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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添加

旨在满足当今工作的需求。为您和您的团队服务。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
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所有元素，一个桌面解决方案。

With a love for clean lines and considered detail, 


Richard and his team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vey their aesthetic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le still making an impression at their symposium attended by friend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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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档打开与创建
快速打开，轻松创建

1.拖拽文件进软件

2.点击首页打开文档按钮

多种方式打开PDF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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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标题栏内        图标

4 .快捷键Ctrl+O，快速打开文档

1.拖拽文件直接创建

2.点击创建文档按钮

3.菜单栏内选择创建文档

4.支持所有文件类型（Word，PowerPoint，Excel，Image，TXT...）

多种方式打开PDF文档

02 文档导航

Product Manual.pdf

Log InFile Home Help

旨在满足当今工作的需求。为您和您的团队服务。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
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所有元素，一个桌面解决方案。

With a love for clean lines and considered detail, 

Richard and his team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vey their aesthetic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le still making an impression at their symposium attended by friend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打开

最近打开

云盘打开

创建

保存 Ctrl + S

保存为 Shift + Ctrl + S

导出到

打印 Ctrl + P

属性 Ctrl + D

偏好设置 Ctrl + H

从文件创建

从扫描仪创建

空白PDF文档

从剪切板创建

文件

轻松导航，一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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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tool selected

旨在满足当今工作的需求。为您和您的团队服务。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
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所有元素，一个桌面解决方案。

With a love for clean lines and considered detail, 

Richard and his team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vey their aesthetic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le still making an impression at their symposium attended by friend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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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s

主题

打字机

信息

椭圆形类型

日期

创建 14:33:06

修改 2021-09-09 18:53:16

字体

Arial

风格

Regular

色值

fff000

颜色

外观

透明度 12%

属性

作为默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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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导航，快速定位功能

左右导航，提供多样功能

右侧属性栏，设置对象属性

1.自定义标题栏，常用功能快速打开

2.菜单栏和工具栏，选择任意功能

1.          缩略图

1.外观设置

2.作者信息

2.         书签

3.         注释列表

4.         搜索

...

3.文档切换栏，随意切换 / 打开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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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InFile Home Help

Product Manual.pdf

Log InFile Home Help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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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导航，沉浸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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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添加

页面1

页面2

注释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添加回复...
rlrm,14:56:24

添加回复...
rlrm,14:56:24

添加回复...
rlrm,14:56:24

注释,14:56:24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注释,14:56:24

添加注释...

添加回复...
rlrm,14:56:24

添加注释

旨在满足当今工作的需求。为您和您的团队服务。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
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所有元素，一个桌面解决方案。

With a love for clean lines and considered detail, 


Richard and his team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vey their aesthetic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le still making an impression at their symposium attended by friend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多种注释格式

随你选

多种文字标记和图形标记

1.           高亮

2.           下划线

3.           删除线

4.           圆形

5.           箭头

...

...

多种批注形式

1.          便签

2.          文本框

3.          附件

4.          铅笔

图章&手写签名

1.           图章

2.           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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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功能，沉浸阅读体验

1.3D翻页

多种阅读方式随你设

2.页面背景

04 阅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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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添加

旨在满足当今工作的需求。为您和您的团队服务。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
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使用工具管理所有数字工作流程，在一处轻松创建、编辑、转换、审查、保护和签署文档。

所有元素，一个桌面解决方案。

With a love for clean lines and considered detail, 


Richard and his team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vey their aesthetic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le still making an impression at their symposium attended by friend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多种适应窗口设置

多种翻页模式

1.适应宽度

1.          单页

2.适应窗口

2.          单页连续

3.全屏模式

3.          双页

4.自定义设置

4.          双页连续

5.          3D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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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编辑PDF文档

将图片 / 扫描文档上的文字转换为可编辑文本

将PDF转换成多种文档格式

创建PDF表单，一键提取表单数据

05 更多

更多功能尽在

免费试用
Aa

万兴PDF
万兴PDF

编辑

OCR

转换

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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