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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如果你有困难使用Doxillion 文档转换器 
请在请求支持之前阅读适用的主题。如果您的问题未在本用户指南中介绍请查看 新信
息Doxillion 文档转换器 在线技术支持

www.nchsoftware.com/documentconvert/cn/support.html。
如果这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使用该页面上列出的技术支持联系人与我们联系。

软件建议
如果您有任何改进建议Doxillion 
文档转换器或者您可能需要的其他相关软件的建议，请在我们的建议页面上发布

www.nch.com.au. 我们的许多软件项目都是在像您这样的用户提出建议后进行的。如果
我们您的建议被采用，您将获得免费升级。

www.nchsoftware.com/documentconvert/cn/support.html
www.nc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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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安装多西利翁。
多西利翁文档文件转换软件是 Windows 
的文档格式转换器。它可以在文档、txt、多cx、rtf、html、pdf等之间转换文档文件。
借助 
Doxillion，您可以快速轻松地将文档文件转换为所需的格式，减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
存储在 CD 上的文件大小，并快速转换为其他软件应用程序所需的格式。
特点
● 加载各种不同的文档文件格式。
● 快速转换为各种输出格式。
● 允许文件和文件夹的拖放。
● 支持命令行工具。
● 简单直观的界面。
● 设计起来非常容易日常操作。
系统要求
● 视窗 2000/XP/2003/Vista/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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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单击工具栏中的"添加文件"按钮，选择要转换的文档。然后从"输出格式"列表中选择要转
换为的格式，然后单击"转换"按钮以转换文档。
多西利翁是专为从你那里学习，你走。Doxillion 
会记住您第一次做某事时的设置，因此当您重复操作时，转换文档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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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多西利翁
使用多西利翁很容易。基本步骤包括：
1. 添加要转换的文件
2. 指定保存转换文件的位置
3. 指定转换格式
4. 转换文件
5. 查看或查找转换后的文件
每个步骤在图像之后都会详细介绍。
1. 添加要转换的文件 有两种简单的方法来添加需要转换为 Doxillion 的文件：

● 单击工具栏上的"添加文件"按钮。这将打开"查找文档文件"对话框。浏览要转换
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将其添加到 Doxillion。● 将文件从文件资源管理器拖放到"多溪利翁"列表视图中

将文件添加到 Doxillion 
进行转换后，该文件将显示在转换列表中，旁边有文档图标。转换后，它将保留在列
表中，如果转换成功，图标将显示一个绿色复选框;如果转换不成功，图标将显示红
色x

要从列表中删除文件，请单击该文件，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
请注意，您可以将多个不同格式的文件添加到转换列表中，并在一个批处理中转换它
们。2. 指定保存转换文件的位置 
"输出文件夹"标签显示将保存转换的文件的位置。默认情况下，它显示上次会话使用
的位置。● 要指定新位置，请单击输出文件夹地址字段右侧的浏览按钮。找到所需的输出文

件夹，然后单击确定以选择它。

● 要始终将转换后的文件保存到与源文件相同的位置，请单击地址字段右侧的箭头
以公开放置菜单，然后选择选项 [与源文件相同]。3. 指定转换格式 

"输出格式"标签显示要转换为的选定格式。要更改输出格式，请单击输出格式以打开
拖拉菜单，然后选择要转换为的格式。4. 转换文件 
准备好将转换列表中的文件转换为指定位置的指定格式时，单击主窗口右下角的大转
换 按钮。
请注意，如果选择了转换列表中的任何文件，单击转换按钮将仅转换所选文件。要转
换整个列表，请确保未选择任何文件。要取消选择项目，请单击列表中不包含任何要
转换的文件的部分。

5. 查看或查找转换后的文件 
单击转换按钮后，要查看转换后的文件，请单击主窗口右下角区域转换按钮左侧的打
开输出文件夹 按钮。这将打开 近转换的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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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利翁支持哪些格式？
Doxillion 中支持许多文件格式。
多西利翁允许从： 
● 微软Word 2007 （*.docx）
● 微软 Word 97 - 2003 （*.doc）
● 微软作品 6 - 9 （*.wps）
● 打开文档文本 （*.odt）
● 基于文本的便携式文档格式 （*.pdf）
● 纯文本 （*.txt）
● 完美字（*.wp，*.wpd）
● 富文本格式 （*.rtf）
● 微软电源点 （*.pptx）
● 微软Excel 2007 （*.xlsx）
● 微软 Excel 97 - 2003 （*.xls）
●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html， *.xhtml， *.mht，*.mhtml）
● 苹果页面 （*.页）
● 电子出版物（*.epub）
● 小说书文件 （*.fb2）
● 莫比袋书 （*.mobi，*.prc）
● 电子邮件文件 （*.eml）
● 逗号分隔值 （*.csv）
● 微软XPS文档编写器文件 （*.xps）
● 汇编语言（*.asm，*.inc，*.h，*s）
● C 家庭语言 （*.c，*.cpp， *.cs， *.cxx， *.h，*.hxx）
● Java 语言 （*.j， *.js， *.jav，_.java）
● 帕斯卡尔语 （*.pas）
● Perl、Python 和红宝石语言（*.pl、*.py、*.rb）
● PHP语言（*.php）
● 研究信息系统引文文件 （*.ris）
● 基本语言（*.bas，*.vb，*.vb）
●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 日志 （*.log）
●

图像（*.jpeg、*.jpg、*.bmp、*.gif、**pcx、*.png、**pnm、*.psd、**拉斯、*.tga、*
.tif、*.tiff、**wbmp）

多西利翁转换为： 
● 微软Word 2007 （*.docx）
● 微软 Word 97 - 2003 （*.doc）
● 富文本格式 （*.rtf）
●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 电子出版物（*.epub）
● 莫比波克特书籍 （*.莫比）
● 便携式文档格式 （*.pdf）
● 纯文本 （*.txt）
● 打开文档文本 （*.odt）
●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此外，从 转换时，PDF，这些额外的输出格式可用：  
● 位图图像文件 （*.bmp）
● 联合摄影专家组（*.jpeg*.jpg）
● 标记的图像文件格式（*.tif，*.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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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携式网络图形 （*.png）
● 图形交换格式 （*.gif）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Doxillion只是尝试启动Pixillion并将文件添加到Pixillion列表中。

请在Doxillion的操作后在Pixillion中进行进一步的操作。也就是说，如果您在Doxillion中
操作后不操作Pixillion，则无法在输出文件夹中看到转换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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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错误和信息
查看扩展转化信息
如果您尝试转换文件，并且转换过程出现问题，则Doxillion 主窗口中的扩展信息列中将
显示一条短消息。此消息简要概述了问题的细节。
如果文件转换未出错，则扩展信息列将显示转换后文件的名称。
覆盖文件
要指定在转换期间文件已存在时 Doxillion 的作用，请查看本手册的程序选项 
section中的选项 * 覆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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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格式
PDF 文件格式
PDF 格式虽然对几乎可以在任何设备上读取的功能非常有用，但存在一些严重的限制。
Doxillion 
将尝试转换文本内容，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文档而异的限制，内容无法准确转换。
几个例子
许多 PDF 
编写器实际上不保留空格、选项卡、换行符和列。相反，它们单独存储单词，甚至字母
，以及单词或字母应该去的位置。
大多数文档格式将表存储为一组表单元格，每个单元格包含文本。PDF 
将表格存储为制作表的行的图片前面的文本。
某些 PDF 存储文本，而不是实际文本，而是作为文本图片存储文本。（Doxillion 
不是光学字符识别产品，因此必须将这些产品保留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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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录到光盘
如果要在转换原始文件之前对其进行快速备份，请在列表中选择它们，然后单击工具栏
中的"刻录到光盘"按钮。这将打开Express Burn Disc Burning 
软件，这是一个易于使用的刻录程序，可用于将数据刻录到任何光盘类型。要了解有关
Express Burn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ch.com.au/burn 以了解更多信息。注： 

9

http://www.nch.com.au/burn/index.html


提取图像
如果您想从文档文件中提取图像，并使用 Pixillion 
将其转换为任何图像格式，请在列表中选择它们，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提取图像"按钮
。这将打开 Pixillion 
图像转换器软件，这是一个易于使用的图像转换程序。您可以了解更多关于皮克西利翁
，访问 

皮克西利翁 
注意：所有出口的图像都添加到皮西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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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到 PDF
如果要使用 NCH Bolt PDF 打印机将文档直接打印到 
PDF，请在列表中选择它们，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打印到 PDF"按钮。要了解有关螺栓 
PDF 打印机的更多内容，请访问www.nchsoftware.com/pdfprinter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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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密码
PDF 密码- PDF 
规范允许所有者为文档指定 多两个密码以保护和加密文档：所有者密码和用户密码。
● 使用正确的所有者密码打开文档（假设它与用户密码不同）允许对文档进行完全（所

有者）访问。

● 使用正确的用户密码打开文档（或打开没有用户密码的文档）必须遵循其所有者在文
档中指定的用户访问权限（例如，复制和打印）。Doxillion 文档转换器需要访问权限才能根据 PDF 

规范从文档中复制或提取页面内容。因此，如果 PDF 
文档没有复制权限，Doxillion需要输入所有者密码，尽管 PDF 
阅读器可以打开它。如果PDF未加密或禁用复制权限，Doxillion不会弹出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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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文档预览
此对话框允许用户预览扫描文档中的所有图像，并显示每个图像的某些信息，以便用户
决定是否使用 OCR 技术将所有图像转换为文本。您可以使用导航按钮，其中包括转到第一个图像、转到上一个图像、转到下一个图像和

以转到任何图像来预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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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设置
常规
此对话框允许您设置输出文件的页边距。
● 英寸 / 厘米- 允许您为页面边距选择度量单位。
● 顶部 / 底部 / 左 / 右 - 这些选项是构造输出文档时使用的页边距。
RTF 图像压缩
Doxillion 使用图像压缩算法将文档转换为 RTF 格式。为了在 WordPad 中打开 RTF 
文件，必须使用特定的算法来确保兼容性。如果要在 WordPad 
中打开转换后的文件，则必须选择WordPad 兼容性复选框。使用 WordPad 
兼容性的文件将更大，因此我们建议仅在需要 WordPad 兼容性时使用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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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表
在“转换为表”对话框中，选择将从 PDF 转换为 CSV、XLSX 或 ODS 
的表。红色边界线内的文本将被提取并转换为选定的输出格式。 
对话框提示
如果 PDF 
有多个页面或未检测到表格，对话框将打开。如果PDF是单页，并且Doxillion检测到表
格，则转换将自动进行。 
选择您的内容
PDF 
上显示红色边界线，以确定应转换哪些内容。要更改边界，请将鼠标悬停在红线上。线
条将变为黄色，单击并拖动以将该行移动到表格的边缘。 
用红色边界线勾勒出表的轮廓后，单击“处理页面”。对 PDF 
文档中包含要转换的表格的每个页面重复此过程。对于 XLSX 和 
ODS，每个处理过的页面都将转换为单个文档中的单个工作表。对于 
CSV，每个已处理的表都会创建一个新文件。关闭对话框以完成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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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PDF
主 Doxillion 文件列表中选定的 PDF 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上的合并 
PDF按钮或选择工具-+合并 PDF...或从弹出菜单选项中右键单击并选择合并 
PDF...组合到单个 PDF 文件中。 
此外，如果选择的输出格式为 PDF 类型，则选定的非PDF也可以合并到单个PDF文件
中。
要合并的文件顺序可以在合并 PDF 对话窗口中重新排列。 
注意：如果选择的输出格式为 PDF 类型，则当文件列表中至少有 1 个 PDF 文件或至少
1 个非 PDF 文件 时，将激活合并PDF功能。但是，执行文件合并至少需要2 个文
件。
合并 PDF 对话框 
合并 PDF 
对话框是您选择文件顺序的位置。您的文件的默认顺序是文件列表中的顺序。要编辑
顺序， 

请将目标文件拖放 到目标位置或选择文件，然后使用对话窗口右侧的 向上
向下移动 箭头按钮。 

● 向上移动：将所选文件向上移动列表中的一个位置。
● 向下移动：将选定文件向下移动列表中的一个位置。
合并 PDF  
一旦您的文件处于正确的顺序，请单击合并 PDF 对话窗口底部的 合并 
按钮，将文件合并到单个 PDF 文件中。 
在 保存合并的 PDF 作为 对话中，输入文件名并浏览到您希望保存新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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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PDF
通过 单击 工具栏上的压缩 PDF按钮或选择工具->压缩 
PDF...或右键单击和从弹出式菜单选项中选择压缩 
PDF，可以使用无损压缩或有损压缩压缩主 Doxillion 文件列表中的选定 PDF。 
注意：当文件列表中至少有 1 个 PDF 文件时，将激活压缩 PDF 功能。 
图像压缩 
有损压缩 - 压缩 PDF 
中的图像数据，使原始数据在解压缩期间产生数据丢失。数据丢失取决于压缩质量，并
可能导致较小的文件大小。 压缩质量可以从 1 设置为 100。
无损压缩 - 压缩 PDF 中的图像数据，使原始数据在解压缩期间不会产生任何数据丢失。
保存位置 
● 与源文件相同 - 使用与输入 PDF 相同的路径
● 选择输出路径 - 通过单击浏览按钮，它允许用户选择输出路径
将编号追加到文件名
● 选中复选框 - -N 后 将追加到文件名（其中N从 1 开始）
● 复选框未选中 - 

17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档
您可以将文档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为任何电子邮件地址的附件。这在快速将批量文件发送
到另一台计算机非常有用。要将当前正在处理的存档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请单击工具栏上的电子邮件按钮，或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选项。Doxillion 
将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含自定义电子邮件的选项。
注意：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档之前，需要设置"电子邮件设置"。如果您尚未这样做，
则在继续操作之前，系统将提示您设置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选项：
Doxillion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窗口，其中包含可在发送文档之前设置的电子邮件选项。这将管理附
件的发送方式、电子邮件的发送对象以及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正文。
发送到：输入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消息内容：
● 主题：您在此行中输入的任何文本将显示为电子邮件的主题。
● 主体：输入到此框中的任何文本将显示为电子邮件正文。
保留这些设置作为默认值：如果选中此框，则输入的信息将保存为下次发送文档时。
电子邮件设置：单击此按钮将打开"电子邮件设置"对话框窗口，其中可以更改电子邮件
服务器、发送地址等。有关此窗口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选项和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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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设置
这些设置用于设置电子邮件服务器，以便直接从 Doxillion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档。必须
先 配置这些设置，然后才能使用电子邮件选项。
发送方法
● 使用 SMTP 服务器发送：如果要使用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请选择此选项。SMTP 
服务器通常由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或公司 IT 部门提供。

● 直接发送（作为自己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工作）：如果您无法访问 SMTP 
服务器，或者不知道您的 SMTP 服务器名称或密码，请选择此选项。

SMTP 选项：
● SMTP 主机：这是 SMTP 服务器的地址（例如，mail.mycompany.com）
● 服务器需要授权：如果您的 SMTP 

服务器在发送电子邮件之前需要授权，请选中此框。大多数 SMTP 
服务器都需要授权。

● 用户名：这是 SMTP 授权名称。
● 密码：这是与 SMTP 用户名关联的密码。
● 尝试在 SMTP 连接失败时直接发送：如果选中此框，如果 SMTP 

服务器不可用，Doxillion 将尝试作为自己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工作。注意：如果 
SMTP 授权失败，Doxillion 将不会进行此尝试。

消息设置选项
使用这些选项设置默认情况下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电子邮件可以在实际发送之前进行
更改，但自定义这些选项可以更快地发送电子邮件。● 默认回复电子邮件：这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档与 Doxillion 
● 使用自定义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如果选中此框，则在打开电子邮件窗口时，Doxillion
将自动填充发送到字段。● 发送到地址：这是打开电子邮件窗口时自动填充到发送到字段中的电子邮件地址。

● 使用自定义主题和正文：如果选中此框，则在打开电子邮件窗口时，Doxillion 
将自动填充主题和正文字段。

● 主题：这是打开电子邮件窗口时将使用的自定义主题。
● 主体：这是打开电子邮件窗口时将使用的自定义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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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西尔利翁命令行工具
Doxillion 命令行工具允许您使用 Doxillion 从 Windows 
命令行转换文件。这可用于让其他软件使用 Doxillion 转换文件或自动批量转换。
多溪利翁可执行文件通常定位为"C：_程序文件\NCH软件_Doxillion_Doxillion.exe"
用法：多西利翁.exe [选项] [要添加的文件]
选项是您可以向 Doxillion 发出一系列命令的位置。选项包括：
-转换- 转换加载到多溪利翁的所有文件。
-添加文件夹 [FOLDER_NAME]  - 将文件文件夹添加到 Doxillion。
-格式 [FORMAT_NAME] - 
指定输出文件格式以将加载的文件转换为。格式名称是每种格式（例如 .doc、 
.rtf）的文件扩展名。
-输出文件夹 [FOLDER_NAME]  - 指定输出文件夹以存储转换后的文件。不要用反斜杠
-覆盖 [OVERWRITE_FLAG] - 
-清除- 清除多西里翁文件列表窗口。
-隐藏- 隐藏多西里翁窗口。
-显示- 显示多西利翁窗口。
-出口- 出口多西利翁。
要添加的文件是键入要加载到 Doxillion 
示例：
多西利翁.exe - 格式 RTF
多西利翁.exe - 出文件夹"C：\我的文档";
多西利翁.exe -隐藏
Doxillion.exe "C：\我的文件\论文.RTF"
Doxillion.exe - 转换"C：\我的文档\论文.RTF" -格式 .docx - 覆盖始终
除非您位于 Doxillion 文件夹中，否则您需要从上面用完整路径"C：*程序文件_NCH 
软件_Doxillion_Doxillion.exe"替换"Doxillion.exe"，如下所示：
"C：*程序文件_NCH软件_多西利翁_多西利翁.exe" - 转换"C：\我的文档_论文.RTF" 
-格式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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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引用
阿尔特 显示完整菜单
Alt_A 添加文件
Alt_D 添加文件夹
删除 删除选定文件
Ctrl+A 选择所有文件
Ctrl_O 选项
F3 转换文件
Alt_F4 退出计划
F1 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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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 软件套件
这是浏览 NCH 软件中提供的所有软件的有用方法
您可以按类型（如音频、视频等）查看一组产品并查看产品。从那里，你可以尝试的产
品，它会下载并安装它给你试用。如果您已经安装了产品，则可以单击"立即运行"，程
序将为您启动。
此外，还有类别中产品的功能列表。单击"编辑视频文件"等功能以安装具有此功能的产
品。搜索
搜索我们的网站，查找与您键入的任何关键字相匹配的产品。
查看我们的更多软件
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软件。
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以发布新版本和折扣。您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查看购买的 新折扣
查看我们为购买我们的产品提供的 新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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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条款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用户都能成功使用我们的软件。 
当然，前提是您必须接受我们的 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本协议（ELUA）限制了我们的责任，并受到仲裁协议和场地协议的约束。请阅读以下
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会影响您的权利。
1.本软件的版权以及与本软件一起发布的任何视觉或音频作品均属于NCH软件公司和“关
于”框中列出的其他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安装该软件以及其 
捆绑的任何软件或者从本软件按需安装的组件，包括快捷方式和开始菜单文件夹，都仅
在与这些条款一致时获得许可。这些版权不适用于您，用户，所制作的任何原创作品。

2.通过安装，使用或分发本软件您，代表您自己并且代表您的雇主或委托人，同意这些
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其中任何一条条款，则不得使用、复 
制、传输、分发或安装本软件-在14天内将其退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3.本软件，及其所有随附的文件、数据和材料，均按“原样”分发，除非法律要求，否则不
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如果您打算将本软件用于关键目 
的，您必须在使用前对其进行全面测试，安装冗余系统并承担任何风险。

4.对于因使用本软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
特殊的、附带的或结果性损失。对于所有索赔，您的全部赔偿仅限 
于收到您为本软件支付金额的全额退款。
5.在面临任何本软件故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者生命危险的风险的情况下，您不得使用
本软件。如果您没有定期备份您的电脑，或您的电脑没有安装杀毒 
软件和防火墙软件，或您的电脑中保留有未经加密的敏感数据，则您不得使用本软件。
您同意免除我们于，关于此类使用的任何索赔。

6.您可以完整的复制或分发本软件的完整的未经更改形式的安装文件，但在任何情况下
，未经书面允许，您不得分发任何我们程序的软件注册码。如果您 
确实分发了软件注册码，您将有责任为未经授权使用的每个地点支付购买全价。
7.收集到数据的使用受NCH软件隐私声明的约束，该声明允许在有限的情况下自动匿名
手机使用统计数据。8.法律的选择。如果您居住在美国，您与NCH 

Software，Inc，一个美国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科罗拉多州法律和法院的管辖。如
果您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则您与NCH Software Pty 

Ltd，一个澳大利亚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澳洲首都特区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论争
议的性质如何，此类法院对您与我们之间的任何争议都有持续和排他的管 辖权。

9.仅限美国客户：仲裁协议和集体诉讼豁免：如果您居住在美国，NCH软件和您同意根
据本条款的英文版 

本:www.nch.com.au/general/legal.html来仲裁我们之间的所有争议和索赔。请仔细阅读
那些条款。它可能会 
影响您的权利。在这些条款中，您和NCH均同意，双方只能以您或其个人的身份向对方
提出索赔，而不能作为代表诉讼程序的原告或任何有目的集体 
的集体成员向对方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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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JPEG 压缩设置
质量 
在质量较低的较小文件或质量较高的较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 

24



图像设置 - BMP 编码设置
像素格式 
在具有每像素 8 位、24 位或 32 
位的文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希望在图片中具有任何透明度，则必须选择每像素 32 
位。 

25



图像设置 - PNG 编码设置
256色 
您可以将此选项选中为小于真彩色 PNG 的 256 调色板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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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PNM 编码设置
便携式任何地图格式 
选择单色（便携式像素贴图）、灰度（便携式灰图）或 
RGB（便携式位图）格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保存为普通（ASCII）或二进制文
件。 
二进制阈值 
设置将图像转换为二进制图像的阈值。它仅用于单色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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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TIFF 编码设置
256色 
您可以将此选项选中为小于真彩色TIFF的256调色板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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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JPEG 2000 压缩设置
无损压缩 
保存图像时不会降低图像质量，但生成的文件大于有损压缩。 
有损压缩 
保存的文件比无损压缩小，但会导致图像质量降低。 
质量 
在质量较低的较小文件或质量较高的较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 

29



图像设置 - PDF 编码设置
纸张尺寸 
选择要用于目标 PDF 文档的纸张大小。
取向 
选择要用于目标 PDF 文档的纸张方向。
边缘 
以毫米为单位输入以毫米为单位的边距值，如上边距、左边距、下边距和右边距。
缩放模式 
选择模式以决定如何在 PDF 页面中缩放图像。
● 无：保留图像的原始大小。如果图像没有分辨率描述，则将使用默认值（例如 

72DPI）。
● 适合可打印区域：将每个图像减小或放大到除边距以外的纸张大小，并在宽度和

高度上保持相同的纵横比。

● 拉伸到可打印区域：拉伸图像以填满除边距以外的整个页面。
● 按图像大小自动调整：将图像缩放到合理的大小
定位模式 
选择定位模式以决定如何在PDF页面中放置图像。
图像质量 
选择嵌入 PDF 文件时的图像质量。该值越高，嵌入的图像质量越好。
自动旋转 
调整图像的方向以匹配选定的纸张大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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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网页压缩设置

WebP是由Google开发的一种新的图像格式，在Chrome，Opera和Android中受支持，
经过优化，可以在Web上实现更快，更小的图像。与视觉质量相同的PNG和JPEG图像
相比，WebP图像的大小约为30% s。 

有损压缩 
保存的文件比无损压缩小，但会导致图像质量降低。 
质量 
在质量较低的较小文件或质量较高的较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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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GIF 编码设置
多页 GIF（动画 GIF）  
您可以勾选此选项以创建动画 GIF 文件。您可以通过选中 “以秒为单位 
设置帧延迟”输入框并设置时间延迟来指定每帧的延迟。
多个 GIF 文件 
您可以勾选此选项以为每个帧创建单独的 GIF 文件。
如果您希望在转换多页图像时弹出 GIF 编码设置，请选中“转换多页图像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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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选项  - 选项 * 覆盖
覆盖
选择在转换文件时目标文件已存在时要执行的操作。选项包括： 
● 提示要执行操作 -始终显示提示，询问是否要覆盖文件。
● 覆盖文件- 在转换文件的情况下覆盖现有文件。
● 不要转换原始文件- 不会在要转换文件的情况下覆盖现有文件。
● 中止转换- 取消当前文件转换，并中止所有后续转换。
● 将编号追加到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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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选项  - 选项 * 转换
此对话框包含与转换文件相关的选项。它分为"格式"和"错误"部分。
格式 
指定如果要转换的文件与输出格式的格式相同的操作操作。选项包括：
● 将文件直接复制到目标文件夹- 将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夹的原始未转换形式。
● 不转换- 根本不转换文件，并继续转换列表中的其他文件。
备注：如果出现冲突，格式中的选项将始终被覆盖选项卡中指定的选项覆盖。
错误
指定在转换文件时出现错误时要执行哪些操作。选项包括：
● 提示操作- 提示是否要继续转换其他文件或完全中止转换。
● 忽略错误并继续转换其他文件- 继续转换其他文件，即使任何特定文件产生错误。
● 中止转换- 取消当前文件转换并中止所有后续转换。
备注：如果在任何文件上生成错误，将在文件列表中该文件的扩展信息列中报告这些错
误。
OCR（光学字符识别）
Doxillion提供了 OCR 
组件，允许用户将高质量的文本图像转换为纯机器编码的文本。例如，某些文档以 
PDF 或图像（PNG、JPEG、TIFF 或 BMP）的形式来自扫描仪。 
有一个选项，使OCR确认安静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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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选项  - 选项 * 其他
此对话框适用于无法分组到特定类别的更常规选项。
确认- 选择此选项可在从文件列表中删除文件时生成确定吗？
通知- 提示打开输出文件或文件夹 成功转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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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选项  - 选项 + 右键单击
此对话框允许您为文件资源管理器右单击上下文菜单（右键单击资源管理器窗口中的文
件时显示的菜单）设置选项。将多溪利翁添加到文件资源管理器右键单击菜单- 此选项会将 Doxillion 
添加到相应文档的右单击菜单中。
启用右键单击选项 = - 
这些选项允许您将 多三种默认格式添加到右单击上下文菜单中，以便快速转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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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发送电子邮件”对话框
发送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对话框会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需要先设置电子邮件设置，然后才能发送
电子邮件。如果您尚未这样做，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电子邮件设置，然后再继续。 
电子邮件选项
   -发送到
   -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在每个电子邮件地址之间放置一个逗号。
   -主题
   -在此字段中输入的任何文本将显示为电子邮件的主题。
   -身体
   -在此框中输入的任何文本将显示为电子邮件的正文。
   -页脚
   -在此框中输入的任何文本都将显示在电子邮件的 后。这可能需要购买才能进行更改
。
   -设置
   -
单击此按钮将打开“电子邮件设置”对话框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对电子邮件服务器，发

送地址等进行更改。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