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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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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表单

转到页首

交互式表单

带有“添加文本注释”工具的简单表单

注意：

表单是否可填写？
填写交互式表单
填写带有“添加文本注释”工具的表单
保存表单
打印表单
清除表单
导入或导出表单数据（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表单是否可填写？

并非所有的表单都可填写。有时表单创建者并未将他们的 PDF 转换为交互式可填写表单。或者，他们有意将表单设计为必须手动打印和填写。这些非
交互式的表单称为“简单”表单。

是否整个顶层都为紫色栏？
紫色的消息栏表示表单为可填写表单。表单可能是“交互式”表单或“简单”表单，具体取决于表单的创建方式。

“交互式”表单包含您可以选择或填写的域。可以启用“自动完成”选项，帮助您更快地填写表单。

“简单”表单不包含交互域。但是，您可以使用“添加文本注释 (打字机)”工具在空白的表单域中键入内容（如果可
用）。除了特定框以外，您还可以在表单的其它位置添加文本。

可填写的表单
A. 交互式表单高亮显示您应当键入内容的位置 B. 带有“添加文本注释”工具的表单允许您在表单的任何位置添加文本 

仅当表单创建者启用紫色栏时才显示该紫色栏。

“添加文本注释”工具是否可见？
显示“添加文本注释”工具的表单允许您在表单的任何位置添加文本。如果没看到如下所示的“添加文本注释”工具调板，请在“注释”>“批注”或“签名”>“我
需要签名”中查找该工具。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注意：

如果“添加文本注释”工具可用，则可以在表单的任何位置添加文本。

仅当表单创建者启用了“添加文本注释”工具时，该工具才可用。

是否整个顶层都是黄色栏？
在 Reader 中打开表单时，可能会显示黄色消息栏。受保护视图通过限制您可以在 PDF 中执行的操作来保护计算机免受潜在恶意内容的危害。如果您
信任文件来源，请单击“启用所有功能”。启用后，您就可以查找紫色消息栏或“打字机”工具。

黄色消息栏保护您免受潜在风险文件的危害。

没有显示紫色栏或“打字机”工具？
如果顶层紫色栏或“打字机”工具未显示，则表示表单在 Reader 中不可填写。您必须手动打印并填写表单。

表单的整个顶层并不是紫色栏，也没有“打字机”工具

关于填写和保存表单的快速提示教程
有关填写表单的一些快速教程，请参阅 Adobe TV 上的以下视频：

如何使用 Adobe Reader 输入表单数据

如何在表单中键入

如何保存表单数据

示例表单：简单表单和交互式表单
来自 Sokol Consulting 的 Patti Sokol 创建了两个示例表单，用于说明简单表单和交互式表单之间的差异。单击此处以查看简单表单。请注意，无法在

http://tv.adobe.com/watch/acrobat-x-tips-tricks/quick-tip-how-to-enter-form-data-using-adobe-reader/
http://tv.adobe.com/watch/acrobat-x-tips-tricks/quick-tip-how-to-enter-form-data-using-adobe-reader/
http://tv.adobe.com/watch/acrobat-x-tips-tricks/quick-tip-how-to-enter-form-data-using-adobe-reader/
http://tv.adobe.com/watch/acrobat-x-tips-tricks/quick-tip-how-to-type-into-a-pdf-form-in-adobe-reader/
http://tv.adobe.com/watch/acrobat-x-tips-tricks/quick-tip-how-to-save-form-data-in-adobe-reader/
http://www.sokolconsulting.com/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9.0/Samples/flat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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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表单的域中键入信息。单击此处以查看交互式表单。您可以高亮域并在这些域中键入信息。

确保阅读每个示例表单顶部文本框中的信息。然后将光标移到域上方以查看可用的动作。您也可以打印表单以及将其保存到计算机。

填写交互式表单

交互式可填写表单包含您可以选择或填写的域。可以启用“自动完成”选项，帮助您更快地填写表单。

填写交互式表单

在交互式表单中，指针将根据域的不同而更改为不同的图标。例如，当您可以向表单域中键入文本时，“手形”  工具将变为 I 型 。

1. 如有必要，右键单击文档，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手形”工具  或“选择”工具 。

2. （可选）要使表单域易于识别，请单击紫色文档消息栏上的“高亮域”按钮 。表单域显示带有彩色背景（默认情况下为浅蓝色）。彩色轮廓
（默认情况下为红色）用于标识必填表单域。

3. 在文本域内单击以键入。对于复选框或选项按钮，请单击要选择的选项。
4. 按 Tab 键以向前移动，或者按 Shift+Tab 键向后移动。
5. 完成后，单击“提交”按钮发送表单数据。提交按钮可能会显示在表单顶部的紫色消息栏或表单中。

有关填写表单的疑难解答提示，请参阅此表单疑难解答。

用于在表单域间移动的选项

启用自动完成选项（仅限交互式表单）
“自动完成”功能可存储您在交互式表单域中键入的任何项。“自动完成”随后将提示、甚至会自动输入与您在其它表单域中键入的内容相匹配的响应。建
议将显示在弹出式菜单中，您可以从中选择匹配的内容。

“自动完成”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如果您要使用，必须在“表单”首选项中激活。

1.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Reader”>“首选项”(Mac OS) 以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左侧列表中的“表单”。

3. 在“自动完成”下，从菜单选择“基本”或“高级”。（每个模式的描述将显示在对话框的底部。）

4. 如果您要存储键入到表单中的数字，请选择“记住数字数据”。

从“自动完成”记忆中删除项目
如果“自动完成”包括不需要的项目（如因疏忽导致的拼写错误），您可以将其删除。

1.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Reader”>“首选项”(Mac OS) 以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左侧列表中的“表单”。

键 结果

Tab 或 Shift+Tab 接受键入并且移至下一个域

向上/向左箭头 选择组中的上一个单选按钮

向下/向右箭头 选择下一个单选按钮

Esc 拒绝并且取消选择表单域。

Esc（按两次） 退出“全屏”模式

Enter 或 Return（单行文本域） 接受键入并取消选择域

Enter 或 Return（多行文本域） 在同一表单域中创建段落回车符

Enter 或 Return（复选框） 打开或关闭复选框

Enter（小键盘） 接受键入并取消选择当前表单域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9.0/Samples/interactiveform_enabled.pdf
http://kb2.adobe.com/cps/531/cpsid_53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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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3. 在“自动完成”中，选择“编辑输入项列表”，然后删除或更改不需要的单词。

填写带有“添加文本注释”工具的表单

如果表单创建者已启用“添加文本注释”工具，则可以使用该工具填写简单表单。使用“添加文本注释”工具添加的文本将显示在“注释列表”（“注释”>“注释
列表”）中。

1. 在紫色消息栏或浮动工具栏中，单击“添加文本注释”。

如果“添加文本注释”选项不可用，则必须打印表单以进行填写。

2. 单击空白表单域并键入。

3. （可选）调整紫色消息栏或浮动工具栏中的选项，以更改文本大小、位置或字体。

4. 完成后，打印完成的表单副本。

您无法以电子方式提交使用“添加文本注释”工具填写的表单。而是必须将完成的表单打印出来。

保存表单

不是所有的表单都可以保存。除非表单的作者允许保存，否则完成的表单无法保存。如果 PDF 作者已启用本地保存，请单击窗口左上角的工具栏或浮

动工具栏（如果通过 Web 查看表单）中的磁盘图标 。然后重命名文件并保存表单中的信息。

如果您可以保存键入到此表单中的数据，则紫色栏将显示信息。

通过 Web 查看的表单中的浮动工具栏。

在 Adobe Reader 中打开表单时，可以在表单上方的通知区域中查看使用权限。要更改您的使用权限，请与表单的作者联系。

打印表单

1. 在窗口的左上角，单击“打印”按钮 。

2. 从“打印”对话框顶部的菜单选择打印机。

3. 在“打印”对话框右上角的“注释和表单”菜单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要打印表单和键入的项，请选择“文档”。

要打印表单、键入的项和表单中的任何注释，请选择“文档和标记”。

清除表单

清除浏览器中的表单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如果存在重置表单按钮，请单击。此动作无法撤消。

退出浏览器，然后重新启动。

单击网络浏览器的“重新下载”或“刷新”按钮，“后退”或“返回”按钮，或随链接跳至其它页面可能不会完全清除表单。

在 Reader 应用程序中清除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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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恢复”。

导入或导出表单数据（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在一些工作流程中，用户可以将填写的表单以 FDF 或 XML 格式作为仅包含数据的文件提交。在 Reader 中，可以导入数据以在完整 PDF 上下文中进
行查看：

在窗口的右上角，单击“扩展”，然后单击“导入数据”。

同样，您可以将信息以其它格式作为数据文件保存在完成的 PDF 表单中。

在窗口的右上角，单击“扩展”，然后单击“导出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管理表单数据文件。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5883E-EB9B-409b-8C7C-33E0DAE68FFE.html


签名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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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文档
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发送已签名文档
让其他人使用 EchoSign 签名 PDF
使用数字身份证签名
管理证书（受保护的 PDF）

Reader 允许您签名 PDF 并将该签名合并到文件中。如果您是在 Web 上查看 PDF，则在对该 PDF 签名之前请先下载该 PDF。

部分文档应用了禁止电子签名的安全性措施。请打印此类文档，然后对打印的副本进行签名。

签名文档

在 Reader 中，您可以键入您的姓名、绘制签名或将签名的图像置于文档中。您还可以添加文本，如您的姓名、公司、职务或日期。文档完成后，签名
将成为 PDF 的一部分。

1. 打开要签名的 PDF。

2. 单击工具栏的“签名”图标  以打开“签名”窗格，或单击“签名”窗格。

如果工具栏中未显示“签名”图标，请右键单击工具栏，然后选择“文件”>“添加文本或签名”。

3. 要添加文本（如您的姓名、公司或职务），请在“我需要签名”面板中单击“添加文本”。单击要添加文本的文档，然后键入。

通过“添加文本”选项，您可以向 PDF 中添加姓名、公司或日期。

4. （可选）如果文档要求您指明所选内容，请单击“添加勾形”。单击文档，将勾形置于文档中。

5. 在“签名”窗格中，单击“放置签名”。



移动

调整大小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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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签名时，“放置签名”选项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创建或导入签名。

6. （首次签名）在“放置签名”对话框中，选择签名的放置方式：

键入我的签名

在“输入您的姓名”域中键入您的姓名。Reader 将为您创建签名。您可以从部分签名样式中进行选择。单击“更改签名样式”可以查看其它样式。如
果您对签名满意，请单击“接受”。

绘制我的签名

在“绘制您的签名”域中绘制您的签名。如果您对签名满意，请单击“接受”。

使用图像

单击“浏览”，然后找到您的签名文件。当您的签名显示在对话框中时，单击“接受”。

如果您没有签名的图像，请使用黑色油墨笔在干净的空白纸张中签下您的姓名。对签名进行拍照或扫描，然后将图像文件
（JPG、PNG、GIF、BMP、TIFF 或 PDF）传输到您的计算机。无需裁剪图像，Reader 只会导入签名。

您可以选择键入、绘制或导入签名。Reader 将在您以后签名的 PDF 中使用该签名。

7. 在 PDF 中单击您要放置签名的位置。

8. 要移动签名、调整签名大小或旋转签名，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A. 移动指针 B. 调整指针大小 C. 旋转指针 

将光标放置在签名上，然后拖动到所需位置。

拖动角手柄以调整大小。

将光标放置在旋转手柄（顶部中间的手柄）上方，当光标变为环形箭头时，拖动以旋转签名。

9. 单击  或选择“文件”>“保存”，以保存已签名文档。

10. 当系统提示“您已添加签名或缩写签名。是否要结束更改？”时，单击“确认”。

11. 指定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发送已签名文档

您可以使用 EchoSign 服务，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签名的文档。EchoSign 将在您的联机帐户中存储副本，以便您稍后可以轻松地进行访问。您可
以使用 Adobe 身份证登录 EchoSign 或创建帐户。

1. 完成文档并且已添加您的签名或缩写签名时，单击“签名”窗格中的“发送已签名的文档”。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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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添加数字签名

对于数字签名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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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系统提示“您已添加签名或缩写签名。是否要结束更改？”时，单击“确认并发送”。

3. 指定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4. 当系统提示“您的已签名文档将上载至 Adobe EchoSign...”时，单击“上载”。

5. 当 EchoSign 在您的浏览器中打开时，填写必填域，然后单击“发送”。

6.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注册并完成发送文档。

让其他人使用 EchoSign 签名 PDF

您可以让其他人使用 EchoSign 签名 PDF。EchoSign 是一种联机服务，借助该服务，用户无需数字身份证即可在 Web 浏览器中对文档进行快速签
名。该服务将跟踪整个过程。

对于您希望其对文档进行签名的签名者，EchoSign 服务会其发送电子邮件。这些签名者将在安全的 EchoSign 网站上审阅文档并进行签名。签名后，
您和签名者都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已签名 PDF。EchoSign 将已签名文档存储在您的帐号中以供将来参考。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echosign.com。

1. 打开要签名的 PDF。

2. 打开“签名”窗格（单击工具栏右侧的“签名”）。

3. 单击“要其他人签名”以打开面板。

4. 单击“发送以供签名”。

5. 当显示消息“文档已上载至 Adobe EchoSign”时，单击“进入 Adobe EchoSign 并继续”。

6. 当 EchoSign 网站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打开时，请按照屏幕说明发送 PDF。

使用数字身份证签名

在 Reader 中，只有启用了 Reader 使用权限的 PDF 才可以使用数字身份证进行签名。如果您没有数字身份证，通过屏幕说明可帮助您创建一个数字
身份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数字身份证。

1. 打开要签名的 PDF。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签名”窗格中的“使用证书”，然后单击“使用证书进行签名”。绘制一个矩形以放置签名。（如果停用此选项，则 PDF 创
建者将不会启用 PDF 的数字签名功能。）

如果您正在浏览器中查看 PDF，则在窗口顶端的工具栏中单击“签名”图标 。

如果表单包含数字签名域，则双击该域以打开“签名文档”对话框。

3. 如果没有配置任何数字签名，则将显示“添加数字身份证”对话框。按照屏幕说明创建签名。

4. 在“签名文档”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从“签名为”菜单中选择一个签名。
为所选数字签名输入“口令”
选择外观，或选择“创建新外观”。请参阅创建签名外观。
启用“签名后锁定文档”（如果此选项可用）。仅当您是签名文档的最后一位收件人时才选择该选项。选择此选项可锁定所有域，包括签名
域。

5. 单击“签名”将数字签名置于 PDF 中。

要以静态和安全状态查看和签名文档，请使用“预览文档模式”。此时将禁止动态内容（如多媒体和 JavaScrip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
中的用预览文档模式签名。

管理证书（受保护的 PDF）

http://www.echosign.com/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11dd809af63f0e1e-43e0464b12b4384d3b6-8000.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jieliu/XML/zh-cn/Products/Reader/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396794562021d52e4605066e12b3464c4db-8000.html#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43.w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02D75AD2-669B-4b79-9838-3C2493733423.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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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的创建者可以使用用于验证数字签名的证书对文档加密。来自他处的证书存储在可信任身份列表中。此列表与地址簿相似，可用于验证这些用户
对给您发送的任何文档的签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以下文章：

基于证书的签名

从其他用户处获取证书

验证证书上的信息

从可信任身份删除证书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4a.w.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b.w.html#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8.w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b.w.html#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1.w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b.w.html#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d8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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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档
在 Acrobat.com 上存储文件
注释和审阅 PDF 文件

共享文档

您可以使用 Adobe Reader 与他人共享文档。可以使用 Adobe SendNow 或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文件。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文件”>“使用 SendNow 联机服务共享文件”。
单击“工具”任务窗格，然后选择“发送文件”
选择“文件”>“发送文件”

按照屏幕说明与其他人共享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使用 Adobe SendNow 联机服务从 Acrobat.com 共享文件和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文件。

在 Acrobat.com 上存储文件

Acrobat.com 允许您存储和访问 PDF 以及来自多个设备的其它文档。 

要将文件存储在 Acrobat.com 上，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工具栏中的 。

单击“工具”>“存储文件”。
在“保存”对话框（“文件”>“保存”或“文件”>“另存为”）中，从“保存至联机帐户”列表中选择帐号。

注释和审阅 PDF 文件

您可以使用批注和图画标记工具为 PDF 文件添加注释。所有批注和图画标记工具都可用。收到要审阅的 PDF 后，可以使用注释和标记工具为其添加
批注。

“批注”面板
A. 添加附注  B. 高亮显示文本 C. 添加文本注释 D. 附加文件 E. 录音 F. 添加图章工具和菜单 G. 在指针位置插入文本 H. 替换文本 I. 删除线 J. 下划
线 K. 添加附注到文本 L. 文本更正标记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66aeac2612a18183190-800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66aeac2612a18183190-800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66aeac2612a18183190-800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66aeac2612a18183190-800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66aeac2612a18183190-800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dd9016941e1830114cd3902812a181c1f49-8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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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图画标记”面板
A. 添加文本框 B. 添加文本标注 C. 绘制线条 D. 绘制箭头 E. 绘制椭圆形 F. 绘制矩形 G. 绘制云朵 H. 绘制多边形 I. 绘制连接线条 J. 绘制各种形状 K.
擦除各种形状

回复注释或删除回复

右键单击注释，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回复”。

如果稍后决定删除回复，请右键单击该回复，然后单击“删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回复注释。

审批或拒绝 PDF
如果要求您审批 PDF，您会收到一封包含逐步说明的电子邮件。在 PDF 的顶部，使用“图章”调板和文档消息栏中的选项来审批或拒绝文档。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参与审批工作流程。

仅安装了多字节版本 Acrobat 的 Acrobat 用户才可以启动审批工作流程。但是，安装了任意语言版本的 Reader 用户都可以审批或拒绝 PDF。

跟踪审阅（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要追踪文档审阅或查看审阅状态，请选择“视图”>“追踪器”。“追踪器”将显示已加入审阅的人员以及每个人员已发布的注释数。

“追踪器”的左侧将显示受管理审阅中所有的 PDF 文档。

右侧将列出 PDF 的发送日期和时间以及被邀请的审阅人列表。指向共享 PDF 的链接将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截止日期（如果已设置）和每个审阅
人提交的注释数。删除“追踪器”中的链接不会删除 PDF 文件。

“最新更新”概述了对审阅所做的最新更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追踪审阅的 PDF。

从意外关闭情况中恢复（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自动保存”功能可防止更改在意外中断之后丢失。

1. 打开在意外关闭之前所处理的文件。

2. 出现提示时，单击“是”以打开自动保存的文件。

3. 以与原始工作文件相同的名称保存该文件。

如果停用了自动保存功能，则从“首选项”对话框重新启动该功能。

1. 右键单击文档，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页面显示首选项”。

2. 在左侧列中，选择“文档”，然后选择“自动保存文档更改到临时文件，每隔 XX 分钟”。

3. 在“分钟”框中，指定需要保存文件的频率。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58a04a822e3e50102bd615109794195ff-7e46.w.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EA47BDB8-F614-4a8a-B707-C6081CBB9EF8.w.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F828A086-90E7-440d-889B-C2A5AE655E57.w.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acrobat/using/WSF828A086-90E7-440d-889B-C2A5AE655E57.w.html


打印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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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缺少“打印”按钮？
常见打印任务
为什么无法打印文档？
模拟油墨叠印

是否缺少“打印”按钮？

如果看不到“打印”和“取消”按钮，原因在于您的显示器设置为低屏幕分辨率。Reader 不是针对低分辨率显示器设计的（建议的最低分辨率为 1024 x
576）。但是，可以解决此限制。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打印文档：

按 Enter 或 Return 键。
如果在对话框右侧显示滚动条，则将滑块向下拖动，以访问按钮。

(Windows) 在某些显示器上，Windows 任务栏覆盖了“打印”按钮。您可以隐藏任务栏，使其仅在将鼠标移动到屏幕最底部时显示。右键单击任务
栏，然后选择“属性”。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自动隐藏任务栏”，然后单击“确定”。

将任务栏属性设置为隐藏任务栏，以便可以选择“打印”按钮

常见打印任务

双面打印

您可以进行双面打印（如果您的打印机支持双面打印）。打印机驱动程序控制的是选项，而非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查看打印机文档以
确定您的打印机支持的功能。（双面打印也称为双工打印、对开打印、正反打印或双边打印。）

在“打印”对话框中，启用“双面打印”，然后选择要翻转的边。



黑白打印

您可以将彩色 PDF 打印为灰色阴影（也称为灰度或复合灰度）。

在“打印”对话框中，启用“灰度打印”。

按不同尺寸打印



打印时，可以缩放页面以缩小或放大页面。可以自动缩放以适合纸张或按百分比手动缩放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大小”，然后指定缩放选项。

打印大型文档



通过拆分跨多页纸张的页面（称为“平铺”），您可以打印大格式文档（如海报或横幅）。“海报”选项可以计算所需的纸张数量。您可以调整最适合纸张
的原始纸张的大小，并且指定每个“平铺”的重叠量。然后将各个块拼合在一起。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海报”，然后指定平铺选项。

将多个页面打印到一张纸中



您可以将多页 PDF 打印到一张纸中。将多个页面打印到一张纸中也称为 n 页打印（例如 2 页打印或 6 页打印）。您可以指定页面的排列方式，是沿
着页面水平排列还是排成垂直列形式。

打印小册子

您可以将多页文档打印成小册子。每张纸中排列两个页面。如果您校勘、折叠并装订双面纸，将生成一本页序正确的书。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小册子”，然后指定小册子选项。

有关分步说明，请参阅打印小册子和 PDF。

打印注释



您可以打印页面上（如页面上的附注）或列表/小结中的注释。

在“注释和表单”区域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单击“小结注释”。

打印页面的一部分

您可以打印 PDF 页面的一部分。使用“快照”工具（“编辑”>“拍快照”）仅选择要打印的区域。该区域可能是文本、图形，或二者。您可以按全尺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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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所选区域，或调整其大小以使其适合纸张。

1. 选择“编辑”>“拍快照”
2. 绘制矩形以选择页面的一部分
3. 选择“文件”>“打印”
4.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选定的图形”。

为什么无法打印文档？

疑难解答提示入门

打印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要确定问题，请先阅读以下有用的技术说明：PDF 打印问题疑难解答 | Acrobat、Reader

PDF 受口令保护且禁止打印

如果您收到受口令保护的 PDF，请输入指定的口令打印文档。一些受保护的文档有一些限制，不允许您打印、编辑或复制文档中的内容。如果文档的
打印功能受限制，请与 PDF 作者联系。

（仅 Windows）保护模式干扰打印

默认的保护模式可以显著提高 Reader 的安全性。要确定保护模式是否干扰打印，请暂时停用该模式。右键单击文档，然后选择“文档属性”。单击“高
级”查看是否启用了保护模式。

要停用保护模式，请选择“编辑”>“首选项”，然后单击左侧的“安全性（增强）”。取消选择“启动时启用保护模式”。关闭并重新启动 Reader，然后再次
尝试打印文档。

为确保实现最佳安全性，在您完成打印后，请重新选择“启动时启用保护模式”。

模拟油墨的叠印

叠印模拟类似于在胶印机上打印时，混合与叠印彩色作品的外观。您可以通过在“高级打印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模拟叠印”，来模拟彩色桌面打印机的叠
印效果。叠印模拟将专色转换为印刷色，以进行打印。如果要使用某个文件作为最终输出，请勿选择“模拟叠印”。

彩色打印机的颜色复制质量变化非常大。为此，服务供应商出具的证明是确认完成作品的外观的最佳方法。

无叠印效果的三个重叠圆圈（左图）与有叠印效果的三个重叠圆圈（右图）的比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kb2.adobe.com/cps/873/cpsid_87346.html
http://kb2.adobe.com/cps/873/cpsid_87346.html
http://kb2.adobe.com/cps/873/cpsid_87346.html
http://kb2.adobe.com/cps/873/cpsid_87346.html
http://kb2.adobe.com/cps/873/cpsid_87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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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PDF 中的文本和图像
复制 PDF 中的区域（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复制 PDF 中的文本和图像

您可以轻松地在 Reader 中复制内容，除非 PDF 作者已应用禁止复制功能的安全性设置。

确认允许复制内容

1. 右键单击文档，然后选择“文档属性”。

2. 单击“安全性”标签，并查看“文档限制小结”。

复制 PDF 中的特定内容

1. 右键单击文档，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选择工具”。

2. 拖动以选择文本，或单击以选择图像。

3. 右键单击选定的项目，然后选择“复制”。

复制整个 PDF （仅适用于 Windows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选择“编辑”>“复制文件到剪贴板”。

复制 PDF 中的区域（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

“快照”工具将区域复制为图像，您可以将其粘贴到其它应用程序中。

1. 选择“编辑”>“拍快照”。

2. 在要复制的区域周围拖画一个矩形，然后松开鼠标按键。

3. 按下 Esc 键以退出“快照”模式。

在其它应用程序中，选择“编辑”>“粘贴”以粘贴复制的图像。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创建 PDF、转换为 Word 或访问其它联机服务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创建 PDF
将 PDF 转换为 Word 或 Excel
了解更多联机服务

创建 PDF

可以使用 Adobe CreatePDF（Acrobat.com 上提供的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从 Reader 创建 PDF。通过 Adobe CreatePDF，您可以将多种格式的文
件转换为 PDF。

1. 单击 Reader 工具栏中的“转换为 PDF”图标 。

如果工具栏中没有“转换为 PDF”图标，请右键单击工具栏，然后选择“文件”>“CreatePDF 联机服务”。

2. 在右侧的“创建 PDF”面板中，单击“选择要转化为 PDF 的文件”，找到您要转换的文件。

3. 单击“转换”。

Reader 转换完文件后，“工具”窗格中会显示“完成”对话框。付费订阅 Acrobat.com 之后，您可以单击“在 Reader 中查看 PDF 文件”链接，在新的
Reader 窗口中打开 PDF。拥有免费帐号的用户可以在 Acrobat.com 上查看 PDF。

有关 CreatePDF 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dobe.com/go/acrobat_com_cn。

将 PDF 转换为 Word 或 Excel

可以使用 Adobe ExportPDF（Acrobat.com 上提供的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将 PDF 转换为 Microsoft Word 或 Excel。有关 ExportPDF 服务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www.adobe.com/go/acrobat_com_cn。

1. 打开要导出为 Word 或 Excel 的 PDF。

2. 单击 Reader 工具栏中的“转换 PDF”图标  以打开“工具”窗格。

如果工具栏中没有“转换 PDF”图标，请右键单击工具栏，并选择“文件”>“将 PDF 联机转换为 Word 或 Excel”。

3. 在“导出 PDF”面板中，当前打开的文档会被选中以进行转换。单击“选择 PDF 文件”以选择其它 PDF 文档。

4. 从“转换为”菜单中选择“Microsoft Word”、“RTF 格式”或“Microsoft Excel”。

5. 如果文档包含其它语言的扫描文本，请单击“更改”，在“OCR 设置”对话框中选择语言，然后单击“确定”。

6. 单击“转换”。

7.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如果您订阅了服务，请单击面板顶端的“登录”，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口令，然后单击“登录”。

如果您没有 Adobe 身份证，单击“立即注册”，并按照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8. 当“工具”窗格中显示“已完成”消息时，请单击“保存已转换的文件”。

显示“已完成”消息时，请单击“保存已转换的文件”。

http://www.adobe.com/go/acrobat_com_cn
http://www.adobe.com/go/acrobat_com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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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浏览至要保存文件的位置，输入文件名，然后单击“保存”。

了解更多联机服务

“创建 PDF”和“导出 PDF”仅为 Reader 中提供的其中两个联机服务。在窗口的右上角，单击“工具”以检查新服务。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dobe.com/go/learn_acr_dex_c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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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法打开或编辑 PDF？
合并 PDF
删除 PDF

为什么无法打开或编辑 PDF？

要在 Adobe Acrobat 中提供高级编辑功能

免费的 Adobe Reader 可用于查看 PDF，而某些高级编辑功能则需要使用 Adobe Acrobat。示例包括：

编辑文本

合并 PDF

扫描为 PDF

创建新表单（Reader 可以填写现有的表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和 Reader 功能的详细比较。

PDF 受口令保护并且编辑功能受限制

如果您收到受口令保护的 PDF，请使用指定的口令打开文档。某些受保护的文档有一些限制，不允许您打印、编辑或复制内容。如果文档包含受限功
能，则与这些功能相关的所有工具和菜单项将在 Reader 中变暗。

如果您无法打开 PDF，或者如果限制您使用某些功能，则请与 PDF 的作者联系。

收到错误“一个或多个 Adobe PDF 扩展功能已被停用。”

要解决此问题，请完成以下步骤：

1.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Internet 选项”，然后单击“高级”标签。

2. 选中“启用第三方浏览器扩展”复选框。

3. 单击“确定”，然后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更多疑难解答提示

有关更多疑难解答提示，请参阅以下技术说明：

无法打开 PDF

无法在 Web 上查看 PDF | 快速修复

合并 PDF

免费的 Adobe Reader 无法合并多个 PDF 文件；但 Adobe Acrobat 可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 PDF 包和合并的 PDF。

删除 PDF

PDF 文件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不同文件夹中，具体取决于您是从电子邮件、Web 还是其它来源收到 PDF。

要快速找到 PDF，请在 Windows 或 Mac OS 中搜索相应文件名。然后导航到已找到的文件夹，右键单击 PDF 文件，并选择“删除”（Windows）
或“移至废纸篓”（Mac O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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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b2.adobe.com/cn/cps/836/cpsid_83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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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中无法显示图像
移动或旋转 3D 模型
分析对象、测量或地理空间位置

要复制页面区域的特定图像或快照，请参阅复制 PDF 中的内容。

PDF 中无法显示图像

1. 右键单击文档，然后选择“页面显示首选项”。

2. 选择“显示大图像”。

如果取消选择上述选项，Reader 会将大图像文件显示为灰框，以加快显示和滚动速度。

移动或旋转 3D 模型

单击 3D 模型时将显示 3D 工具栏。单击“旋转”工具旁边的箭头可查看 Reader 中所有可用的 3D 导览工具。

分析对象、测量或地理空间位置

Reader 提供多个分析选项，通过这些选项，您可以查看特定对象的元数据，测量这些对象或与地理空间数据进行交互。要访问这些选项，请单击窗口
右上角的“扩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以下主题。

查看对象数据

测量对象

与地理空间 PDF 进行交互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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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PDF
为什么无法保存 PDF？
查看和导览 PDF
缩放到特定区域
在 PDF 中查找信息
查看和搜索 PDF 包

查看图像、对象或 3D 模型

保存 PDF

如果 PDF 作者已启用本地保存，则可以保存 PDF 或 PDF 包的副本。

Reader 应用程序或 Web 浏览器

要保存 PDF，请单击窗口左上角的工具栏中的磁盘图标 。

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

要创建 PDF 副本，请选择“文件”>“另存为”。

要将 PDF 另存为可以访问的文本，请选择“文件”>“另存为其它”>“文本”。

为什么无法保存 PDF？

出于安全性、版权保护或其它原因，PDF 作者已停用本地保存功能。

如果您需要保存 PDF，请与作者联系并要求启用本地保存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使 Reader 用户可以保存表单数据。

查看并导览 PDF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放大或缩小页面，请使用窗口顶部工具栏中的“缩放”、“放大率”和“适合”选项。

工具栏中的“缩放”、“放大率”和“适合”选项

要转至特定页码，请在“显示上一页”  和“显示下一页”  按钮右侧输入该页码。

要直观地进行导览，请单击窗口左上角的“页面缩略图”图标 。

要跳至特定区域，请单击窗口左上角的“书签”图标 。

使用这些选项快速导览

要设置滚动和多页面视图选项，请在 Reader 中，选择“视图”>“页面显示”菜单。在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Reader 工具栏并选择“页面显示”。

http://idiom-q-win-1/cn/reader/using/view-images-objects-or-3d.html
http://idiom-q-win-1/cn/reader/using/view-images-objects-or-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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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查看图像、对象或 3D 模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导览 PDF 页面。

缩放到特定区域

右键单击文档，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选框缩放”。然后在要放大的区域间拖动。

（仅适用于 Reader 应用程序，不适用于浏览器）从“视图”>“缩放”菜单中，选择“动态缩放”、“平移和缩放”或“放大镜工具”。有关各选项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调整 PDF 视图。

在 PDF 中查找信息

要搜索页面内容，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文档，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查找”。在窗口的右上角，输入您的搜索词，然后单击箭头以导览到每个实例。

要显示搜索框，请右键单击文档，然后选择“查找”。

要执行更为复杂的全字匹配、短语、注释以及其它选项搜索，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 Web 浏览器中，单击窗口左侧的望远镜 。

在 Reader 应用程序中，选择“编辑”>“高级搜索”。

在搜索窗格的底部，单击“显示更多选项”以进一步自定义搜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高级搜索选项。

查看和搜索 PDF 包

“PDF 包"是在不同应用程序中以各种格式创建的文件的集合。可以使用 Reader 搜索工具在整个 PDF 包中查找文本。在“PDF 包”工具栏的“搜索”框中
键入要查找的文本。搜索结果将显示找到文本所在的所有文件。

对于 PDF 文件，请展开列表，在上下文中查看结果。单击搜索结果可跳至 PDF 中文本的位置。

对于其它类型的文件，请单击“打开”，然后搜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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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启动 Reader 时向我显示消息

查看文档时不显示消息

“一般”首选项中包含的选项可用于允许 Adobe 在您使用程序时显示产品内营销消息。您可以决定是否接收这些产品内营销消息。

无法关闭有助于 Adobe 联机服务的事务性消息。

1.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Windows) 选择“编辑”>“首选项”。

(Mac OS) 选择“Adobe Reader”>“首选项”。

2. 在“种类”下，单击“一般”。

3. 在“来自 Adobe 的消息”部分中，根据需要选择选项。

允许当您启动应用程序时未打开文档的情况下在欢迎屏幕中显示来自 Adobe 的消息。单击消息可获取有关功能、
更新或联机服务的信息，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打开某元素（例如任务窗格）。取消选择该选项将阻止显示内部产品营销消息。

阻止在应用程序窗口的左下角显示来自 Adobe 的内部产品营销消息。单击关闭按钮可以取消显示消息。如果不执行任何
操作，消息会消失。取消选择该选项将显示内部产品营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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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模式
受保护视图
特权位置

为提高安全性，Adobe Reader XI 包含保护模式和受保护视图以保护计算机的安全。启用保护模式后，Adobe Reader 显示 PDF 文件时所需的所有操
作都在受限的环境（即“沙盒”）中以极其有限的方式运行。

保护模式

默认情况下，Adobe Reader X 在保护模式下运行，以新增一个安全性图层。在保护模式下，恶意 PDF 文档无法启动任意的可执行文件，也无法写入
系统目录或 Windows 注册表。

要检查保护模式的状态，请选择“文件”>“属性”>“高级”>“保护模式”。

默认情况下保护模式为启用状态。要指定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编辑”>“首选项”。

2. 从左侧的“种类”列表中，选择“安全性（增强）”。

3. 在“沙盒保护”区域中，选中或取消选中“启动时启用保护模式”。

启用“创建保护模式日志文件”以记录事件。更改将在下一次启动应用程序时生效。
单击“查看日志”，打开日志文件。

受保护视图

为提高安全性并避免出现与可能来自不安全位置的文件相关的潜在安全性风险，将在受保护视图中停用大部分功能。您可以查看 PDF，但不能执行其
它很多操作。

在受保护视图中，Reader 窗口顶部会显示黄色栏。单击“启用所有功能”将退出“受保护视图”。

受保护视图信息栏

要修改受保护视图的使用时间，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文件”>“首选项”。
2. 从左侧的“种类”列表中，选择“安全性（增强）”。
3. 在“沙盒保护”区域中，选择受保护视图的以下任一选项：

关

来自存在潜在危险位置的文件

所有文件

特权位置

可以将特定文件、文件夹和主机添加到特权位置，以便有选择地信任 PDF 文件并绕过安全性限制。

在“特权位置”下，执行以下操作：

要信任 Internet Explorer 中已信任的任何站点，请选择“自动信任我的 Win OS 安全区域中的站点”。
要从一个位置仅添加一个或两个 PDF，请单击“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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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多个 PDF 创建可信任的文件夹，请单击“添加文件夹路径”或“添加主机”。
要允许从网站加载数据，请输入根 URL 的名称。例如，输入 www.adobe.com，而非 www.adobe.com/products。要仅信任来自安全连接的文
件，请选择“仅限安全连接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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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工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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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鼠标动作的键盘替代方式
使用屏幕阅读器或放大镜
在 PDF 中重排文本

鼠标动作的键盘替代方式

Reader 和 Acrobat 使用相同的键盘快捷键。要查看完整列表，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键盘快捷键。

使用屏幕阅读器或放大镜

使用“辅助工具设置助手”可以将 Reader 设置为显示屏幕放大镜或屏幕阅读器。

选择“编辑”>“辅助工具”>“设置助手”，然后从“设置助手”的各个屏幕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在 PDF 中重排文本

可以重排 PDF，临时将其显示为宽度为文档窗格的一栏。该重排视图使文档更易于阅读。

要重排文本，请选择“视图”>“缩放”>“重排”。

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可读文本显示在重排视图中。不进行重排的文本包括表单、注释、数字签名域和页面伪像（例如页码、页眉和页脚）。同时包含
可读文本和表单或数字签名域的页面不进行重排。垂直文本会水平重排。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robat 帮助中的阅读有重排和辅助工具功能的 PDF。

您无法在“重排”视图中保存、编辑或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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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表单

  签名和验证

  注释和审阅

  打印

  复制内容

  创建 PDF 或转换为 Word、Excel

  搜索、查看和保存

 辅助工具和保护模式

Reader XI 和 Acrobat XI

Reader XI 帮助

Acrobat XI 帮助

下载、安装、升级

升级到 Adobe Reader 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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