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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簡介 

“PDF 離線閱讀許可”是北京 WorkPDF 自主研發的一款控制“離線狀態”下的 PDF
的閱讀許可許可權的軟體，分伺服器端生成軟體和用戶端閱讀軟體，伺服器端分單機版和開

發版，單機版是通過介面操作生成具有閱讀許可限制的 PDF 檔，開發版是伺服器端的二次

開發介面版本，提供有詳細的介面說明和不同編程語言的開發例子。本手冊是介紹伺服器端

單機版的。“PDF 離線閱讀許可”可以對 PDF 檔進行限定閱讀次數、限定閱讀期限、防止

PDF 檔被隨意擴散分發、防止某用戶端保存多個拷貝、能夠對過期文檔進行自動銷毀、可

以設置成線上流覽模式下載 PDF 後進行閱讀控制，伺服器端單機版軟體以 Acrobat 插件形

式運行，支援 Acrobat 5 以上環境。以下為其所含功能特性： 
☆閱讀次數限制 
 可以設置 PDF 檔供用戶閱讀的次數，一旦次數超過，用戶端軟體將不允許此 PDF 檔打

開閱讀。如果選擇了“過期文檔自動銷毀”功能，此文檔在關閉或打開時將被自動刪除銷毀。 
☆閱讀期限限制 
 可以設置 PDF 檔供用戶閱讀的時間限制，一旦時間超時，用戶端軟體將不允許此 PDF
檔打開閱讀。如果選擇了“過期文檔自動銷毀”功能，此文檔在關閉或打開時將被自動刪除

銷毀。 
☆線上流覽模式 
 線上流覽模式，是指在互聯網環境下，對文檔要求在規定時間內下載，並只能閱讀一次，

閱讀後，關閉文檔或重新打開該文檔時，將被自動刪除銷毀。如需重新閱讀，可以在允許的

時間範圍內，在網頁中重新下載，但在本機不能留有多個備份。對於非法拷貝的文檔，在打

開時將被自動刪除銷毀。 
☆文檔安全性設置 

可以將 PDF 文檔設置成不可列印、不可拷貝、不可修改、不可抽取等安全選項。以 128
位元高強度加密方式，超長亂數作為 PDF 檔的“閱讀密碼”和“編輯密碼”，用戶可以在

不用輸入密碼的情況下，直接雙擊 PDF 檔或在 Acrobat 中用用戶端軟體自動打開 PDF 檔。

對用戶的操作來說，簡單方便，不需要關注複雜流程。 
☆防擴散機制 

1. 防止 PDF 被拷貝到未授權機器上閱讀。 
可以設置 PDF 檔只允許在某些機器上閱讀，當 PDF 檔被下載到用戶端時，用戶端

軟體根據伺服器端設置的授權資訊，只允許此 PDF 檔在授權機器上閱讀，一旦 PDF 文

件被拷到其他未授權機器上閱讀，用戶端軟體在未授權機器上將不允許打開此 PDF
檔，如果選擇了“過期文檔自動銷毀”功能，在未授權機器上閱讀時，此文檔在關閉或

打開時將被自動刪除銷毀。程式介面中可以同時設置 3623 個機器碼，即同一份文檔，

可以授權 3623 個用戶端閱讀。 
2. 防止 PDF 在本機留有多個拷貝閱讀。 

可以設置 PDF 檔是否允許本機留有多個拷貝。一般來講，如果不限用戶閱讀次數，

可以設置允許本機留有多個拷貝，反正可以不允許本機留有多個拷貝。如果不允許本機

留有多個拷貝，那麼，即使用戶將此 PDF 檔留有多個備份，終端用戶也只能繼續閱讀

已打開的那個原始 PDF 檔，一旦閱讀次數或閱讀時間超過，用戶端軟體也將不允許此

PDF 檔被打開，如果選擇了“過期文檔自動銷毀”功能，則此文檔在關閉或打開時將

被自動刪除銷毀。 
☆許可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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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可證機制是為了保證一部分特殊用戶可以閱讀本單位的文檔，這部分特殊客戶群是註

冊過閱讀許可證的用戶，閱讀許可證只需註冊一次，用戶端需要給伺服器端提供機器碼來生

成閱讀許可證。用戶端只有註冊了伺服器端頒發的許可證，才能閱讀該伺服器端分發的“具

有離線閱讀限制”的 PDF 檔。例如，B 企業的客戶註冊了 B 企業頒發的“閱讀許可證”，

這樣就可以閱讀 B 企業分發的 PDF 文檔，但 B 企業的客戶沒有註冊 A 企業頒發的“閱讀許

可證”，所以 B 企業的客戶就不能閱讀 A 企業分發的 PDF 文檔。 
☆浮水印防偽 
 強大的浮水印功能，可以對任意旋轉的 PDF 頁面的任何位置加上任何角度的文字和圖

片，在同一浮水印方案下，可以同時添加多個文字和圖像浮水印，讓 PDF 文檔的所有權更

清晰的得到表示。支援動態的添加時間浮水印，其格式為#YYYY-MM-DD hh:mm:ss#，字串

只要包含兩個半形的#號，中間年月日小時分秒均按以上格式填寫，可以只包含年月日時分

秒中的一項或數項，例如#YYYY-MM-DD #或#YYYY 年 MM 月 DD 日#均為合法，要注意

大小寫。 
 浮水印功能可以單獨使用，可以單獨添加浮水印而不做閱讀限制。 
☆提取部分頁面供用戶試讀 
 可以提取部分任意頁面，添加浮水印或設置閱讀限制，以供用戶試讀部分頁面。 
☆過期文檔自動銷毀 
 用戶端在打開過期文檔時或在非授權機器上閱讀該文檔時，此文檔在關閉或打開時將被

自動刪除銷毀。 
☆防止拷屏 

用戶端可以防止拷屏，防止重要資料被截圖。 
☆預留密碼 
 預留密碼是為在“未授權或未註冊閱讀許可證”的用戶端臨時閱讀 PDF 文檔而設，不

設機器碼且不指定特殊客戶群時此項無效。管理員掌管此密碼，根據需要供特殊用戶使用。

使用場景：一份文檔限制經理 A 和 B 使用，A 外出在客戶場地，需要看這份文檔，不方便

在客戶機器上註冊許可證或取得機器碼讓公司重新生成文檔，這時文控人員可以給 A 提供

預留密碼，A 通過預留密碼打開 PDF 文檔，伺服器端做的所有限制（次數、時間等）都依

然存在。 
☆可以設置用戶端是否提示剩餘閱讀時間和次數 
 可以設置用戶端是否提示本文檔剩餘的閱讀時間和次數。 
☆兼容機制 
 用戶端軟體可以自動打開伺服器端生成的有“離線閱讀限制”的 PDF 檔。同時，也可

以打開一般未加密的 PDF 檔。用戶端在打開 PDF 文檔過程中，與一般的未加密 PDF 文檔打

開方式相同，操作非常方便，無需太多的電腦操作知識即可直接流覽 PDF 檔。 
 伺服器端和用戶端軟體支援 Acrobat 5 以上環境，支援最新的 Acrobat 8 環境。 
☆整個目錄批次處理 
 可對整個目錄及其子目錄中的 PDF 檔做批次處理，可單獨添加浮水印或做閱讀限制。 

應用場景 

★ 企事業內部的具有密級的 PDF 檔，不允許被流傳到外部，本軟體適用。 

★ 網路電子書店，保護 PDF 文檔的版權，PDF 檔需要付費或授權才能分發，不允許終

端用戶隨意拷貝分發，如在市場調研公司的調研文檔、網上銷售 PDF電子書、需要向客

戶短期展示的 PDF 資料都可使用本軟體進行版本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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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 PDF 檔上標識公司內部的印章或文字浮水印，並只允許客戶在一定時間內閱

讀幾次的 PDF 文檔，本軟體適用。 

★ 需要和本機構文檔系統集成，批次處理生成有閱讀限制的 PDF 檔，本開發版適用。 

★ 需要用戶以線上流覽模式閱讀，本軟體適用。 

★ 檔案管理部門借閱 PDF 圖書，可用本軟體進行保護。 

★ 內部交流用的臨時 PDF 檔，閱讀後需要立即自動刪除，可使用本軟體。 

★ 內部文檔被查閱時不允許螢幕截圖。 

★ 內部文檔需要臨時供在外辦事人員閱讀。 

操作流程圖 

 伺服器端和用戶端的直接交互很少，保持了用戶端的獨立性，用戶端只需要向伺服器端

提交一次機器碼，伺服器端只需向用戶端分發一次閱讀許可證。之後，伺服器端只需要向用

戶端發佈具有“閱讀限制許可”的 PDF 檔，就可以保證文檔的離線控制。 

 其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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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戶端機器碼的獲取可以通過點擊用戶端閱讀軟體對話方塊中的“機器碼”按鈕來

獲取。 

操作指南 

 安裝完伺服器端單機版軟體後，Acrobat 中將會出現紅色“密”字圖示，如下圖：  

 

點擊紅色“密”字，將會出現詳細的“閱讀限制”設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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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選擇要設置閱讀限制的 PDF 檔 

 系統提供兩種轉換方法，一種是處理單個檔，一種是批次處理整個目錄（包含子目錄）

中的 PDF 檔，所有需要處理的 PDF 檔，均要求預先無任何加密。 

第二步：設置 PDF 文檔安全設置 

☆安全設置：  

採用高強度 128 位加密，可設置列印級別許可、是否允許閱讀設備為視障人員讀取檔內

容、是否允許拷貝文本、圖片或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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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設置 PDF 閱讀限制設置 

 ☆線上流覽模式：線上流覽模式主要特徵是：一個 PDF 檔下載到本地後，只能閱讀一

次，閱讀後的文檔在關閉後，將被自動刪除，本地不允許留有備份。如果要再次閱讀，需要

在一定時間後，到該網站上重新下載 PDF 檔。 
☆限定閱讀次數：如果閱讀次數超過設定次數，則此 PDF 檔將不能打開。  
☆限定閱讀時間：如果當前系統時間超過設定天數，則此 PDF 檔將不能打開。  
☆限定某用戶端（防用戶端之間拷貝散發）：當檔分發到用戶端，對於伺服器端無法知

曉用戶端之間所發生的拷貝，例如用戶端之間進行拷貝此 PDF，進行閱讀，對於這種情況，

本系統提供了嚴密的處理，防止用戶端之間拷貝閱讀，即使拷貝到不同的機器上，除了授權

的用戶端機器外，其他機器都打開不了此 PDF 文件。要設置此功能，需要用戶端提供機器

碼，用戶端機器碼的獲取可以讓用戶點擊用戶端軟體對話方塊中的“機器碼”按鈕來獲取。 

☆防止某用戶端本機多份拷貝：當檔分發到用戶端，用戶端可以在沒有閱讀此 PDF 之

前，預先拷貝多個備份，如果沒有防用戶端本機拷貝，則用戶端的閱讀次數將不可控。本系

統提供了防用戶端本機多個拷貝機制，即使有多個拷貝，也只能閱讀一直使用的那個 PDF
檔。  

☆將過期文檔自動銷毀：用戶端在打開過期文檔時或在非授權機器上閱讀該文檔時，該

文檔將被自動刪除銷毀。 

☆僅供持有閱讀許可證的特殊客戶群閱讀：通過頒發用戶端閱讀許可證，來讓有閱讀許

可證的用戶閱讀授權了的 PDF 檔。用戶端如果要閱讀某具有授權資訊的 PDF 檔，需要取得

伺服器端的授權，即伺服器端為某用戶端生成閱讀許可證。要設置此功能，步驟為：點擊“生

成用戶端閱讀許可證”按鈕，在彈出的對話方塊中，輸入用戶端機器碼，點擊“生成許可證”

按鈕，生成“.wid”文件，將此文件返回給用戶端。生成閱讀許可證對話方塊如下圖： 

 
當要發佈“具有離線閱讀限制”的 PDF 檔時，將此許可證檔一起發給終端用戶，用戶

端需要註冊該閱讀許可證才能閱讀設置了“僅供持有閱讀許可證的特殊客戶群”功能的

PDF 檔。如果用戶端沒有此伺服器端的許可證授權，則用戶端將無法打開此類 PDF 文件。

另外，用戶端註冊了許可證後，不用再次註冊，也就是說，伺服器端只需要給終端用戶一次

許可證即可，無需重複生成發佈。如果“僅供持有閱讀許可證的特殊客戶群”此項沒有勾

選，則任何用戶端都可以閱讀此 PDF 檔，但仍受閱讀次數、閱讀時間、是否為授權用戶端

等條件限制，另外，用戶端機器碼的獲取可以讓用戶點擊用戶端軟體對話方塊中的“機器

碼”按鈕來獲取。 
☆用戶端閱讀時提示剩餘時間或次數：伺服器端可以設置用戶端在閱讀該 PDF 文檔

時，提示剩餘的閱讀次數和時間，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設置，如不想讓用戶知道本文檔與

其他文檔有什麼特殊區別時，就不用做提示，用戶可以不關注任何事就可以在規定的範圍內

閱讀文檔。 
☆防止拷屏：是否允許用戶通過拷屏保存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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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密碼: 預留密碼是為在未授權的用戶端，並且沒有閱讀許可證的情況下，需要在

用戶端臨時閱讀 PDF 文檔而設，不設機器碼且不指定特殊客戶群時此項無效。管理員掌管

此密碼，根據需要供特殊用戶使用。使用場景：一份文檔限制經理 A 和 B 使用，A 外出在

客戶場地，需要看這份文檔，不方便在客戶機器上註冊許可證或取得機器碼讓公司重新生成

文檔，這時文控人員可以給 A 提供預留密碼，A 通過預留密碼打開 PDF 文檔，伺服器端做

的所有限制（次數、時間等）都依然存在。 
☆整個目錄批次處理： 
 可對整個目錄及其子目錄中的 PDF 檔做批次處理，可單獨添加浮水印或做閱讀限

制。 

第四步：是否需要提取部分頁面讓用戶試讀（可省略） 

 可以提取任意頁面供用戶試讀，可以在這些部分頁面上設置浮水印或設置閱讀限制。 

第五步：多功能浮水印防偽（可省略） 

本系統支援一次性設置多個浮水印（圖像浮水印或文字浮水印）。支援在任意旋轉的

PDF 頁面添加位置正確的浮水印。需先新建一個浮水印方案，在浮水印方案中新建浮水印

項（圖像浮水印或文字浮水印）。如果不需要添加浮水印，可選擇“無”即可。介面中的“另

存為”按鈕可將浮水印的設置保存為 XML 格式，可供二次開發介面使用。 
浮水印功能可以單獨使用，可以單獨添加浮水印而不做閱讀限制。 
點擊“修改浮水印”按鈕後，將彈出浮水印設置對話方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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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浮水印 

在文字浮水印中，主要是設置檔浮水印的內容和字體的屬性。 
☆文字內容： 
一個重要的功能可以添加動態時間浮水印，其格式為#YYYY-MM-DD hh:mm:ss#，字串

只要包含兩個半形的#號，中間年月日小時分秒均按以上格式填寫即可，可以只包含年月日

時分秒中的一項或數項，例如#YYYY-MM-DD #或#YYYY 年 MM 月 DD 日#均為合法，要

注意大小寫。 
☆字體屬性： 
可設置字體、字型大小、字體風格（粗體、斜體、粗斜體或標準字體風格）、文字的顏

色、是否為空心字。空心字效果在 PDF 文檔中顯示非常漂亮，很有藝術性。 

圖像浮水印 

☆支援的圖像類型：本系統支援的圖像類型有：BMP，JPG，GIF，TIFF，PNG。對

於透明的單幀 GIF 圖像，可以在 PDF 檔中保持其透明性，如果其為前景浮水印，透明部分

將不會遮住 PDF 檔中的其他內容。 
☆保持外觀比例：本功能點旨在縮放原圖的同時，保持原圖的寬和高的比例，不致使圖

像有拉伸效果。當然，如果要產生拉伸效果，就不用勾選“保持外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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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整個頁面：如果此功能被選，圖像將覆蓋整個 PDF 頁面，可生成背景效果。 
☆清晰度：可以設置該圖像在 PDF 頁面中的清晰度，如果原圖清晰度較高，則可降低

其清晰度，能使結果檔變小。對於有透明效果的 GIF 文件，該項無效。 
☆圖像的寬和高：可設置該圖在 PDF 頁面中的大小，支援的單位有英寸、毫米和點。 

位置資訊 

 ☆錨點：可設置該浮水印（文字浮水印或圖像浮水印）相對於 PDF 頁面各點的位置資

訊，有以下相對點：頁面中心、左上角、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左邊中心、頂部中心、

右邊中心、底邊中心。 
 ☆X 和 Y 偏移：可以輔助錨點，設置浮水印在各相對點的偏移。加上相對位置點，可

保證本浮水印可加在頁面的任意位置。 
 ☆角度：可以在-90 度到 90 度之間任意旋轉浮水印。 

浮水印通用資訊 

 ☆是否為前景浮水印：可以設置該浮水印是作為前景浮水印還是作為背景浮水印，前景

浮水印將不會被遮擋。 
☆頁面範圍：指在 PDF 的哪些頁面添加浮水印。 
☆不透明度：設置浮水印在 PDF 頁面中的不透明度，可產生隱隱若現的效果。 

運行環境 

本軟體支援 Acrobat 5 以上環境，支援最新 Acrobat 8 環境。 

二次開發介面支援 

 本產品提供二次開發介面，支援伺服器端調用，如有需求，請發郵件到

Support@workpdf.com 聯繫，或 MSN 聯繫:workpdf@workpdf.com。 

授權方式 

僅需伺服器端購買授權，用戶端閱讀軟體免費，用戶端無需支付註冊費用。 
伺服器端軟體查看註冊資訊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開始->所有程式->WorkPDF->PDFServer-> WorkPDF PDF離線閱讀限制開發版註冊資

訊”將可看到本授權資訊，同時可以下訂單、註冊、申請啟動、啟動，相關幫助資訊可到本

網站http://www.workpdf.com進行查閱。如有問題可以發EMail到support@workp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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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1.“用戶端閱讀許可證”有什麼作用？是否每次都要隨 PDF 檔給用戶一個？用戶是否需要

每次都註冊？ 
答：“用戶端閱讀許可證”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企業的 PDF 資料而設，通過頒發用戶端閱讀

許可證，來讓有閱讀許可證的用戶閱讀授權了的 PDF 檔。用戶端如果要閱讀某具有授權資

訊的 PDF 檔，需要取得伺服器端的授權，即伺服器端為某用戶端生成閱讀許可證。這樣可

保證本企業內資料不外流。“用戶端閱讀許可證”僅需用戶端註冊一次，就可以在“閱讀限

制”的條件下閱讀該文檔，當然，如果本 PDF 文檔指定了某用戶端才能閱讀，只有這個指

定的用戶端才能打開此 PDF 文檔閱讀，非指定用戶端是打不開此 PDF 文檔的。 
2.如何獲取用戶端機器碼？ 
答：通過用戶端閱讀軟體的介面對話方塊中的“機器碼”按鈕，獲取本機機器特徵碼字串。

用戶在自己得到機器碼後，將機器碼傳給企業，企業根據需要在生成有“離線閱讀許可”的

PDF 文檔時可以指定此機器碼。 
3.不同版本的“伺服器端生成”和“用戶端閱讀”軟體相互相容嗎？ 
答：“用戶端閱讀”軟體可以做到向下相容，但低版本“用戶端閱讀”軟體的不能閱讀高版

本的“伺服器端”生成的 PDF 檔，需要到網站上下載更高版本的閱讀軟體。請關注網站的

更新。另外，我們每次有更新，都會在 MSN 抬頭上或通過 MSN、QQ、Email 通知客戶，

以及時更新。 
4. WorkPDF 目前是公司嗎？售後服務得保證嗎？ 
答：WorkPDF 目前是准公司狀態運營，所有產品均以共用軟體方式發佈，先試用後購買，

不存在任何無信用成份。我們保證我們的售後服務，我們通過 24 小時的客服 MSN（離線狀

態時可以通過 MSN 發短資訊）、手機 24 小時開機、Email、QQ 等客服方式及時有效的處

理用戶的集成問題、使用問題等所有疑問，特殊情況可以應客戶要求上門解決問題，軟體升

級免費，軟體升級後主動通知。只要利於產品性能和穩定的一切建議，我們都會為客戶免費

增加。我們希望做好我們的客戶服務，也希望客戶推薦客戶，于大家都有益。 

代理合作  

誠征代理，歡迎合作!  
歡迎所有對 WorkPDF 的產品分銷有興趣的廠商加盟！  
 
 

*************************************************  
北京·海澱 WorkPDF  
Http://www.workpdf.com  
電話：13718036365  何先生 

24 小時客服 MSN: workpdf@workpdf.com  
技術支援 EMail: Support@workpdf.com  
QQ:615724001 

版權所有 (C) 2003-2007 Work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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