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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至 Word 轉換和建立的產品

PDF 建立程式 - 即時建立優化的、安全的 PDF 文件

Solid PDF Creator 乃 Solid Documents 多個 PDF 至 Word 轉換軟體和建立 PDF 的優秀產品之一。

 

 

     

將 PDF 轉換為 Word 和内容擷取:

PDF 至 Word 轉換。 將您的 PDF 檔案轉換成
Word 檔案以輕鬆編輯。

 PDF 至 Word...

PDF 至 Excel 轉換。 將表格從您的 PDF 文件轉
換成 Microsoft® Excel 電子數據表。選取頁面或全
部檔案。

 PDF 至 Excel...

開啟 Office XML .docx 格式。 無需安裝
Microsoft® Word 即可將 PDF 檔案轉換為Word
.docx 格式。

開啟 Office XML .xlsx 格式。 無需安裝
Microsoft® Excel 即可將 PDF 文件轉換為 Excel
.xlsx 格式。

在 Excel 表單中包含非表格資料。 PDF 至 Excel 轉
換現可提供包含非表格資料的選項。

合併多個 PDF 表格為一個 Excel 表單。 PDF to
Excel 轉換現可提供將多個表格合併為一個 Excel 表
單的選項。

轉 換PDF 為 PowerPoint. 高級文件重構可將 PDF
檔案轉換為 PowerPoint 展示檔案。開啟Office
XML .pptx 過濾軟體。無需安裝 Microsoft®
PowerPoint 即可將 PDF 轉換為 PowerPoint。

文字註釋轉換為 Word. 復原 Word 中的文字註釋。

擷取資料。 使用此功能將 PDF 檔案的資料擷取為
.CSV 檔案。使用者選項包含：指定擷取過程中將使
用的分隔符、行終止符和編碼。

檔案 | 導出。 將 PDF 檔案內容導出為任意可支援的
轉換格式
（.docx、.doc、.rtf、.xlsx、.xml、.pptx、.html
或 .txt）。

掃描 PDF 復原。 將繼承的掃描 PDF 文件轉換為格
式化好的、可編輯的 Word 文件。

掃描為 Word。 使用 Solid OCR直接從紙頁掃描為
格式好的、可編輯的 Word 文件。.

 掃描為 Word...

有選擇性的擷取。 選擇您想要直接從 PDF 頁面轉
換為 Word 的內容。格式、風格、頁面布局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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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選擇性的擷取 ...

WYSIWYG 内容擷取。 從 PDF 檔案轉換選取的文
字、表格或影像。在 Word、Excel 表格中或影像文
件中建立 格式化內容。

 WYSIWYG...

PDF 至 HTML 轉換器。 使用高級文件重構來轉換
PDF t為服從 W3C 的 格式化 XHTML。構想出框
欄。移除頁眉、頁腳和影像。

 PDF 至 HTML...

PDF 至 Text 轉換器。 使用高級文檔重構，從
PDF 擷取流文字內容。構想出框欄。移除頁眉和頁
腳。

 PDF 至 Text...

高品筫轉換。 無需費時重新格式化，重新加工您已
轉換的檔案。

 高品質的 PDF 至 Word 轉換...

頁眉和頁脚。 轉換或移除頁眉和頁脚的高級選項。

表格復原。 將有邊線和無邊線表格更美妙地重構為
表格對象，已格式化，並在 Word 中操作。

表格識别。 識别 PDF 表格字框，並轉換成文字字框
以輕鬆編輯。

旋轉文字復原。 從您的 PDF 轉換，無論朝哪個方
向旋轉均可。

超級鏈接偵測。 原始 PDF 中的 URL 超級鏈接自動
轉入新建 Word 檔案。

從 Explorer 轉換。 按一下即從 Windows
Explorer 將 PDF 檔案開啟至 Word。

掃描與存檔:

TIFF 至 PDF 轉換器。 將繼承掃描 TIFF 文件轉
換成完全可搜索、可存檔的 PDF/A 文件。

 TIFF 至 PDF...

掃描為 PDF。 將紙張文件掃描至可存檔 PDF/A 檔
案。由於是 OCR文本層而可搜索。

 掃描至 PDF...

供搜索所用的 OCR。 添加可搜索文字層。易用於
索引和存檔繼承和紙源文件。

 OCR 層...

PDF 至 PDF/A 轉換器。 將現存的普通或影像
PDF 檔案f轉換成完全可搜索、符合 ISO 19005-1
和 ISO 19005-2 標準、可存檔的檔案。

 PDF 至 PDF/A...

驗證 PDF/A。 為現存的 PDF 檔案驗証是否遵從
ISO 19005-1 和 ISO 19005-2，並修復常見問
題。

 修復 PDF/A...

標準的 PDF/A 遵從報告。 Solid PDF Tools 根據
PDF/D 協會規定，建立標準的 PDF/A 驗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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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處理:

PDF 建立。 直接拖放。輕鬆從您的檔案建立
PDF。 WYSIWYG 使用者介面。

 拖放以建立 PDF...

WYSIWYG 使用者介面。 針對紙源級處理操作的
多文件 PDF 用户介面（UI）。

合併。 將多個檔案合併到一個 PDF 文件。合併多個
PDF 文件。

重排頁面。 使用拖放以重排 一個文件中或多個文件
之間的頁序。

 重新排序 PDF 頁...

擷取頁面。 從一個 PDF 文件將多個頁面擷取為一個
新建 PDF，或將每一個頁面擷取為多個新建 PDF。

批量作業轉換。 透過使用批量轉換用户介面換调色
板，節省時間。

 批量轉換...

PDF 建立:

列印為 PDF。 從任意基于視窗程式輕鬆建立 PDF
檔案。

 建立 PDF...

密碼方式保護您的 PDF。 您可限制誰可檢視、編
輯、復制、列印或評論您的文件。

 為 PDF 設定密碼...

256 AES 加密。 此新穎的高級別加密功能在
Adobe® Acrobat® 9 或更高版本中獲支
援。128-位 RC4 或 AES 加密算法亦可獲支援。

設置 PDF 許可。 掌控哪些用户可閱讀、列印、編
輯、復制或評論您的 PDF 檔案。

 PDF 權限...

使用 PDF/A 存檔。 建立 PDF/A 文件。该檔案完
全遵從現存的 ISO 存檔標準。

 PDF/A...

64 數位平臺支援。 Solid Documents 產品現在
可在 Windows XP 64 、Windows Vista 64 和
Windows 7上平穩運行。

設置檔案特性。 定義標題、作者、主題和關鍵詞，
幫助整理您的文件。

縮減檔案大小。 用我們的壓縮選項，使您的 PDF
很小。 為了網絡或列印，優化檔案大小，同時保住適
當水準的質量。

 優化 PDF 文件...

Acrobat Reader 設定。 將預設檢視設定為包括
頁面版面、初始縮放和頁面縮略圖檢視。

從 Office 做 PDF 書簽。 從 Word、
PowerPoint、Excel 或 Publisher 文件自動建立
PDF 書簽概述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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