存文件是原始文件的可辨識版本，這代表可能會有視覺上的差異和辨識錯誤。

因此，這類文件應僅用於檢視差異。

2. 將文件之一另存為具有以偵測差異為註解的 PDF 檔案。

若要進行此操作，請按一下儲存...按鈕 (位於差異標籤)，並選擇具有註解的 PDF 檔以

套用於文件 1 / 文件 2。

3. 將差異清單另存為 Microsoft Word 表格。

若要進行此操作，請按一下儲存...按鈕 (位於差異標籤)，並選擇比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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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Screenshot Reader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是便於使用的應用程式，用於建立螢幕擷取畫面和從畫面上擷取文字。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的功能： 

· 建立螢幕擷取畫面 

· 將螢幕擷取畫面轉成可編輯的文字 

· ABBYY OCR 技術的所有好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具有簡單、直觀的介面，這表示您不需要具有專業知識就可以製作螢幕

擷取畫面，並且辨識畫面中的文字。 只需開啟任何應用程式的任何視窗，並選取您想「拍照」的電

腦畫面區段即可！ 然後您可以辨識螢幕擷取畫面，儲存影像和已辨識的文字。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適用於某些已註冊使用 ABBYY 產品的使用者。 有關如何註冊您的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副本的詳細資料，請參見 註冊 ABBYY FineReader 。

· 安裝及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 擷取螢幕擷取畫面和辨識文字 

· 其他選項 

· 提示 

安裝及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依預設，ABBYY Screenshot Reader 會隨著 一併安裝在電腦上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若要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請按一下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上的圖示  在工作列

上。

 有數種方法可以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 開啟 新工作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的視窗，並按一下 Screenshot Reader 在 工具 命

令。

· 開啓 PDF 編輯器，按一下 Screenshot Reader 在 工具 命令。

· 開啓 OCR 編輯器，然後按一下 Screenshot Reader 在 工具 命令。

·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中，按一下 開始 並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在 開始 命令。 若您正在使用 Windows 10，按一下  並按一下 所

有應用程式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在 開始 命令。

擷取螢幕擷取畫面和辨識文字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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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可以建立您電腦畫面上所選區域的螢幕擷取畫面，並儲存到一個檔案

中，將它們複製到剪貼簿，或寄至： OCR 編輯器 。

當您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視窗將顯示在您的電腦畫面上。

方塊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視窗包含辨識您電腦畫面上的文字和表格、建立選定的畫面區域

的螢幕擷取畫面和建立應用程式工具。 

螢幕擷取畫面或辨識文字片段： 

1. 從 選擇螢幕擷取方法 擷取 下拉 清單。 

· 區域

允許您選擇要擷取的區域。 

· 視窗

擷取螢幕（如視窗或視窗的一部分或工具列） 的特定部分。 

· 畫面

擷取整個螢幕。 

· 時間性畫面

5 秒鐘的延遲後，擷取整個畫面 

2. 從 ...選擇您想要辨識的文字語言 語言 其中一個選項。

3. 在 傳送 下拉清單，選擇要傳送圖像或已辨識的文字的應用程式。 

文字和螢幕擷取畫面將： 

· 複製到剪貼簿（當您選擇 文字到剪貼簿， 表格到剪貼簿，或 影像到剪貼簿 從 傳

送 下拉式清單）。

· 放在一個新的文件中 （當您選擇 文字到 Microsoft Word [1] 或 表格到 Microsoft

Excel [2] 從 傳送 下拉式清單）。

· 儲存為一個檔案（當您選擇 文字到檔案， 表格到檔案 或 影像到檔案 從 傳送 下

拉式清單）。 方塊 另存為 對話方塊開啟後，您需要指定檔案的名稱和格式。

· 在 OCR 編輯器中開啟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當您選擇 影像至 OCR 編輯器 [3]

從 傳送 下拉式清單）。 如果畫面區域包含文字及圖像，選取此項目。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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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bmp 檔案附在新建立的電子郵件訊息中（當您選擇 影像到電子郵件 從

傳送 下拉式清單）。

 這個項目需要： 

[1] Microsoft Word

[2] Microsoft Excel

[3]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4. 按一下  按鈕。

視您在螢幕擷取畫面清單中選取的項目而定，螢幕截圖會自動建立，或將出現擷取工

具，讓您選取想要選擇的區域： 

· 如果您選擇了 區域 從 擷取 下拉式清單，畫面的一個區域將被選定。

· 若要調整區域的框線，請將滑鼠游標置於框線上並在按住滑鼠左鍵，同時拖動框線。

若要移動區域，選取該區域並按住滑鼠左鍵，同時拖動區域。 選中所需的區域後，

按一下 擷取 按鈕。

· 如果您選擇了 視窗 從 擷取 下拉式清單， 將滑鼠游標放在所需區域。當出現彩色框

線時，按滑鼠左鍵。 

· 如果您選擇了 畫面 或 時間性畫面 從 擷取 選擇的無需任何進一步的輸入，將建立

螢幕擷取畫面。

注意。

1. 若要取消螢幕擷取，請按 Esc 按一下滑鼠右鍵。  

2. 若要取消辨識，請按一下 停止 按鈕或按 Esc 按鈕。

其他選項 

若要選擇其他選項，在 Screenshot Reader 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工作列上的圖示，然後按一下

「選項」。 可用的選項如下：

· 永遠置頂

切換應用程式時，將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工具列保持在其他所有視窗的最上層。 

· 啟動時執行

每次啟動電腦時，啟動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 啟用音效

當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將畫面區域複製到剪貼簿時，播放音效通知。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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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處理使用多種語言寫成的文字 

選取僅以一種語言撰寫的文字片段。 開始辨識過程之前，確保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的

語言 語言 與文字片段的語言一致。 如果沒有，請選擇正確的語言。 

2. 如果清單中沒有所需的語言，請選擇 更多語言... 從 語言 下拉式清單，在開啟的對話

方塊中選擇所需的語言。

如果在可用語言清單中找不到所需的語言： 

·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不支援這種語言。 如需支援語言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http://www.abbyy.com。  http://www.abbyy.com。 所支援語言的清單因應用程式版本

而異。

· 自訂安裝期間可能已停用此語言： 若要安裝 OCR 語言：

a. 按一下 ，開啟控制面板 開始 > 控制台。

b. 在 控制台 視窗，按一下 添加或刪除程序 項目。

 若您正在使用 Windows 10，按一下  並按一下 選項 > 系統 > 應用程式。

c. 從已安裝程式中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從已安裝的軟體中，並按一下 變更

按鈕。

d. 在...中選擇所需的語言 自訂安裝 選項。

e. 遵循安裝程式中的螢幕指示。   

3. 如果選定的區域中包含文字和圖片：

在 傳送 選擇的，按一下 影像至 OCR 編輯器。 螢幕擷取畫面將新增到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的OCR 專案中，在那裡您可以處理和辨識。 如果 OCR 編輯器已開

啟，則新增圖像到目前的 OCR 專案。 否則，將會建立新的 OCR 專案，並將影像新增到

這個新專案中。

https://www.abb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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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本章提供一些常見問題的解答。

本章內容

·  PDF 文件的類型

· 掃描提示

· 拍文件的照片

· 選項對話方塊

· 格式設定

· 支援的 OCR 和文件比較的語言

· 支援的文件格式

·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影像處理選項

· OCR 選項

· 使用複雜字集語言

· 受支援的介面語言

· 戳記以及頁首與頁尾中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 正確的顯示用支援語言的文字所需的字型

· 正則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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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ABBYY FineReader PDF 15設定為您的預設  PDF 檢視器

將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設定為您的預設 PDF 檢視器：

1. 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的任一個 PDF 檔案上按一下右鍵，並按一下捷徑功能表中的屬

性。

即可開啟屬性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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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一般標籤按一下變更按鈕，以變更要用於開啟 PDF 檔的應用程式。

接著會開啟一份應用程式清單。

3.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取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注意。 如果在清單中沒有看到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請向下捲動頁面。如需查看更

多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更多應用程式。

4.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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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文件的類型

PDF 文件的功能取決於建立它的程式。 一些 PDF 文件可以搜尋，有可複製的文字，而在其他文件

中，當您使用特殊的應用程式（如 ABBYY FineReader）開啓時，才有可能執行這些功能。 PDF 文

件有三種類型。 

僅影像 PDF 文件

僅影像的 PDF 文件建立於硬副本的掃描文件。 他們只包含圖像頁面，不含文字層。 僅影像 pdf 文

件不可搜尋，不能修改內含文字或在PDF 檢視應用程式中無法標記。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一種特殊的 背景 OCR 過程  該過程能夠在僅影像文件中建立臨時

文字層，使它能夠搜尋和複製文字，甚至編輯 頁碼影像 。 此外，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讓

您 在文件中儲存此文字層 ， 以便可以搜尋和複製文件中的文字到其他應用程式中。 另請參

閱：  PDF 設定 。

可搜尋的 PDF 文件

可搜尋的 PDF 文件包括帶有置於底下的不可見文字層頁面圖像。 此類型文件通常是透過掃描並識

別紙質文件、儲存已識別的文字到文字層建立。

當您用 ABBYY FineReader 中開啓 PDF 文件時，它會分析文件，以確定它是否包含可用的文字層。

另請參閱：  OCR 選項 。 如果顯示了一個文字層，則在任何 PDF 應用程式中可以搜尋和複製文

件中的文字。 與許多其他 PDF 應用程式不同， ABBYY FineReader 還允許您編輯可搜尋的 PDF 文

件中的文字。

在 ABBYY FineReader，建立可搜尋的 PDF 文件可以透過：

1. 新增 文字層  到僅影像 PDF 文件。

2. 轉換 PDF 文件和影像文件為可搜尋的 PDF 格式。 要這樣做，請啓用 頁面影像之下的文

字 對話方塊中 可搜尋的 PDF 設定 選項。 另請參閱：  PDF 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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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應用程式建立的 PDF 文件

可以從各種可編輯的格式（如 DOCX）中的文件建立可搜尋的 PDF 文件。 此類型的文件包含文字

層和圖像，但不是包含頁面圖像。 這些文件是可搜尋的，可以複製和編輯文件的文字和圖像，前

提是這些操作不需要輸入密碼或使用者知道密碼。

如果可以透過以下方建立這種類型的 PDF 文件：

1. 在建立文件的程式中開啓可編輯的文件並將其儲存在 PDF 中。

2.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轉換另一種類型的 PDF 文件或另一種格式的文件為這種類型的

PDF（在 PDF 格式設定中，啟用 僅文字和圖片 對話方塊中 可搜尋的 PDF 設定 選

項）。 另請參閱：  PDF 設定 。 

所得到的文件比其他類型的 PDF 文件更易於編輯，但可能與原始文件看起來不同。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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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提示

在ABBYY FineReader 掃描對話方塊中，您可以設定掃描設定。 

· 確保您的掃描器已正確連接到電腦並開啟。 

請查閱掃描器文件，確保其設定正確。 請確保安裝掃描器附隨的軟體。 對於某些掃描

器，需要先開啟再連接到電腦。 

· 儘量將掃描器中的頁面放置得整齊筆直。 將您的文件正面朝下放在掃描器上，確保對它

們進行適當調整。 傾斜的影像無法正確轉換。 

· 如果需要掃描一般印表機列印的文件，為獲得最佳結果，請使用灰階模式和 300 dpi 的

解析度 。 

辨識品質取決於印刷版文件品質和掃描文件時所採用的設定。 低品質影像可能對轉換品

質有不利影響。 確保要選擇適合您的文件的 掃描參數 。

有幾種方法開啓掃描介面：

· 開啟 新工作 畫面，按一下 掃描 標籤，然後按一下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或在此標

籤上的另一項任務。

· 在 OCR 編輯器 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 掃描 按鈕。

· 在 PDF 編輯器中，按一下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從掃描器新增... 然

後按一下下面顯示的功能表

您可以指定以下掃描設定：

色彩模式

讓您選擇掃描模式：彩色、灰階 （OCR 的最佳模式）或黑白。

亮度

變更掃描亮度。

如果亮度設定過低或過高， 亮度  會在掃描期間顯示警告訊息。 以黑白模式掃描時，您可能還

需要調整亮度設定。 

 多數情況下，亮度設定在 50% 較好。 

如果產生的影像包含太多「精略」或「厚」的字母，使用下面的表格排解疑難。

影像缺陷 建議 

該影像適合文字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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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非常薄和粗略 

· 降低亮度，使影像變得稍暗。

· 使用灰階掃描模式 (在此模式中可自動調整亮度)

字元很厚，擠在一起 

· 提高亮度，使影像變得稍亮

· 使用灰階掃描模式 (在此模式中可自動調整亮度)

掃描解析度

變更掃描解析度。

辨識品質取決於文件影像的解析度。 低品質影像可能對轉換品質有不利影響。 

我們建議掃描文件的解析度為 300 dpi 。

 為獲得最佳識別結果，影像的水平和垂直解析度必須相同。 

設定解析度太高 (超過 600 DPI) 降低了 OCR。 提高解析度超過這個級別不能帶來極大地改進 OCR

結果。 

設定過低的解析度值 (低於 150 dpi) 會影響 OCR 品質。 

您可能需要調整您的圖像解析度，如果： 

· 影像的解析度低於 250 dpi 或高於 600 dpi。

· 如果影像的解析度不是標準解析度。 

例如，傳真的解析度是 204 x 96 dpi。 

修剪影像

允許您選擇預設掃描區域的大小或手動指定掃描區域。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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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頁文件掃描選項： 

指定掃描多頁文件的設定，如果您的掃描器支援以下功能：雙面掃描，自動文件進紙 (ADF)，自

動掃描文件之間的延遲等。

正在掃描對開頁面 

當您掃描一本書時，掃描的影像通常會包含兩個對開頁面。 

為提高 OCR 品質，對開頁面的影像需要分割為兩個獨立的影像。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有一

種特殊模式，可以在 OCR 專案內自動將兩個對開頁面分割成兩個獨立的影像。 

遵循以下說明以掃描書本的對開頁面或掃描雙頁面。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若要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然後按一下 圖像處理 標籤。

2. 選擇 分割對開頁面 對話方塊中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適用於轉換與 OCR) 選項。

 請確保您掃描的方向正確或啟用 修正頁面方向 選項。 如果對開頁面掃描的方向不正

確（例如是顛倒），將不會分割對開頁面。

3. 掃描對開頁面。 

 您可以指定其他影像處理選項。 另請參閱：  影像處理選項 。 

您也可手動分割對開頁面： 

1. 按一下「影像」窗格  工具列上的按鈕， 開啓 影像編輯器。

2. 使用左邊窗格中的工具 分割 分割頁面。

 另請參閱： 

· 影像處理選項

·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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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文件的照片

掃描並不是獲取文件影像的唯一方法。 您可以用相機或手機拍攝文件相片。  在 ABBYY FineReader

中開啟照相功能  並識別它們。

對文件進行拍照時，需要注意很多因素以便讓相片更易辨識。 以下部分是需要注意的因素的詳細

資料： 

· 相機要求 

· 光照 

· 拍照 

· 如何改善影像 

相機要求 

您的相機需要滿足下列要求才能獲取可被準確辨識的文件影像。 

建議的相機特性 

· 解析度： 影像感應器： 像素為 500 萬 (對於 A4 頁面)。 更低的感測器可能足以拍攝商務

名片等較小的文件圖像。 

· 閃光燈停用功能 

· 手動光圈控制，即自動或完全手動模式的可用性

· 手動對焦 

·  防抖動系統（影像穩定）或能夠使用三腳架

· 光學倍率 

最低要求 

· 影像感應器： 像素為 200 萬 (對於 A4 頁面)。 

· 可變焦距。 

 有關您相機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裝置隨附的說明文件。 

光照 

光照對產生的相片品質有很大的影響。 

明亮和均勻分佈的光線能夠達到最佳效果，尤其日光。 在陽光明媚的白天，您可以增加光圈數以

獲得更清晰的圖像。 

使用閃光和其他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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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工燈光時，請使用兩個光源，並正確放置以避免產生陰影或眩光。 

· 如果光纖充足，請關閉閃光燈以防止出現明顯的亮點和陰影。 在光線不足的條件下使用

閃光燈時，務必從大約 50 cm 的距離處拍照。 

 我們建議不要使用閃光燈拍列印在光面紙上的文件。 比較有眩光的影像和高品質影像   

如果影像太暗 

· 設定較低的光圈值，開放光圈。 

· 設定更高的 ISO 值。 

· 由於自動對焦在照明不佳的情況下可能會失敗，請使用手動對焦。 

比較太暗的影像與高品質影像： 

拍照 

若要獲得高品質的文件相片，務必要正確放置相機並遵循這些簡單建議。 

· 盡可能使用三腳架。 

· 鏡頭位置應平行於頁面的位置。 選擇相機與文件之間的距離時，使整個頁面在您拉近時

都能入鏡。 在大多數情況下，該距離在 50 和 60 cm 之間。 

· 平整紙張文件或書頁 (尤其是厚書)。 文字行的傾斜不應超過 20 度，否則文字可能無法正

確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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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獲得更清晰的影像，將焦點對準影像中心。 

· 啟用防抖動系統，因為在光線不足的條件下較長時間的曝光可能引起模糊。 

· 使用自動快門功能。 這將防止相機在您按下快門按鈕時移動。 即使使用三腳架，也建議

使用自動快門。 

如何改善影像，如果： 

· 影像過暗或對比度過低。 

解決方法： 嘗試使用更明亮的照明。 如果不能使用更亮的照明，則請調低光圈值。 

· 影像不夠清晰。 

解決方法： 在燈光不足或近距離拍照時，自動對焦可能無法正確地運作。 嘗試使用更明

亮的照明。 使用三腳架和自拍器以避免在拍照時相機抖動。 

如果圖像僅是輕微的模糊， 相片更正 OCR 編輯器中的影像編輯器工具可以使圖像更清晰。

另請參閱：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將較低 。

· 部分影像不夠清晰。 

解決方法： 嘗試設定更高的光圈值。 以最大光學倍率在較遠的距離拍照。 將焦點對準影

像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一點。 

· 閃光產生眩光。 

解決方法： 關閉閃光燈或嘗試使用其他光源並增加相機和文件之間的距離。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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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對話方塊

方塊 選項 包含各種選項，讓您決定如何掃描，開啓，識別文檔，並儲存為不同格式，以包括變

更 OCR 語言，介面語言、 輸入文件的列印類型和一些其他選項。 

 有多種方式開啓 選項 對話方塊：

· 在 新工作 畫面，按一下 選項 左下角的按鈕。

· 在 新工作 畫面上，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在 PDF 編輯器中，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在 OCR 編輯器中，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當您在畫面上、工具列上、工具列上的捷徑功能表上使用 PDF 編輯器和 OCR 編輯器轉換或掃描文

件時， 選項 開啓對話方塊的按鈕，連結或命令也可用， 新工作 當您儲存文件時出現對話方塊。

方塊 選項 有 7 個標籤，每個均包含 ABBYY FineReader 某些特定方面的功能設定。 

一般情況

在此標籤上，您可以：

· 在您開啓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時，選擇要開啓程式的哪部分： 新工作 畫面含有新

OCR 專案的 OCR 編輯器或最近使用 OCR 專案的 OCR 編輯器。

· 指定您想要獲取圖像的裝置，選擇掃描介面的設備。

ABBYY FineReader 使用一個內建對話方塊來顯示 掃描設定 。 如果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的掃描介面與掃描器不相容，則可以使用掃描器的本機介面。 掃描器的文件應該

包含描述此對話方塊及其元素。 

· 用 FineReader 預設程式開啓 PDF 文件。

影像處理

此標籤包含三組選項：

· 在 PDF 編輯器中啟用背景辨識

啟用此選項後，自動識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啓的所有頁面。 這一處理序在背景中執行並將

臨時文字層新增到 PDF 文件，使 PDF 文件可以搜尋，並能複製該文件。

使用此群組底部的連結以指定文件的語言。

· 在頁面影像新增至 OCR 編輯器時自動處理

此選項可啟動或停用任何新增頁面的自動處理。 如果啟用自動處理，您可選擇在掃描和

開啟影像時選取要使用的一般文件處理選項和影像處理選項：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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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頁面影像（包括預先處理及分析）

新增的圖像將使用選項群組指定的設定在 OCR 編輯器中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適用於轉

換與 OCR) 選項。 將自動執行文件分析與辨識。 

· 分析頁面影像（包括預先處理）

自動執行影像預處理和文件分析，但需要手動開始辨識。 

· 預處理頁面影像

僅自動執行預先處理。 文件分析和辨識需要手動開始。 

·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適用於轉換與 OCR)

ABBYY FineReader 讓您自動校正掃描文件數位照片中的常見缺陷。 

 另請參閱：  背景辨識 ， 影像處理選項 ，和 使用複雜字集語言 。

語言 

此標籤包含 OCR 語言選項。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OCR 

在此標籤上可選擇辨識選項：

· 方塊 PDF 辨識模式 

· 是否要徹底使用或快速識別

· 方塊 文件類型

· 程式是否應該偵測結構元素（讓您選擇將結果匯出至 Microsoft Word 時要保留的元素） 

· 該程式是否應識別條碼 

· 訓練 (讓您可在辨識文字時使用使用者模式) 

· 字型 (讓您選擇已辨識文字中要使用的字型) 

 另請參閱：  OCR 選項 ， 如果列印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

格式設定

在此標籤上，您可以調整輸出檔案格式的設定。 另請參閱：  格式設定 。

其他 

在此標籤上，您可以： 

· 指定 ABBYY FineReader 15  的介面語言。

· 指定 FineReader 用於 OCR 時使用處理器核心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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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ABBYY FineReader 是否應自動檢查和安裝更新。

· 指定是否要為了改善軟體，寄送匿名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設定資料到ABBYY。

· 選擇是否顯示有關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的優惠資訊及提示。

· 在 PDF 文件中 啟用或停用  JavaScript。

· 指定是否要讓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自動偵測 PDF 文件中的 URL。

按一下 重設... 要恢復預設設定，可按一下對話方塊底部的重設為預設值。

區域和文字*

在此標籤上，您可以： 

· 為置信度低的字元選擇驗證設定。

· 為非字典中的字詞指定驗證設定：

· 忽略含有數字和特殊字元的字詞

· 檢查非字典合成詞

 合成詞是由兩個或更多現有字詞組成的字詞。。

· 指定是否要糾正標點符號前後的空格。 

· 檢視和編輯使用者詞典。

· 選擇一種字型顯示純文字。

· 在影像窗格中選擇顏色和粗細的畫框中的不同區欄位 開啓 低置信字元的反白顯示顏色

和其他顯示選項。

 另請參閱：  檢查所辨識的文字 ， 若程式未能辨識某些字元 ， 編輯區域屬性 。

* 此標籤僅在 OCR 編輯器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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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設定

ABBYY FineReader 提供靈活的格式設定，這些格式決定輸出檔案的外觀和感覺。

· PDF 設定

· DOC (X)/RTF/ODT 設定

· XLS(X) 設定

· PPTX 設定

· CSV 設定

· TXT 設定

· HTML 設定

· EPUB/FB2 設定

· DjVu 設定

PDF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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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文字中包含很多圖像或者如果您選擇與已識別的文字儲存為頁面影像，產生的 PDF 文

件可能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 影像品質 產生的文件的圖像品質和大小：

· 最佳品質

選取該選項以保留圖像或頁面影像的品質。 原始影像的原始解析度將被保留。 

· 已平衡

選取該選項以降低 PDF 檔案的大小，同時將圖像和頁面影像的品質保持在較高的色階。 

· 壓縮大小

選擇此選項以大大減少輸出 PDF 檔案的大小。 圖像和頁面影像的解析度將被降至 300

dpi，影響其品質。 

· 自訂...

如果您想要指定自訂圖像品質設定，請選擇此選項。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

要的設定並按一下 確定。

建立 PDF/A 文件

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個 PDF/A 文件並選擇您想要使用的 PDF/A 版本，請啟用此選項。

建立 PDF/UA 文件 (要求 OCR)

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個 PDF/UA 文件，請啟用此選項。 請留意，產生的文件樣貌可能不會與原始文

件完全相同。

用密碼保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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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選項允許您保護您用密碼保護 PDF 文件免受未經授權的開啓、列印或編輯。 按一下 設定... 按

鈕，然後在開啓的對話方塊中指定保護設定：

· 文件開啓密碼 

如果您的文件有開啓文件密碼，使用者只有輸入指定的密碼後才能開啓。 若要為文件設

定密碼： 

1. 如果 用文件開啟密碼限制存取 選項。

2. 鍵入密碼並確認。 

停用 隱藏字元 該選項，如果您希望您的密碼字元在欄位中 文件開啟密碼 名稱。

· 權限密碼 

此密碼防止未經授權的編輯和列印 PDF 文件，防止不知道密碼的使用者將其內容複製

到另一個應用程式。 使用者只有在輸入指定的密碼後，才能夠執行所有這些操作。 若要

設定密碼：

1. 如果 用權限密碼限制列印和編輯 選項。

2. 鍵入密碼並確認。 

停用 隱藏字元 該選項，如果您希望您的密碼字元在欄位中 權限密碼 名稱。

然後，選擇您想要使用者執行的操作。 

o 方塊 列印 包含允許或限制列印文件的選項。

o 方塊 編輯 包含允許或限制編輯文件的選項。

o 方塊 允許複製文字、影像和其他內容 允許使用者從您的文件中複製內容 （文

字、圖像等） 。 如果您想禁止該操作，確保不選擇該選項。 

o 方塊 允許螢幕閱讀器讀取文字 允許螢幕閱讀器軟體開啓時讀取文件的文字。 如

果您想禁止該操作，確保不選擇該選項。 

· 加密級別 

方塊 加密 包含加密密碼的保護文件選項。

· 128 位 AES 是一種較強的加密演算法 較強的加密演算法。

· 256 位 AES 是一種基於 AES 標準 較強的加密演算法。

從「加密」下拉式清單中 選擇 其中一個選項。所有文件內容 加密整個文件，而 所有文件內

容(除中繼資料外) 不加密文件資料，使之可讀。

刪除物件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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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此選項，如果你不想保留 PDF 文件中包含的各種物件，然後按一下 選擇... 按鈕，以選擇您

不想要保留的物件：

· 註解和標記

不會儲存筆記、批註、繪製物件和文字區塊。

· 連結、媒體、操作、指令碼及表單資料

不會儲存互動式元素。

· 書籤

不會儲存書籤。

· 附件

不會儲存附加文件。

對所有頁面影像使用一個紙張大小

如果停用此選項，則將保留原始紙張大小的頁面圖像。 如果您想要在您的 PDF 文件中使用一種特

定的紙張大小，啟用此選項。

使用 MRC 壓縮（要求 OCR）

選擇此選項，應用於 MRC 壓縮演算法，這極大地減少了檔案大小並保留影像的視覺品質。 

 方塊 使用 MRC 壓縮（要求 OCR） 該選項 頁面影像之下的文字 可用。

套用 ABBYY PreciseScan 以使頁面影像上的字元變得平滑

如果您想要使用 ABBYY PreciseScan 技術消除文件中的字元，啟用此選項。 因此，即使您放大頁

面，字元也不會出現像素化現象。 

可搜尋的 PDF 設定

此選項群組可讓您決定您的 PDF 文件要儲存的元素。 根據您計劃使用文件的方式，選擇以下其中

一個選項： 

· 僅文字和圖片

此選項下僅儲存已識別的文字和關聯的圖像。 頁面可完全搜尋，PDF 檔案容量非常小。

產生的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始文件略有差異。 

· 文字在頁面影像之上

該選項下儲存原始文件的背景和圖像，並其上面放置已識別文字。 通常，此類型 PDF 佔

用更多磁碟空間。 僅文字和圖片。 產生的 PDF 文件是完全可搜尋的文件。 在有限情況

下，產生的文件的外觀可能與原始文件略有差異。 

· 頁面影像之下的文字

該選項下，儲存整個頁面為影像，並在影像下放置已識別的文字。 文本層使得搜尋文件

和複製文字成為可能，而頁面圖像確保文件看上去與原始文件幾乎相同。

透過標題建立書籤

如果您想要從文件標題建立目錄，則選取該選項。 

建立 PDF 標記



277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選擇此選項，以新增 PDF 標籤至輸出 PDF 文件。 

除文字和圖像外，PDF 檔案可包含文件結構資訊，例如邏輯部分、圖像和表格。 此資訊儲存在

PDF 標籤上。 帶此類標籤的 PDF 檔案可以重新編排，以符合不同大小的螢幕，並適當的顯示在手

持裝置上。 

字型 

將文字儲存為 PDF 時，您可使用電腦上安裝的 Adobe 字型或 Windows 字型。 若要指定要使用的

字型集，請在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以下項目之一： 

· 使用預先定義的字型

PDF 檔案將使用 Adobe 字型，例如： Times New Roman、Arial、Courier New。 

· 使用 Windows 字型

檔案將使用電腦上安裝的 Windows 字型。 

若要在 PDF 文件中嵌入字型，請選擇 內嵌字型 選項。 這將使文件變大，但該文件在所有電腦上

看起來都一樣。

 方塊 內嵌字型 僅可用 僅文字和圖片 和 文字在頁面影像之上 PDF 文件。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保留 文件的中繼資料  它以 PDF 格式儲存。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所需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DOC (X)/RTF/ODT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件佈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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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1. 實際複本

保留原始文件的格式。 對於含有複雜佈局的文件，例如廣告宣傳手冊，建議用這種設

定。 但是請注意，此選項限制了您變更文字的能力和輸出文件的格式。 

2. 可編輯的複本

產生的文件格式可能與原始文件略有差異。 以此模式產生的文件易於編輯。 

3. 加格式文字

保留段落，但不保留對象的準確位置和行間隔。 產生的文字將左對齊。 右對齊從右至左

讀取的文字。 

 直排文字將變為橫排文字。 

4. 純文字

丟棄大多數格式設定。 僅保留字型樣式 保留粗體、斜體和下劃線文字樣式為純文本

可用。

預設紙張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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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預設紙張大小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以 RTF、DOC 或 DOCX 或 ODT 格式儲存所用的紙張大

小。 

圖像設定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圖像設定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圖像的品質和產生

檔案的大小。 保留圖像。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參數，按一下 自訂...。 在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 自訂設定 並按

一下 確定。

文字設定 

· 保留頁眉、頁腳和頁碼

在輸出文字中保留頁眉、 頁腳和頁碼。 

· 保留換行符和連字元

在輸出文字中保留文字行的原始安排。  

· 保留分頁符號

保留原始頁面排列。 

· 保留行編號

保留原始行編號 (如有)。 行編號將儲存在一個單獨的欄位，當您編輯文字時，該欄位不

會變更。 

 此功能可用，僅當 可編輯的複本 選項在文檔佈局 下拉式清單中 選擇的。

· 保留文字和背景色彩

選擇此選項以保留字型顏色和背景色。 

· 保留粗體、斜體和下劃線文字樣式為純文本

保留字體式樣，當 純文字 選項在文檔佈局 下拉式清單中 選擇的。

 如果您停用偵測對話方塊標籤上的 OCR 在對話方塊 選項 （若要開啓對話方塊， 選項... 在 工

具 功能表），這些要素將作為內文文字儲存。

置信度低的字元 

如果 突出顯示置信度低的字元 選項，如果您計劃使用 Microsoft Word 編輯文件而不是 文字

「文字」窗格編輯文件。 如果選擇該選項，所有置信度低的字元將在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反白顯

示。 

提示。  您可在選項對話方塊的區域和文字標籤上，變更為使用低信賴度的字元色彩（若要開啓

對話方塊， 選項... 在 工具 功能表）。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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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S(X)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件佈局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1. 加格式文字

保留字型、字型大小和段落，但不保留具體的行間距或頁面上物件的實際位置。 產生的

文字將左對齊。 右對齊從右至左讀取的文字。 

 直排文字將變為橫排文字。 

2. 純文字

不保留格式。 

圖像設定 

可將圖像儲存在 XLSX 文件中。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

調節 保留圖片(僅 XLSX) 其中一個選項。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參數，按一下 自訂...。 在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 自訂設定 並按

一下 確定。

文字設定 

· 保留頁首和頁尾

如果您想要保留文字的頁眉和頁腳，啟用此選項。 如果停用此選項，則不會保留頁眉和

頁腳。

· 忽略表格外的文字

僅儲存表格，忽略其他。 

· 將數值轉換為數字

在 XLSX 檔案中將數字轉換為「數值」格式。 在這種儲存格上，Microsoft Excel 可以執行算

數運算。 

· 為每個頁面建立單獨的工作表（僅 XLSX）

選擇此項，將原始文件中的頁面儲存為單獨的工作表。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啓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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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X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圖像設定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 保留圖像 其中一個選項。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設定，按一下 自訂...。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並

按一下 確定。

文字設定 

· 保留頁首和頁尾

保留輸出文件的頁眉和頁腳。 

· 保留分行符號

保留文字行的原始排列。 否則，所有輸出的文字將有一行。 

· 縮小溢位上的文字

如果文字不適用於一個文字區塊，請減小文字的字型大小。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CSV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字設定

· 忽略表格外的文字

僅儲存表格，忽略其他。 

· 插入分頁符號字元 (#12) 做為頁面分隔符號

保留原始頁面排列。 

分隔符號

指定將用於分隔輸出的 CSV 文件中資料列的字元。 

編碼

ABBYY FineReader 自動偵測 字碼頁 。 若要變更字碼頁，請從編碼下的下拉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字碼頁。 編碼。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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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件佈局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1. 加格式文字

保留段落，但不保留對象的準確位置和行間隔。 此外，空白區域用於複製段落縮排和表

格。 產生的文字將左對齊。 右對齊從右至左讀取的文字。 

 直排文字將變為橫排文字。 

2. 純文字

不保留格式。 

文字設定

· 保留分行符號

保留文字行的原始排列。 如果無法選擇此選項，每個段落將被儲存為單行文字。 

· 插入分頁符號字元 (#12) 做為分頁符號

保留原始頁面排列。 

· 使用分行符號做為段落分隔符號

使用空白行分隔段落。 

· 保留頁首和頁尾

保留輸出文件的頁眉和頁腳。 

編碼

ABBYY FineReader 自動偵測 字碼頁 。 若要變更字碼頁，請從編碼下的下拉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字碼頁。 編碼。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HTML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件佈局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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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靈活的配置

保留原始文件的格式。 輸出的 HTML 文件便於編輯。 

· 加格式文字

保留字型、字型大小、字型樣式和段落，但不保留的確切行間距或頁面上物件的位置。 產

生的文字將左對齊。 右對齊從右至左讀取的文字。 

 直排文字將變為橫排文字。 

· 純文字

不保留格式。 

圖像設定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 保留圖像 其中一個選項。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設定，按一下 自訂...。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並

按一下 確定。

文字設定 

· 保留分行符號

保留文字行的原始排列。 如果停用此選項，則輸出文件中會有一行包含所有文字。

· 保留文字和背景色彩

選擇此選項以保留字型顏色和背景色。 

· 保留頁首和頁尾

保留輸出文件的頁眉和頁腳。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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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FineReader 自動偵測 字碼頁 。 若要變更字碼頁，請從編碼下的下拉清單中選擇所需的

字碼頁。 編碼。

書冊設定

如果您將印刷版的書轉換為 HTML，啟用 生成目錄並用於將書籍分割為檔案 選項。 書可以下列

方式之一分成章節：

· 基於標題自動建立檔案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自動將文件分成大致大小相等的几部分，以單獨的 HTML 檔案

儲存並在目錄中建立連結。 

· 根據第 1 層級標題建立檔案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最高級別的標題自動將文件拆分為單獨的 HTML 檔案。 

· 根據第 2 層級標題建立檔案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最高及其次級標題自動將文件拆分為單獨的 HTML 檔案。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EPUB/FB2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文件佈局

根據您想要使用輸出文件的方式，選擇適當的設定。 

· 加格式文字

保留段落，但不保留對象的準確位置和行間隔。 產生的文字將左對齊。 右對齊從右至左

讀取的文字。 

 直排文字將變為橫排文字。 

 只有在 EPUB 格式下保留字型樣式。

· 純文字

不保留格式。 

如果您正在儲存到 EPUB 格式，您可以透過選擇 加格式文字 文件佈局 下拉式清單中 以保留字

型並啟用 保留字型和字型大小（僅限 EPUB） 以下選項。 選擇 內嵌字型 選項，在產生的電子書

中嵌入文件的字型。

 某些裝置和軟體不顯示嵌入的字型。

建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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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使用第一個頁面作為電子書封面 選項，如果您想要把文件中的第一頁作為它的封面。

圖像設定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 保留圖像 其中一個選項。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設定，按一下 自訂...。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並

按一下 確定。

EPUB 設定

您可以選擇需要使用的 EPUB 格式。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DjVu 設定

可用的設定如下： 

儲存模式

根據您計劃使用文件的方式，選擇以下其中一個選項： 

· 頁面影像之下的文字

該選項下，儲存整個頁面為影像，並在影像下放置已識別的文字。 這樣，您就得到一個

看起來與原始文件基本相同的可搜尋的 DjVu 文件。 

· 僅頁面影像

該選項儲存頁面上某一個影像。 輸出文件看起來與原始文件基本相同，但是文件中的文

字不可搜尋。 

圖像設定 

包含大量圖像的文件容量非常大。 使用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可以調節 影像品質 其中一個選項。

提示。  若要變更圖像儲存設定，按一下 自訂...。 在 自訂設定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設定並

按一下 確定。

多層

DjVu 格式使用特殊的壓縮技術，將頁面影像分離為多層並對每層套用不同的壓縮方法。 預設情

況下，ABBYY FineReader 將自動確定頁面是否必須使用多層壓縮（即 多層 多層選項自動）。 設

定 多層 選項 永遠開啟 如果您想在所有頁面上使用多層壓縮或 永遠關閉 如果您不想使用多層

壓縮。

保留文件中繼資料，如作者及關鍵字

儲存文件時保留中繼資料。 預設情況下將啟用該選項。

如果您想變更文件的中繼資料，請按下按鈕 編輯中繼資料... 做出期望的變更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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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  OCR 和文件比較的語言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 201 種 OCR 語言：

· 本地語言

· 人工語言

· 正式語言

 產品的版本不同，支援的語言可能不同。

本地語言

· 阿布哈茲文

· 阿瓦爾文

· 阿古爾語文

· 阿迪格文

· 亞塞拜然文 (斯拉夫文)， 亞塞拜然文 (拉丁語系) **

· 愛依馬拉文

· 阿爾巴尼亞文

· 阿爾泰諸文

· 英語語音轉錄

· 英文*，**

· 阿拉伯文 (沙烏地阿拉伯)

· 亞美尼亞文 （東部、西部、Grabar）*

· 南非荷蘭文

· 納瓦特爾文

· 巴斯克文

· 巴什喀爾文*， **

· 白俄羅斯文

· 本巴文

· 黑足文

· 保加利亞文*， **

28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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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敦文

· 布哥圖文

· 布里亞特文

· 威爾斯文

· 匈牙利文*， **

· 沃洛夫文

· 越南文*， **

· 夏威夷文

· 加加烏孜文

· 加里西亞文

· 干達文

· 希臘文*, **

· 瓜拉尼文

· 卡瓦文

· 蘇格蘭蓋爾文

· 達科塔文

· 達爾格瓦文

· 丹麥文*， **

· 侗語文

· 東幹文

· 祖魯文

· 希伯來文*

· 意第緒語

· 印古什文

· 印尼文*， **

· 愛爾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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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島文

· 西班牙文*， **

· 義大利文*， **

· 卡巴爾達文

· 哈薩克文

· 卡爾梅克文

· 卡拉卡派克文

· 卡拉恰耶-巴爾卡爾文

· 卡達隆尼亞文*，**

· 卡宿霧文

· 蓋楚瓦文 (玻利維亞)

· 基庫尤文

· 吉爾吉斯文

·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 剛果文

· 韓文， 韓文 (朝鮮文)

· 科西嘉文

· 科爾雅克文

· 科薩文

· 克佩列文

· 克羅文

· 克里米亞韃靼文

· 庫梅克文

· 庫德文

· 拉克文

· 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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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脫維亞文*， **

· 萊茲金文

· 立陶宛文*， **

· 盧巴文

· 索布文

· 瑪雅文

· 馬其頓文

· 馬拉加西文

· 馬來文 (馬來西亞)

· 馬林克文

· 馬爾他文

· 曼西文

· 毛利文

· 馬里文

· 米南卡保文

· 莫霍克文

· 羅馬尼亞文 (摩爾達維亞)

· 蒙古

· 莫爾多維亞文

· 苗族文

· 德文 (盧森堡)

· 德文**， 德文 (新拼字)*，**

· 涅涅茨文

· 尼夫赫文

· 荷蘭文**， 荷蘭文 (比利時)*， **

· 諾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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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文 (耐諾斯克)**， 挪威文 (巴克摩)*， **

· 尼厄尼亞文

· 歐吉威文

· 奧塞梯文

· 巴皮亞曼多文

· 波蘭文*， **

· 葡萄牙文**， 葡萄牙文 (巴西)*， **

· 奧西坦文

· 里托羅曼斯文

· 盧安達文

· 羅馬尼亞文*， **

· 隆迪文

· 俄文*， **

· 俄文 (舊式拼字)

· 俄語有重音符號

· 薩米文 (拉普文)

· 薩摩亞文

· 薩波特克文

· 史瓦濟蘭文

· 宿霧文

· 塞爾庫普文

· 塞爾維亞文 (斯拉夫文)， 塞爾維亞文 (拉丁語系)

· 斯洛伐克文*， **

· 斯洛維尼亞文*， **

· 索馬利亞文

· 史瓦西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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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巽他文

· 塔巴薩蘭文

· 塔加拉族文

· 塔吉克文

· 大溪地文

· 泰文*

· 韃靼文*， **

· 托比辛文

· 東加文

· 茨瓦納文

· 圖瓦文

· 土耳其文*， **

· 土庫曼文 (斯拉夫文)， 土庫曼文 (拉丁語系)

· 烏德穆爾特文

· 維吾爾文 (斯拉夫文)， 維吾爾文 (拉丁語系)

· 烏茲別克文 (斯拉夫文)， 烏茲別克文 (拉丁語系)

· 烏克蘭文介面*， **

· 法羅文

· 斐濟文

· 芬蘭文*， **

· 法文*， **

· 弗里西文

· 佛留利文

· 卡開斯文

· 哈尼文

· 漢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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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沙文

· 克羅埃西亞文*， **

· 景頗文

· 吉普賽文

· 查莫洛文

· 車臣文

· 捷克文*， **

· 楚瓦什文

· 楚克奇文

· 瑞典文*， **

· 頌哈文

· 鄂溫克文

· 埃文文

· 愛斯基摩文 (斯拉夫文)， 愛斯基摩文 (拉丁語系)

· 愛沙尼亞文*， **

· 賴索托文

· 亞庫茲克文

· 日文

· 舊式英文*

· 舊式法文*

· 舊式德文*

· 舊式義大利文*

· 舊式西班牙文*

· 哥特式拉脫維亞文

人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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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多文

· 國際語

· 歐西登特爾語

· 世界語

正式語言

· Basic

· C/C++

· COBOL

· Fortran

· Java

· Pascal

· 簡單數學公式

· 數字

 若要確定顯示特定語言的字元所需要的字型，請參閱 正確的顯示用支援語言的文字所需的字

型 。

*該語言擁有字典支援，從而使 ABBYY FineReader 能夠識別出未可靠辨識的字元，能夠偵測用該

語言書寫的文字的拼字錯誤。

**文件比較語言。 ABBYY FineReader 能比較用 37 種語言書寫的文件。另請參閱：  ABBYY 對比文

件 。

支援的文件格式

下表列出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的格式。

格式 檔案副檔名

為 PDF 編輯器

輸入格式

為 PDF 編輯器 /

ABBYY 對比文件

輸入格式

儲存格式

PDF 文件 *.pdf + + +

可編輯的文字格式

Microsoft Word 文

件

*.doc、*.docx - + +

31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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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el 活

頁簿

*.xls、*.xlsx - + +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

*.pptx - + +

*.ppt - + -

Microsoft Visio 繪

圖

*.vsd、*.vsdx - + / - -

HTML 文件 *.htm、*.html - + +

富文字格式 *.rtf - + +

文字文件 *.txt - + +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逗點分隔值

檔案 (*.CSV)

*.csv - - +

OpenDocument 文

字

*.odt - + +

*.ods - + -

*.odp - + -

FB2 文件 *.fb2 - - +

EPUB 文件 *.epub - - +

非可編輯格式

XPS（需要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

*.xps + + -

DjVu 文件 *.djvu、*.djv + + +

影像

JPEG *.jpg、*.jpeg + + +

JPEG 2000 *.jp2、*.j2k、*.jpf、

*.jpx、*.jpc

+ + +

PNG *.p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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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 *.tiff、*.tif + + +

BMP *.bmp、*.dib、*.rle + + +

GIF *.gif + + -

JBIG2 *.jbig2、*.jb2 + + +

PCX *.dcx、*.pcx + + +

 若要能夠用某一特定格式編輯文字，您電腦上必須安裝有合適的 Microsoft Office 或 Apache

OpenOffice 版本。

 ABBYY 對比文件 可以下列格式儲存比較結果：

· PDF 文件（*.pdf）

若要檢視 PDF 檔案，您電腦上必須安裝了檢視 PDF 的應用程式。 要檢視差異清單，請開

啟「註解」窗格。

· Microsoft Word 文件 (*.docx）

 若文件中繼資料包含 PDF/A 或 PDF/UA 標準遵循性的相關資訊，則會顯示於 文件屬性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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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操作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影像品質對 OCR 品質有重大影響。 本部分講解辨識圖像前需要考慮的因素。

· OCR 語言

· 列印類型

· 列印品質

· 彩色模式

OCR 語言

ABBYY FineReader 可以辨識單語言文件和多語言文件（如以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撰寫的）。 對於

多語言文件，您需要選擇多種辨識語言。

若要選擇 OCR 語言，請按一下 選項  > 語言 並選擇以下一種選項：

· 從下列清單中自動選取 OCR 語言

ABBYY FineReader 將自動從使用者定義的語言清單中選擇適當的語言。 若要編輯語言清

單：

1. 請確保 從下列清單中自動選取 OCR 語言 選擇了選項。

2. 按一下 指定... 按鈕。

3. 在 語言 對話方塊中，選擇想要的語言並按一下 確定。

4. 在 選項 對話方塊，按一下  確定。

· 手動指定 OCR 語言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需要的語言，請選擇這個選項。

在下面的對話方塊中，指定一個或多個語言。 如果您經常使用特定的語言組合，您可以 為

這些語言  建立一個新的群組。

如果某種語言不在該清單中，則：

1. 或是 ABBYY FineReader 不支援該語言，或是

 如需支援語言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支援的 OCR 語言 。

2. 不支援您的產品版本。

 在「授權」中可找到您的產品版本的完整  語言清單 選項（按一下 說明 > 關於 > 授權

資訊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除使用內建的語言和語言群組之外，您還可以建立自己的語言和語言群組。另請參閱：  若程式未

能辨識某些字元 。

列印類型

296

296

297

270

199

28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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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使用多種裝置進行列印，如打字機和傳真。 OCR 品質可能取決於文件是如何列印的。 您可

以在對話方塊中透過選擇合適的列印類型 選項  選項。

對於大多數文件，程式將自動偵測其列印類型。 對於自動列印類型的偵測， 自動 必須在對話方

塊的群組選項中 文件類型 選擇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 OCR 以存取這些選項）。 您

可以在用彩色或黑白顏色模式下處理文件。

如有需要，您也可以選擇手動選擇列印類型。

打印文本的範例。 所有字母寬度均相等（比較，例如，字母「w」和「t」）。 對於此類

型的文字，選取 打字機。

由一台傳真機打印的文字範例。 從該範例可以看出，有些地方的字母還不清楚。 另

外還有一些雜訊和失真。 對於此類型的文字，選取 傳真。

識別列印的文字或傳真，請務必選擇 自動 處理通常列印的文件之前。

列印品質

對於有「雜點」（即，偶爾的黑點和斑點）、髒污和字母大小不一、或扭曲的行和偏移的表格邊界

的品質差的文件，可能需要特定的掃描設定。

傳真 報紙

品質較差的文件最好使用灰階 掃描 。 以灰階掃描時，程式會自動選擇最佳化的 亮度  值。

在辨識中等至差品質的文件時，灰階掃描模式在掃描文字中保留更多有關字母的資訊，以達到更

佳的 OCR 結果。 您還可以使用「影像編輯器」中可用的影像編輯工具手動修正某些缺陷。 另請參

閱：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將較低 。

彩色模式

270

264 337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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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需要保留彩色文件的原始顏色，您可以在黑白模式下處理文件。 這將顯著降低產生的

OCR 專案大小，並加速 OCR 處理過程。 但是，以黑白模式處理品質欠佳的圖像可導致 OCR 品質

較低。 我們也不建議使用黑白模式處理照片、雜誌頁面以及使用中文、日語和韓語的文字。

提示。  您也可以透過選擇對話方塊上的標籤， 快速辨識 在 OCR 在對話方塊 選項 選項。 有關辨

識模式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OCR 選項 。

有關選擇正確的顏色模式的一些其他建議，請參閱 掃描提示 。

 一旦文件被轉換為黑白，您將無法還原顏色。 若要取得彩色文件，開啟具有彩色圖像的檔案

或在彩色模式下掃描紙質文件。

302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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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選項

若要自訂 ABBYY FineReader 中掃描和開啟頁面的程序，您可以：

· 啟用/停用 在 PDF 編輯器中背景辨識

· 啟用/停用 自動分析和辨識頁面  當它們被新增到 OCR 編輯器中

· 指定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在新的任務視窗中開啓 PDF 文件、圖像或掃描文件，或在對話方塊的標籤上， 圖像處理 在對話

方塊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您在對話方塊中所作的任何變更 選項 僅將套用於新掃描或開啓的圖像。

方塊 圖像處理 在對話方塊 選項 包含以下選項：

在 PDF 編輯器中啟用背景辨識

背景辨識將用於您在 PDF 編輯器中開啓的所有頁面。 背景辨識允許您搜尋和複製文字，甚至是沒

有文字層的文件（例如僅包含掃描文件或用圖像建立的文件）。 對文件本身無法做永久變更。

在此標籤上，您還可以指定 OCR 語言 。

 如果您想要使其他使用者能夠執行本文件中的文字搜尋，請按一下 檔案 > 辨識文件 > 辨識文

件...

自動分析與辨識新增到 OCR 編輯器的圖像

預設情況下會自動分析並辨識頁面，但您可變更此行為。 可用的模式如下：

· 辨識頁面影像（包括預先處理及分析）

當用 OCR 編輯器開啓圖像時，使用群組設定中已選的設定，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適用

於轉換與 OCR) 圖像將被自動預處理。 也會自動執行分析和辨識。

· 分析頁面影像（包括預先處理）

自動執行影像預處理和文件分析，但需要手動開始辨識。

· 預處理頁面影像

僅自動執行預先處理。 文件分析和辨識需要手動開始。 這種模式常用於結構複雜的文

件。

 如果您不希望您新增的圖像自動處理，清除 在頁面影像新增至 OCR 編輯器時自動處理 選

項。

這會讓您快速開啟大文件，僅辨識文件中選定頁面 並將文件儲存為影像 。

影像預先處理設定

ABBYY FineReader 讓您自動校正掃描文件和數位照片中的常見缺陷。

299

299

299

296

216



300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預設情況下，此對話方塊顯示建議的三個選項：

· 分割對開頁面

程式會自動將包含對開頁面的影像分割為兩個各自包含一個頁面的影像。

· 修正頁面方向

將會自動偵測並按需要更正新增至 OCR 專案的頁面方向。

· 使用建議的設定以獲得較佳的 OCR 結果

該程式會自動選擇並套用所需的預處理設定。

 若要顯示所有的設定，請按一下 顯示自訂設定：

· 傾斜校正影像

-程式將自動偵測傾斜頁面，必要時會自動更正傾斜。

· 拉直文字行

程式會自動偵測影像的不齊文字行，並進行更正而不修正變形失真。

· 校正影像解析度

該程式將自動偵測會自動確定圖像的最佳解析度，必要時會變更圖像解析度。

· 偵測頁面邊緣*

該程式會自動偵測並裁剪圖像的邊緣。

· 變白背景*

該程式將自動美白背景並選擇最佳的亮度設定。

· 降低 ISO 雜訊*

該程式將自動移除照片的雜訊。

· 消除運動模糊*

將會增強模糊相片的清晰度。

· 校正梯形失真*

程式會自動偵測數位相片和書本掃描的變形失真和不齊文字行。

· 修復影像上的反轉色彩

在適當時，程式將反相圖像的顏色，以便在明亮的背景上列印黑色文字。

· 轉換為黑白

該程式會將彩色圖像轉換為黑白色，這將大大減少由此產生的 OCR 專案的大小，從而加

快 OCR。 我們不建議使用黑白模式處理照片、雜誌頁面以及使用中文、日語和韓語的文

字。



301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刪除顏色標記

該程式將偵測和刪除任何彩色戳記和鋼筆做的標記，以便識別掩蓋這種標記的文字。 此

選項用於白色背景上列印有深色文字的已掃描文件。 不要將此工具用於數位相片和彩色

背景的文件。

* 僅數位照片。

 若只顯示建議的設定，請按一下 隱藏進階設定。

 掃描或開啟文件頁面時可停用所有這些選項，但套用 OCR 編輯器中的影像編輯器於所需的預

處理。 另請參閱：  如果您的文件圖像有缺陷，OCR 準確性將較低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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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選項

如果希望快速得到準確的結果，選擇正確的 OCR 選項非常重要。 在決定將使用哪些選項時，不

僅應該考慮文件的類型和複雜度，還應該考慮到獲得結果的用途。 以下選項群組可用：

· PDF 識別模式

· 平衡 OCR 的速度與準確性

· 文件類型

· 偵測結構元素

· 條碼

· 模式和語言

· 要在已辨識文字中使用的字型

您可在對話方塊的標籤上 OCR 在對話方塊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

塊）。

 ABBYY FineReader 可自動辨識任何新增至 OCR 專案的頁面。 目前選中的選項將用於 OCR。 您

可以關閉自動分析，關閉 圖像處理 在對話方塊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

方塊）。

 如果在文件辨識後您想變更 OCR 選項，請使用新選項再次執行 OCR 程序來辨識文件。

PDF 識別模式

這些設定用於包含圖像和文字層的 PDF 文件。 這種 PDF 文件通常是從可編輯格式的文件中建立

的。 其他類型的 PDF 文件，如可搜尋的 Pdf 和僅影像的 PDF 文件，始終在模式中被處理 使用

OCR 這是這些類型的 PDF 的預設模式。 處理這種 PDF不需任何額外的設定。

有三種可用的識別模式：

· 在 OCR 與 PDF 文字之間自動選擇

如果它包含品質好的文字，該程式將檢查文字層並使用現有的文字層。 否則，OCR 將

用於建立一個新的文字層。 

· 使用 OCR

OCR 將用於建立一個新的文字層。 這種模式耗時更長，但更適合於低品質文字層的文

件。

· 僅使用 PDF 文字

這是包含文字層的 PDF 文件的預設模式。 該程式將使用原始的文字層而不執行 OCR。

平衡 OCR 的速度與準確性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允許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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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辨識

在此模式下，ABBYY FineReader 分析並識別簡單的文件和佈局複雜的文件，即便是那些

在彩色背景下列印的文件和包含複雜表格的文件（包括具有白色格線的表格和帶有彩色

儲存格的表格）。 

完整辨識 耗時更長，但提供更好的品質。

· 快速辨識

此模式建議用於處理配置簡單、影像品質高的大文件。

列印類型

指定用於列印文件裝置的類型。 另請參閱：  OCR 作業前要考慮的文件功能 。

偵測結構元素

選擇需要程式偵測的結構元素：標頭和標尾、腳註、目錄和清單。 文件儲存之後，選定的元素的

將成為可點擊的元素。

條碼

如果您的文件包含條碼，並希望將這些條碼轉換為一連串的字母和數字而非儲存為圖像，請選擇

將條碼轉換成字串。 預設情況下停用此功能。

模式和語言

辨識及訓練用來辨識以下文字類型：

· 帶有特殊符號的文字（如數學符號）

· 帶裝飾性元素的文字

· 低品質影像上的大文件（超過 100 頁）

訓練  預設停用。 執行 OCR 時，啟用 使用訓練以辨識新字元及連字 訓練 ABBYY FineReader。

您可以使用內建或自訂模式進行辨識。

 您可以為使用者模式和語言儲存和載入設定。 另請參閱：  OCR 專案 。

字型

您可在這裡選取儲存已辨識文字時要使用的字型。

若要選取字型：

1. 按一下 選取字型... 按鈕。

2. 選擇所需的字型，然後按一下 確定。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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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複雜字集語言工作

使用 ABBYY FineReader，您可以辨識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泰國語、中文、日語和韓語

文件。 處理中文、日語或韓語文件，以及混合使用中日韓 (CJK) 語言和歐洲語言的文件時，必須

考慮一些其他因素。

· 建議字型

· 停用影像自動處理

· 辨識以多種語言寫成的文件

· 如果「文字」視窗中不顯示非歐洲字元

· 變更已辨識文字的方向

建議字型

要辨識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意地緒語、泰國語、中文、日語和韓語，可能需要在 Windows 中安裝

更多的字型軟體。 以下列表顯示了對應這些語言的建議使用字型。

OCR 語言 建議的字型

阿拉伯文 Arial™ Unicode™ MS

希伯來文 Arial™ Unicode™ MS

意第緒語 Arial™ Unicode™ MS

泰文 Arial™ Unicode™ MS

Aharoni

David

Levenim mt

Miriam

Narkisim

Rod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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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日語、 韓語

朝鮮 （朝鮮文）

Arial™ Unicode™ MS

如 SimSun 字型：

範例 SimSun （Founder Extended）， 

SimSun 18030，NSimSun。

黑體

幼圓

PMingLiU

細明體

香港增補字符集 (支援 ISO10646)

華文宋體

以下部分包含關於提高識別準確度的建議。

停用影像自動處理

預設情況下，任何新增到 OCR 專案 OCR 專案  可以自動識別。

但是，如果您的文件包含 CJK 語言和歐洲語言的文字，我們建議停用自動偵測頁面方向，僅當所

有頁面影像方向正確（例如掃描時未上下顛倒）時使用雙頁分割選項。

您可以啟用/停用 修正頁面方向 和 分割對開頁面 對話方塊中 圖像處理 在對話方塊 選項 選項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若要分割阿拉伯文、希伯來文或意第緒語的對開頁面，一定要先選取對應的OCR 語言，然後再

選擇 分割對開頁面 選項。 您還可以透過選擇該選項來恢復原始 交換書頁 選項。 另請參閱： 

OCR 專案  。

如果您的文件有一個複雜的結構，我們建議停用自動分析和 OCR 影像，手動執行這些操作。

您可以關閉自動分析，關閉 圖像處理 在對話方塊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

話方塊）。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啓 方塊 選項  選項。

2. 在 圖像處理 標籤上，清除  在頁面影像新增至 OCR 編輯器時自動處理 選項。

3. 按一下 確定。

辨識以多種語言寫成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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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說明提供為例，解釋如何識別包含英文和中文文字的文件。 包含其他語言的文件可以類似

的方式識別。

1. 在主工具列上，從 更多語言... 語言清單上選擇 在 語言編輯器 對話方塊中選擇 手動

指定 OCR 語言 從語言清單中選擇中文和英文。

2. 掃描頁面或開啟頁面影像。

3. 如果程式無法偵測影像上所有區域：

· 使用區域編輯工具 手動指定區域

· 指定任何只包含一種語言的區域 區域屬性 酌情選擇中文或英文。

 一種語言僅可指定給類型相同的區域。 如果您選擇了不同類型的區域，如 文字

和 表格，您將無法指定一種語言。

· 如果需要，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文字方向 方向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如果無法

識別垂直或反相文字 ）

· 對於 CJK 語言的文字，在下拉式清單中，該程式提供文字方向的選擇 CJK 文本方向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編輯區域屬性） 。

如果「文字」窗格中不顯示非歐洲字元

如果 CJK 語言在文字窗格中顯示文字 您可能選擇該 純文字 模式。

若要變更模式中使用的 純文字 字型：

1. 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啓 方塊 選項  選項。

2. 按一下 區域和文字 標籤。

3. 從下拉式清單中 用於顯示純文字的字型 其中一個選項。

4. 按一下  確定。

如果執行無效， 文字 仍然顯示不正確，請參閱 不正確字型被使用，或以「?」或「□」取代部分字

元 。

變更已辨識文字的方向

ABBYY FineReader 自動偵測文字方向，但是您也可以手動指定文字方向。

1. 啟動「文字」窗格。

2. 選取一段或多段

3. 按一下  「文字」窗格中工具列上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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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 CJK 文本方向 「影像」窗格中的下拉式清單來指定 OCR 之前的文字方向。 另請參

閱：  編輯區域屬性 。

辨識使用 Gothic 字體書寫的文字

ABBYY FineReader 可協助您辨識使用Gothic 字體以英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脫

維雅文等語言書寫的歷史文件和書籍。處理這一類文件在數個層面上各有相異處，細節如下。

· Gothic 字體文字辨識語言

· 支援 Gothic 字型

· 辨識以 Gothic 字體文字書寫文本的說明

 範例文字

Gothic 字體文字辨識語言

為了辨識以 Gothic 字體書寫的文本，此程式使用以下 6 種語言：

1. 舊式英文。

2. 舊式法文。

3. 舊式德文。

4. 舊式義大利文。

5. 舊式西班牙文。

6. 哥特式拉脫維亞文。

支援 Gothic 字型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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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需要安裝其他 Windows 字型，方可在辨識結果中以 Gothic 字體顯示文字。

ABBYY FineReader 支援以下 Gothic 字體文字：

1. Textur/Textualis — blackletter 字體。

2. Fraktur — 具有彎角筆畫的 blackletter 字體。

3. Schwabacher — 部分字母具有圓角筆畫的「broken」 字體。

如果未安裝 Gothic 字型，辨識結果將以 Arial、Times 或 Courier 顯示。

辨識以 Gothic 字體文字書寫文本的說明

如要辨識包含 Gothic 字體文本的文件，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OCR 編輯器」視窗中選擇 更多語言... （從主工具列上的「語言」下拉式清單中）。在語言編

輯器 開啟的對話中，選擇 手動指定 OCR 語言 選項，並從清單中指定適當 語言。然後按一

下「確定」。

 同時選擇數種識別語言（例如英文和古英文或德文和古德文）可能會對辨識結果帶來負面

影響。為避免負面影響，請僅指定將用於辨識 Gothic 文字的語言 。

 如需有關 OCR 編輯器啟動方式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啟動 OCR 編輯器 」。

2. 掃描或開啟影像。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取得文件 」。

3. 按一下 主工具列上的按鈕。

辨識結果會顯示在「文字」視窗中。

 如果來源文件係使用電腦安裝的支援字型 撰寫，則辨識結果將以 Gothic 字體顯示。否則，

將使用 Arial、Times 或 Courier顯示。

 如有需要，會變更結果的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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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適用文字。

2. 在內容功能表中，按一下 屬性該文字。

3. 在 文字屬性面板上，從清單中選擇適用字型。

文件文字將以指定字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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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援的介面語言

安裝 ABBYY FineReader 時，選定介面語言。 該語言將用於所有訊息、對話方塊、按鈕和功能表項

目。 若要變更介面語言，遵循下列說明：

1. 按一下 選項... 在 工具 開啟 選項 對話方塊，然後選擇 其他 標籤。

2.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 介面語言 選擇想要的語言。

3. 按一下  確定。

4. 重新啟動 ABBYY FineReader。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 23 種 GUI 語言：

· 英文 

· 保加利亞文 

· 匈牙利文 

· 越南文 

· 荷蘭文 

· 希臘文 

· 丹麥文 

· 西班牙文 

· 義大利文 

·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 韓文 

· 德文 

· 波蘭文 

· 葡萄牙文 (巴西) 

· 俄文 

· 斯洛伐克文 

· 土耳其文 

· 烏克蘭文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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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 

· 捷克文 

· 瑞典文  

· 日文 

戳記以及頁首與頁尾中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You can create stamps and Bates numbers that display the current date. Use the following tags in the

stamp manager or Bates number manager.

Tag Example

<d/> Date in short format 07.02.2013

<date/> Date in long format 7 February 2013

<t12/> Time in 12-hour format 9:22 PM

<t24/> Time in 24-hour format 21:22

<time/> Time in HH:MM:SS format 21:22:51

By default, the regional settings of your computer will determine the date and time formats. You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format. For example, <d=RUS/>, <date=USA/>, or <time=ENG/>. The result will

be immediately displayed in the preview pane.

Click here to see some examples

<d=USA/

>

2/7/2013

<d=ENG/

>

07/02/201

3

<d=RUS/

>

07.02.2013

<d=DEU/

>

07.02.2013

<d=FRA/

>

07/02/201

3

<d=ITA/> 07/02/2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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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 07/02/201

3

<d=NLD/

>

7-2-2013

<d=PO/> 07.02.2013

<d=HUN/

>

2013.02.07

<d=CZ/> 07.02.2013

<d=SL/> 7. 2. 2013

You can specify custom date and time formats.

Click here to see some examples

<date=USA %A/> Friday

<date=DEU %B, %Y/> February, 2013

<time %Hh %Mm/> 09h 22m

You can specify date and time formats using the <date/> and <time/> tags.

<date/> parameters

Example

Year

%y The year as a number from 01 to 99 (with leading zeros) 01

%#y The year as a number from 1 to 99 (no leading zeros) 1

%Y The year as a number from 0001 to 9999 (with leading zeros) 2013

%#Y The year as a number from 1 to 9999 (no leading zeros) 2013

Month

%b Abbreviated names of the months Feb

%B Full names of the months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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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he month as a number from 01 to 12 (with leading zeros) 02

%#m The month as a number from 1 to 12 (no leading zeros) 2

Day of month

%d The day as a number from 01 to 31 (with leading zeros) 07

%#d The day as a number from 1 to 31 (no leading zeros) 7

Day of week

%a Abbreviated names of the days Tu

%A Full names of the months Tuesday

<time/> parameters

Example

Hours

%H Hours in 24-hour format (from 00 to 23, with leading zeros) 07

%#H Hours in 24-hour format (from 0 to 23, no leading zeros) 7

%I Hours in 12-hour format (from 01 to 12, with leading zeros) 05

%#I Hours in 12-hour format (from 1 to 12, no leading zeros) 5

%p A.M./P.M. indication for 12-hour format* AM

Minutes and seconds

%M Minutes as a number from 00 to 59 (with leading zeros) 04

%#M Minutes as a number from 0 to 59 (no leading zeros) 4

%S Seconds as a number from 00 to 59 (with leading zeros) 04

%#S Seconds as a number from 0 to 59 (no leading zeros) 4

Additional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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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age symbol

Changing your regional settings

1.  按一下 開始 > 控制台 >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 

2. 在 Formats tab, select a  format to be used for date and time, or click選項 to create your

own date and time format.

 In Windows 10, click 開始  > PC Settings > Time and Language > Region and

langu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vailable only for the USA, ENG, HUN, and CZ regions.

正確的顯示用支援語言的文字所需的字型

OCR 語言 字型

阿布哈茲文 Arial Unicode MS(*)

阿瓦爾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Agul 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阿迪格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阿爾泰諸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阿拉伯文 Arial Unicode MS(*)

亞美尼亞文 (東部、西部、Grabar)* Arial Unicode MS(*)

巴什喀爾文* Arial Unicode MS(*) ，帕拉提諾排字

越南文 Arial Unicode MS(*)

加加烏孜文 Arial Unicode MS(*)

達爾格瓦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祖魯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希伯來文 Arial Unicode MS(*) , Aharoni, David, Levenim mt,

Miriam, Narkisim, 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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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第緒語 Arial Unicode MS(*)

印古什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卡巴爾達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Arial Unicode MS(*) ，宋體字型

例如：宋體 (方正超大字符集)、宋體 18030、新宋體。

Simhei, YouYuan, PMingLiU, MingLiU, Ming(for-

ISO10646), STSong

韓文，韓文 (朝鮮文) Arial Unicode MS(*) ，宋體字型

例如：宋體 (方正超大字符集)、宋體 18030、新宋體。

Simhei, YouYuan, PMingLiU, MingLiU, Ming(for-

ISO10646), STSong

科爾雅克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拉克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萊茲金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曼西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馬里文 Arial Unicode MS(*)

奧塞梯文 Arial Unicode MS(*)

俄文 (舊式拼字) Arial Unicode MS(*) ，帕拉提諾排字

塔巴薩蘭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塔吉克文 Arial Unicode MS(*) ，帕拉提諾排字

泰文 Arial Unicode MS(*)

烏德穆爾特文 Arial Unicode MS(*)

卡開斯文 Arial Unicode MS(*)

漢特文 Arial Unicode MS(*)

豪沙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車臣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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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文 Arial Unicode MS(*)

楚克奇文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亞庫茲克文 Arial Unicode MS(*)

日文 Arial Unicode MS(*) ，宋體字型

例如：宋體 (方正超大字符集)、宋體 18030、新宋體。

Simhei, YouYuan, PMingLiU, MingLiU, Ming(for-

ISO10646), STSong

尋找的目標/隨附內容

(*) Microsoft Office 2000 或更新版本

正則運算式

下表列出可用於建立自訂語言 字典的規則運算式。

項目名稱

傳統規則運

算式符號

使用範例和說明

任何字元 . c.t — 代表「cat，」「cot，」等。

群組中的字元 [] [b-d]ell — 代表「bell，」「cell，」「dell，」等。

[ty]ell — 代表「tell」與「yell」

非群組中的字元 [^] [^y]ell — 代表「dell，」「cell，」「tell，」但禁止「yell」

[^n-s]ell — 代表「bell，」「cell，」但禁止「nell，」「oell，」

「pell，」「qell，」「rell，」和「sell」

或 | c(a|u)t — 代表「cat」和「cut」

0 筆或更多相符 * 10* — 代表數字 1、10、100、1000 等

1 筆或更多相符 + 10+ — 允許數字 10、100、1000 等，但禁止 1

字母或數字 [0-9a-zA-Zа-

яА-Я]

[0-9a-zA-Zа-яА-Я] — 允許任何單一字元

[0-9a-zA-Zа-яА-Я]+ — 允許任何字詞

大寫拉丁字母 [A-Z]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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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寫拉丁字母 [a-z]  

大寫斯拉夫字母 [А-Я]  

小寫斯拉夫字母 [а-я]  

數字 [0-9]  

 @ 保留。

注意：

1. 若要將規則運算式符號當作一般字元使用，必須在前面加上反斜線。例如，[t-v]x+ 代表

tx、txx、txx、ux、uxx 等，而 \[t-v\]x+ 代表 [t-v]x、[t-v]xx、[t-v]xxx 等

2. 若要將規則運算式元素組成群組，請使用括弧。例如，(a|b)+|c 代表 c 或任何像

abbbaaabbb、ababab 等的組合。(可能有 a 和 b 的任何序號的任何非零長度的字詞)，而

a|b+|c 代表 a、c 和 b、bb、bbb 等。

範例

假如您在辨識一個包含三欄的表格：出生日期、姓名、電子郵件位址。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建立

兩種新語言、資料和位址，並為它們指定以下規則運算式。

日期的規則運算式：

數字代表可能由一位數字 (1、2 等) 或兩位數字 (02、12) 組成的日期，但不可為零 (00 或 0)。然

後，日期的規則運算式應看起來像：((|0)[1-9])|([1|2][0-9])|(30)|(31)。

月份的規則運算式應看起來像：((|0)[1-9])|(10)|(11)|(12)。

年份的規則運算式應看起來像：([19][0-9][0-9]|([0-9][0-9])|([20][0-9][0-9]|([0-9][0-9])。

現在，我們需要將所有這些組合起來並用句點隔開數字 (如 1.03.1999)。句點為規則運算式符號，

因此必須在之前放置反斜線 (\)。

然後，完整日期的規則運算式應看起來像：

((|0)[1-9])|([1|2][0-9])|(30)|(31)\.((|0)[1-9])|(10)|(11)|(12)\.((19)[0-9][0-9])|([0-9][0-9])|([20][0-9][0-9]|

([0-9][0-9])

電子郵件地址的規則運算式：

[a-zA-Z0-9_\-\.]+\@[a-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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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令行

您可使用指令行以將掃描文件、PDF 檔案、和影像檔案轉換為支援格式。您同時可使用它以啟動單

一文件其不同格式的兩版本對比，而無需特別開啟 OCR 編輯器或 ABBYY 對比文件。

如需使用指令行處理文件，請執行以下步驟：

1. 要開啟指令行介面請按Win+R按鍵組合。接著，在指令行中輸入「cmd」以及按OK。

2. 輸入指令行以進行您文件的轉換 或對比 ，以及按輸入鍵。ABBYY FineReader 對話視窗將

會出現在畫面中。其中包含進度列，還有任何相關的提示或警告。

3. 於文件處理後，將在適當的應用程式中開啟結果。

 如需儲存轉換結果 ，您將需要以手動啟動儲存程序。

章節內容：

· 轉換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 對比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 透過指令行儲存結果

· 指令行的 LangName 參數值

轉換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要開始將文件轉換為可編輯格式，請執行以下指令：

FineReaderOCR.exe <ImageSourceCommands> <RecognitionCommands> <ExportCommands>

FineReaderOCR.exe 程式安裝資料夾中 FineReaderOCR.exe 檔案的

路徑。

 如果完整路徑包含空格，請將其列入引號

中。

<ImageSourceCommands

> - 用於進行辨識的來源

文件

ImageFiles 影像檔案或 PDF 文件的路徑。

 可使用空格分隔檔案以指定數個檔案。如果

完整路徑包含空格，請將其列入引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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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SourceName] 從掃描器取得影像。SourceName 為您的掃描

器名稱。

 如果未指定 SourceName，則將預設使用最

近剛使用的掃描器。如果掃描器名稱包含空

格，請將其列入引號中。

<RecognitionCommands>

- 辨識參數

/lang LangName LangName 為辨識語言。

 如果未指定 LangName，則將預設使用最近

剛使用的語言。可使用空格分隔語言以指定數

個辨識語言。

 如需支援指令行辨識語言的清單，請參閱

指令行的 LangName 參數值 。

 如果已儲存在 OCR 專案資料夾中，您可指

定自訂辨識語言。要達成這一點，將兩個「@」

符號放在其名稱前，例如「@@ UserLang」。自

訂語言名稱不可包含非字母數字的符號例如

「!」或「@」。

<ExportCommands> - 辨

識結果匯出

/send Target Target 為辨識結果將送達的外部應用程式名

稱。以下列其中一項取代「Target」：

· MSWord - Microsoft Word；

· MSExcel - Microsoft Excel；

· OpenOffice - Apache OpenOffice；

· Mail - 您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結果所使

用的格視為 Microsoft Word）；

· Clipboard -剪貼簿；

· WebBrowser - 您的預設網路瀏覽器；

· PDFViewer -您的預設 PDF 檢視器；

· PowerPoint - Microsoft PowerPoin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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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指令：

“C:\Program Files (x86)\ABBYY FineReader 15\FineReaderOCR.exe” D:

\Documents\Guide_German.pdf /lang German /send MSWord

以上指令將使用 OCR 編輯器進行轉換並開啟 Microsoft Word 中的德文-語言 Guide_German.pdf 檔

案。

 有關自動儲存轉換結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程式啟動時使用指令行以儲存轉換結果 。

對比文件的指令行參數

要在 ABBYY 對比文件 中對比單一文件的兩個版本，請執行以下指令：

Comparator.exe /compare <ImageSourceCommands> <ComparisonCommands>

Comparator.exe /compare Comparator.exe 代表在程式安裝資料夾中

Comparator.exe 檔案的路徑。

<ImageSourceCommands>

- 要進行對比的文件

/file1:File_1 /file2:File_2 File_k 為文件的路徑。

 如果完整路徑包含空格，請將其列入引號

中。

<ComparisonCommands> -

對比設定

/lang:LangName LangName 為文件的語言。

 如果未指定 LangName，則將預設使用最

近剛使用的語言。可使用空格分隔語言以指

定數個辨識語言。

 如需支援指令行辨識語言的清單，請參閱

指令行的 LangName 參數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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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選項：

/recMode:RecognitionM

ode

PDF 辨識模式。以下列其中一項取代

「RecognitionMode」：

· UseOnlyPdfText - 僅使用來自 PDF 檔案的

文字。此模式在預設情況下已啟用（當未

指定 /recMode:RecognitionMode 選項

時）；

· AutoChoose - 自動選擇是否使用 OCR 或

PDF 文字；

· UseOnlyOCR - 使用 OCR。

 如需有關文件處理模式的更多資訊，請參

閱改善對比結果 。

其他選項：

/options:OptionsList

以一或多個以下選項取代 OptionsList （以

逗點分隔）：

· NoheadersFooters - 不搜尋標頭或標尾

（按照預設程式會搜尋標頭或標尾）；

· IgnorePunctDiff - 忽略標點符號（按照預

設程式會搜尋標點符號）；

· IgnoreOneLetterDiff - 忽略不超過一個字母

的差異標點符號（按照預設程式會搜尋拼

字錯誤）；

· UngroupDiff - 不對發現的差異進行分組，

包括內文文字、標頭和標尾中的差異（按

照預設程式會對差異進行分組）。

樣本指令：

“C:\Program Files (x86)\ABBYY FineReader 15\Comparator.exe” /compare /file1:D:

\Documents\Document1.pdf /file2:D:

\Documents\Document2.pdf /lang:French /recMode:AutoChoose /options:IgnorePunctDiff,UngroupDi

ff

以上指令將啟動進行法文語言文件 Document1.pdf 以及 Document2.pdf 的對比，以及會自動決定

是否使用 OCR 或文件文字。ABBYY 對比文件 會忽略所有標點符號差異，不會對發現的差異進行

分組。

 有關自動儲存轉換結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程式啟動時使用指令行以儲存轉換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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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指令行儲存結果

 需要適合的 ABBYY FineReader 授權。

在程式啟動時使用指令行以儲存轉換結果

要將任何掃描文件、PDF 檔案、和/或影像檔案轉換為可編輯格式，並儲存結果，請執行以下指

令：

FineCmd.exe <ImageSourceCommands> <RecognitionCommands> <ExportCommands>

<OtherCommands>

FineCmd.exe 程式安裝資料夾中 FineCmd.exe 檔案的路徑。

 如果檔案的完整路徑包含空格，請將其列

入引號中。

<ImageSourceCommands

> - 用於進行辨識的來源

文件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文件的指令

行參數 。

<RecognitionCommands>

- 辨識參數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文件的指令

行參數 。

<ExportCommands> - 儲

存結果

/out Out.Ext Out.Ext 為包含辨識結果的檔案的路經，其中

.Ext 為檔案副檔名。如果已存在使用此名稱的

檔案，該檔案名稱將會被修改。

 如需有關支援檔案格式的清單的完整清

單，請參閱支援文件格式 。

<OtherCommands> /report ReportFile 建立有關已完成轉換任務的報告。ReportFile

為報告檔案的路徑。

樣本指令：

“C:\Program Files (x86)\ABBYY FineReader 15\FineCmd.exe” D:\Documents\Document1.pdf /lang

French /out D:\Documents\Result.docx /report D:\Documents\ReportFile

上述指令將使用 OCR 編輯器將稱為 Document1.pdf 的法文語言檔案轉換和儲存為稱為

Result.docx 的檔案。並會建立稱為 ReportFile 的檔案。

在程式啟動時使用指令行以儲存對比結果

要對比一文件的兩個版本，請執行以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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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or.exe /compare <ImageSourceCommands> <ComparisonCommands>

<ExportCommands>

Comparator.exe /compare 程式安裝資料夾中 Comparator.exe 檔案的

路徑。

<ImageSourceCommands>

- 要進行對比的文件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用於對比文件的指令

行參數 。

<ComparisonCommands> -

對比設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用於對比文件的指令

行參數 。

<ExportCommands> - 儲存

結果

/saveFile:Out.Ext Out.Ext 為包含對比結果的檔案的路經，其

中 .Ext 為檔案副檔名。如果已存在使用此名

稱的檔案，該檔案名稱將會被修改。

 檔案副檔名應符合儲存結果模式格式。

 如需有關支援格式的完整清單，請參閱支

援文件格式 。

/saveMode:SaveMode 儲存對比結果模式。以下列其中一項取代

「SaveMode」：

· PdfDocument1 - 以 PDF 格式儲存第一文件

以及為每個差異新增註解；

· PdfDocument2 - 以 PDF 格式儲存第二文件

以及為每個差異新增註解；

· Word - 以儲存 Microsoft Word 表格儲存差

異清單。

樣本指令：

“C:\Program Files (x86)\ABBYY FineReader 15\Comparator.exe” /compare /file1:D:

\Documents\Document1.pdf /file2:D:

\Documents\Document2.pdf /lang:French /recMode:AutoChoose /options:IgnorePunctDiff,UngroupDi

ff /saveFile:D:\Documents\Comparison.docx /saveMode:Word

以上指令將啟動進行法文語言文件 Document1.pdf 以及 Document2.pdf 的對比。程式將自動決定

是否使用 OCR 或現有 PDF 文字。ABBYY 對比文件 會忽略所有標點符號差異，不會對發現的任何

差異進行分組，以及會把儲存對比結果存在稱為 Comparison.docx 的檔案中（以表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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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行的  LangName 參數值

以下為透過指令行執行 FineReader 時適用的辨識語言參數的數值清單。可用的對比語言以星號 (*)

標示。

· Abkhaz 

· Adyghe 

· Afrikaans 

· Agul 

· Albanian 

· Altaic 

· Arabic 

· ArmenianEastern 

· ArmenianGrabar 

· ArmenianWestern 

· Awar 

· Aymara 

· AzeriCyrillic 

· AzeriLatin* 

· Bashkir* 

· Basic 

· Basque 

· Belarusian 

· Bemba 

· Blackfoot 

· Breton 

· Bugotu 

· Bulgarian* 

· Bur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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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Catalan* 

· Chamorro 

· Chechen 

· Chemistry 

· ChinesePRC 

· ChineseTaiwan 

· Chukcha 

· Chuvash 

· Cobol 

· Corsican 

· CrimeanTatar 

· Croatian* 

· Crow 

· Czech* 

· Danish* 

· Dargwa 

· Digits 

· Dungan 

· Dutch* 

· DutchBelgian* 

· English* 

· EskimoCyrillic 

· EskimoLatin 

· Esperanto 

· Estonian* 



326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Even 

· Evenki 

· Faeroese 

· Fijian 

· Finnish* 

· Fortran 

· French* 

· Frisian 

· Friulian 

· GaelicScottish 

· Gagauz 

· Galician 

· Ganda 

· German* 

· GermanLuxembourg 

· GermanNewSpelling* 

· Greek 

· Guarani 

· Hani 

· Hausa 

· Hawaiian 

· Hebrew* 

· Hungarian* 

· Icelandic 

· Ido 

· Indon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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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ush 

· Interlingua 

· Irish 

· Italian* 

· Japanese 

· Java 

· Kabardian 

· Kalmyk 

· KarachayBalkar 

· Karakalpak 

· Kasub 

· Kawa 

· Kazakh 

· Khakas 

· Khanty 

· Kikuyu 

· Kirgiz 

· Kongo 

· Korean* 

· KoreanHangul* 

· Koryak 

· Kpelle 

· Kumyk 

· Kurdish 

· Lak 

· Lapp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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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n 

· Latvian* 

· Lezgin 

· Lithuanian* 

· Luba 

· Macedonian 

· Malagasy 

· Malay 

· Malinke 

· Maltese 

· Mansi 

· Maori 

· Mari 

· Mathematical 

· Maya 

· Miao 

· Minankabaw 

· Mohawk 

· Mongol 

· Mordvin 

· Nahuatl 

· Nenets 

· Nivkh 

· Nogay 

· NorwegianBokmal* 

· NorwegianNynor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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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anja 

· Occidental 

· Ojibway 

· Ossetic 

· Papiamento 

· Pascal 

· PidginEnglish 

· Polish* 

· PortugueseBrazilian* 

· PortugueseStandard* 

· Provencal 

· Quechua 

· RhaetoRomanic 

· Romanian* 

· RomanianMoldavia 

· Romany 

· Ruanda 

· Rundi 

· Russian* 

· RussianOldSpelling 

· RussianWithAccent 

· Samoan 

· Selkup 

· SerbianCyrillic 

· SerbianLatin 

· Sh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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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oux 

· Slovak* 

· Slovenian* 

· Somali 

· Sorbian 

· Sotho 

· Spanish* 

· Sunda 

· Swahili 

· Swazi 

· Swedish* 

· Tabassaran 

· Tagalog 

· Tahitian 

· Tajik 

· Tatar* 

· Thai 

· Tinpo 

· Tongan 

· TranscriptionEnglish 

· Tswana 

· Tun 

· Turkish* 

· Turkmen 

· TurkmenLatin 

· Tu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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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murt 

· UighurCyrillic 

· UighurLatin 

· Ukrainian* 

· UzbekCyrillic 

· UzbekLatin 

· Vietnamese* 

· Visayan 

· Welsh 

· Wolof 

· Xhosa 

· Yakut 

· Yiddish 

· Zapotec 

· Z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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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啟動和註冊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盜版軟體會損害軟體製造商和一般使用者的利益，使用非法產品無法保證安全。 合法軟體能確保

第三方無法將有害的程式碼加入到軟體中。 ABBYY 盡全力保護其智慧財產權與客戶的安全。

ABBYY 的軟體包含特殊的保護技術，可防止未與 ABBYY 達成授權合約的使用者非法使用軟體副

本。 若要不受任何限制的執行 ABBYY PDF Finereader，您需啟動它。

註冊是可選的，註冊的使用者享有某些優惠。

本章內容

· 系統要求

· 安裝和啟動 ABBYY FineReader

· 啟動 ABBYY FineReader

· 註冊 ABBYY FineReader

· 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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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要求

1. 作業系統： 

· Microsoft Windows 10 / 8.1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 2016 / 2012 R2

作業系統必須支援您為使用者介面選擇的語言。 

2. 1 GHz 或更快的 32 位 (x86) 或 64 位 (x64) 處理器的 SSE2 指令集。

3. 1 GB RAM (建議 4 GB)。

在多處理器系統中，每個額外的處理器還需要額外 512 MB RAM。

4. 用於安裝的 1.5 GB 可用磁碟空間和額外的 1.5 GB 的程式操作。

5. 支援解析度至少為 1024×768 的顯示卡和顯示器。

6. 網際網路連線，以啟用您的序號。

7. 鍵盤、滑鼠或其他指標裝置。

終端伺服器支援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已經用以下終端伺服器測試：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2016 2012 R2 (遠端桌面，RemoteApp 和遠端桌面網路存

取)

· Citrix Workspace App 1808 (使用 從一台伺服器情境存取的已安裝 應用程式），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

掃描器和多功能印表機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 TWAIN WIA 相容的掃描器和多功能印表機 (Mfps)。

 有關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支援的檔案格式清單，請參閱 支援的文件格式 。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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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和啟動 ABBYY FineReader

在一台電腦上安裝 ABBYY FineReader

1. 按兩下 Setup.exe 在安裝磁碟或其他分發媒體上的檔案。

2. 遵循啟動精靈的螢幕指示。

部署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在區域網路中

可在本機區域網路上安裝和使用 ABBYY FineReader*。 在本機區域網路上安裝 ABBYY FineReader

時，自動安裝方法速度更快，更靈活，因為無需在每個工作站上手動安裝程式。 

安裝包括兩個階段。 首先在伺服器上安裝程式。 從伺服器上，可使用以下四種方法的一種，將程

式安裝於工作站上：

·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 使用 Microsoft 系統中心組態管理員 (SCCM)

· 在互動模式下

· 手動形成命令行。

有關在工作站上安裝 ABBYY FineReader 的詳細資訊，使用授權管理員，並使用區域網路上的此

程式，請參閱 系統管理員指南。

啟動 ABBYY FineReader

若要啟動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按一下 開始 然後按一下 所有應用程式 >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在 Windows 10

中，按一下 開始  > 所有應用程式 然後按一下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 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檔案總管中的文件（一定要 是支援的格式 ）然後

按一下 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或 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然後選擇一種一

個轉換命令。

該功能不能用於某些版本的 ABBYY FineReader。 另請參閱：  ABBYY 網站 FineReader 頁面

（HTTP://www.ABBYY.com/FineReader/ ）一張版本清單和他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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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ABBYY FineReader

安裝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後，需啟動程式才能以完整模式執行。 除非您啟動 ABBYY

FineReader PDF 15，否则程式將以試用模式執行。您可以試用程式，但可以儲存的頁面有限制，

而且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停止工作。

若要啟動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1. 在 新建任務 視窗中按一下 說明 > 啟動...。

2. 鍵入您的 序號  或載入授權檔案（如果您有一個）。

選擇顯示在「啟動精靈」中的四個啟動選項中的一個：

· 透過網際網路啟動 

啟動是自動執行的，只需幾秒鐘就能完成。 此方法需要有效的網際網路連線。

· 透過 ABBYY 網站啟動

1. 按一下「啟動精靈」中的連結，開啟啟動頁面。

2. 複製 產品 ID  並將其貼到頁面上相應的欄位上。

3. 複製「啟動精靈」中的序號並將其貼到頁面上相應的欄位。

4. 將授權檔案儲存到您的硬碟上。

5. 按一下 下一步 並指定授權檔案的路徑。

6. 按一下 下一步。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將被啟動，從現在起將以完整模式執行。

· 透過電子郵件啓動

1. 該程式將產生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含有啟動所需的所有資訊。

2. 傳送電子郵件，而無需變更其內文文字和主旨。 您將收到包含授權檔案的回覆訊息。

3. 將授權檔案儲存到您的硬碟上。

4. 在「啟動精靈」中指定授權檔案的路徑。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將被啟動，從現在起將以完整模式執行。

· 透過其他電腦傳送的電子郵件啟動

1. 如果您無法在安裝它的電腦上啟動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例如：如果它沒有網際

網路連線或無法傳送電子郵件)，請選擇此啟動方法。

2. 儲存授權資訊至一個文字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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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可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的電腦上建立新的電子郵件訊息。 指定 啟動請求 在 主旨

欄位和 FineReader-activation@abbyy.com  在 收件者 名稱。

4. 複製文字檔案內容到電子郵件訊息中。 不做任何變更，以確保您的郵件被自動處

理，而且您能收到及時的回覆。

5. 傳送訊息。 您將收到包含授權檔案的回覆訊息。

6. 將授權檔案儲存到您的硬碟上。

7. 在「啟動精靈」中指定授權檔案的路徑。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將被啟動，從現在起將以完整模式執行。

一旦您啟動 ABBYY FineReader 後，您將能夠在同一台電腦上進行任意次數的安裝，而無需再次

啟動它。 然而，如果電腦的硬體設定有了重大變更，硬碟被格式化或重新安裝其作業系統，您可

能需要獲取授權檔案並再次啟動 ABBYY FineReader。

註冊  ABBYY FineReader

我們邀請您註冊您的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副本並領取提供給註冊使用者的特殊津貼。 註冊

是可選的。

您可以註冊您的 ABBYY FineReader 的副本：

· 啟動您的產品副本時，請提供您的聯絡資訊。

 在啟動過程中，如果您選擇不啟動 ABBYY FineReader，在以後任何方便的時候您也能

註冊。

· 透過按一下 說明 > 註冊... 並在註冊對話方塊中提供您的聯絡資訊

· 透過在 ABBYY 網站上 完成註冊過程 （HTTPs://www.abbyy.com/）。

註冊的使用者可享受以下優惠：

1. 免費的 技術支援 。*

2.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便於擷取螢幕擷取畫面並在螢幕上識別文字的應用程式。

3. 如果您的序號遺失了，一中恢復方式是 (例如當重新安裝您的作業系統時)。

如果您表示同意在註冊過程中接收通知，我們也會向您傳送有關產品更新和新版本的通

知，

* 另請參閱：  方塊 技術支援頁面 （HTTPs://www.abbyy.com/en-us/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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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隱私權

我們尊重您的隱私權，且將盡最大努力來保護您的資訊。我們將根據本隱私權政策所述的保密

條件，以收集、處理及使用接收自您的任何資料。

只有當您選擇產品註冊對話方塊內的相應選項，並表示您同意接收來自我們的此類資訊時，我

們才會傳送包含產品新聞、定價資訊、特殊優惠與其他公司產品資訊的電子郵件訊息。您可以隨

時要求我們從郵寄清單中刪除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錄

本章內容

· 術語表

· 鍵盤快速鍵

術語表

ABBYY Fin e Re ade r 任務 是程式為了處理文件需要執行的一組連續步驟。 ABBYY FineReade r P DF 15 包

括大量的最常見的文件處理需求的內建任務。 使用者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自訂任務。 可以在新任務視窗中啟

動內建的任務。

ABBYY Screenshot Reader 是一種應用程式，可以讓使用者建立螢幕擷取畫面並辨識其中的文字。

ABBYY 熱資料夾 ABBYY Hot Folde r 是排程代理程式，允許使用者選取具有影像的資料夾並指定處理此資料

夾中影像的時間。 ABBYY FineReade r 將會自動處理選定資料夾中的影像。

ADF （自動進紙器）是能自動饋送文件至掃描器的裝置。 具有自動進紙器的掃描器不需要手動介入即可掃描多

頁面。ABBYY FineReade r 能夠處理多頁面的文件。

ADRT (適應性文件辨識技術) 是可提升轉換多頁文件品質的技術。 例如，它能夠辨識諸如標題、標頭與標尾、腳

註、頁碼及簽章等元素。

dpi （每英吋點數）用於測量影像解析度。

OCR （光學字元辨識）是一種技術，使電腦讀取文字，偵測圖像、表格和其他格式的元素。

OCR 專案 由 ABBYY FineReade r 建立，用於處理文件的專案。 它包含文件頁面的影像、所辨識的文字（如果

有）及程式設定。

OCR 專案選項在對話方塊中可選擇的選項集合 選項 選項（按一下 工具 > 選項... 以開啟此對話方塊）。 這

些選項也包括使用者語言和模式。 OCR 專案選項可以儲存，然後用於其他 OCR 專案。

Omn ifon t 系統 是沒有事先訓練，可辨識任何字型之字元的辨識系統。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是廣泛使用的文件格式。 由於其包含的文字、字型和圖形的詳細說明，P DF 文件無論在

任何電腦上顯示，看起來都是一樣。

PDF 安全性設定 是避免開啟、編輯、複製或列印 PDF 文件的限制。 這些設定包括文件開啟密碼、

權限密碼和加密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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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de 是國際編碼標準，由 Unicode  Cons ortium  (Unicode , Inc .) 開發。 該標準提供了可輕鬆進行擴展的

16 位元編碼系統，用於編碼來自幾乎所有當代語言的符號。 它指定了如何編碼符號，決定在編碼過程中應使用

何種演算法和字元屬性。

標

標記的 P DF 是包含邏輯部分、圖像和表格等文件結構資訊的 P DF 文件。 該結構透過 P DF 標籤進行編碼。 帶

此類標籤的 P DF 檔案可以回流以適應不同大小的螢幕，在手持裝置中顯示良好。

一般

回到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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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主要形式 是字詞的「字典」形式（字典項目的詞條通常以主要形式給出）。

亮

亮度 是反映影像白色程度的影像參數。 增加亮度會使影像變得更白。 指定合適的亮度值有助於提高辨識品質。

另請參閱：  掃描提示 。

分

分隔符號 是可分隔字詞 (例如，/、\、破折號) 並由空格從字詞本身分開的符號。

區

區域 是影像上被邊框所包圍，且包含某類型資料的部分。 執行 OCR 之前，ABBYY FineReade r 會偵測文字、

圖片、表格和條碼區域，以決定要辨識哪一個影像區域及辨識次序。

區域範本 是包含區域尺寸和位置資訊的範本，這些區域位於外觀相似的文件內。

反

反相影像 是在陰暗背景列印白色字元的影像。

合

合成詞 是由兩個或更多現有字詞組成的字詞。 在 ABBYY FineReade r 中， 合成詞 是程式在其字典中查不

到，但其所構成的兩個或更多詞幹能在字典中查到的字詞。

啟

啟用 是從 ABBYY 獲得特殊代碼的程序，能讓使用者在特定電腦上以完整模式使用產品副本。

啟用中區域 是可刪除、移動或修改影像的目前已選取區域。 若要啓用某個區域，請按一下它。 包圍啟用中區

域的框架為粗體，且有可拖曳變更區域大小的小方括弧。

圖

圖像區域 是包含影像的影像區域。 此類區域可以包含實際圖片或將顯示為圖片的其他任何物件（如文字部

分）。

字

字型效果 是一種字型（如粗體、斜體、底線、刪除線、下標、上標、小寫）的外觀。

字碼頁 是建立字元與字元代碼間相互關係的表格。 使用者可從字碼頁中選取所需的可用字元。

回到頁首

序

序號 是當您購買了程式時收到的獨有的編號。 在啟動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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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彩色模式 決定是否保留文件顏色。 黑白影像會產生更小的 OCR 專案，且處理速度更快。

忽

忽略的字元 是任何在字詞中找到的非字母的字元 (例如音節字元或重音符號)。 拼字檢查時，忽略這些字元。

捷

捷徑功能表 在某項（如文件的空白部分或某區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時出現的功能表。

掃

掃描器 是將影像輸入電腦的裝置。

掃描模式 是決定是否必須以黑白、灰色或彩色色階掃描影像的掃描參數。

授

授權管理員 是一個公用程式，用於管理 ABBYY FineReade r 授權和啟動 ABBYY FineReade r P DF 15 企

業。

支

支援 ID 是序號的唯一識別碼，它包含有關授權及使用該授權之電腦的資訊。 支援 ID 提供額外的保護，在提供

技術支援之前由技術支援人員檢查。

文

文件分析 是識別包含多種資料類型的文件和區域邏輯結構的過程， 可以自動或手動方式進行文件分析。

文件開啓密碼 防止使用者開啟 PDF 文件的密碼，除非使用者鍵入作者指定的密碼。

文件類型 是一個參數，用於通知程式如何列印原始文字（例如，用雷射印表機、用打字機等）。 雷射印表機列印

的文字，請選擇 自動， 用打字機列印的文字，請選擇 打字機， 傳真，請選擇 傳真。

文字區域 是包含文字的影像區域。 文字區域應僅包含單欄文字。

回到頁首

條

條碼區域 是包含條碼的影像區域。

模

模式 是平均字元影像和其各自名稱之間關聯的集合。 在特定文字中訓練 ABBYY FineReade r 時，會建立模

式。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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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密碼 是可防止其他使用者列印和編輯 PDF 文件的密碼，除非他們鍵入作者指定的密碼。 如

果選取文件的部份安全性設定，其他使用者無法變更這些設定，除非他們鍵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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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產品 ID 在給定電腦上啟動 ABBYY FineReade r 時，基於硬體設定而自動產生的參數。 它不包含任何個人資

訊或關於軟體或儲存在您的電腦上的資料。

禁

禁止使用的字元 禁止使用的字元是您認為絕對不會在要辨識文字中出現的字元。 指定禁止使用的字元可提升

OCR 的速度及品質。

等

等寬字型 是平均劃分所有字元空間的字型 (例如 Courie r New)。 有關等寬字型更好的 OCR 結果，OCR 在對

話方塊 選項 對話方塊中選擇 打字機 在 文件類型 選項。

範

範例 是字詞的所有文法形式的集合。

縮

縮寫詞 i完整單詞或片語的簡短形式（例如，使用 MS-DOS  表示 Mic ros oft Dis k Ope ra ting Sys tem，UN 表示

United Na tions  等）。

置

置信度低的字元 是程式可能未正確辨識的字元。

置信度低的字詞 是包含一個或多個置信度低字元的字詞。

回到頁首

背

背景圖像區域 是一個影像區域，包含一張印有文字的圖像。

自

自動化工作：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的任務管理元件，可讓您建立、設定與啟動 ABBYY

FineReader 任務。

表

表格區域 是包含以表格形式的資料的影像區域。 當程式讀取這類區域時，它會在區域內繪製垂直與水平分隔

符號以形成表格。 此區域會在輸出文字中形成表格。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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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 是以每英吋點數 (dpi) 為單位的掃描參數。 300 dpi 的解析度應用於字型大小為 10pt 或更大的文字，

400 至 600 dpi 適合字型較小的文字 (9pt 或更小)。

訓

訓練 訓練是在字元影像和字元本身間建立一直的過程。另請參閱：  如果您列印的文件包含非標準字型 。

辨

辨識區域 是 ABBYY FineReade r 應自動分析的影像區域。

連

連字 是兩個或更多黏合字元的組合（如 fi、fl、ffi）。 ABBYY FineReade r 很難將這些字元分開。 將它們一個字元

處理可提高 OCR 準確性。

選擇性的連字號 是一種連字號 (¬)  當字詞或字詞組合出現在行尾而需要分割時，表示應分割的確實位置的

連字號 (¬ ) (例如，「autoform a t」應分割成「auto」和「form a t」)。 ABBYY FineReade r 可取代在具有選擇性的連

字號的字典字詞中找到的所有連字號。

鍵

鍵盤快速鍵 是按下時可引發特定行為的按鍵或按鍵組合。 使用熱鍵可明顯提升您的生產力。

頁

頁眉和頁腳 頁眉和頁腳是頁面上邊距或下邊距的影像或文字。 頁眉位於頁面的頂部，而頁腳位

於頁面的底部。

頁面配置 是頁面上文字、表格、圖片、段落和欄的排列。 字型、字型大小、字型顏色、文字背景和文字方向也屬

於頁面配置的一部分。

驅

驅動程式 是控制電腦週邊裝置的軟體程式（例如掃描器、螢幕等）。

回到頁首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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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

ABBYY FineReader 提供了以下鍵盤快速鍵，用於最常用的命令。

· 「新建任務」視窗

· OCR 編輯器

· PDF 編輯器

· ABBYY 對比文件

「新建任務」視窗

· 檔案  功能表

· 編輯  功能表

· 工具  功能表

· 說明  功能表

檔案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新增 PDF 文件

Ctrl+N

開啟 PDF 文件...

Ctrl+O

在 OCR 編輯器開啟... Ctrl+R

掃描至 OCR 編輯器

Ctrl+S

新增 OCR 專案

Ctrl+Shift+N

開啟 OCR 專案...

Ctrl+Shift+O

結束

Ctrl+Q

編輯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上移

Alt+↑

下移

Alt+↓

34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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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Del

全選

Ctrl+A

尋找最近文件

Ctrl+F

工具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選項...

Ctrl+>

說明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說明

F1

OCR 編輯器

· 檔案  功能表

· 編輯  功能表

· 檢視  功能表

· 辨識  功能表

· 區域  功能表

· 工具  功能表

· 說明  功能表

· 一般情況

檔案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新工作...

Ctrl+N

開啟影像...

Ctrl+O

掃描頁面...

Ctrl+K

345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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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頁面影像為... Ctrl+Alt+S

關閉

Ctrl+W

新增 OCR 專案

Ctrl+Shift+N

開啟 OCR 專案...

Ctrl+Shift+O

儲存 OCR 專案...

Ctrl+Shift+S

以電子郵件傳送文件 Ctrl+M

以電子郵件傳送影像 Ctrl+Alt+M

列印文字 Ctrl+P

列印影像 Ctrl+Alt+P

結束

Ctrl+Q

編輯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復原

Ctrl+Z

重複

Ctrl+Y

剪下

Ctrl+X

識別並複製文字

Ctrl+C

複製區域為影像

Ctrl+Shift+C

貼上

Ctrl+V

刪除

Del

全選

Ctrl+A

取消選取

Ctrl+Shift+A

刪除頁面...

Ctrl + 倒退鍵

刪除區域和文字

Ctrl+Del

刪除文字

Ctrl+Shift+C

向右旋轉頁面 Ctrl+Shi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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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旋轉頁面 Ctrl+Shift+<

編輯頁面影像...

Ctrl+I

尋找...

Ctrl+F

查找下一個

F3

取代...

Ctrl+H

檢視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顯示導覽窗格

F5

顯示縮放窗格 Ctrl+F5

僅影像窗格

F6

影像和文字窗格

F7

僅文字窗格

F8 

下一個窗格

Ctrl+Tab

上一個窗格

Ctrl+Shift+Tab

放大

Ctrl++

縮小

Ctrl+-

最適合

Ctrl+0

移至頁碼... Ctrl+G

移至下一頁 Ctrl+↓

移至上一頁 Ctrl+↑

移至第一頁 Ctrl+Home

移至上一頁 Ctrl+End

關閉頁面

Ctrl+F4

識別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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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所有頁面

Ctrl+Shift+R

辨識頁面

Ctrl+R

分析所有頁面

Ctrl+Shift+E

分析頁面

Ctrl+E

驗證文字...

Ctrl+F7

下一個錯誤

Alt+↓

上一個錯誤

Alt+↑

將文本標記為已驗證

Ctrl+T

區域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辨識區域

Ctrl+Shift+B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文字 Ctrl+2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表格 Ctrl+3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圖像 Ctrl+4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背景圖片 Ctrl+6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條碼 Ctrl+5

將區域類型變更為 辨識區域 Ctrl+1

工具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檢視字典...

Ctrl+Alt+D

編校模式

Ctrl+Shift+H

Hot Folder

Ctrl+Shift+F

選項...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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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說明

F1

一般情況

命令 快速鍵

將已選文字區段標示為 粗體 Ctrl+B

將已選文字區段標示為 斜體 Ctrl+I

已使用底線選擇的 文字區段 Ctrl+U

前往表格儲存格 箭頭鍵

切換到 頁面窗格 Alt+1

切換到 影像窗格 Alt+2

切換到 文字窗格 Alt+3

切換到 縮放窗格 Alt+4

您也可以在 OCR 編輯器中建立您自己的 OCR 編輯器 。

若要使用 OCR 編輯器建立一個快速鍵：

1. 開啟 自訂工具列和捷徑 對話方塊 檢視 > 工具列 > 自訂...。

2. 在 鍵盤快捷鍵 標籤上，在欄位中選擇 類別 名稱。

3. 在 命令 欄位中，選擇要為其指定鍵盤快速鍵的命令。

4. 將游標置於欄位中 按新設定的快捷鍵 按一下使用此命令的鍵。

5. 按一下 指定。 選取的鍵組合將被新增到 目前的捷徑 名稱。

6. 按一下 確定 以儲存變更。

7. 若要快捷返回到它們的預設值，請按一下 重設 （適用於已選擇的命令類別） 或 全部

重設 （適用於所有快速鍵）。

PDF 編輯器

· 檔案  功能表

166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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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功能表

· 檢視  功能表

· 工具  功能表

· 說明  功能表

檔案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新工作...

Ctrl+N

開啟...

Ctrl+O

儲存

Ctrl+S

儲存為 PDF 文件... Ctrl+Shift+S

關閉文件

Ctrl+W

辨識文件

Ctrl+Shift+R

列印...

Ctrl+P

結束

Ctrl+Q

***返回頁首

編輯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復原

Ctrl+Z

重複

Ctrl+Y

剪下

Ctrl+X

複製

Ctrl+C

作為副本區域 影像 Ctrl+C

作為副本區域 文字 Ctrl+Shift+C

作為副本區域 表格 Ctrl+Alt+C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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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

Ctrl+V

刪除

Del

全選

Ctrl+A

從檔案新增頁面... Ctrl+Shift+O

從掃描器新增頁面... Ctrl+Shift+A

向右旋轉頁面 Ctrl+Shift+A

向左旋轉頁面 Ctrl+Shift+<

刪除頁面...

Ctrl + 倒退鍵

新增書簽...

按 Ctrl+D

尋找...

Ctrl+F

查找下一個

F3

***返回頁首

檢視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顯示導覽窗格

F5

搜尋 F9

數位簽章

F8 

顯示 PDF 工具

F6

顯示註解窗格

F7

放大

Ctrl++

縮小

Ctrl+-

最適合

Ctrl+0

實際大小

Ctrl+8

適合寬度

Ctrl+9

移至頁碼... Ct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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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頁

Ctrl+↓

上一頁

Ctrl+↑

第一頁

首頁

最後一頁

結束

上一步

Alt+←

前進

Alt+→

單頁檢視

Ctrl+1

單頁滾動

Ctrl+2

雙頁檢視

Ctrl+3

雙頁滾動

Ctrl+4

全螢幕

F11

***返回頁首

工具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編輯文字和圖片

Ctrl+E

文字方塊

Ctrl+T

新增備註

Ctrl+M

反白顯示

Ctrl+H

加底線

Ctrl+U

刪除線

Ctrl+K

插入文字

Ctrl+J

搜尋和標記 F9

編校模式

Ctrl+R

選項...

Ctrl+>

***返回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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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說明

F1

ABBYY 對比文件

· 檔案  功能表

· 編輯  功能表

· 檢視  功能表

· 比較  功能表

· 說明  功能表

檔案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新對比

Ctrl+N

開啟文件...

Ctrl+O

關閉文件

Ctrl+W

儲存...

Ctrl+S

結束

Ctrl+Q

***返回頁首

編輯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復原

Ctrl+Z

重複

Ctrl+Y

選擇所有差異

Ctrl+A

***返回頁首

353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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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放大檢視

Ctrl++

縮小檢視

Ctrl+-

適合寬度

Ctrl+0

下一頁

Ctrl+↓

上一頁

Ctrl+↑

比較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對比文件

Ctrl+R

下一個差異

Ctrl+→

上一個差異

Ctrl+←

忽略差異

Del

說明功能表

命令 快速鍵

說明

F1

***返回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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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

若您對於 ABBYY FineReader 使用方式有任何疑問，且無法透過「使用者手冊」與「說明」中提供的

資訊獲得解答，請檢閱 ABBYY 知識庫中的「常見問答集」一節。

若仍無法找到問題的答案，請聯絡 ABBYY 技術支援服務。您可在 https://support.abbyy.com 中使

用線上表單建立新的支援票證。請在票證中述明您的問題，我們的專家將竭誠樂意地為您提供協

助。

技術問題方面，請將系統報告檔案附加到您的支援票證中。若要產生系統報告，請按一下 說明 >

關於 > 系統資訊... > 保存...。

若您由於某些原因無法產生系統報告，請在支援票證中提供下列資訊：

· 您所用版本的序號或支援 ID  (按一下 說明 > 關於 > 授權資訊，以尋找所用產品版本

的序號)；

· 您所用版本的組建編號 (按一下 說明 > 關於)；

· 您的 Windows 版本；

· 其他任何您認為相關的資訊。

在您聯絡 ABBYY 技術支援服務前，請確保檢查並安裝您 ABBYY FineReader 版本的最新可用更新。

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說明 > 檢查更新。

 技術支援僅針對已註冊的使用者提供，且受「產品生命週期」與「技術支援政策」所規範。若要註

冊您的產品版本，請造訪我們的網站，或在產品中按一下 說明 > 註冊...。

協力廠商軟體

This document contains licenses and notices for open source software used in this product. With respect to the free/open

source software listed in this documen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at legaloperations@abbyy.com.

In your requests please include the following reference number “FR15 for Win, R9 – 30.09.2021”

v8

Copyright 2014 the V8 project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all parts of V8 that are not externally maintained libraries.  The externally maintained

libraries used by V8 are:

  - PCRE test suite, located in test/mjsunit/third_party/regexp-pcre/regexp-pcre.js.  This is based on the

    test suite from PCRE-7.3, which is copyrigh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Google, Inc.  The copyright notice

    and license are embedded in regexp-pcre.js.

  - Layout tests, located in test/mjsunit/third_party/object-keys.  These are based on layout tests from webkit.org

     which are copyrighted by Apple Computer, Inc. and released under a 3-clause BSD license.

  - Strongtalk assembler, the basis of the files assembler-arm-inl.h,

    assembler-arm.cc, assembler-arm.h, assembler-ia32-inl.h,

    assembler-ia32.cc, assembler-ia32.h, assembler-x64-inl.h,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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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er-x64.cc, assembler-x64.h, assembler-mips-inl.h,

    assembler-mips.cc, assembler-mips.h, assembler.cc and assembler.h.

    This code is copyrighted by Sun Microsystems Inc. and released under a 3-clause BSD license.

  - Valgrind client API header, located at src/third_party/valgrind/valgrind.h

    This is released under the BSD license.

  - The Wasm C/C++ API headers, located at third_party/wasm-api/wasm.{h,hh}

    This is relea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The API's upstream prototype implementation also formed the basis

    of V8's implementation in src/wasm/c-api.cc.

These libraries have their own licenses; we recommend you read them, as their terms may differ from the terms below.

Further licens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in LICENSE files located in sub-directories.

Copyright 2014, the V8 project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Google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SharePoint Server 2013 Client Components SDK

The Software accompanied by this documentation contains redistributable parts of SharePoint Server

2013 Client Components SDK.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is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 or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Licensed under the terms of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Developer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Microsoft Windows SDK for Windows 7

Portions utilize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Technologies.  Copyright (c) 2006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this components or its parts,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MICROSOFT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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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FOR WINDOWS 7 and .NET FRAMEWORK 4, a copy of which is

attached below for reference.

“These license terms are an agreement between Microsoft Corporation (or based on where you live,

one of its affiliates) and you.  

Please read them.  They apply to the software named above, which includes the media on which you

received it, if any.  The terms also apply to any Microsoft updates, supplements, Internet-based

servi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this software, unless other terms accompany those items.  If so, those

terms apply.BY USING THE SOFTWARE, YOU ACCEPT THESE TERMS.  IF YOU DO NOT ACCEPT THEM,

DO NOT USE THE SOFTWARE. If you comply with these license terms, you have the rights below.

1. INSTALLATION AND USE RIGHTS.  

a. Installation and Use.  You may install and use any number of copies of the software on your devices

to design, develop and test your programs that run on a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urther, you may install, use and/or deploy via a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or as part of a desktop

image, any number of copies of the software on computer devices within your internal corporate

network to design, develop and test your programs that run on a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Each copy must be complete, including all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notices.  You must require

end users to agree to the terms that protect the software as much as these License terms.

b. Included Microsoft Programs.  The software contains other Microsoft programs.  These license terms

apply to your use of those programs. 

2. ADDITION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OR USE RIGHTS.

a. Distributable Code.  The software contains code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distribute in programs

you develop if you comply with the terms below.

i. Right to Use and Distribute. The code and text files listed below are “Distributable Code.”        

REDIST.TXT Files.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object code form of code listed in REDIST.TXT

files, plus any files listed on the REDIST list located at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

LinkID=185268&clcid=0x409.         

Sample Code.  You may modif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source and object code form of code marked

as “sample.” Sample Code for Microsoft Bing Maps AJAX Control.  The software contains sample code

that makes use of the Bing Maps AJAX Control.  Your use and access of the Bing Maps AJAX Control is

subject to the “Microsoft Bing Maps Platform API’s Terms of Use” which is located at: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85267&clcid=0x409.         

Microsoft Merge Modules.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unmodified output of Microsoft Merge

Modules.   

Third Party Distribution. You may permit distributors of your programs to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Distributable Code as part of those programs.

ii.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  

For any Distributable Code you distribute, you must add significant primary functionality to it in your

programs; 

• for any Distributable Code having a filename extension of .lib, distribute only the results of running

such Distributable Code through a linker with your application;

• distribute Distributable Code included in a setup program only as part of that setup program

without modification;

• require distributors and external end users to agree to terms that protect it at least as much as this

agreement; ·

• display your valid copyright notice on your programs; 

• for Distributable Code from the Windows Media Services SDK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include in

your program’s Help-About box (or in another obvious place if there is no box) the following

copyright notice:“ Portions utilize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Technologies.  Copyright (c) 2006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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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demnify, defend, and hold harmless Microsoft from any claims, including attorneys’ fees,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r use of your programs.

iii. Distribution Restrictions.  You may not alter any copyright, trademark or patent notice in the

Distributable Code; use Microsoft’s trademarks in your programs’ names or in a way that suggests your

programs come from or are endorsed by Microsoft; distribute Distributable Code to run on a platform

other than the Windows platform; include Distributable Code in malicious, deceptive or unlawful

programs; or modify or distribute the source code of any Distributable Code so that any part of it

becomes subject to an Excluded License.  An Excluded License is one that requires, as a condition of

use, modification or distribution, that the code be disclosed or distributed in source code form; or

others have the right to modify it.

b. Additional Functionality.  Microsoft may provide additional functionality for the software.  Other

license terms and fees may apply.

3. INTERNET-BASED SERVICES.  Microsoft provides Internet-based services with the software.  It may

change or cancel them at any time. You may not use this service in any way that could harm it or

impair anyone else’s use of it.  You may not use the service to try to gain unauthorized access to any

service, data, account or network by any means.

4. Scope of License. The software is licensed, not sold. This agreement only gives you some rights to

use the software.  Microsoft reserves all other rights.  Unless applicable law gives you more righ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you may use the software only a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this agreement.  In

doing so, you must comply with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software that only allow you to use it

in certain way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licensing/userights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userights. 

You may not work around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softwar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or

disassemble the software, except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applicable law expressly permi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make more copies of the software than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llowed by

applicable law,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publish the software for others to copy; rent, lease or lend the

software; or use the software for commercial software hosting services.

5. BACKUP COPY.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the software. You may use it only to reinstall the

software.

6. DOCUMENTATION. Any person that has valid access to your computer or internal network may copy

and use the documentation for your internal, reference purposes.

7. TRANSFER TO A THIRD PARTY. The first user of the software may transfer it, and this agreement,

directly to a third party.  Before the transfer, that party must agree that 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the

transfer and use of the software.  The first user must uninstall the software before transferring it

separately from the device.  The first user may not retain any copies.

8.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software is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software.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9. SUPPORT SERVICES. Because this software is “as is,” we may not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for it.

10. Entir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and the terms for supplements, updates, Internet-based

servi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that you use, are the entire agreement for the software and support

services.

11. Applicabl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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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ted States.  If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tate law gover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nd applies to claims for breach of it, regardless of conflict of laws

principles.  The laws of the state where you live govern all other claims, including claims under stat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and in tort.

b.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in any other country, the laws of that country

apply.

12. Legal Effect. This agreement describes certain legal rights. You may have other rights under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You may also have rights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y from whom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hange your rights under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f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do not permit it to do so.

13. Disclaimer of Warranty. The software is licensed “as-is.” You bear the risk of using it.  Microsoft

gives no express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conditions.  You may have additional consumer rights under

your local laws which this agreement cannot chang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your local laws,

Microsoft excludes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

infringement.

14. Limitation on and Exclusion of Remedies and Damages. You can recover from Microsoft and its

suppliers only direct damages up to U.S. $5.00.  You cannot recover any other damages,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lost profits, special, indirect or incidental damages. This limitation applies to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services, content (including code) on third party Internet sites, or third party

programs; and claim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 of warranty, guarantee or condition, strict liability,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It also applies even if Microsoft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amages. The abov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because your country may not allow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incidental,

consequential or other damages”.

Bad Script (font)

Designed by Roman Shchyukin from Gaslight.

Licensed under the SIL OPEN FONT LICENSE Version 1.1 - 26 February 2007 SIL OPEN FONT LICENSE

(OFL-1.1) | Open Source Initiative (further, the SIL Open Font License)

 

Miama Nueva Medium (font)

Copyright (c) 2016-03-13, Linus Romer  

Copyright (c) 2016-03-13, Linus Romer  

 

This Font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SIL Open Font License

 

Pecita (font)

Copyright (c) 2011-05-12—2015-09-22, Pecita (Pecita.net), 

This Font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SIL Open Font License

v8/fdlibm

Copyright (C) 1993-2004 by Sun Micro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eveloped at SunSoft, a Sun Microsystems, Inc. business.

Permission to use,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this



360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software is freely granted, provided that this notice

is preserved. 

v8/Strongtalk

Copyright (c) 1994-2006 Sun Micro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Sun Microsystems or the names of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Little CMS, Little CMS (for Pdfium)

Copyright (c) 1998-2020 Marti Maria Saguer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Anti-Grain Geometry (for Pdfium)

Copyright (C) 2002-2005 Maxim Shemanarev (http://www.antigr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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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jinja2 (for Pdfium)

Copyright 2007 Pallets

Copyright (c) 2009 by the Jinja Team, see AUTHORS for more details.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bigint (for Pdfium)

// Copyright 2014 PDFium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governed by a BSD-style license that can be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Original code by Matt McCutchen, see the LICENSE file.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libjpeg-turbo (for PDFium), lib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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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right (C) 1991-1997, Thomas G. Lane.

 * libjpeg-turbo Modifications:

 * Copyright (C) 2019, D. R. Commander.

This software is based in part on the work of the Independent JPEG Group.The IJG (Independent JPEG

Group) License applies to the libjpeg API library and associated programs (any code inherited from

libjpeg, and any modifications to that code.)

This software is copyright (C) 1991-2020, Thomas G. Lane, Guido Vollbeding.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specified below.

This software is the work of Tom Lane, Guido Vollbeding, Philip Gladstone,

Bill Allombert, Jim Boucher, Lee Crocker, Bob Friesenhahn, Ben Jackson,

Julian Minguillon, Luis Ortiz, George Phillips, Davide Rossi, Ge' Weij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Independent JPEG Group.

LEGAL ISSUES

============

In plain English:

1. We don't promise that this software works.  (But if you find any bugs,

   please let us know!)

2. You can use this software for whatever you want.  You don't have to pay us.

3. You may not pretend that you wrote this software.  If you use it in a

   program, you must acknowledge somewhere in your documentation that

   you've used the IJG code.

In legalese:

The authors make NO WARRANTY or representation,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with respect to this software, its quality, accuracy,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you,

its user, assume the entire risk as to its quality and accuracy.

This software is copyright (C) 1991-2020, Thomas G. Lane, Guido Vollbeding.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specified below.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to use,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this

software (or portions thereof)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fee, subject to these

conditions:

(1) If any part of the source code for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then this

README file must be included, with this copyright and no-warranty notice

unaltered; and any additions, deletions, or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files

must be clearly indicated in accompanying documentation.

(2) If only executable code is distributed, then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ation must state that "this software is based in part on the work of

the Independent JPEG Group".

(3) Permission for use of this software is granted only if the user accept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the authors accept

NO LIABILITY for damages of any kind.

These conditions apply to any software derived from or based on the IJG code,

not just to the unmodified library.  If you use our work, you ought to

acknowledg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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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on is NOT granted for the use of any IJG author's name or company name in advertising or

publicity relating to this software or products derived from

it.  This software may be referred to only as "the Independent JPEG Group's

software".

We specifically permit and encourage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as the basis of

commercial products, provided that all warranty or liability claims are

assumed by the product vendor.

The Modified (3-clause) BSD License. This license covers the TurboJPEG API library and associated

programs, as well as the build system. 

Copyright (C)2009-2020 D. R. Commander.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2015 Viktor Szathmáry.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libjpeg-turbo Project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The zlib License. This license is a subset of the other two, and it covers the libjpeg-turbo SIMD

extensions. 

   The ZLIB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Copyright (C)2015 Viktor Szathmáry.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JPEG (for Pdfium)

 * Copyright (c) 2002-2014,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Belgium

 * Copyright (c) 2002-2014, Professor Benoit Macq

 * Copyright (c) 2003-2014, Antonin Descampe

 * Copyright (c) 2003-2009, Francois-Olivier Devaux

 * Copyright (c) 2005, Herve Drolon, FreeImag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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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right (c) 2002-2003, Yannick Verschueren

 * Copyright (c) 2001-2003, David Janssens

 * Copyright (c) 2011-2012, Centre National d'Etudes Spatiales (CNES), France 

 * Copyright (c) 2012, CS Systemes d'Information, France

 * Copyright (c) 2002-2014,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Belgium

 * Copyright (c) 2002-2014, Professor Benoit Macq

 * Copyright (c) 2003-2014, Antonin Descampe

 * Copyright (c) 2003-2009, Francois-Olivier Devaux

 * Copyright (c) 2005, Herve Drolon, FreeImage Team

 * Copyright (c) 2002-2003, Yannick Verschueren

 * Copyright (c) 2001-2003, David Janssens

 * Copyright (c) 2011-2012, Centre National d'Etudes Spatiales (CNES), France 

 * Copyright (c) 2012, CS Systemes d'Information, France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libpng (for Pdfium), libpng

 * Copyright (c) 1995-2019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Authors.

 * Copyright (c) 2018-2019 Cosmin Truta.

 * Copyright (c) 2000-2002, 2004, 2006-2018 Glenn Randers-Pehrson.

 * Copyright (c) 1996-1997 Andreas Dilger.

 * Copyright (c) 1995-1996 Guy Eric Schalnat, Group 42, Inc.

COPYRIGHT NOTIC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

PNG Reference Library License version 2

---------------------------------------

 * Copyright (c) 1995-2019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Authors.

 * Copyright (c) 2018-2019 Cosmin Truta.

 * Copyright (c) 2000-2002, 2004, 2006-2018 Glenn Randers-Pehrson.

 * Copyright (c) 1996-1997 Andreas Dilger.

 * Copyright (c) 1995-1996 Guy Eric Schalnat, Group 42, Inc.

The software is suppli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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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itl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s, or

anyone distributing the software, be liable for any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to use,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this software, or portions hereof,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fe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3. This Copyright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or altered source distribution.

PNG Reference Library License version 1 (for libpng 0.5 through 1.6.35)

-----------------------------------------------------------------------

libpng versions 1.0.7, July 1, 2000, through 1.6.35, July 15, 2018 are

Copyright (c) 2000-2002, 2004, 2006-2018 Glenn Randers-Pehrson, are

derived from libpng-1.0.6,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1.0.6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Simon-Pierre Cadieux

    Eric S. Raymond

    Mans Rullgard

    Cosmin Truta

    Gilles Vollant

    James Yu

    Mandar Sahastrabuddhe

    Google Inc.

    Vadim Barkov

and with the following additions to the disclaimer:

    There is no warranty against interference with your enjoyment of

    the library or against infringement.  There is no warranty that our

    efforts or the library will fulfill any of your particular purposes

    or needs.  This library is provided with all faults, and the entire

    risk of satisfactory quality, performance, accuracy, and effort is

    with the user.

Some files in the "contrib" directory and some configure-generated

files that are distributed with libpng have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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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leased under other open source licenses.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is supplied "AS IS".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disclaim all warranties,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of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assume no liability for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use of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to use,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this

source code, or portions hereof,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fe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urce cod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2. Altered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urce.

 3. This Copyright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or altered source distribution.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specifically permit,

without fee, and encourage the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as a component

to supporting the PNG file format in commercial products.  If you use

this source code in a product, acknowledgment is not required but would

be appreciated.

libtiff (for Pdfium)

Copyright (c) 1988-1997 Sam Leffler

Copyright (c) 1991-1997 Silicon Graphics, Inc.

Copyright (c) 1988-1997 Sam Leffler

Copyright (c) 1991-1997 Silicon Graphics, Inc.

Permission to use, copy, modify, distribute, and sell this software and

its documentation for any purpose is hereby granted without fee, provided

that (i)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in

a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nd (ii) the names of

Sam Leffler and Silicon Graphics may not be used in any advertising or

publicity relating to the software without the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Sam Leffler and Silicon Graphics.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AND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IMPLIED

OR OTHERWIS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SHALL SAM LEFFLER OR SILICON GRAPHICS BE LIABLE OR

ANY SPECIAL, INCIDENT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F ANY KIND,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OR NOT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DAMAGE,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IS SOFTWARE.

zlib (for Pdf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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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1995-2017 Jean-loup Gailly and Mark Adler

/* zlib.h -- interface of the 'zlib' general purpose compression library

  version 1.2.11, January 15th, 2017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Jean-loup Gailly        Mark Adler

  jloup@gzip.org          madler@alumni.caltech.edu

FreeType (for Pdfium)

  The FreeType  Project is copyright (C) 1996-2000  by David Turner,

  Robert Wilhelm, and Werner Lemberg.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specified below.

 Portions of this software are copyright © <2019> The FreeType Project (www.freetyp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reeType Project LICENSE docs/FTL.TXT master FreeType / FreeType GitLab (further the FreeType

Project License)

ICU -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for Unicode (for Pdfium)

Copyright © 1991-2020 Unicod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Copyright © 2016 and later Unicode, Inc. and ot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91-2021 Unicod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Use in https://www.unicode.org/copyright.html.

ICU 58 and later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e Unicode data files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the "Data Files") or Unicode software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are furnished to do so, provided that either

(a) this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with all copies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or

(b) this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in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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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FILES AND SOFTWARE ARE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HOLDERS INCLUDED IN THIS NOTICE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IOUS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a copyright holder

shall not be used in advertising or otherwise to promote the sal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s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without prior

writte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PDFium

Copyright 2014 PDFium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Google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FreeType

Copyright (C) 2006-2021 by

David Turner, Robert Wilhelm, and Werner Lemberg.

Portions of this software are copyright © 2009 The FreeType Project (www.freetyp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under The FreeType Project LICENSE

CUDA Runtime 

© 2007-2020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Agreement for NVIDIA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is available at

https://docs.nvidia.com/cuda/eula/index.html#nvidia-driver-license

Adobe mapping-resources-pdf

Copyright 1990-2019 Adob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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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Adob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Copyright 1990-2019 Adobe.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Adob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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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Adobe cmap resources 

Copyright 1990-2019 Adobe.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Adob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Copyright 1990-2019 Adobe.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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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her the name of Adob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ICU -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for Unicode

Copyright © 1991-2020 Unicod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Use in https://www.unicode.org/copyright.html.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e Unicode data files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the "Data Files") or Unicode software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are furnished to do so, provided that either

(a) this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with all copies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or

(b) this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in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THE DATA FILES AND SOFTWARE ARE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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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HOLDERS INCLUDED IN THIS

NOTICE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IOUS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a copyright holder

shall not be used in advertising or otherwise to promote the sal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se Data Files or Software without prior

writte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OpenCV

Copyright (C) 2000-2019,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2009-2011, Willow Garag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2009-2016,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2010-2013,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2015-2016, OpenCV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2015-2016, Itseez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rd party copyrights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s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nor the names of the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copyright holders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Inte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ntel® IPP) Library 2020

Copyright (c) 2020 Intel Corporation.

Intel Simplified Software License (Version February 2020)

Copyright (c) 2020 Intel Corporation.

Use and Redistribution. You may use and redistribute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without

modification, provid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in the

Software and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Intel nor the names of its supplie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No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of this Software is per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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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patent license. Intel grants you a world-wide,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license under patents

it now or hereafter owns or controls to make, have made, use, import, offer to sell and sell (“Utilize”)

this Software, but solely to the extent that any such paten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Software alone.

The patent licens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ombinations which include this software. No hardware per

se is licensed hereunder.

Third party programs. The Software may contain Third Party Programs. “Third Party Programs” are

third party software, open source software or other Intel software listed in the “third-party-

programs.txt” or other similarly named text file that is included with the Software. Third Party

Programs, even if inclu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oftware, may be governed by separate license

term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open source software notices and terms,

and/or other Intel software license terms. These separate license terms may govern your use of the

Third Party Programs.

DISCLAIMER.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RE DISCLAIMED. THIS SOFTWARE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SYSTEMS OR APPLICATIONS WHERE FAILURE OF THE SOFTWARE MAY CAUSE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AND YOU AGREE THAT YOU ARE FULLY RESPONSIBLE FOR ANY

CLAIMS, COSTS, DAMAGES, EXPENSES, AND ATTORNEYS’ FEES ARISING OUT OF ANY SUCH USE,

EVEN IF ANY CLAIM ALLEGES THAT INTEL WAS NEGLIGENT REGARDING THE DESIGN OR

MANUFACTURE OF THE MATERIAL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IN NO EVENT WILL INTEL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INTEL HARMLESS AGAINST ANY CLAIMS AND EXPENSES

RESULTING FROM YOUR USE OR UNAUTHORIZED USE OF THE SOFTWARE.

No support. Intel may make changes to the Softwar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obligated

to support, update or provide training for the Software.

Termination. Intel may terminate your right to use the Software in the event of you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and you fail to cure the breach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eedback. Should you provide Intel with comments, modifications, corrections, enhancements or other

input (“Feedback”)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Intel will be free to use, disclose, reproduce, license or

otherwise distribute or exploit the Feedback in it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any obligations or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licensing

obligations.

Compliance with laws.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your use,

transfer, import or export (or prohibition thereof) of the Software.

Governing law. All disputes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tate

of Delaware without reference to conflict of law principles and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or federal courts sitting in the State of Delaware, and each party agrees that it submits to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venue of those courts and waives any objec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1980)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and will

not apply to th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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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names and brands may be claimed as the property of others.

ICU -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for Unicode

ICU License - ICU 1.8.1 and later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NOTICE

Copyright (c) 1995-200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and ot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provided that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in a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hat both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appear in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HOLDERS INCLUDED IN THIS NOTICE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IOUS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IS SOFTWARE.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a copyright holder shall not be used in advertising or

otherwise to promote the sal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is Software without prior writte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Vulkan SDK Version 1.1.130.0

https://vulkan.lunarg.com/software/license/vulkan-1.1.130.0-linux-license-summary.txt 

The Vulkan SDK 

Only the following portions of the Vulkan SDK are contained in the Software:

(for Windows)

./Include/vulkan/GLSL.std.450.h,GLSL.std.450.h,MIT,

./Include/vulkan/spirv.h,spirv.h,MIT,

./Include/vulkan/spirv.hpp,spirv.hpp,MIT,

./Include/vulkan/spirv.hpp11,spirv.hpp11,Apache-2.0,

./Include/vulkan/spirv.json,spirv.json,Apache-2.0,

./Include/vulkan/spirv.lua,spirv.lua,Apache-2.0,

./Include/vulkan/spirv.py,spirv.py,Apache-2.0,

./Include/vulkan/vk_icd.h,vk_icd.h,Apache-2.0,

./Include/vulkan/vk_layer.h,vk_layer.h,Apache-2.0,

./Include/vulkan/vk_platform.h,vk_platform.h,Apache-2.0,

./Include/vulkan/vk_sdk_platform.h,vk_sdk_platform.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h,vulkan.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hpp,vulkan.hpp,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android.h,vulkan_android.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core.h,vulkan_core.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fuchsia.h,vulkan_fuchsia.h,Apach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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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vulkan/vulkan_ggp.h,vulkan_ggp.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ios.h,vulkan_ios.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macos.h,vulkan_macos.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metal.h,vulkan_metal.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vi.h,vulkan_vi.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wayland.h,vulkan_wayland.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win32.h,vulkan_win32.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xcb.h,vulkan_xcb.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xlib.h,vulkan_xlib.h,Apache-2.0,

./Include/vulkan/vulkan_xlib_xrandr.h,vulkan_xlib_xrandr.h,Apache-2.0,

(for Linux)

./x86_64/include/vulkan/vk_icd.h,vk_icd.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k_layer.h,vk_layer.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k_platform.h,vk_platform.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k_sdk_platform.h,vk_sdk_platform.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h,vulkan.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hpp,vulkan.hpp,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android.h,vulkan_android.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core.h,vulkan_core.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fuchsia.h,vulkan_fuchsia.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ggp.h,vulkan_ggp.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ios.h,vulkan_ios.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macos.h,vulkan_macos.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metal.h,vulkan_metal.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vi.h,vulkan_vi.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wayland.h,vulkan_wayland.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win32.h,vulkan_win32.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xcb.h,vulkan_xcb.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xlib.h,vulkan_xlib.h,Apache-2.0,

./x86_64/include/vulkan/vulkan_xlib_xrandr.h,vulkan_xlib_xrandr.h,Apache-2.0,

(for MacOS)

./macOS/include/vulkan/vk_icd.h,vk_icd.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k_layer.h,vk_layer.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k_platform.h,vk_platform.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k_sdk_platform.h,vk_sdk_platform.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h,vulkan.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hpp,vulkan.hpp,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android.h,vulkan_android.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core.h,vulkan_core.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fuchsia.h,vulkan_fuchsia.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ggp.h,vulkan_ggp.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ios.h,vulkan_ios.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macos.h,vulkan_macos.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metal.h,vulkan_metal.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vi.h,vulkan_vi.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wayland.h,vulkan_wayland.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win32.h,vulkan_win32.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xcb.h,vulkan_xcb.h,Apache-2.0,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xlib.h,vulkan_xlib.h,Apache-2.0,



376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macOS/include/vulkan/vulkan_xlib_xrandr.h,vulkan_xlib_xrandr.h,Apache-2.0.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Portion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MIT licens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Khronos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or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Materials"),

to deal in the Materials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Materials,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Materials are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Materials.

MODIFICATIONS TO THIS FILE MAY MEAN IT NO LONGER ACCURATELY REFLECTS KHRONOS

STANDARDS. THE UNMODIFIED, NORMATIVE VERSIONS OF KHRONOS SPECIFICATIONS AND

HEADER INFORMATION ARE LOCATED AT https://www.khronos.org/registry/

THE MATERIALS ARE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TERIALS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MATERIALS.

Intel Math Kernel Library 2018 

Intel Simplified Software License (Version April 2018)

Copyright (c) 2018 Intel Corporation.

Use and Redistribution. You may use and redistribute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without

modification, provid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in the

Software and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Intel nor the names of its supplie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No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of this Software is permitted.

Limited patent license. Intel grants you a world-wide,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license under patents

it now or hereafter owns or controls to make, have made, use, import, offer to sell and sell (“Utilize”)

this Software, but solely to the extent that any such paten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Software alone.

The patent licens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ombinations which include this software. No hardware per

se is licensed hereunder.

Third party and other Intel programs. “Third Party Programs” are the files listed in the “third-party-

programs.txt” text file that is included with the Software and may include Intel program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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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 license terms. Third Party Programs, even if inclu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terials, are

governed by separate license terms and those license terms solely govern your use of those programs.

DISCLAIMER.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RE DISCLAIMED. THIS SOFTWARE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SYSTEMS OR APPLICATIONS WHERE FAILURE OF THE SOFTWARE MAY CAUSE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AND YOU AGREE THAT YOU ARE FULLY RESPONSIBLE FOR ANY

CLAIMS, COSTS, DAMAGES, EXPENSES, AND ATTORNEYS’ FEES ARISING OUT OF ANY SUCH USE,

EVEN IF ANY CLAIM ALLEGES THAT INTEL WAS NEGLIGENT REGARDING THE DESIGN OR

MANUFACTURE OF THE MATERIAL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IN NO EVENT WILL INTEL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INTEL HARMLESS AGAINST ANY CLAIMS AND EXPENSES

RESULTING FROM YOUR USE OR UNAUTHORIZED USE OF THE SOFTWARE.

No support. Intel may make changes to the Softwar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obligated

to support, update or provide training for the Software.

Termination. Intel may terminate your right to use the Software in the event of you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and you fail to cure the breach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eedback. Should you provide Intel with comments, modifications, corrections, enhancements or other

input (“Feedback”)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Intel will be free to use, disclose, reproduce, license or

otherwise distribute or exploit the Feedback in it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any obligations or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licensing

obligations.

Compliance with laws.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your use,

transfer, import or export (or prohibition thereof) of the Software.

Governing law. All disputes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tate

of Delaware without reference to conflict of law principles and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or federal courts sitting in the State of Delaware, and each party agrees that it submits to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venue of those courts and waives any objec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1980)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and will not apply to the Software.

*Other names and brands may be claimed as the property of others.

libcxxabi (llvm-project) 

University of Illinois/NCSA Open Source License Copyright (c) 2009-2019 by the contributors listed in

CREDITS.TXT All rights reserved.

D: Minor patches and fixes

N: Jon Roelofs

E: jonathan@jroelofs.com

E: jroelofs@jroelofs.com

D: ARM EHABI Unwind & Exception Handling, Bare-metal

N: Nico Weber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378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llvm-libcxxabi

Copyright (c) 2009-2015 by the contributors listed in CREDITS.TXT

All rights reserved.

Developed by:

    LLVM Te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http://llvm.org

===================================================================

========

LLVM Release License

=========================================

University of Illinois/NCSA

Open Source License

Copyright (c) 2003-2019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All rights reserved.

Developed by:

    LLVM Te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http://llvm.org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with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s.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s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s of the LLVM Te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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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NTRIBUT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WITH THE SOFTWARE.

===================================================================

===========

Copyrights and Licenses for Third Party Software Distributed with LLVM:

===================================================================

===========

The LLVM software contains code written by third parties.  Such software will

have its own individual LICENSE.TXT file in the directory in which it appears.

This file will describe the copyrights, license, and restrictions which apply

to that code.

The disclaimer of warranty i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Open Source License

applies to all code in the LLVM Distribution, and nothing in any of the

other licenses gives permission to use the names of the LLVM Team or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The following pieces of software have additional or alternate copyrights, licenses, and/or restrictions:

Program             Directory

-------             ---------

Google Test         llvm/utils/unittest/googletest

OpenBSD regex       llvm/lib/Support/{reg*, COPYRIGHT.regex}

pyyaml tests        llvm/test/YAMLParser/{*.data, LICENSE.TXT}

ARM contributions   llvm/lib/Target/ARM/LICENSE.TXT

md5 contributions   llvm/lib/Support/MD5.cpp llvm/include/llvm/Support/MD5.h

Downloads are available at: https://releases.llvm.org/

Inte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ntel® IPP) 2018

Copyright (c) 2018 Intel Corporation. 

 

Use and Redistribution.  You may use and redistribute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without

modification, provid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in the

Software and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Intel nor the names of its supplie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No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of this Software is permitted. 

 

Limited patent license.  Intel grants you a world-wide,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license under patents

it now or hereafter owns or controls to make, have made, use, import, offer to sell and sell (“Utilize”)

this Software, but solely to the extent that any such paten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Softwar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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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ent licens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ombinations which include this software.  No hardware per

se is licensed hereunder. 

 

Third party and other Intel programs.  “Third Party Programs” are the files listed in the “third-party-

programs.txt” text file that is included with the Software and may include Intel programs under

separate license terms. Third Party Programs, even if inclu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terials, are

governed by separate license terms and those license terms solely govern your use of those

programs.  

 

DISCLAIMER.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RE DISCLAIMED. THIS SOFTWARE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SYSTEMS OR APPLICATIONS WHERE FAILURE OF THE SOFTWARE MAY CAUSE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AND YOU AGREE THAT YOU ARE FULLY RESPONSIBLE FOR ANY

CLAIMS, COSTS, DAMAGES, EXPENSES, AND ATTORNEYS’ FEES ARISING OUT OF ANY SUCH USE,

EVEN IF ANY CLAIM ALLEGES THAT INTEL WAS NEGLIGENT REGARDING THE DESIGN OR

MANUFACTURE OF THE MATERIAL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IN NO EVENT WILL INTEL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INTEL HARMLESS AGAINST ANY CLAIMS AND EXPENSES

RESULTING FROM YOUR USE OR UNAUTHORIZED USE OF THE SOFTWARE. 

 

No support.  Intel may make changes to the Softwar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obligated

to support, update or provide training for the Software. 

 

Termination. Intel may terminate your right to use the Software in the event of you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and you fail to cure the breach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eedback.  Should you provide Intel with comments, modifications, corrections, enhancements or

other input (“Feedback”)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Intel will be free to use, disclose, reproduce, license

or otherwise distribute or exploit the Feedback in it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any obligations or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licensing

obligations. 

 

Compliance with laws.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your use,

transfer, import or export (or prohibition thereof) of the Software. 

 

Governing law.  All disputes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tate of Delaware without reference to conflict of law principles and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or federal courts sitting in the State of Delaware, and each party agrees that it

submits to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venue of those courts and waives any objec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1980)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and will not apply to the Software. 

 

*Other names and brands may be claimed as the property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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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

The writers list is published on http://eigen.tuxfamily.org/index.php?

title=Main_Page#Contributing_to_Eigen

The source code version of Eigen may be found at https://github.com/eigenteam/eigen-git-mirror

Licensed under the Mozilla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0 at Mozilla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0 (further the

MPL).

MICROSOFT XML CORE  SERVICES (MSXML) 6.0

The Software accompanied by this documentation addresses parts of MICROSOFT XML CORE

SERVICES (MSXML) 6.0.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is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 or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Licensed under the terms of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Developer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Portions of this software contain Microsoft softwar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MICROSOFT XML CORE SERVICES (MSXML) 6.0 which license terms are given below. 

“…They apply to the software named above, which includes the media on which you received it, if any.

The terms also apply to any Microsoft updates, supplements, Internet-based servi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this software, unless other terms accompany those items. If so, those terms apply. By using

the software, you accept these terms. If you do not accept them, do not use the software. If you

comply with these license terms, you have the rights below. 

1. INSTALLATION AND USE RIGHTS. You may install and use any number of copies of the software on

your devices. 

2. ADDITION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OR USE RIGHTS. 

a. Distributable Code. You are permitted to distribute the software in programs you develop if you

comply with the terms below. 

i. Right to Use and Distribute. The software is “Distributable Code.” Distributable Code.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object code form of the software. You may not modify the software, and your

programs must include a complete copy of the software, including set-up. Third Party Distribution. You

may permit distributors of your programs to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Distributable Code as part of

those programs. 

ii.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 For any Distributable Code you distribute, you must add significant

primary functionality to it in your programs; require distributors to agree to terms that protect it at

least as much as this agreement; display your valid copyright notice on your programs; and indemnify,

defend, and hold harmless Microsoft from any claims, including attorneys’ fees,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r use of your programs. 

iii. Distribution Restrictions. You may not alter any copyright, trademark or patent notice in the

Distributable Code; use Microsoft’s trademarks in your programs’ names or in a way that suggests your

programs come from or are endorsed by Microsoft; distribute Distributable Code to run on a platform

other than the Windows platform; or include Distributable Code in malicious, deceptive or unlawful

programs. 

3. Scope of License. The software is licensed, not sold. This agreement only gives you some rights to

use the software. Microsoft reserves all other rights. Unless applicable law gives you more righ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you may use the software only a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this agreement. In

doing so, you must comply with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software that only allow you to u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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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ertain way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licensing/userights. You may not

disclose the results of any benchmark tests of the software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Microsoft’s prior

written approval; work around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softwar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or

disassemble the software, except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applicable law expressly permi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make more copies of the software than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llowed by

applicable law,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publish the software for others to copy; rent, lease or lend the

software; or use the software for commercial software hosting services. 

4. BACKUP COPY.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the software. You may use it only to reinstall the

software. 

5. DOCUMENTATION. Any person that has valid access to your computer or internal network may copy

and use the documentation for your internal, reference purposes. 

6. TRANSFER TO A THIRD PARTY. The first user of the software may transfer it and this agreement

directly to a third party. Before the transfer, that party must agree that 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the

transfer and use of the software. The first user must uninstall the software before transferring it

separately from the device. The first user may not retain any copies. 

7.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software is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software.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8. SUPPORT SERVICES. Because this software is “as is,” we may not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for it. 9.

Entir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and the terms for supplements, updates, Internet-based servi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that you use, are the entire agreement for the software and support services. 

10. Applicable Law. 

a. United States. If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tate law gover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nd applies to claims for breach of it, regardless of conflict of laws

principles. The laws of the state where you live govern all other claims, including claims under stat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and in tort. 

b.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in any other country, the laws of that country

apply. 

11. Legal Effect. This agreement describes certain legal rights. You may have other rights under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You may also have rights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y from whom you acquired the

software.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hange your rights under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f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do not permit it to do so. 

12. Disclaimer of Warranty. The software is licensed “as-is.” You bear the risk of using it. Microsoft

gives no express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conditions. You may have additional consumer rights under

your local laws which this agreement cannot chang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your local laws,

Microsoft excludes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

infringement. 

13. Limitation on and Exclusion of Remedies and Damages. You can recover from Microsoft and its

suppliers only direct damages up to U.S. $5.00. You cannot recover any other damages,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lost profits, special, indirect or incidental damages. This limitation applies to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services, content (including code) on third party Internet sites, or third party

programs; and claim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 of warranty, guarantee or condition, strict liability,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It also applies even if Microsoft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amages. The abov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because your country may not allow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incidental,

consequential or other damages”.

Intel Math Kernel Library 2017 

Copyright © 2017 Intel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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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under the Intel Simplified Software License 

libyaml

Copyright (c) 2006-2016 Kirill Simonov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GDCM

Copyright (c) 2006-2016 Mathieu Malaterre

Copyright (c) 1993-2005 CREATIS

(CREATIS =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Applications en Traitement de 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name of Mathieu Malaterre, or CREATIS, nor the names of any contributors (CNRS, INSERM,

UCB, Universite Lyon I),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LibPNG

libpng versions 1.0.7, July 1, 2000 through 1.6.23, June 9, 2016 are

Copyright (c) 2000-2002, 2004, 2006-2016 Glenn Randers-Pehrso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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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ed from libpng-1.0.6,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1.0.6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Simon-Pierre Cadieux

   Eric S. Raymond

   Mans Rullgard

   Cosmin Truta

   Gilles Vollant

   James Yu

and with the following additions to the disclaimer:

   There is no warranty against interference with your enjoyment of the

   library or against infringement.  There is no warranty that our

   efforts or the library will fulfill any of your particular purposes

   or needs.  This library is provided with all faults, and the entire

   risk of satisfactory quality, performance, accuracy, and effort is with

   the user.

Some files in the "contrib" directory and some configure-generated

files that are distributed with libpng have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are released under other open source licenses.

libpng versions 0.97, January 1998, through 1.0.6, March 20, 2000, are

Copyright (c) 1998-2000 Glenn Randers-Pehrson, are derived from

libpng-0.96,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0.96,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Tom Lane

   Glenn Randers-Pehrson

   Willem van Schaik

libpng versions 0.89, June 1996, through 0.96, May 1997, are

Copyright (c) 1996-1997 Andreas Dilger, are derived from libpng-0.88,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0.88,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John Bowler

   Kevin Bracey

   Sam Bushell

   Magnus Holmgren

   Greg Roelofs

   Tom Tanner

Some files in the "scripts" directory have other copyright owners

but are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libpng versions 0.5, May 1995, through 0.88, January 1996, are

Copyright (c) 1995-1996 Guy Eric Schalnat, Group 42, Inc.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pyright and license, "Contributing Authors"

is defined as the following set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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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as Dilger

   Dave Martindale

   Guy Eric Schalnat

   Paul Schmidt

   Tim Wegner

сохранить файл png.h и уведомление: 

COPYRIGHT NOTIC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If you modify libpng you may insert additional notic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is sentence.

This code is released under the libpng license.

libpng versions 1.0.7, July 1, 2000 through 1.6.23, June 9, 2016 are

Copyright (c) 2000-2002, 2004, 2006-2016 Glenn Randers-Pehrson, are

derived from libpng-1.0.6,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1.0.6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Simon-Pierre Cadieux

   Eric S. Raymond

   Mans Rullgard

   Cosmin Truta

   Gilles Vollant

   James Yu

and with the following additions to the disclaimer:

   There is no warranty against interference with your enjoyment of the

   library or against infringement.  There is no warranty that our

   efforts or the library will fulfill any of your particular purposes

   or needs.  This library is provided with all faults, and the entire

   risk of satisfactory quality, performance, accuracy, and effort is with

   the user.

Some files in the "contrib" directory and some configure-generated

files that are distributed with libpng have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are released under other open source licenses.

libpng versions 0.97, January 1998, through 1.0.6, March 20, 2000, are

Copyright (c) 1998-2000 Glenn Randers-Pehrson, are derived from

libpng-0.96,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0.96,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Tom Lane

   Glenn Randers-Pehrson

   Willem van Schaik

libpng versions 0.89, June 1996, through 0.96, May 1997, are

Copyright (c) 1996-1997 Andreas Dilger, are derived from libpng-0.88,

and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disclaimer and license as

libpng-0.88, wit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l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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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ng Authors:

   John Bowler

   Kevin Bracey

   Sam Bushell

   Magnus Holmgren

   Greg Roelofs

   Tom Tanner

Some files in the "scripts" directory have other copyright owners

but are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libpng versions 0.5, May 1995, through 0.88, January 1996, are

Copyright (c) 1995-1996 Guy Eric Schalnat, Group 42, Inc.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pyright and license, "Contributing Authors"

is defined as the following set of individuals:

   Andreas Dilger

   Dave Martindale

   Guy Eric Schalnat

   Paul Schmidt

   Tim Wegner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is supplied "AS IS".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disclaim all warranties,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of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assume no liability for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use of the PNG

Reference Library,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to use,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this

source code, or portions hereof,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fe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urce cod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2. Altered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urce.

  3. This Copyright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or altered source distribution.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Group 42, Inc. specifically permit, without

fee, and encourage the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as a component to

supporting the PNG file format in commercial products.  If you use this

source code in a product, acknowledgment is not required but would be

appreciated.

jsoncpp

Copyright (c) 2007-2010 Baptiste Lepilleur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387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BRISK

BRISK - Binary Robust Invariant Scalable Keypoints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of[1] Stefan

Leutenegger,Margarita Chli and Roland Siegwart, BRISK:    Binary Robust Invariant Scalable Keypoi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ICCV2011).

Copyright (C) 2011  The Autonomous Systems Lab (ASL), ETH Zurich,Stefan Leutenegger, Simon Lynen

and Margarita Chli.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ASL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AGAST++

Copyright (c) 2010, Elmar Mair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own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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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FAST detector

Copyright (c) 2006, 2008, 2009, 2010 Edward Rosten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libmv (SURF detector)

Copyright (c) 2007, 2008, 2009 libmv authors.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STASM

Copyright (C) Stephen Milb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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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Agreement For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Licensed under the 3-clause BSD License

The 3-Clause BSD License | Open Source Initiative (further the 3-clause BSD License)

AKAZE

  Copyright (c) 2013, Pablo Fernandez Alcantarilla, Jesus Nuevo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KAZE

Copyright (c) 2012, Pablo Fernández Alcantarilla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PCRE

Copyright(c) 2009-2016 Zoltan Herczeg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BSD" LICENCE



390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or the names of any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zlib-CRC32 constants

Copyright (C) 1995-2013 Jean-loup Gailly and Mark Adler

zlib.h -- interface of the 'zlib' general purpose compression library 

  version 1.2.8, April 28th, 2013 

  Copyright (C) 1995-2013 Jean-loup Gailly and Mark Adler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Jean-loup Gailly        Mark Adler 

  jloup@gzip.org          madler@alumni.caltech.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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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Glyph List License 

Copyright (c) 1997,1998,2002,2007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documentation

file to use, copy,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documentation, and to permit

others to do the same, provided that:

- No modification, editing or other alteration of this document is allowed; and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f the

documentation.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documentation

file, to create their own derivative works from the content of this document to use, copy,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the derivative works, and to permit others to do the same, provided

that the derived work is not represented as being a copy or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Adob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ny party for any loss of revenue or profit or for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consequential, or other similar damages, whether based on tor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negligence or strict liability), contract or other legal or equitable grounds even if Adobe has been

advised or had reason to know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The Adobe materials are provided

on an "AS IS" basis. Adobe specifically disclaims all express, statutory, or implied warranties relating to

the Adobe material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concerning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of any third party rights regarding the Adobe materials.

Zxing - Code translated from Java to CPP 

Copyright (C) 2010 ZXing authors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HTML help

The Software accompanied by this documentation contains redistributable parts of HTML help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under the terms of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for Microsoft software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revious-versions/windows/desktop/htmlhelp/html-help-end-user-

license-agreement

zlib

zlib.h -- interface of the 'zlib' general purpose compression library 

  version 1.2.8, April 28th, 2013 

  Copyright (C) 1995-2013 Jean-loup Gailly and Mark Adler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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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Jean-loup Gailly        Mark Adler 

  jloup@gzip.org          madler@alumni.caltech.edu

MAPI Stub Library

Copyright (c) 2018 Microsoft 

Licensed under the MIT License

rhash

RHash License Copyright (c) 2005-2014 Aleksey Kravchenko <rhash.admin@gmail.com>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furnished to do so.The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Use  this 

program  at  your  own  risk!

haval

Copyright (c) 2003 Calyptix Security Corporation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code is derived from

software contributed to Calyptix Security *  Corporation by Yuliang Zheng.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Calyptix Security Corporation nor the *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The Software contains redistributable parts of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hereinafter - Microsoft

Technologies).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software. These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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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DISCLAIMER OF WARRANTY.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LICENSED “AS-IS.” YOU BEAR THE

RISK OF USING THEM. MICROSOFT GIVES NO EXPRESS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CONDITIONS.

YOU MAY HAVE ADDITIONAL CONSUMER RIGHTS OR STATUTORY GUARANTEES UNDER YOUR

LOCAL LAWS WHICH THIS AGREEMENT CANNOT CHANG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YOUR LOCAL LAWS, MICROSOFT EXCLUDES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Data Collection. The software may collect certain data as described in the Microsoft’s privacy

statement located a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4704.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data

collection and use in the help documentation and Microsoft’s privacy statement. Your use of the

software operates as your consent to these practices.  Microsoft makes the commit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Terms of the Online Services Terms to all

customers effective May 25, 2018, at https://go.microsoft.com/?linkid=9840733.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dobe PDF Library and Adobe Color Profile)

© 2000-2012 Datalogics, Inc.

Datalogics®, The DL Logo®, PDF2IMG™ and DLE™ are trademarks of Datalogics, Inc.

© 1984-2012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nd its licensors.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Adobe PDF Library logo, Reader®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are owned by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and their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code are

the valuable trade secrets of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re also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visions. You may not copy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EULA.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will not be shipped,

transferred or exported into any country or used in any manner prohib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r any other export laws, restrictions or regulations (collectively the “Export Laws”).

In addition, if the Software Datalogics and Adobe Products are identified as export-controlled items

under the Export Laws,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a citizen, or otherwise located

within, an embargoed nation and that you are not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the Export Laws from

receiving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i) “For acquisition by or on behalf of civilian agencies, as necessary to obtain protection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that afforded to restricted computer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developed at

private expense and which is existing computer software no part of which was developed with

government funds and provided with Restricte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d) of th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 Restricted Rights’ clause at 48 C.F.R. 52.227-19 of the

Federal Acquisitions Regulations (“FAR”) and its successors;”

(ii) “For acquisition by or on behalf of units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s necessary to

obtain protection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that afforded to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developed at private expense and provide with Restricted Rights as defined in

DoD FAR Supplement 48 C.F.R. 252.227-7013(c)(1)(ii) and its successors in effect for all solicitations

and resulting contracts issued on or after May 18,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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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 "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means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third party

products (including Adobe Produc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nd any upgrades, modified

versions, updates, additions, and copies thereof.

You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third party licensors are the owners of certain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ed in the Host Products and the Documentation.

Such third party licensors are third party beneficiaries entitled to enforce ABBYY’s rights and your

obligations hereunder and to seek appropriate legal and equitable remed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amages and injunctive relief, for your breach of such obligations.

License Grant and Restrictions. ABBYY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EULA.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provided the backup copy is not installed or used on any compu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are owned by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and their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code are the valuable trade secrets of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re also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visions. You may not copy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EULA. Any copies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make pursuant to this

EULA must contain the same copyright and other proprietary notices that appear on or in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You agree not to modify, adapt, translat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disassemble or otherwise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code of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Except as stated above, this EULA does not grant you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Font License. You may embed copies of the font software into your electronic documents for purpose

of printing, viewing and editing the document. No other embedding rights are implied or permitted

under this license.

Warranty. ABBYY AND ITS SUPPLIERS DO NOT AND CANNOT WARRANT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YOU MAY OBTAIN BY USING THE SOFTWARE.

CUDA Runtime for Windows

© 2007-2019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or NVIDIA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available

at https://docs.nvidia.com/cuda/eula/index.html#nvidia-driver-license

OpenSSL

Copyright 1999-2019 The OpenSSL Project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s mentioning features or use of this software must display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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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for use in the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4. The names "OpenSSL Toolkit" and "OpenSSL Project" must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or written permission, please

contact openssl-core@openssl.org.

 5.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may not be called "OpenSSL" nor may "OpenSSL" appear in

their name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penSSL Project.

 6. Redistributions of any form whatsoever must retain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ment: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for use in the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AS IS'' AND ANY EXPRESSED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OpenSSL

PROJECT OR ITS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Original SSLeay License

 -----------------------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ackage is an SSL implementation written by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The implementation was written so as to conform with Netscapes SSL.

 This library is free for commerci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as long a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aheared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pply to all code found in this distribution, be it the RC4, RSA,

lhash, DES, etc., code; not just the SSL code.  The SSL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is distribution is

covered by the same copyright terms except that the holder is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Copyright remains Eric Young's, and as such any Copyright notices in the code are not to be removed.

 If this package is used in a product, Eric Young should be given attribution as the author of the parts

of the library used. This can be in the form of a textual message at program startup or in

documentation (online or textual) provided with the package.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s mentioning features or use of this software must display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ement: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The word 'cryptographic' can be left out if the rouines from the library being used are not

cryptographic related :-).

 4. If you include any Windows specific code (or a derivative thereof) from the apps directory

(application code) you must include an acknowle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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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ERIC YOUNG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The licence and distribution terms for any publically available version or derivative of this code

cannot be changed.  i.e. this code cannot simply be copied and put under another distribution licence

[including the GNU Public Licence.]

MD4 message digest algorithm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4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 Copyright (C) 1990-2, RSA Data Securit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to copy and use this software is granted provided that it is identified as the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4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in all material mentioning or referencing this software

or this function. License is also granted to make and use derivative works provided that such works are

identified as "derived from the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4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in all material mentioning or referencing the derived

work. RSA Data Security, Inc.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either the merchantability of this

software or the suitability of this software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It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f any kind. These notices must be retained in any copies of any part of

this documentation and/or software.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OMP Library

The Software accompanied by this documentation contains redistributable parts of Micro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OMP Library.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DATA.  The software may collect certain data as described in the Microsoft’s privacy statement located

a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4704.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data collection and use

in the help documentation and Microsoft’s privacy statement. Your use of the software operates as

your consent to these practices.  .

EXPORT RESTRICTIONS. Microsoft software, online servic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lated

technology are subject to U.S. export jurisdiction.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aws including the 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sanctions programs, and end-user, end use and

destination restrictions by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related to Microsoft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You may find a full text of license at: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Enterprise 2015,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 2015, Visual Studio Test Profess - Visual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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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tran (pixtools) 

Is owned by Open Text UK Ltd (UK), further Open Text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pixtran (pixtools),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 PixTools © Copyright Open Text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EMC’s and EMC’s licenso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are protected under all legal

theories applicable to the geography where the Software is used.

- You are only granted a right to use the application 

- No Warranties. PixTool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Open Text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PixTools as a part of the ABBYY’s

product. Open Text disclaims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EMC BE LIABLE TO ANY END-USER OR

TRANSFEREE, FOR ANY LOST OR DEGRADED DATA; LOST REVENUE; LOST PROFITS; COST OF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FOR SPECIAL, INDIRECT, CONSEQUENTIAL,

INCIDENTAL OR PUNITIVE DAMAGES, HOWEVER CAUSED AND REGARDLESS OF THEORY OF

LIABILITY,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 THIS LIMITATION SHALL APPLY

EVEN IF Open Text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AND

NOTWITHSTANDING ANY FAILURE OF ESSENTIAL PURPOSE OF ANY LIMITED REMEDY. All rights not

expressly granted herein are reserved by Open Text.

CUMINAS DjVu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08 Celarte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11 Caminov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13 Cumina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jVu is protected by U.S. Patent No. 6,058,214. Foreign Patents Pending.

Powered by AT&T Labs Technology.

License.DjVu.txt, which contains the terms of Expat, Release 2.0.1 License and of Jasper License Version

2.0:

Expat, Release 2.0.1 Copyright © 1998, 1999, 2000 Thai Open Source Software Center Ltd and Clark

Cooper

Copyright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Expat maintainers.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JasPer License Version 2.0 Copyright © 2001-2006 Michael David Adams Copyright © 1999-2000

Image Power, Inc. Copyright © 1999-2000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the "User")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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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which

includes the disclaimer below)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name of a copyright holder shall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e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DISCLAIMER OF WARRANT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IS LICENSE. NO USE OF THE SOFTWARE IS AUTHORIZED HEREUNDER

EXCEPT UNDER THIS DISCLAIMER.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IOUS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IS SOFTWARE. NO ASSURANCES ARE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THAT THE SOFTWARE DOES NOT INFRINGE THE PATEN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NY OTHER ENTITY. EACH COPYRIGHT HOLDER

DISCLAIMS ANY LIABILITY TO THE USER FOR CLAIMS BROUGHT BY ANY OTHER ENTITY BASED ON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OTHERWISE. AS A CONDITION TO

EXERCISING THE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EACH USER HEREBY ASSUMES SOLE

RESPONSIBILITY TO SECURE ANY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EDED, IF ANY. THE

SOFTWARE IS NOT FAULT-TOLERANT AND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MISSION-CRITICAL

SYSTEMS, SUCH AS THOSE USED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FACILITIES, AIRCRAFT

NAVIGATION OR COMMUNICATION SYSTEMS,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DIRECT LIFE

SUPPORT MACHINES, OR WEAPONS SYSTEMS, IN WHICH THE FAILURE OF THE SOFTWARE OR

SYSTEM COULD LEAD DIRECTLY TO DEATH, PERSONAL INJURY, OR SEVERE PHYSICAL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HIGH RISK ACTIVITIES"). THE COPYRIGHT HOLDERS SPECIFICALLY

DISCLAIM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F FITNESS FOR HIGH RISK ACTIVITIES.

Limitations for SOFTWARE obtained at the USA.

Government Use. If use is made of the SOFTWARE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 any US

Government agency,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terms shall apply: (1) Restricted Computer Software, as

defined in the Rights in Data-General clause at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52.227-14; and (2) any

use, duplication, or disclosure by the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a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

(с)(1)(ii) of the Rights in Technical Data and Computer Software clause at DFARS 252.227-7013.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You shall not export or re-export the SOFTWARE in violation of any export

provisions in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is SOFTWARE was purchased or otherwise acquired. In

addition,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prohibited under applicable laws from receiving

the SOFTWARE.

Third Party Code: Oniguruma Copyright © 2002-2006 K.Kosako <sndgk393 AT ybb DOT ne DOT jp>.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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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MD5 A por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derived from the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Mersenne Twister Copyright © 2006,2007 Mutsuo Saito, Makoto Matsumoto and Hiroshima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Hiroshima University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Developer shall make the terms specified in this paragraph 9.6.4. of  EULA a part of the Developer’s

Application in the form of separate text files. The Developer’s Application may not be distributed to

the End User without these separate text files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terms: 

Expat, Release 2.0.1 Copyright © 1998, 1999, 2000 Thai Open Source Software Center Ltd and Clark

Cooper

Copyright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Expat maintainers.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JasPer License Version 2.0 Copyright © 2001-2006 Michael David Adams Copyright © 1999-2000

Image Power, Inc. Copyright © 1999-2000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the "User")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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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which

includes the disclaimer below)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The name of a copyright holder shall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e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DISCLAIMER OF WARRANT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IS LICENSE. NO USE OF THE SOFTWARE IS AUTHORIZED HEREUNDER

EXCEPT UNDER THIS DISCLAIMER.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OTHER TORTIOUS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IS SOFTWARE. NO ASSURANCES ARE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THAT THE SOFTWARE DOES NOT INFRINGE THE PATEN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NY OTHER ENTITY. EACH COPYRIGHT HOLDER

DISCLAIMS ANY LIABILITY TO THE USER FOR CLAIMS BROUGHT BY ANY OTHER ENTITY BASED ON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OTHERWISE. AS A CONDITION TO

EXERCISING THE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EACH USER HEREBY ASSUMES SOLE

RESPONSIBILITY TO SECURE ANY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EDED, IF ANY. THE

SOFTWARE IS NOT FAULT-TOLERANT AND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MISSION-CRITICAL

SYSTEMS, SUCH AS THOSE USED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FACILITIES, AIRCRAFT

NAVIGATION OR COMMUNICATION SYSTEMS,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DIRECT LIFE

SUPPORT MACHINES, OR WEAPONS SYSTEMS, IN WHICH THE FAILURE OF THE SOFTWARE OR

SYSTEM COULD LEAD DIRECTLY TO DEATH, PERSONAL INJURY, OR SEVERE PHYSICAL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HIGH RISK ACTIVITIES"). THE COPYRIGHT HOLDERS SPECIFICALLY

DISCLAIM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F FITNESS FOR HIGH RISK ACTIVITIES.”

Expat, Release 2.0.1 Copyright © 1998, 1999, 2000 Thai Open Source Software Center Ltd and Clark

Cooper

Kakadu Software 

Copyright © 2017 Kakadu Software Pt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ions of this software are copyright © 2017 Kakadu Software Pt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DPhotoDPK

The Software contains redistributable parts of Microsoft Technologies.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software.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DISCLAIMER OF WARRANTY.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LICENSED “AS-IS.” YOU BEAR THE

RISK OF USING THEM. MICROSOFT GIVES NO EXPRESS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CONDITIONS.

YOU MAY HAVE ADDITIONAL CONSUMER RIGHTS OR STATUTORY GUARANTEES UNDER YOUR

LOCAL LAWS WHICH THIS AGREEMENT CANNOT CHANG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YOUR LOCAL LAWS, MICROSOFT EXCLUDES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pen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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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1998-2017 The OpenSSL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OpenSSL License

  ---------------

/*

===================================================================

=

 * Copyright (c) 1998-2017 The OpenSSL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3.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s mentioning features or use of this

 *    software must display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ment:

 *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    for use in the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

 * 4. The names "OpenSSL Toolkit" and "OpenSSL Project" must not be used to

 *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or written permission, please contact

 *    openssl-core@openssl.org.

 *

 * 5.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may not be called "OpenSSL"

 *    nor may "OpenSSL" appear in their names without prior written

 *    permission of the OpenSSL Project.

 *

 * 6. Redistributions of any form whatsoever must retain the following

 *    acknowledgment:

 *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    for use in the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AS IS'' AND ANY

 * EXPRESSED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OpenSSL PROJECT OR

 * ITS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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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Eric Young

 * (eay@cryptsoft.com).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 Hudson (tjh@cryptsoft.com).

 *

 */

 Original SSLeay License

 -----------------------

/*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package is an SSL implementation written

 * by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 The implementation was written so as to conform with Netscapes SSL.

 * 

 * This library is free for commerci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as long as

 *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aheared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pply to all code found in this distribution, be it the RC4, RSA,

 * lhash, DES, etc., code; not just the SSL code.  The SSL documentation

 * included with this distribution is covered by the same copyright terms

 * except that the holder is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 

 * Copyright remains Eric Young's, and as such any Copyright notices in

 * the code are not to be removed.

 * If this package is used in a product, Eric Young should be given attribution

 * as the author of the parts of the library used.

 * This can be in the form of a textual message at program startup or

 * in documentation (online or textual) provided with the package.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s mentioning features or use of this software

 *    must display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ement:

 *    "This product includ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writt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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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    The word 'cryptographic' can be left out if the rouines from the library

 *    being used are not cryptographic related :-).

 * 4. If you include any Windows specific code (or a derivative thereof) from 

 *    the apps directory (application code) you must include an acknowledgement:

 *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written by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ERIC YOUNG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 SUCH DAMAGE.

 * 

 * The licence and distribution terms for any publically available version or

 * derivative of this code cannot be changed.  i.e. this code cannot simply be

 * copied and put under another distribution licence

 * [including the GNU Public Licence.]

 */

TWAIN Toolkit, TWAIN header

 Whereas the ABBYY SDK incorporates TWAIN toolkit, the Developer agrees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nd to include them in (i) the header or similar file in Application and (ii)

prominently in its documentation:

The TWAIN Toolkit is distributed as is. The developer and distributors of the TWAIN Toolkit expressly

disclaim all implied, express or statutory warran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Neither the developers nor the distributors will be liable for damages, whether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as a result of the reproduction, modification, distribution

or other use of the TWAIN Toolkit.

PDF-XChange

PDF-XChange Standard (c) 2001-2013 by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BBYY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right to use PDF- 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EULA.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PDF- 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provided the

backup copy is not installed or used on any compu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is owned by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nd its suppliers, and its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code are the valuable trade

secrets of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nd it suppliers PDF- XChange is also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visions. You may not copy the PDF- XChange

Softw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EULA.



404

ABBYY® FineReader PDF 15 使用指南

Any copies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make pursuant to this EULA must contain the same copyright

and other proprietary notices that appear on or in the SOFTWARE. You agree not to modify, adapt,

translat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disassemble or otherwise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code

of PDF- 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Except as stated above, this EULA does not grant You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DF-XChange.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will not be shipped,

transferred or exported into any country or used in any manner prohib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r any other export laws, restrictions or regulations (collectively the "Export Laws").

In addition, if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is identified as export controlled items

under the Export Laws,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a citizen, or otherwise located

within, an embargoed nation and that You are not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the Export Laws from

receiving PDF- 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All rights to use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are granted on condition that such

rights are forfeited if You fail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EULA.

Trademarks. PDF-XChange Drivers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or other countries.

Microsoft Universal CRT Library 

The technologie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or their par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listed hereof are used in the SOFTWAR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distribut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accompanying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echnologie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used in the SOFTWARE:

- Microsoft Universal CRT Library.

©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is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 or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licensed, not sold. This EULA only gives You some rights to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Microsoft reserves all other rights. Unless applicable law gives You more

righ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You may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nly a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and in this EULA. In doing so, You must comply with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at only allow You to use it in certain ways. You

may not:

* Except for the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you must obtain Microsoft's prior written approval to

disclose to a third party the results of any benchmark test of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work around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or disassembl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except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applicable law expressly permi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 make more copies of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than specified in this EULA or allowed by

applicable law,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 publish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for others to copy;

* rent, lease or lend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 transfer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this agreement to any third party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permitted thereunder.

*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for commercial software hosting services.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google-diff-match-patch

http://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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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Inc.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this component: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Google’s T&C

as follows: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USE,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1. Definitions.  

 

"License" shall mea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use,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1 through 9 of this document.  

 

"Licensor" shall mean the copyright owner or entity authorized by the copyright owner that is granting

the License.  

 

"Legal Entity" shall mean the union of the acting entity and all other entities that control, are

controlled by, or are under common control with that entit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control" means (i) the power, direct or indirect, to cause the direction or management of such entity,

whether by contract or otherwise, or (ii) ownership of fifty percent (50%) or more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r (iii)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such entity.  

 

"You" (or "Your") shall mean an individual or Legal Entity exercising permissions granted by this

License.  

 

"Source" form shall mean the preferred form for making modific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ftware source code, documentation source, and configuration files.  

 

"Object" form shall mean any form resulting from mechanical transformation or translation of a

Source form,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iled object code, generated documentation, and

conversions to other media types.  

 

"Work" shall mean the work of authorship, whether in Source or Object form,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License, as indicated by a copyright notice that is included in or attached to the work (an example

is provided in the Appendix below).  

 

"Derivative Works" shall mean any work, whether in Source or Object form, that is based on (or

derived from) the Work and for which the editorial revisions, annotations, elaborations, or other

modifications represent, as a whole,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License,

Derivative Works shall not include works that remain separable from, or merely link (or bind by name)

to the interfaces of, the Work and Derivative Works thereof.  

 

"Contribution" shall mean any work of authorship, including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Work and any

modifications or additions to that Work or Derivative Works thereof, that is intentionally submitted to

Licensor for inclusion in the Work by the copyright owner or by an individual or Legal Entity authorized

to submit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own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submitted" means any

form of electronic, verb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sent to the Licensor or its representativ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munication on electronic mailing lists, source code control systems,

and issue tracking systems that are manag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Licensor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and improving the Work, but excluding communication that is conspicuously marked or

otherwise designated in writing by the copyright owner as "Not a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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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or" shall mean Licensor and any individual or Legal Entity on behalf of whom a Contribution

has been received by Licensor and subsequently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Work.  

 

2. Grant of Copyright License.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each Contributor

hereby grants to You a perpetual, worldwide, non-exclusive, no-charge, royalty-free, irrevocable

copyright license to reproduce, prepare Derivative Works of,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sublicense, and distribute the Work and such Derivative Works in Source or Object form.  

 

3. Grant of Patent License.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each Contributor hereby

grants to You a perpetual, worldwide, non-exclusive, no-charge, royalty-free, irrevocable (except as

stated in this section) patent license to make, have made, use, offer to sell, sell, import, and otherwise

transfer the Work, where such license applies only to those patent claims licensable by such

Contributor that are necessarily infringed by their Contribution(s) alone or by combination of their

Contribution(s) with the Work to which such Contribution(s) was submitted. If You institute patent

litigation against any entity (including a cross-claim or counterclaim in a lawsuit) alleging that the

Work or a Contribution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Work constitutes direct or contributory patent

infringement, then any patent licenses granted to You under this License for that Work shall terminate

as of the date such litigation is filed.  

 

4. Redistribution. You may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copies of the Work or Derivative Works thereof in

any medium,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s, and in Source or Object form, provided that You mee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You must give any other recipients of the Work or Derivative Works a copy of this License; and  

You must cause any modified files to carry prominent notices stating that You changed the files; and  

You must retain, in the Source form of any Derivative Works that You distribute, all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and attribution notices from the Source form of the Work, excluding those notices that do

not pertain to any part of the Derivative Works; and  

If the Work includes a "NOTICE" text file as part of its distribution, then any Derivative Works that You

distribute must include a readable copy of the attribution notices contained within such NOTICE file,

excluding those notices that do not pertain to any part of the Derivative Works, in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within a NOTICE text file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Derivative Works; within the

Source form or documentation, if provided along with the Derivative Works; or, within a display

generated by the Derivative Works, if and wherever such third-party notices normally appear. The

contents of the NOTICE file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 not modify the License. You

may add Your own attribution notices within Derivative Works that You distribute, alongside or as an

addendum to the NOTICE text from the Work, provided that such additional attribution notices cannot

be construed as modifying the License.  

 

You may add Your own copyright statement to Your modifications and may provide additional or

different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Your modifications, or

for any such Derivative Works as a whole, provided Your use,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 otherwise complies with the conditions stated in this License.  

5. Submission of Contributions. Unless You explicitly state otherwise, any Contribution intentionally

submitted for inclusion in the Work by You to the Licensor shall be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without any additional terms or conditions.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nothing herein

shall supersede or modify the terms of any separate license agreement you may have executed with

Licensor regarding such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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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rademarks. This License does not grant permission to use the trade names,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or product names of the Licensor, except as required for 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use in

describing the origin of the Work and reproducing the content of the NOTICE file.  

 

7. Disclaimer of Warranty.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Licensor provides

the Work (and each Contributor provides its Contributions)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TITLE,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You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using or

redistributing the Work and assume any risks associated with Your exercise of permissions under this

License.  

 

8.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In no event and under no legal theory, whether in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contract, or otherwise,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such as deliberate and grossly negligent

acts)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hall any Contributor be liable to You for damages, including any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f any character arising as a result of this

License or out of the use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Work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amages for loss of

goodwill, work stoppage, computer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r any and all other commercial damages

or losses), even if such Contributor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9. Accepting Warranty or Additional Liability. While redistributing the Work or Derivative Works

thereof, You may choose to offer, and charge a fee for, acceptance of support, warranty, indemnity, or

other liability obligations and/or rights consistent with this License. However, in accepting such

obligations, You may act only on Your own behalf and on Your sole responsibility, not on behalf of any

other Contributor, and only if You agree to indemnify, defend, and hold each Contributor harmless for

any liability incurred by, or claims asserted against, such Contributor by reason of your accepting any

such warranty or additional liability.  

mapifolders

Portions of software contain mapifolders. Copyright Microsoft.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MICROSOFT Outlook 2010: MAPI Header Files or its compon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the full text may be found at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

displaylang=en&id=12905):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are licensed, not sold. This agreement only gives you

some rights to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Microsoft reserves all other rights.

Unless applicable law gives you more righ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you may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only a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In doing so, you must comply with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that only allow you to use it in certain ways. You may not 

* alter any copyright, trademark or patent notice in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 use Microsoft’s trademarks in Software names or in a way that suggests your Software comes from or

is endorsed by Microsoft; 

* distribut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o run on a platform other than the Windows platform

* includ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in malicious, deceptive or unlawful programs; 

* modify or distribute the source code of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so that any

part of it becomes subject to an Excluded License. An Excluded License is one that requires, as a

condition of use, modification or distribution, that 

* the code be disclosed or distributed in source code form; or 

* others have the right to modif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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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around any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or disassembl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except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applicable law expressly permits,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 make more copies of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an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llowed by

applicable law,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 publish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for others to copy; 

* rent, lease or lend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its components; 

* use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for commercial software hosting services.

* transfer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to any third party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this Agreement.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are subject to United States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You must comply with al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Microsoft Technologies or its components. These laws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stinations, end users and end us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ABBYY FineReader © 2021 ABBYY Development Inc. ABBYY, FineReader and ABBYY FineReader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BBYY Development Inc. and/or its affiliates. These

designations can also be logos, product or company names (or part of any of the above) of ABBYY

Development Inc. and/or its affiliates and may not be used without consent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abbyy.com.

If you have additional questions, contact your local ABBYY representative listed under

www.abbyy.com/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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