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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如果你有困难使用Express Zip文件压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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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
息Express Zip文件压缩器 在线技术支持
www.nchsoftware.com/z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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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Zip文件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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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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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安装快速拉链。
Express Zip 是一种存档和压缩工具, 用于创建、管理和提取 Zip 文件。
使用 Express Zip, 您可以轻松创建重要文档、图像、音乐等的 zip 文件,
以节省磁盘空间, 或快速发送电子邮件或刻录到 CD。
产品特点:
●
快速创建新的 zip 文件
●
编辑或提取现有的 zip 文件
●
只需点击两次, 即可发送电子邮件
●
将存档刻录到 CD 或 DVD 以进行长期备份
●
简单但功能强大的用户界面
系统要求
●
视窗 Xp/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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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这是很容易开始使用快速 Zip 创建或从存档中提取。
创建 zip 文件:
●
启动快速拉链
●
单击工具栏上的 添加文件夹 或 添加文件 按钮, 开始添加要存档的文件
●
或者,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文件资源管理器 (或桌面) 中的文件或文件夹, 选择 快速 Zip,
然后选择 压缩 选项。
打开现有存档:
●
启动快速拉链
●
单击 打开 按钮, 然后浏览到要打开的文件的位置。打开文件后, Express Zip
将在浏览器窗口中显示存档的内容。
●
或者, 您也可以在文件资源管理器 (或桌面) 中右键单击存档, 选择 快速 Zip,
然后选择 打开存档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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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存档？
什么是存档？
存档文件是将不同的文件夹和文件打包在一起的集合,
以便可以轻松地将它们从一台计算机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由于许多人使用此方法进行
到目前为止,
最流行的存档类型--Express zip 创建的存档类型--是一个 zip 文件, 它具有
备份,
".
zip"因此它获得了
文件扩展名。"存档" 的名称。此外,
除了创建
zip 文件, Express Zip 还可以打开并提取以下文件格式:
大多数归档文件都是为了节省磁盘空间或网络带宽而压缩的。必须先解压缩存档,
●
.zip
然后才能使用其中的文件。
●
.jar
●
.rar
●
.tar
●
.gz
●
.tgz/.tar.gz
●
.7z
●
。bz2
●
。xz
●
。维姆
●
.zipx
●
。普克帕斯
●
。bkz
●
。阿杰
●
。lzh
●
.cab
●
.iso
●
.apk
●
。nco
●
。z
●
。伊姆格
●
.dmg
●
。库莫
●
.deb
●
。qcow2
●
.rpm
●
。txz
●
。v赫德
●
。vmdk
●
。xar
●
。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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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Zip 存档
有许多方法可以创建与快速 Zip 的 zip 存档。
当您启动 Express Zip 时, 它将打开一个空白 zip 文件,
您可以立即开始将文件夹和文件添加到该文件中。为此, 请单击工具栏或 文件 菜单中的
或添加文件 。在工具栏下的地址栏中指定的位置添加文件夹或文件时,
会自动创建 zip 文件, 并将在继续添加文件时更新 zip 文件。
创建 zip
将项目添加到存档时,
还可以将其从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或桌面拖放到 快速 Zip 中。
文件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文件资源管理器或桌面。右键单击文件夹或文件将打开一个上
下文菜单, 选项为 "快速 Zip", 子菜单选项为 "压缩"。选择此选项后, Express Zip
将启动并自动将所选项目添加到新的 Zip 存档中。然后, 您可以继续像往常一样从快速
Zip 将更多文件夹或文件添加到存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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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存档
创建前面概述的 zip 存档后, 您有几个用于管理存档的选项。
删除文件夹或文件:如果存档中有不希望包含的文件夹或文件, 则只需在资源管理器
(左窗格) 或文件列表 (右窗格) 中选择项目并单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或选择"删除"即
可将其删除从 "编辑" 菜单中。您也可以通过只需按键盘上的 删除键删除选定的项目。
注意: 无法从快速 Zip 中删除根 (最上面) 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您可以在 快速 Zip 资源管理器
窗口中将文件夹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单击并拖动要移动的文件夹,
并将其拖放到要将其移动到的文件夹上。注意: 无法移动根 (最上面)
文件夹。也不可能将父文件夹移动到子文件夹中。
重命名文件夹:您可以使用 快速 Zip 资源管理器
窗口重命名文件夹。选择要重命名的文件夹, 然后从 编辑 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选项。您还可以单击在资源管理器窗口中选择的项目的文件夹名称来编辑该名称。
添加文件夹或文件:如果存档中确实有要包含的文件夹或文件, 则只需使用添加文件/添加
按钮 ( ctrl + t/ctrl + f)并选择要在资源管理器文件中添加或选择项目即可添
文件夹
●
. 拉链
加该文件夹或文件。并将其拖到文件列表
●
. 7z
(右窗格)。虽然并非所有存档类型都具有此功能, 但以下是支持 添加文件文件夹
●
. 焦油
功能的7种格式:
●
. tgz. tar. gz
●
. wim
●
. lzh
●
. arj
注意: 无法将带有特殊字符的文件文件夹添加到. arj 存档中。手动重命名文件或让
Express Zip 使用重命名 _ File/文件夹在存档中重命名该文件
压缩级别:在创建 Zip 文件时, express zip
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级别的压缩。您可以通过选择 文件 > 压缩级别
菜单选项来选择压缩级别。压缩级别是速度和大小之间的权衡,
因此最快的级别将创建最大的压缩文件,
而最小的级别将花费最长的时间进行压缩。注意: 文件的压缩级别一旦添加到存档中,
就不能更改它。但是, 不同的文件可以在单个 zip 文件中具有不同的压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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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提取现有存档
从存档中提取文件:
快速 Zip 可用于提取 (也称为 解压缩 或 解压缩) 包含在 Zip
归档文件中的文件。单击工具栏上的打开按钮或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打开
选项将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 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要打开的 zip 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在 文件资源管理器 中或从桌面右键单击存档, 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快
速 Zip-> 打开存档选项来打开存档.
打开 zip 文件后, Express zip 将显示存档的内容, 您可以浏览文件夹和文件。
要将存档的内容提取到计算机中, 请单击工具栏上的提取 按钮, 或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提取 选项。快速 Zip 将打开一个窗口, 其中包含自定义提取过程的选项。
注意: 如果只想从存档中提取某些文件或文件夹,
请从资源管理器窗口或文件列表窗口中选择项目, 然后单击 提取选定的内容。
提取选项:
在提取之前, Express Zip 将打开一个选项对话框窗口,
以便您可以调整提取过程的进行方式。可以从此窗口设置以下选项:
提取位置:
Express Zip将在您选择的位置创建一个新文件夹，并在那里提取内容。Express
●
提取到此位置:此选项允许您确定存档的内容将放置在您的计算机上的位置。点击浏
Zip将使用新文件夹的存档名称，以便于查找（例如，如果存档名称为MyArchive.zip，
览。。。 按钮来选择其他位置。
则新文件夹名称将为MyArchive）。
文件冲突:
当要提取的文件具有已在提取位置中的文件的相同名称时,
就会发生文件冲突。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来解决冲突:
●
覆盖所有文件:快速 Zip 将简单地覆盖任何预先存在的文件与文件从存档。
●
仅在存档文件较新 (较新鲜) 时覆盖:如果选择此选项, Express Zip
将将存档文件的修改日期和时间与现有文件进行比较,
并仅在存档文件较新时才覆盖该文件。
●
覆盖前提示:如果选择了此选项, 并且在提取过程中发现了冲突, Express zip
将向您提供文件的名称和日期, 并询问您是否要覆盖现有文件或跳过该文件。
●
不要覆盖任何文件:如果选择此选项, 则快速 Zip 不会覆盖任何现有文件。
注意: 文件冲突与文件夹无关。如果文件夹已经存在,
则该文件夹中的任何文件都将保持不变 (除非存在文件冲突)。
萃取:
指定完提取首选项后, 单击 提取按钮开始提取。除非存在需要询问的文件冲突,
否则此过程将自动继续。快速 Zip 将显示一个进度窗口,
以显示所完成工作的大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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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拆分 Zip 存档
提取分裂拉链:
拆分 zip 存档由多个文件组成。一个文件将具有 ". zip" 扩展名。其余的文件将有扩展名
". z01,. z01,...。等 "。读取和提取多部分存档时,
所有这些文件都必须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您可能会遇到错误。单击
". zip" 扩展名的文件以查看多部分存档。然后, 您可以像提取任何其他 Zip
存档一样提取存档。
注: Express zip 不允许您编辑拆分 zip 存档 (添加或删除文件)。
创建拆分拉链:
通常, 电子邮件服务器等文件的最大大小是可以发送的, 因此您可能需要将 zip
拆分为可以发送的较小部分。若要创建多部分 (拆分 zip) 存档,
必须首先打开尚未成为多部分存档的 Zip 文件 (. zip 扩展名)。然后单击 "工具" 下的
"拆分" 选项。确定要保存到的文件, 选择拆分大小, 然后单击 "拆分
Zip"。如果要用多部分存档覆盖现有的 Zip 文件, 只需使用默认的保存文件名,
并在收到有关覆盖的提示时单击 "是" 即可。
注: 此过程将创建多个具有相同名称但扩展名不同的文件。一个文件将有一个 ". zip"
扩展名, 其余的将有扩展名 ". z01,. z01,....................................................。等
"。将这些文件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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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存档
您可以将存档作为附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任何电子邮件地址。这对于快速将成批的文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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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发送到另一台计算机非常有用。
或从 工具 菜单中选择 电子邮件 选项。快速 Zip 将打开一个窗口,
其中包含自定义电子邮件的选项。
注意: 快速 Zip 将要求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存档之前设置电子邮件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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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Zip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窗口,
发送至:输入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其中包含可在发送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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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内容:
转到谁以及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正文。
●
主题： 您在此行中输入的任何文本都将显示为电子邮件的主题。
●
身体： 在此框中输入的任何文本都将显示为电子邮件正文。
将这些设置保留为默认值:如果选中此复选框, 则输入的信息将保存到下次发送存档时。
电子邮件设置:单击此按钮将打开 "电子邮件设置" 对话框,
在该窗口中可以对电子邮件服务器、发送地址等进行更改。有关此窗口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选项 ~ 电子邮件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拆分拉链:
您也可以打开和电子邮件分裂拉链与 Express Zip。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拆分拉链时,
您将收到一个附加对话框, 询问您希望如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多部分存档。
●
将所有部件一起发送:选择此选项将把拆分 zip 的所有部件附加到一封电子邮件中,
并将它们一起发送。请注意,
只有邮件的第一和最后一部分将包含邮件正文。其他部分将有空消息。
●
为每个部分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选择此选项将使用自己的电子邮件发送每个部件。部
件号将自动附加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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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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Zip
发送存档电子邮件。必须先配置这些设置,然后才能使用电子邮件选项。
发送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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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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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TP 服务器需要授权才能发送电子邮件,
请选中此复选框。大多数 SMTP 服务器都需要授权。
●
用户： 这是 SMTP 授权名称。
●
密码： 这是与 SMTP 用户名关联的密码。
●
如果 SMTP 连接失败, 请尝试直接发送:如果选中此框, 则如果 SMTP 服务器不可用,
Express zip 将尝试用作自己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注意: 如果 SMTP 授权失败,
则会进行此尝试。
邮件设置选项
使用这些选项来设置默认情况下电子邮件的发送方式。电子邮件可以在实际发送之前进
●
默认回复电子邮件:
这是在使用 Express Zip
行更改,
但自定义这些选项可以使发送电子邮件更快。
发送存档时将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回复。这通常是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但可与服务器的 "无回复" 地址或任何其他地址一起使用。
●
使用自定义地址发送电子邮件:如果选中此复选框, 则在打开 "电子邮件" 窗口时,
express zip 将自动填充 "发送到" 字段。
●
发送至地址: 这是在打开 "电子邮件" 窗口时将自动填充到 "发送到"
字段中的电子邮件地址。
●
使用自定义主题和正文:如果此框被选中, 则在打开 电子邮件 窗口时, express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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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体： 这是打开 电子邮件 窗口时将使用的自定义正文。
使用我们的软件发送电子邮件时出现的问题
如果电子邮件发送不正确，请查看“电子邮件设置”（可从软件的“选项”或“首选项”对话框
您可以参考此页面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 https://www.nch.com.au/kb/10018.html
中获得）。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不正确的电子邮件设置引起的，最常见的原因是尚未输入
ISP SMTP 服务器，或者缺少服务器地址后面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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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 Zip/ezip/tar/tgz/Wims\ Arj/lzh 档案
虽然 ExpressZip 支持多种不同的存档格式（.zip、 .cab， .rar， .tar， .tgz/.tar.gz，
.gz， .7z， .img， .dmg， .apk， .pkpass， .bz2， .wim， .xz， .z， .zipx， .bkz，
.jar， .nco， .zab， .iso， .arj格式 （.zip）、7zip 格式 （.7z）、Tar 格式
（.tar）、TarGz 格式 （.tar.gz/.tgz）、Wim 格式 （.wim）、Arj 格式 （.arj） 和 Lha
格式 （.lzh）。要将这些存档中的任何一个转换为 zip
存档，必须首先打开存档。然后点击"工具"下的菜单按钮"转换为
Zip/7z/Tar/Tgz/Wim/Arj/Lzh 存档"，或使用"转换"工具栏。指定新 zip
存档的位置，然后单击"转换"。
注意: 如果存档具有加密功能, 系统将要求您输入密码, 如果要转换为的文件
(zip、7z、wim、arj) 是可加密的, 则转换后的文件也将被加密。
合并
拆分 zip
存档是一种已被分隔为多个较小的部分的存档。在此状态下不能对其进行编辑。合并工
具用于将这些片段重新组合到一个. zip 文件中,
然后对其进行编辑。指定合并存档的位置, 然后单击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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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提取 Zip 存档
通过创建自提取 Zip 存档, 您可以在任何位置解压缩存档,
而无需依赖有权访问存档实用程序的最终收件人。
注意: 如果更改原始存档的内容, 则需要重新创建自提取存档
(如果希望其反映这些更改)。
创建自提取存档时, 您需要选择是要为 Windows 还是 Apple
创建该存档。相同的自提取存档将不能同时在这两个上运行。(如果需要,
只需创建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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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拉链菜单
快速 Zip 菜单允许您快速压缩常用文件夹的内容。可以从 工具 菜单中的 快速邮政编码
菜单中进行以下选择:
●
文档: 将添加计算机的 文档 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
●
音乐: 将添加计算机的 音乐 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
图片: 将添加计算机的 图片 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
视频: 将添加计算机的 视频 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注意: 此菜单选项仅在
Vista 或更新版本中可用。
注意: 这些文件夹的位置和名称因计算机而异, 具体取决于操作系统。例如, 在 Windows
XP 上, 文档文件夹可能是 C:\ 文档和设置管理员文档, 而在 Windows Vista 上, 它可能是
C:\Documents admin \\ 文档。但是, Express Zip 能够自动检测这些文件夹。Express
zip 不会筛选这些文件夹的内容, 而是将所选文件夹的所有内容添加到存档中 (例如,
将添加 图片 文件夹中的非图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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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
加密存档:
加密将向 zip 文件添加密码,
以便只有知道密码的人才能够提取密码所包含的文件。这对于存档存储在具有多个用户
要加密存档,
请单击工具栏上的 "加密" 按钮, 或从菜单中选择
的计算机上的敏感文件、通过不安全的网络发送存档或将存档放在像
DVD
"工具"。这将打开加密管理器,
它有三个选项:
●
将密码保护添加到存档:如果您正在处理的 zip 文件还没有加密, 请使用此选项。在
或拇指驱动器一样容易被盗的媒体上非常有用。
新密码 字段中输入密码, 然后在 重新键入新密码 字段中重新键入密码。
●
更改当前密码:使用此选项可以更改密码。在 当前密码 字段中输入当前密码, 并在
新密码 和 重新键入新密码 字段中输入新密码。
●
删除当前密码:使用此选项可从存档中删除密码和加密。在 当前密码
字段中输入密码。
目前, 以下是可加密的存档类型/由 Express
●
. 拉链
●
. 7z
●
. arj
●
. wim
注：如果 WinRAR 安装在用户的 PC 上，ExpressZip 允许对.rar文件进行加密/解密
请注意:密码最多只能包含256个字符
打开加密存档:
根据格式的不同, 大多数加密的存档可以在不提供密码的情况下打开和浏览。但是,
在提取或打开加密存档中的文件之前,
需要输入密码。存档格式没有任何方法来恢复密码,
因此记住与存档关联的密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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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件文件夹
将文件文件夹添加到存档:
添加文件文件夹可以通过工具栏选项、"文件" 选项或拖动到列表视图来完成。只有七
(7) 种格式, 但可以编辑: 拉链格式 (. zip)、7zip 格式 (. 7zip)、Tar 格式 (. tar)、TarGz
格式 (. tar. Gz/. tgz)、Wim 格式 (. wim)、Arj 格式 (. arj) 和 Lha 格式 (. lzh)
限制:
添加文件/文件夹有一些限制
●
三 (3) 种格式无法处理添加空文件夹:. 7z、. arj 和. lzh
●
. arj 格式无法处理在其 (其) 文件名中添加具有特殊字符的文件文件夹。快捷方式
Zip 会提示具有特殊字符的文件将其重命名为 重命名 _ file. ext/重命名 _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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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文件夹
将文件文件夹删除到存档:
删除文件文件夹可以通过在列表视图或树视图中单击来完成。只有七 (7) 种格式,
但可以编辑: 拉链格式 (. zip)、7zip 格式 (. 7zip)、Tar 格式 (. tar)、TarGz 格式 (. tar.
Gz/. tgz)、Wim 格式 (. wim)、Arj 格式 (. arj) 和 Lha 格式 (. lzh)
注意: 删除. arj 和. lzh 格式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会使存档无效并删除存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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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2段工具
下载或娱乐时, 档案可能会损坏。此外, 拆分存档也可能缺少部分。如果 Express Zip
无法打开存档, 因为存档已损坏或拆分的存档有丢失的文件, 它现在有一个选项,
试图修复这些文件, 前提是有 par2 恢复文件
Par2 是一种工具, 用于创建和/或使用 PAR2 文件来检测数据文件的损坏,
并在必要时修复它们。这可用于任何类型的存档,
尤其是拆分存档。用户可以选择三个选项来处理如何处理 par2
●
为存档/拆分存档创建 par2 文件:使用此选项可以创建 par2
恢复文件。用户可以为大型单个存档创建一个 par 2 文件,
然后通过拆分选项拆分归档文件, 并且仍然可以使用. par2
文件作为拆分归档文件的恢复文件。用户可以使用2个参数创建 par2 文件、%
redundancy 冗余和块大小。默认情况下, % redundancy 为 5% ,
●
验证第二段文件:使用此选项可以检查是否可以修复损坏的存档/拆分存档。如果损坏
●
使用
par2 文件修复损坏的存档/拆分存档:使用此选项可以修复损坏的存档/拆分存档
的存档/拆分存档是可修复的或不可修复,
Express zip 将提示用户。如果无法修复,
。对于拆分存档,
将重新创建多部分的缺失部分。
它将提示需要在总共中增加多少恢复块。
请注意:由于创建、验证和修复包括复杂的操作 (如校验和计算),
因此该过程需要一些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请注意:在处理验证和修复选项时,. par2
文件应与损坏的存档位于同一目录和相同的基本名称上。例如:
●
存档名称: C:\ Users\ Admin\ Desktop\\ 文件 \Par2sp拆. zip
●
第2部分名称应为: C:\Users\Admin\Desktop\MyFiles\Par2Split.zip.p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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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与棱镜-pixillions/开关
虽然 Express Zip 可以压缩视频, 图像和声音文件, 有其他 NCH
产品专门用于压缩上述类型的文件。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选项在快捷下 zip
访问。
●
使用棱镜压缩视频文件
●
压缩具有 Pix百万的图像文件
●
使用开关压缩声音文件
在选择这些功能之一后, Express Zip
将选定的视频、图像或声音文件提取到默认提取文件夹中, 安装棱镜、Pixlion 或
Switch, 如果程序不存在, 并启动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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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以下快捷键组合可在快速 Zip 中使用, 以节省时间
ctrl + f添加文件夹
ctrl + n新的邮编档案
ctrl + t添加文件
Ctrl + l 打开存档
ctrl + e 全部提取
ctrl + shift + e 提取所选内容
Ctrl + a全部选择
Ctrl + c复制
Ctrl + v粘贴
删除删除所选项目
F2重命名所选
alt + F2重命名存档
ctrl + o选项
阿尔特 显示完整菜单
F1打开帮助文档
Alt+F4退出快速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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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一般
可以从此页配置影响快速 Zip 工作方式的各种设置。单击工具栏中的 选项 按钮,
然后选择 常规 选项卡以打开这些设置。
默认文件和文件夹:
●
默认的邮政编码: 这是 Express Zip 在创建新的 Zip 文件时使用的名称。
●
默认保存位置: 这是保存新 zip 文件的位置。点击浏览按钮来更改此位置。
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
请注意, 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然后才能更改Express Zip. 中的任何右键单击设置
●
将快速 Zip 添加到文件资源管理器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如果选中此框,
则可以通过文件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访问快速 zip。如果右键单击文件或文件夹,
则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中将显示使用 Express zip
压缩文件或文件夹的选项。同样, 如果右键单击存档文件, 将显示使用 Express Zip
打开存档的选项 (如果选择了多个文件, 则会使用父文件夹作为名称)。
●
将 zip 文件保存在原始文件夹或文件位置:如果选中此选项,
则将在与原始文件夹或文件相同的位置 (文件夹) 中创建新的 zip 文件。否则, 新的
zip 文件将位于默认保存位置。
快速邮编:
●
不要提示我使用快速邮政编码:如果选中此选项, Express Zip
将使用以下两个选项之一来确定如何压缩在快速拉链.否则, Express Zip
将询问您是否希望将所选文件夹添加到当前存档中, 或者是否要创建新的 Zip 文件。
●
始终为快速 Zip 项目创建新的 zip 文件:如果选择此选项, 当选择 快速 Zip
中的文件夹时, Express zip 将创建一个新的 Zip 文件。
●
始终将快速 Zip 项目追加到当前 zip 文件中:如果选择此选项, Express Zip 将将从
快速 Zip 中选择的文件夹追加到当前 zip 文件中。
忽略文件
●
忽略隐藏的文件:如果选中此选项, 则 快速 Zip
将不会显示和/或存档隐藏的文件或文件夹
●
忽略这些扩展:如果此选项是复选标记, Express Zip
将不会显示和/或存档具有特定扩展名类型的文件。目前,. db
文件是唯一可以忽略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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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文件关联
Express
Zip支持各种存档类型（.zip，.rar，.cab，.dmg，.arj，.lzh，.vmdk，.apk，.bz2，.cpio
存档类型
组框包含快速 Zip 支持的存档类型的列表。检查要与快速 Zip
，.deb，.tar，.tgz，.txz，.gz，.gzip，.7z，.iso，.img，.pkpass，.qcow2，.rpm，.wim
关联的每个文件类型。
，.vhd，.vmdk，.xar，.xz，.z，.zipx，.bkz，.jar，.zab和.nco），并且可以根据其文件
扩展名与这些类型相关联。当文件类型与Express
Zip相关联时，默认情况下，它将在Express Zip中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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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其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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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运行快速 zip 时提示打开或创建:如果选中此项目, Express Zip
将在启动时提示打开现有存档或创建新存档。如果未选中此项目, Express Zip
将在启动时创建一个新的存档。
使用右键单击选项解压缩后打开文件夹浏览器:如果选中此项目, Express Zip
将打开指向提取文件的位置的资源管理器窗口。
棱镜视频压缩软件提示:如果选中此项目并添加可转换为较小格式的视频文件,
则会出现提示,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 Prism 转换视频文件, 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存档中。
提示开关声音压缩软件:如果选中此项目并添加可转换为较小格式的声音文件,
则会出现提示,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 Switch 将声音文件添加到存档中。
提示 Pixlion 图像压缩软件:如果选中此项目并添加可转换为较小格式的图像文件,
则会出现提示, 询问您是否要在将图像添加到存档之前使用 Pix缺来转换图像。
请注意, 在将 cda 文件添加到存档之前, 请先撕毁这些文件:如果选中此项目并添加
cda 文件, 系统会出现提示,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 快速翻录 将曲目拆分为另一种格式,
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存档中。

命令行选项
您可以从命令行运行 Express
邮编:将文件文件夹存档到
zip 中。
zip。任何或所有选项都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和重复。使用命令行选项时不会出现提示。提
●
-生成的存档的 存档路径 。
供了以下选项:
●
-f 文件/文件夹一个或多个要添加到存档中的文件夹/文件路径。必须用引号括起来,
用空格分隔。
●
-o 此选项将覆盖任何现有存档。
●
-p 密码使用此密码将加密添加到存档中。
●
-cx,-cf,-cn,-cs,-ct 分别是压缩级别: 最快、速度快、正常、小、最小。
示例:C:\ project 文件 \\ nch softrechszipe zip-a c:\ Mydoocents\ s集. zip-f c:\
Mydowents\ picureswicy C:myocalents\ picuresem纪斯. jpg-cn-o
提取物:从 Express Zip 支持的任何档案中提取文件。
●
-要提取的存档路径的 存档路径 。
●
-d 输出目录要将文件解压到的目录。
●
-o 在指定时, 将在提取时覆盖任何现有文件。
●
-p 密码 密码到存档 (如果适用)。
●
-m 指定时, 将在输出目录中使用存档的名称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示例:c:% 程序文件 \\ nch softwectzipe. exe 提取-a C:\ Mydocuments\ 存档. zip-d C:\
myocumentic-m
转换:将任何由 Express Zip 支持的档案转换为一个 zip 存档。
●
-要转换的存档路径的 存档路径 。
●
-d 输出目录的输出目录将存档转换为 (名称将与输入存档相同, 扩展名将为. zip)。
●
-o 此选项将覆盖任何现有存档。
●
-p 密码 密码到存档 (如果适用)。
示例:c:% 程序文件 \\ nch softwecreszipe. exe 转换-a c:' Mydocuments\ 存档. rar-d
C:\-mydocument
加密:将加密添加到 zip 存档。
●
-存档路径 的存档要加密的路径。
●
-p 密码要添加到存档的密码。
示例:c:% 程序文件 \\ nch softwectzipe. exe 加密-a C:\ Mydoocents\ 存档. zip-p
Mydocage
解密:从 zip 存档中删除加密。
●
-要删除加密的存档路径的 存档路径 。
●
-p 密码加密存档的密码。
示例:C:\ project 文件 \\ nch softwecreszip. exe 解密-a c:' Mydoocents\ 存档. zip-p
存档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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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用程序
在处理大型复杂文件 (如视频、声音和图像文件) 时,
您可能希望先将这些文件转换为更最佳的格式,
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存档中。使用这些应用程序与 Express Zip,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您的压缩, 同时保持您的文件所需的质量。
棱镜视频转换器软件:
●
在下载后几分钟内转换或压缩视频文件
●
支持所有流行格式的通用视频转换器
●
包括批量视频转换, 以转换数千个文件
●
在此下载棱镜
Doxillion 文档文件格式转换器：
●
在许多不同的文本文档格式之间转换
●
快速、简单的一键文档转换过程
●
一次批量转换数千个文件
●
在此处下载 Doxillion
Pixillion 图像转换器软件:
●
在许多不同的图像文件格式之间转换
●
旋转, 调整大小, 调整质量, 添加字幕和水印, 等等..。
●
批处理一次转换数千个文件
●
在这里下载 Pipi百万
切换音频文件转换器软件:
●
支持所有流行格式的通用音频转换器
●
在下载后几分钟内转换或压缩声音文件
●
包括批量音频转换器, 用于转换数千个文件
●
从任何媒体文件 (包括视频)中提取音频
●
在此处下载交换机
快速翻录 CD 翻录软件:
●
使用专有优化技术提供最快的 CD 翻录软件
●
快速、轻松地将您的收藏撕成wav 或mp3 。
●
包括在线数据库访问, 以自动获取曲目和相册信息。
●
从许多其他格式中提取音频, 包括 wma、m4a、aac、aiff 等。
●
在这里下载快速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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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 软件套件
这是浏览 NCH 软件中所有可用软件的有用方式
您可以按类型查看一组产品, 如音频、视频等, 并查看产品。从那里你可以尝试该产品,
它将下载并安装它为您试用。如果您已经安装了该产品, 那么您可以单击 "立即运行它",
该程序将为您启动。
该类别中的产品还有一个功能列表。单击 "编辑视频文件"
等功能以安装具有该功能的产品。
搜索结果
在我们的网站上搜索与您键入的任何关键字相匹配的产品。
查看更多我们的软件
浏览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更多软件。
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了解新版本和折扣的公告。您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查看购买的最新折扣
查看我们为购买产品提供的最新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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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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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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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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因为这些条款会影响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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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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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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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其中任何一条条款，则不得使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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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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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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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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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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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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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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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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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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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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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收到您为本软件支付金额的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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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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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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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法律的选择。如果您居住在美国，您与NCH
手机使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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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同意免除我们于，关于此类使用的任何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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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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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本条款的英文版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则您与NCH Software 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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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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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那些条款。它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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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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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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授权过程在窗口XP和Vista
在Windows XP或Windows Vista上运行时，需要额外的步骤才能授权Express
Zip上传到Google云端硬盘和/或YouTube：
1. 点击 授权。。。 在{授权中} 授权 对话 框。
2. 在打开的网页中，如果需要，请登录您的 Google 帐户。
3. 确认您授权Express Zip访问请求的功能。
4. 复制 授权代码 由谷歌提供，并粘贴在 授权确认 对话框中的Express Zip。
5. 点击 准备 以确认授权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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