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  



2  

© 2016 Foxit Software Incorporated 保留所有權  

未經 Foxit授權，此文件禁止以任何形式複製、轉移、分配或儲存。 

 

 Anti-Grain Geometry -Version 2.4  

Copyright (C) 2002-2005 Maxim Shemanarev (http://www.antigrain.com)  

本產品的某些部分屬於© [2001-2016] Solid Documents 所有。  

 

在所有副本中的版權提示允許的情況下，您可以複製、使用、修改、出售和分配該軟體。 

此軟體不含任何隱藏條款，對於使用本軟體所產生的任何後果，均由使用者本人承擔。  

  

  

  

  

  

  

  

  

  

 

 

 

  

  

http://www.antigrain.com/


3  

目錄 

目錄 ................................................................................................................................................... 3 

ConnectedPDF 概述 .......................................................................................................................... 5 

文件首頁 ........................................................................................................................................... 6 

主頁選項卡 ....................................................................................................................................... 8 

版本標籤 ........................................................................................................................................... 8 

視圖選項卡 ....................................................................................................................................... 9 

事件標籤 ........................................................................................................................................... 9 

權限選項卡 ....................................................................................................................................... 9 

設置文件首頁權限 ......................................................................................................................... 10 

人物標籤 ......................................................................................................................................... 10 

統計標籤 ......................................................................................................................................... 10 

Foxit 賬戶 ....................................................................................................................................... 11 

個人主頁 ......................................................................................................................................... 11 

主頁 ................................................................................................................................................. 12 

文件 ................................................................................................................................................. 12 

資訊中心 ......................................................................................................................................... 13 

建立 ConnectedPDF ........................................................................................................................ 14 

一步建立 ConnectedPDF 文檔 ....................................................................................................... 14 

註冊新版本 ..................................................................................................................................... 15 

複製文件（僅 PhantomPDF Business） ......................................................................................... 16 

對於執行強制跟蹤的 cPDF 文件，複製後新的文件仍然會與執行強制跟蹤。請參閱跟蹤

ConnectedPDF 獲取更多資訊。 ..................................................................................................... 17 

進階設置 ......................................................................................................................................... 17 

強制跟蹤（僅 PhantomPDF Business） ......................................................................................... 18 

ConnectedPDF 保護 ........................................................................................................................ 18 

保護 ConnectedPDF（僅 PhantomPDF Business） ........................................................................ 18 

注：由 Foxit ConnectedPDF保護進行保護的 ConnectedPDF 文件只能通過授權登入的用戶

登錄 Foxit帳號後，在 Foxit 應用程式上線上進行打開。 ....................................................... 19 



4  

配置權限 ......................................................................................................................................... 19 

請求權限保護的 PDF ...................................................................................................................... 20 

查看權限 ......................................................................................................................................... 21 

儲存離機副本 ................................................................................................................................. 21 

卸除保護（僅 PhantomPDF Business） ......................................................................................... 22 

ConnectedPDF 協作 ........................................................................................................................ 22 

Connected審閱 ............................................................................................................................ 22 

請求文件 ......................................................................................................................................... 24 

更多關於 ConnectedPDF................................................................................................................. 25 

聯繫我們 ......................................................................................................................................... 26 

 

  

  

  

  

  

  

  

  

  

  

  

  

  

  

  



5  

  

 

 

 

 

 

ConnectedPDF 概述 

Foxit ConnectedPDF（以下簡稱 “cPDF”）允許每個 PDF 文件承載由 CPDF 雲服務分配一個

ID，並跟蹤與這個文件相關的所有事件，如建立，發布和修改。所以，無論

ConnectedPDF 文件流轉到何處，進行了多少次分發和修改，文件所有者都可以及時跟蹤

文件和所涉及的文件查看者進行協作。因此，普通的 PDF 文件是獨立的，靜態的文件，而

ConnectedPDF把人、地點和系統整合在一起。

  

Foxit提供以下支援 cPDF 功能的應用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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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it PhantomPDF（適用於 Windows） 

•Foxit Reader（適用於Windows和 Mac OS X） 

•Foxit MobilePDF（Android和 iOS） 

•Foxit Reader WebPDF（適用於 Internet Explorer9/10/11，微軟 Edge，谷歌 Chrome，

Mozilla Firefox瀏覽器，Safari 和Opera） 

•Foxit Web 工具（適用於 Internet Explorer10/11，微軟 Edge，谷歌 Chrome，Mozilla 

Firefox瀏覽器，Safari和Opera） 

這些應用程式和服務提供了功能強大且易於使用的工具來建立、保護和跟蹤 PDF 文件的訪

問。您也可以無需伺服器的支持，隨時隨地的啟動和加入 Connected PDF 進行共用審閱。 

注意：安裝成功後，您第一次打開應用程式時，將看到有關 ConnectedPDF 的引導。您可以

保留或更改預設設置。 

自動儲存 PDF 文件格式至 ConnectedPDF：勾選此項，您建立和保存的任何 PDF文件將自

動轉換為 ConnectedPDF。 

當您使用 ConnectedPDF 功能時共用使用者資料，如使用文件跟蹤和保護等

ConnectedPDF功能時時，Foxit伺服器需要您共用文件使用資料。 

您可以選擇應用設置和登錄或只是應用設置以後再登錄。 

技巧： 

1.引導內容在不同的平臺上有所不同。您可以按照截圖指示更改設置。 

2.在Foxit帳戶登錄時需要使用cPDF功能。請參閱Foxit帳戶瞭解如何進行帳戶登錄。 

文件首頁 

每個文件的詮釋數據可以在文件首頁顯示，包括屬性、版本歷史、事件，等其他與文件相

關聯的連接資訊。如果您是文件所有者，您可以通過以下步驟查看文件主頁： 

 

 （Windows）點擊連接 > 文件訊息 > 文件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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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OS X 的），點擊連接 > 文件首頁。 

 （Android 和 iOS）點擊更多的（三個點符號）> 連接 > 文件首頁。 

提示：在預設情況下，只有文件所有者可訪問文件首頁。文件所有者可以更改權限選項卡

設置。另請參見設置文件首頁的權限。 

文件首頁中有多個選項卡，包括：首頁、版本記錄、查看、事件、權限、人員和統計。每

個選項卡都包含文件資訊選項，顯示文件的當前，原始和最新版本。當前版本是當前打開 

的最後一個版本，最新的版本是最新註冊的版本，原始版本是當文件被建立為

ConnectedPDF 的初始版本。 

•文件名 - 版本的名稱。 版本 - 版本號。 註冊者 - 註冊了新版本的用戶。 

•註冊時間 - 新版本註冊的時間。 

•作者 – 使用 Foxit PhantomPDF 或 Foxit Reader 建立了原始 cPDF 文件或用其他應用程式

建立文件並轉換為原始 cPDF 文件的使用者。 

•在轉換為 CPDF - 該文件先轉換為 cPDF 的時候。 

•與轉換為 CPDF - 該文件轉化為 cPDF 的應用程式。 

•設備 - 上註冊登記新版本的設備的名稱。 

•頁面 - 文件中的頁數。 

•大小 - 文件大小。 

•所有者 - 文件所有者擁有對文件的所有權限。如果您是文件所有者，您可以通過點擊

編輯按鈕（鉛筆圖標 ）將所有者更改為其他用戶。 

注：預設情況下，只有文件資訊可以被所有文件的使用者查看，而在該文件首頁的其他資

訊需要文件所有者更改權限選項卡設置訪問許可權。 

更改文件的所有權給他人 

文件查看者（非所有者）在註冊新版本的時候不允許發送文件更新通知，或沒有完全的文

件存取權限。如果有必要，文件所有者可以更改所有權至受到信任的其他用戶。 

1.導航到文件中的文件首頁資訊，並選擇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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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編輯按鈕（鉛筆圖標 ）輸入新的所有者的電子郵件，並儲存它。 

3.一個訊息方塊彈出來提示您操作成功。 

改變記錄將被自動記錄在上一個和當前文件所有者的個人主頁。另請參見資訊中心的個人

主頁。 

主頁選項卡 

在此選項卡，可以看到有關當前文件的基本資訊：最新版本、最近的查看和事件，並在最

近七天的使用記錄。 

•最新版本的文件：顯示最新版本的文件屬性，包括版本和父版本號。點擊 箭頭以顯

示更多的資訊。如果此版本是由註冊者上傳到伺服器，將有文件鏈接出現供使用者

下載該文件。 

•最近的查看：顯示文件的查看歷史記錄，包括查看者、查看時間和查看版本。點擊查

看全部詳情切換到視圖選項卡查看有關查看歷史的更多細節。 

•最近的事件：記錄了任何文件使用者（文件所有者和查看者）誰訪問該文件，列出了

使用者的操作和執行時間進行的所有事件。點擊查看所有活動切換到事件選項卡，

瞭解有關事件的詳細資訊。 

•統計：通過圖表顯示該文件在過去的 7 天圖表中的訪問次數。點擊查看全部詳情切換

到統計標籤獲取更多資訊。 

版本標籤 

版本選項卡用樹狀圖顯示了文件的詳細版本歷史，您可以看到所有由註冊登記的版本。點

擊文件夾圖標折疊/展開以下的版本，然後點擊眼睛圖標顯示/隱藏有關此版本的詳細資訊，

包括註冊者、註冊的時間、被註冊時使用的設備，和其他更多資訊。 

將游標置於或者點擊版本號，然後下拉選單，其中包含以下選項：查看線上文件，打開本

地文件和請求文件。 

•查看線上文件：在預設瀏覽器中打開該文件的選定版本。只有在這個版註冊者在註冊

時上傳到到伺服器，才會出現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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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本地文件：在本地驅動器打開該文件。該選項只有當前用戶曾經獲取該文件時才

會出現。 

•請求文件：發送請求給曾經訪問過這個文件版本的使用者。另請參閱請求文件。 

提示：點擊連接 > 文件資訊 > Windows中的歷史版本，你還可以打開版本選項卡。 

視圖選項卡 

在文件中的所有查閱的事件可以被記錄在標籤上，顯示出了查看者、版本號、當使用者觀

看它的資訊、使用了什麼應用來打開它、文件是否被成功打開。預設情況下，十個記錄的

視圖將顯示在一個頁面。您可以點擊或點擊在右上角的下拉清單來改變要顯示在一個頁面

的記錄數。 

事件標籤 

Foxit ConnectedPDF啟用應用程式記錄的文件，它可以讓您知道誰訪問它、當他訪問時做了

什麼、以及您的文件中的所有事件。該標籤列出所有發生在文件的事件，包括查看、修改、

標註、以及更多。 

您可以過濾的事件，通過點擊或點擊旁邊的每個列名（EMAIL / TYPE / TIME /應用程式的向

下箭頭，以顯示您所需要的事件和隱藏不需要的時間，如用戶 EMAIL / TYPE /時間/應用有一

定的標準），並選擇您需要的項目。預設情況下，十個記錄的視圖顯示在一個頁面。您可以

點擊或點擊在右上角的下拉清單來改變要顯示在一個頁面的記錄數。 

權限選項卡 

在此標籤，文件所有者可以為所有使用者設置公開許可權，進行文件首頁的查看。或為不

同使用者配置不同的權限訪問該文件。如果兩個類型的權限之間的任何不一致，以後一種

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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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文件首頁權限 

1.在文件主頁選項卡，選擇文件首頁的權限，其中包含了兩個權限：文件資訊和使用情況

數據。預設情況下，文件 INFO 被選中，這意味著所有的使用者都具有訪問該文件的資訊。

使用數據包含在文件的首頁，除了文件資訊之外的所有數據。 

2.單擊或點擊編輯按鈕（鉛筆圖標 ）來編輯權限。 

3.您可以選中或取消選中應用於所有使用者的權限，然後單擊或點擊確定。將有一個訊息

方塊彈出來提示您操作成功。 

4.（可選）您也可以通過點擊或點擊增添新使用者為特定使用者設置文件網頁的權限。在

彈出的增添新用戶對話框中，輸入用戶的電子郵件，選擇權限，然後單擊或點擊提交。 

配置文件權限 

1.選擇文件的權限選項卡，顯示通過在 Foxit PhantomPDF 連接選項卡的配置權限工具之前

設置的所有權限。 

2.單擊增添新使用者，為更多的使用者設定權限。在彈出根據需要增添新的權限對話框中

選擇選項。另請參見配置權限。 

3.（可選）單擊撤銷權限，取消該文件的所有使用者的權限。 

人物標籤 

該選項卡列出了所有文件的使用者和他們的電子郵件、以及與該文件的關係。 

提示：點擊連接 > 文件資訊 > Windows 中的相關人員，您也可以打開人物標籤。 

統計標籤 

此選項卡包含顯示文件多在最近 7 天內訪問的次數以及與訪問類型的百分比的餅圖柱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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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it 賬戶 

您需要建立 Foxit 帳戶，來控制和保護自己的 ConnectedPDF 文件以及與其他使用者協作。 

建立一個 Foxit帳戶： 

 （Windows 和 Mac OS X），請前往使用者中心的應用程式視窗的右上角，並註冊 Foxit

帳戶。您只需要提交您的電子郵件地址，Foxit 將把臨時密碼發送給您，您可以隨時更

改臨時密碼。 

 （Android 和 iOS）請從工具切換器點擊登錄，選擇註冊，然後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和密

碼註冊一個 Foxit 帳戶。 

若要更改帳戶的個人資料和密碼： 

 （Windows 和 Mac OS X）點擊倒三角圖標旁邊的使用者中心圖標 ，然後單擊電子郵

件地址。在我的個人資料輸入新的資訊來更改配置文件/密碼。 

 （Android 和 iOS）點擊電子郵件地址並選擇我的個人主頁 PROFILE。 

輸入新的資訊，更改配置文件/密碼。 

要註銷帳戶： 

 （Windows 和 Mac OS X）點擊倒三角圖標旁邊的使用者中心圖標，並選擇退出。 

 （Android 和 iOS）點擊從工具切換我的帳戶，並選擇退出。 

 

個人主頁 

用 Foxit 帳戶中的每個使用者都有一個個人網頁，其中個人資訊、訪問歷史和消息被保存，

進而允許使用者來管理所有的訪問的文件（包括其自己的文件和其他所有者的文件）並動

態地回應請求。個人主頁也允許使用者請求文件、刪除上傳的文件、更改文件的所有者。

要打開個人主頁，請按照下列步驟： 

•（Windows 和 Mac OS X）點擊使用者中心在應用程式視窗中打開個人主頁選項卡的右上角。 

•（Android和 iOS）點擊我的帳戶 > 個人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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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 Windows 中，您第一次單擊文件資訊組或打開個人主頁的工具，彈出一個對話框窗

口為您選擇在應用程式窗口的一個標籤或預設瀏覽器打開網頁。選中一個模式，然後單擊

確定。您可以更改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設置。 

在 Windows 和 Mac OS X，打開個人資料頁和管理個人資料，包括使用者名稱、頭像和密碼，

請單擊應用程式的右上角旁邊的使用者中心的倒三角圖標視窗，然後單擊使用者電子郵件，

或者點擊我的個人資料，當您把游標放在用戶電子郵件的個人主頁的右上角即可看到。在

Android 和 iOS，您可以點擊電子郵件位址並選擇我的個人主頁 PROFILE 管理您的個人資

料。 

個人主頁有三個選項卡中：我的主頁，文件和資訊中心。 

主頁 

此標籤提供與使用者最近文件和消息概述，其中包括被最近訪問或最活躍的文件，以及發

送和接收的最新的消息相關聯的資訊。點擊或點擊查看全部切換到文件和資訊中心的標籤

瞭解更多詳情。 

您可以在瀏覽器中嘗試 PDF 工具 Foxit Reader WebPDF 進行 PDF 到 CPDF 的轉化和線上打

開 PDF 文件。FoxitPDF Reader WebPDF 提供了通過 Web 瀏覽器，無需下載或外掛程式的

集所有功能於一身的 PDF 解決方案。見 Foxit 閱讀器 WebPDF 更多資訊。 

文件 

在此選項卡有三種類型的文件列表：我的文件，所有文件和我的上傳文件。 

我的文件列出了所有使用者自己的文件，並顯示每個文件的名稱、最新版本、編輯過的時

間、位置等等。 （注：如果文件上傳到 Foxit ConnectedPDF 伺服器中，位置顯示為線上；

否則，它會顯示為 N/A。）預設情況下可以將二十個文件都顯示在一個頁面。您可以點擊

或點擊在最有上角落下拉清單來改變要顯示在一個頁面的文件數。 

•點擊文件名旁邊的小眼睛圖標來顯示更多的文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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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文件名會打開該文件主頁。 

•將游標移到或點擊垂直三點符號操作欄，會顯示以下選項： 

查看在線文件：在預設瀏覽器中打開該文件的選定版本。只有在這個版註冊者在註冊時上

傳到到伺服器，才會出現這個選項。 

打開本地文件：在本地驅動器打開該文件。該選項只有當前使用者曾經獲取該文件時才會

出現。 

請求文件：發送請求給曾經訪問過這個文件版本的用戶。另請參閱請求文件。 

更改所有者：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用戶。文件的所有權限也將被轉移。 

刪除：刪除您上傳的版本。此選項僅在我上載的文件標籤下的文件使用。 

所有文件包含使用者訪問的所有 ConnectedPDF 文件和顯示每個文件的名稱、所有者、版本

和何時查閱、打開狀態（使用者是否成功打開文件）…等等。把游標移到或點擊操作列中

的垂直三點符號更多的選擇。 

我上傳的文件顯示使用者上載的所有文件。從操作欄中，使用者可以選擇查看或刪除線上

副本。 

資訊中心 

您可能會收到別人請求消息，如文件的要求和權限請求。通過您的個人主頁的資訊中心，

您可以迅速對請求作出反應。消息中心也記錄您發送的請求消息和文件所有權的變更歷史。

在資訊中心選項卡中，選擇接收或發送以查看四個子選項卡中的消息：文件權限請求、文

件要求、文件首頁權限請求，和文件所有權更改。 

•在文件權限請求和文件首頁權限請求子選項卡，每條資訊包括：請求的文件名稱、申請人

的電子郵件位址、請求的時間和內容權限他要求，和狀態（請求是否已被批准或不）。

點擊文件名旁邊的小眼睛圖標以顯示請求者留下的文字資訊。把游標移到或點擊操作

列中的垂直三點符號，並選擇批准或拒絕被提交的消息，您可以選擇是否發送電子郵

件和系統通知的要求。 

•在文件請求子選項卡，每條資訊包括：請求的文件名、請求的電子郵件、請求的版本和狀

態。點擊或點擊文件名旁邊的小眼睛圖標以顯示請求者留下的文字資訊。把游標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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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點擊操作列中的垂直三點符號，並選擇發送或拒絕回應被提交的消息，您可以選擇

是否發送電子郵件和系統通知的要求。 

•在文件所有權變更子選項卡，每條記錄包括：文件名、上一位/當前所有者的電子郵件、

所有權何時進行轉移。如果您選擇發送 > 文件所有權變更，顯示變更歷史，列出您變更

所有者的文件和當年的所有者；如果您選擇接收 > 文件所有權變更，顯示變更歷史，

列出把所有者變更為您的文件和文件之前的所有者資訊。 

提示：數字出現在資訊中心標籤給您提示，多少未完成消息您還未處理。 

建立 ConnectedPDF 

一步建立 ConnectedPDF 文檔 

使用 Foxit PhantomPDF8.x 和 Foxit Reader8.X，預設情況下從其他格式產生的任何 PDF 文

件將保存為 cPDF 文件；現有的 PDF 文件、編輯後和儲存時將自動轉換為 cPDF 文件。您也

可以通過執行下列任何的操作轉換將現有的 PDF 文件轉換為 cPDF 文件： 

•（Windows）單擊連接 > 建立 ConnectedPDF > 轉換為 CPDF。 

•（Mac OS X）點擊連接 > 轉換為 CPDF 在 Mac OS X 

•（Android 和 iOS）發現更多的（三個點符號）> 連接 > 轉換為 CPDF。 

您可以啟用/隨時禁用自動建立 ConnectedPDF： 

•（Windows）中選擇/取消自動儲存在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ConnectedPDF 格式的

PDF 文件。 

•（Mac OS X）選擇/取消在 ConnectedPDF 格式自動儲存在 Foxit 閱讀器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PDF 文件。 

•（Android 和 iOS）的設置轉換為 ConnectedPDF 切換滑動到 ON/OFF > ConnectedPDF。 

您可以啟用/隨時禁用自動建立 Connec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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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中選擇/取消自動保存在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ConnectedPDF 格式的

PDF 文件。 

•（Mac OS X）選擇/取消在 ConnectedPDF 格式自動保存在 Foxit Reader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PDF 文件。 

• （ Android 和 iOS ）的 設置轉換 為 ConnectedPDF 切換滑動到 ON/OFF> 

ConnectedPDF。 

如果自動建立 ConnectedPDF已被禁用，您可以建立在 Connect選項卡中使用 cPDF工具進行

cPDF 的轉換。您應該先建立一個普通的 PDF，然後將其轉換為 cPDF。 

預設情況下，當您使用 Foxit Reader（適用於 Windows）和 PhantomPDF 辦公室外掛程式建

立 PDF 時，它會自動轉換成 ConnectedPDF。您可以使用我們的 Office 外掛程式的文件首頁

按鈕轉換為 ConnectedPDF 後查看文件主頁。要禁用此設置，可以取消 Office 文件通過辦公

室外掛程式轉換為 PDF 時自動轉換為 cPDF 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建立您自己的 Connected PDF 

您需要登錄您的 Foxit 帳戶建立自己的 ConnectedPDF 文件。如果您沒有登錄就建立了

ConnectedPDF 文件，文件所有者的資料將在文件首頁顯示為無效，您是不是它的主人，這

將使得一些資訊無法訪問。 

為了使自己成為現有 ConnectedPDF 文件的所有者，您可以使用 FoxitPhantomPDF 複製文件。

如果現有 ConnectedPDF 文件已被保護，您需要在複製之前獲取文件所有者申請許可。 

註冊新版本 

文件所有者參與頻繁的文件更新，可能需要恢復到舊版本或跟蹤文件的更改歷史記錄。

Foxit PhantomPDF、Foxit Reader，和 Foxit MobilePDF 允許文件的使用者（包括所有者和查看

者）註冊新版本的 ConnectedPDF 文件和新版本中所做的更改將被記錄在文件首頁文件版本

樹狀圖中。 

文件使用者可向註冊者請求文件新版本（參見請求文件）。或者，如果註冊著註冊時上傳新

版本到 Foxit 伺服器，其他使用者可以直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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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功能將文件、人、位置和系統連接在一起，並將文件建立/更新的協作過程進行優化。 

請按照下面的步驟，註冊一個新的版本。 

1.登錄您的 Foxit 賬戶並打開 ConnectedPDF 文件。如果您沒有 Foxit 帳戶，請按照 “Foxit

賬戶”的步驟，先註冊一個帳戶。 

2.在更改文件後，儲存更改並單擊連接 > 註冊新版本（Windows 和 Mac OS X）或點擊更

多（三個點符號） > 連接 > 註冊新版本（Android 和 iOS）。 

3.編輯標籤和輸入需要的版本說明。 

4.（可選）使用 Foxit PhantomPDF Business，如果您是文件所有者，您可以選擇通過檢

查更新通知，並增添通知消息更新通知發送到所有其他文件查看者。更新通知將在

文件瀏覽者打開具有相同文件 ID 的文件時出現。 

5. 單擊註冊。版本資訊（如版本號，註冊者名稱，並註冊時間）將被記錄在文件主頁

建立一個版本樹。 （可選）在 Foxit PhantomPDF 或 Foxit Reader，您可以通過點擊

註冊，上傳文件版本資訊至 Foxit ConnectedPDF 伺服器或其他伺服器。 

 

複製文件（僅 PhantomPDF Business） 

如果權限允許，您可以複製一個文件並將其儲存為一個新的 ConnectedPDF 文件，您將成為

這個新文件的所有者，文件將有一個新的文件 ID 和文件首頁（如版本歷史記錄和事件的原

始文件資訊全部清除）。 

1.打開文件，在您的帳戶登錄，然後單擊連接 > 建立 ConnectedPDF > 複製文件。 

2.在提示對話框中單擊確定。 

3.彈出提示對話框，告訴您操作成功。 

4.然後將文件自動儲存為一個新文件 ConnectedPDF，命名為“[原始文件名稱] _cloned.pdf”，

在原始文件存儲在同一文件夾中。 

注意： 

對於沒有所有者 ConnectedPDF 文件，可以使用複製文件工具，將其儲存為自己的文件，您

將有充分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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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由 Foxit 連接保護保護的 ConnectedPDF 文件，複製後新的文件將仍然由 Foxit 

Connected 保護進行保護，但配置的權限將不會被保留。請參見保護 ConnectedPDF 獲取更

多資訊。 

對於執行強制跟蹤的 cPDF 文件，複製後新的文件仍然會與執行強制跟蹤。請參閱跟蹤

ConnectedPDF 獲取更多資訊。 

進階設置 

迫使非 Foxit程式接收更新通知（僅 PhantomPDF Business） 

預設情況下，使用非 Foxit 應用程式打開 ConnectedPDF 文件的使用者將不會

接收由文件所有者發送的新版本更新通知。該文件所有者可以通過點擊連接 > 

進階設置 > 勾選啟用非 Foxit 的應用程式來接收更新通知。這允許非 Foxit應

用程式使用者擁有該文件，在開啟該文件時能夠接收更新通知。 

如果一個文檔件被配置為允許非 Foxit 應用程式接收更新通知，一些 JavaScript 將被嵌入到

文件中。當文件被非 ConnectedPDF 應用程式打開，它會連接到 Foxit 伺服器檢查是否有可

用的更新。 

增添 ConnectedPDF 層（僅限 Foxit Reader Windows 和 PhantomPDF） 

要允許非 Foxit的應用程式使用者打開文件主頁，點擊連接 > 進階設置 > 檢

查增添 ConnectedPDF 層。當使用者使用非 FoxitPDF 應用程式打開 cPDF 文

件，一個 ConnectedPDF 層將在第一頁邊距顯示。使用者可以點擊該層在瀏

覽器中打開該文件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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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跟蹤（僅 PhantomPDF Business） 

文件所有者可以使用強制跟蹤功能來記錄用於 ConnectedPDF 的文件事件，其中包括誰訪問

它、他們做了什麼、以及何時何地在文件中進行的更改應用於訊息。此功能需要的所有文

件的使用者在任何 ConnectedPDF 應用程式打開文件之前進行 Foxit 帳戶登錄，讓每一個文

件事件都被跟蹤，同時文件所有者可以從文件首頁獲得詳細的跟蹤資訊。如果被跟蹤的

PDF 文件在非 Foxit 應用程式中打開，使用者將收到提示需要使用 Foxit ConnectedPDF 程

式 。 

1.登錄後打開文件。 

2.單擊連接 > 跟蹤 > 實施跟蹤。如果在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使用 ConnectedPDF 功

能，當您沒有啟用共用使用數據，系統會提示您點擊強制跟蹤後，進行數據跟蹤。 

3.然後將在同一文件夾中的原始文件建立一個名為“[原文檔名] _EnforcedTracking.pdf”

新文件。新的文件將被自動打開，原來的文件關閉。 

新文件是您自己的新 ConnectedPDF 文件，以新文件名和文件主頁（原始文件的資訊，它存

儲版本歷史記錄和事件將被清除）。 

注：由 FoxitPhantomPDF 跟蹤的 ConnectedPDF 文件只能通過網上開通登錄的啟用

ConnectedPDF，Foxit應用程式的用戶。 

ConnectedPDF 保護 

保護 ConnectedPDF（僅 PhantomPDF Business） 

使用 Foxit PhantomPDF，進行 Foxit ConnectedPDF 保護 cPDF 文件只需要簡單的一個點擊

即可完成。即時保護 PDF 文件，無需任何複雜的操作和部署。文件所有者可以在文件分發

前或分發後為不同使用者配置不同的權限。想要訪問受保護的文件的使用者可以發送請求

給文件所有者。如果被保護的 PDF 文件在非 Foxit 應用程式中打開，使用者將收到提示需

要使用 Foxit ConnectedPDF 程式 。 

1.登錄後打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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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擊連接  > CPDF 保護  > 保護文件。如果在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 使用

ConnectedPDF 功能，當您沒有啟用共用使用數據，系統會提示您單擊保護文件後，進

行數據跟蹤。 

3.然後“[原文件名] _protected.pdf”將在同一文件夾作為原始文件產生一個名為新文件。自動

地關閉原來的文件，打開新文件。 

4.一個對話框彈出。您可以將其關閉或單擊配置權限指定不同的用戶權限設置。另請參見

配置權限。 

新的文件是您自己的新 ConnectedPDF 文件，以新文件名和文件主頁（原始文件的資訊，它

存儲版本歷史記錄和事件將被清除）。 

注：由 Foxit ConnectedPDF 保護進行保護的 ConnectedPDF 文件只能通過授權登入的用戶

登錄 Foxit帳號後，在 Foxit 應用程式上線上進行打開。 

配置權限 

配置 Foxit ConnectedPDF 保護對 ConnectedPDF 文件進行保護後，文件所有者可以指定

不同的用戶權限設置。 

1.單擊 Foxit PhantomPDF 連接選項卡下的配置權限。您還可以點擊或點擊 Foxit Reader 連

接 > 查看權限（適用於 Windows 和 Mac OS X）和 Foxit MobilePDF Android 和 iOS。 

2.在權限設置對話框中的增添新用戶選項卡，要授予的權限，並通過點擊或點擊“增添”按鈕  

將使用者的電子郵寄地址增添到使用者列表。 

3.選擇權限選項： 

閱讀：閱讀文件。 

列印：使用高/低解析度列印文件，這取決於列印機的設置。 

填寫表格：填寫 PDF表單。 

複製內容的可訪問性：能夠允許視障螢幕閱讀器設備的文字訪問。 

4.單擊或點擊進階設置更多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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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點擊 “增添”按鈕來查看更多選項） 

   低/高解析度：用高/低解析度進行文件的列印。 

編輯： 

   註釋文件 – 對文件進行註釋。 

   管理頁面和書籤 -使用FoxitPhantomPDF的工具進行PDF頁面整理的和修改書籤。 

   修改文件 – 使用 FoxitPhantomPDF 編輯選項卡的工具進行文件內容的修改。 

複製： 

   複製內容 - 複製頁面內容。 

產生離線副本：制定在一定的天數後，文件的離機副本將過期，不能打開。 

文件到期日期：指定日期之後該文件將過期，並且不能打開。 

5.單擊或點擊增添權限。然後點擊或點擊關閉退出對話框。 

6.（可選）單擊或點擊權限列表選項卡，您可以查看，編輯和撤銷先前的權限設置。 

 

請求權限保護的 PDF 

當未經授權的文件查看者打開由 Foxit 連接保護的 PDF 將顯示提示告訴他們，需要發送請

求給文件所有者進行權限的申請。 

1.輸入您想請求權限的原因。 

2.檢查您需要的權限。 

3.然後點擊或點擊發送請求。 

使用者只有打開和讀取受保護的文件許可權時，可以通過連接選項卡下打開文件，然後單

擊或點擊查看權限要求更多的權限。在視圖權限對話框中，單擊或點擊詢問更多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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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需要的權限，輸入請求的理由，選擇發送電子郵件和系統通知，然後單擊或點

擊發送請求。 

文件所有者將收到請求電子郵件，並通過一個彈出式通知訊息（如果有的話）在打開文件

時被提示。然後，所有者可以在電子郵件中點擊或點擊鏈接打開網頁瀏覽器的請求和回應

請求，或者只需點擊或點擊彈出式通知訊息方塊拒絕或允許按鈕。此外，文件所有者可以

通過查看個人主頁的資訊中心，查看收到的要求，並給予答覆。另請參見資訊中心的個人

主頁。 

查看權限 

對於文件的所有者，在視圖權限對話框中的權限列表選項卡顯示之前配置的權限設置。對

於文件查看者（而不是所有者），查看權限對話框中只顯示了他的文件權限。您可以按照下

面的步驟來打開查看權限對話框： 

 （Windows）單擊連接 > cPDF 保護 > 查看權限。 

 （Mac OS X 的），點擊連接 > 查看權限。 

 （Android 和 iOS）發現更多的（三個點符號）> 連接 > 查看權限。查看權限對話框只

顯示為文件所有者和查看者在 Android 和 iOS 的權限。 

您還可以查看文件首頁的權限設置。另見文件首頁權限選項卡。 

儲存離機副本 

如果您必須離機工作，您可以將您的文件儲存到本地驅動器。對於文件的離機副本，也可

以通過限制只能在設備上訪問或增添密碼增添保護他們，避免未經授權的訪問。您也可以

通過指定天數，確保文件的離機副本過期後不能打開離機副本。另請參見配置權限。 

基於設備 

如果您選擇基於設備，名為新的文件儲存離機副本“[原文件名] _offline.pdf”將在同一文件夾

作為原始文件產生的。自動地，原來的文件關閉新的文件被打開。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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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單擊連接 > cPDF 保護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於設備。 

 （Mac OS X 中）點擊設備連接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於設備。 

 （Android和 iOS）發現更多的（三個點符號）> 連接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於設備 

基於密碼 

如果您選擇儲存基於密碼的離機副本，打開離線副本的時候將會被提示輸入所需的密碼。

步驟如下： 

 （Windows）單擊連接 > cPDF 保護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於密碼。 

 （Mac OS X 中）點擊連接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與密碼。 

 （Android和 iOS）挖掘更多的（三個點符號）> 連接 > 儲存離線複製 > 基於密碼。 

卸除保護（僅 PhantomPDF Business） 

文件所有者可以通過 Foxit ConnectedPDF 保護功能，一步刪除保護。打開文件，然後單擊

連接 > cPDF 保護 > 取消保護。在彈出的對話框中，您可以點擊刪除保護，隨即文件將被解

除保護；或者您也可以點擊複製文件而不保護，然後“[原文件名] _cloned.pdf”會自動產生一

個新的名為 ConnectedPDF 文件，原始文件關閉。在預設情況下，新產生的文件儲存在原來

文件同一文件夾。 

注意：一旦文件所有者將刪除受對文件的保護，所有這個文件 ID 的版本將都是不受保護的。 

ConnectedPDF 協作 

Connected 審閱 

無需任何伺服器或部署，有權使用的使用者（所有者和查看者），都可以啟動、加入或點擊

留下一個審閱意見。在 Connected 審查，每個參與者都可以看到別人的意見，文件的使用

者通過及時文件共用協作進行意見的分享。另外只需要一次點擊，審閱發起人可以查看所

有參與者，並在任何時間結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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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除非他人離開審查或審查結束，每個審閱者不能修改別人的意見。審閱者可以複製文檔產

生一個新的文件，所有評論將被儲存並可被修改。但是，如果他們離開審閱和不是用複製

的方式儲存文件：（1）在文件中的註釋將仍然是不可修改的，如果他們重新加入同一個文

件審核;（2）如果他們加入新的審核，他們可以修改所有這些評論，並且這些修改將被公

佈為他們自己的評論。 

啟動/終止審閱（僅 PhantomPDF Business） 

單擊連接 > 連接審閱 > 啟動審閱 開始審閱。一個訊息方塊彈出介紹審閱模式。點擊 OK。

然後，一個燈泡圖示將出現在應用程式窗口的右上角，顯示您已啟動當前文檔見的審閱。

其他使用者打開文件時也將看到燈泡圖示，並可以選擇參加審閱。審閱發起人還可以通過

單擊連接 > 連接評論 > 結束審閱。 

加入/離開連審閱 

如果文件已經被其他用戶開始審閱模式，可以加入 connected 審閱與其他用戶共用評論。

步驟如下： 

•（Windows 和 Mac OS X）點擊連接 > 連接評論 > 加入，參加審查。離開您以前參加過的審

閱，單擊連接 > 連接審閱 > 離開。 

•（Android 和 iOS）打開 ConnectePDF 文件。一個對話框會顯示出來，通知您文件所有者發

起 connected審閱。點擊確定加入 connected 審閱。 

要留下評論，請點擊 。 

查看參與者 

•（Windows 和 Mac OS X）點擊連接 > 連接審閱 > 參與者。 

•（Android 和 iOS）點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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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文件 

如果其他文件的使用者註冊了文件的新版本，或者您不小心刪除的文件或無法找到它，您

可以發送請求給擁有文件的人（即文檔擁有者）獲得文件。如果您需要的文件丟失，您甚

至都不需要打開任何文件，如果您之前訪問過它的話。要請求一個文件，請執行以下操作： 

1.在您的 Foxit 帳戶登錄後，打開個人主頁，然後選擇文件 > 所有文件。把游標移到或點擊

操作列中的垂直三點符號，然後從上下文選單中請求文件。 

2.（可選）如果您有一個舊版本的文件，並想請求一個新的版本，您也可以在登錄後，打

開舊的文件如下： 

 點擊連接 > 文件資訊 > 版本歷史記錄或文件首頁在 Windows 中， 

或者在 Mac OS X 單擊連接 > 文件首頁，然後選擇版本選項卡。然後，您可

以通過將游標放在版本，並選擇申請文件請求別人的文件。另見文件首頁版

本選項卡。 

 在 Android 和 iOS，點擊更多（三個點符號）> 連接 > 文件首頁先打開文件首頁。點

擊，並選擇的版本。然後，您可以通過點擊版本號，並選擇申請文件請求別人的文

件。 

注：在 Windows 中，您第一次單擊文件資訊組或打開個人主頁的工具，彈出一個對話框窗

口為您選擇在應用程式窗口的一個標籤 或預設瀏覽器打開網頁。選中一個模式，然後

單擊確定。您可以更改文件 > 首選項 > ConnectedPDF設置。 

3.在彈出的請求文件對話框中，鍵入您的申請信息，然後選擇您想請求文件的使用者。 

（注：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記錄發現意味著沒有人訪問您要求您的版本，除了您之

外。） 

4.如果您選擇發送電子郵件和系統通知，您要求註冊者或文件擁有者收到您的請求後將有

一個提示出現在他的系統任務欄通知框。 

5.單擊獲取下一個 10顯示，訪問文件另外十個用戶，如果有的話。 

6.點擊請求。一個訊息方塊彈出來提示您已成功發送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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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選）如果您的申請等待了較長一段時間，您可以重新發送通知。打開個人主頁，點

擊或點擊資訊中心 > 文件要求 > 發送，所有發前，將在列表中顯示您的請求。把游標

或旁點擊您需要的版本，垂直三點符號，然後從上下文選單中重新發送通知。 

 

接到通知後，註冊者或擁有者可以選擇拒絕請求，或通過單擊發送的通知資訊框將文件作

為電子郵件附件發送。或者，他可以從他的個人主頁查看在資訊中心，查看對文件的

請求。另請參見資訊中心的個人主頁。 

 

更多關於 ConnectedPDF 

為了得到更多有關 ConnectedPDF 的幫助，請點擊教學在連接選項卡（Windows 和 Mac OS 

X）或點擊更多（三個點符號）> 連接  > 教學（Android 和 iOS）。如果您不想安裝

ConnectedPDF 功能，則可以在 Foxit Reader，或 PhantomPDF 的版本的.msi GPO 範本禁用

它們。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 Foxit Reader部署和配置手冊和 Foxit PhantomPDF用戶手

冊中中的 GPO部分，ConnectedPDF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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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如果您需要的任何資訊或與我們的產品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我們。我們一直在這裡，隨

時準備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Office Address:   

Foxit Software Incorporated   

42840  Christy Street. Suite  201   

Fremont CA 94538   

USA   

 Sales:   

1 - 866 - 680 - 3668 (24/7)   

 Support:   

1 - 866 - MYFOXIT or 1 - 866 - 693 - 6948 (24/7)   

 Fax:   

1 - 510 - 405 - 9288   

 Website:   

www.ConnectedPDF.com   

 E - mail:   

Sales and Information  -   sales@foxitsoftware.com   

Technical Support  -   help @foxitsoftware.com     

Marketing Service  -   marketing@foxit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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