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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dobe 公司

Adobe 公 司（www.adobe.com）

成立于 1982 年。作为全球泛网

络出版的行业领导者，Adobe 公

司为企业和专业出版用户提供

全面的软件解决方案。Adobe 的

产品帮助客户创建、管理和发布

具有丰富视觉效果的可靠内容。

Adobe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

荷塞市，是美国最大的个人电脑

软件公司之一。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针对专业设计人员和

Adobe InDesign 2.0 的正版用户。

帮助你快速掌握 InDesign，实现

从设计到输出的无障碍工作。

如何购买

请联络以下代理商 :

Adobe 中国区总代理中科希望 

Tel: 010-82620818-505 或 504/

021-52896092/020-87514509

Adobe InDesign 2.0+AWT InChinese

广东及四川地区总代理上奇科技 

Tel: 020-3878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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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dobe InDesign 2.0 是你梦想中的专业排版软件，它帮你应

对任何设计挑战，并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创意体验。InDesign

与你早已熟悉的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Acrobat

等软件紧密集成，使用户能迅速掌握。InDesign 2.0 帮你在印

刷、PDF 电子书及 Web 等多种途径上实现出版。

长话短说 InDesign



抓住你的灵感
Adobe InDesign 2.0 如同系于你指间强有力的创意工具，利用全面的

排版控制，你可以创造华丽的印刷样式，将阴影、羽化边缘、可编

辑的透明效果应用于文字、图形或是图像，并可以快速地设计一流

的表格。由于支持多级撤消与重复命令，你可以随意尝试各种设计

效果。

1984 年，Adobe 发布

PostScript level 1。

1984 年，Microtek 推出

第一台配合个人电脑的黑

白光电扫描仪。

1985 年，美国人波

导 · 希莱纳得提出桌

面出版系统的概念。

1985 年，苹果电脑公司

推出 Macintosh 系列电脑

和激光打印机。

• 使用独特的段落编辑器自动生成最佳的断行。

• 当在 InDesign 中使用 opentype 字体时，可快速设

置如分数、自由组合连字、花样字符、上下文替

换等文字特性。

• 快捷的表格生成工具。可直接置入含有排式的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表格，或是置入以 TAB 分

隔的文本文件。

• 轻松地精炼表格外观：设定行列的高度宽度，填

充和边线的色彩，合并表格的行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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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隐藏非打印对象，网格、辅助线和框边，显

示实际 (trimmed) 页面，然后可在此模式下编辑你

的页面。

• 轻松地调整被裁切的图片 - 当你拖动被裁切的图

片时，InDesign 显示半透明的整张图片，帮助你调

整图片在裁切边框中的可视部分。

• 显示低分辨率图片以获取更快的性能，使用热键

可以将个别图片转换为高分辨率。

1985 年，Aldus 公司开发

了排版软件 PageMaker。

1986 年，桌面出版系统

正式出现。

1986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dobe Type Library。

1987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dobe Illustrator 软件。

在工作时限内完成任务
无论你是直接操作设计文件，或是为了输出印刷前将这些设计文件

预检打包，InDesign 令你的工作卓有成效。本产品可以为书籍列表

中的相关文档生成页码、目录表和索引。新版本 InDesign 软件重大

的性能增进使设计工作更加快捷。InDesign 高效的打印界面，让打

印工作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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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文档置入书籍中，书籍会

将文档页序自动排列，并生成目

录表和索引。

• 书籍中可以控制文档的属性，

例如文本样式和颜色，这些操作

是跨文档同步应用的。

• 用作辅助工具的缩略图、主版

页、网格和辅助线也可以被打印。

• 将一段文本、文本框或图形框

加上超链接，这些超链接可跳转

到指定的文本锚点、文档页或是

网页地址。

• 由于许多重要性能的提升，在

InDesign 2.0 中工作比在以前的

版本中快很多。

• 所有字体特效都可浏览，并且

通过特效工具板可以很容易地把

它们加入到文本中。

1988 年，富士推出全世

界最早的数码相机

DS-1P。

1989 年，Autoligic 研制

出第一台计算机直接制版

设备。

1989 年，Adobe 公司推

出了用于日文 ( 双字节 )

页面描述语言。

80 年代末，中文的

PostScript Font 在香港出

现。

• 使 用 全 新 高 效 的 打 印 界 面，

将 InDesign 文 件 可 靠 地 打 印 至

Adobe PostScript Level 2、

PostScript 3 或 非 PostScript 的 印

刷设备。

• 可以通过定义好的样式自动应

用打印选项、陷印功能、半透明

设置和 Adobe PDF 输出选项。

• 使用打印预显示模式可以在屏

幕上显示设定好的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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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Apple、Adobe、Aldus 三家公司，共同提出

了全新的 DTP( 桌面出版系统 ) 概念。

1990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dobe Photoshop 软

件。

1990 年，Adobe 公司推出

Adobe Type Manager。

使工作效率更高
由于 InDesign 2.0 与你所熟悉的 Photoshop, 

Illustrator, Acrobat 等软件拥有相同的命令、工具、

控制面板以及快捷键，使用 InDesign 2.0 使你如置

家中。InDesign 可以包含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的

图像文件，甚至保留这些图像文件中的透明区域以

及羽化边缘。

• 当置入透明的 Photoshop 文件

时，仍能保持原文件的羽化边缘。

这项技术首次应用在桌面排版软

件中。

• 由于使用相同的 Adobe 色彩管

理，InDesign 2.0 和 Illustrator 10, 

Photoshop 7.0 和 Acrobat 5.0 在色

彩上达到统一。

•  InDesign 文件可以输出为

A d o b e  P D F 、 E P S 、 X M L 、

HTML 和 SVG 格式，也可以使

用打印对话框存为 PostScript 文

件。

• 使 用 预 置 样 式 输 出 的 Adobe 

PDF 文件，更适于屏幕显示、桌

面打印、电子书籍和高端印刷。

• InDesign 2.0 全 面 支 持 Mac OS 

X 操作平台，在新的操作系统下

工作会更方便。

重要提示
在 InDesign 中， 可 以 直 接 打 开

QuarkXPress 3.3 - 4.1x 和 Adobe 

PageMaker 6.5 - 7.0 格式的文件。

用户既可以自定义快捷键，也可使

用 InDesign 内置的与 QuarkXPress

兼容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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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传统印刷 面向泛网络传播
InDesign 使你可以完成具有丰富视觉效果的设计，并将该设

计应用于包括印刷出版和网络出版在内的多种媒体。本产品

可以轻松地输入、创建、编辑和输出可与 Adobe Golive 6.0

模板相结合生成 Web 页面的 XML 文件，也可输出成带有标

注的 PDF 文件、电子书或 SVG 文件。

InDesign 2.0 所提供的大量新特性使面向多种媒体的设计和

出版更加容易

• 使用结构显示和标注面板输入、

建立、编辑和输出正确的 XML

文档。

• 可以输出独立的 SVG 对象，也

可以是完整 SVG 页面。使用它

们和网页模板集成或者在网上发

布它们。

• 可视化输出丰富的电子书籍，

可以自动在不同的设备上显示，

支持多种可实现的功能，例如文

本 到 语 音 (text-to-speech) 的 转

换。目录表、索引表和超级链接

都可转换为电子书文件中的超级

链接。

• 轻松地将数据元 (metadata) 标

注植入 InDesign 文档，通过

InDesign 内建支持的 Adobe 扩展

数 据 元 平 台 (Extensible Metadata 

Platform) 使数据更新、管理和检

索更方便。

• 在互联网上和企业内部网上共

同 使 用 InDesign 文 件， 不 必 担

心文件会由于突发事件被覆盖

或丢失更新资料，因为 InDesign

支 持 WebDAV(Web Distributed 

Authoring and Versioning) 服务器

技术。

6



许多设计师和专业印前人员习惯使用 QuarkXPress 3.x 或 4.x，

并不是因为 QuarkXPress 是完美的软件，只是因为它有鲜明的

特点、是人们所熟悉的和流行的、最有效的。尽管 Adobe 想用

InDesign 1.0 和 1.5 打破原有的排版市场秩序，但用户没有给这

个新软件多少机会。InDesign 1.x 明显是一个不成熟的产品，而

先进的 InDesign 2.0 提供的强大能力令人注目，InDesign 2.0

可以完成 QuarkXPress 5.0 能完成的所有功能，并提供了一些

设计师梦寐以求的设计功能。下面我们将对两个软件进行详细的

比较。

.02InDesign
超越对手的排版软件



X 支持
XPress 5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在于它不支持 OS X，而 InDesign 2.0 可以。

虽然 InDeisgn 在 OS 9.2 和 OS X 上运行时区别不大，但 OS X 的用

户可以感觉到它在内存管理和中断保护上的优势。还有，InDesign

在 OS X 上运行比在 OS 9.2 上运行快一些。你也可以在 OS X 的

Classic 模式下运行 XPress 5，但是它比 XPress 4.1 运行在 OS 9.2 上要

慢很多。(大部分的应用程序在 Classic上运行都比在 OS 9 上运行要慢 )

操作界面
XPress 的操作界面已经十年没有变化。InDeisgn 2.0

有巨大的进步。使用 InDesign，你可以完成多级撤

消，基于你已经制作好的页面定义主版页，选择辅

助线然后用键盘输入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在一个文

本框中链接两段文字。

当然，对于要把操作平台转移到 OS X 上的设计者来

说，InDesign 才可为你的设计工作提供稳定的平台。

明显 InDesign 是这方面的赢家。

1990 年，Apple 公司推

出英文 TureType Font。

1991 年，Adobe 发布

PostScript level 2。

1992 年，中文 TureType 

Font 出现在香港市场。

1993 年，Intel 公司推出

Pentium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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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InDesign 也有一些不足。它的控制板过多，直接输入文字时

不易控制。但是新版本 InDesign 2.0 修正了许多第一个版本的错误，

使您的工作更加顺畅。

排版
1990 年，QuarkXPress 3.0 有了可以自夸的版面控制功能——边缘对

齐，遗憾的是，从那以后，XPress 在排版控制上再也没有值得注目

的变化。今天，InDesign 提出了排版艺术化的概念。InDesign 的排版

功能并不比 XPress 多很多，然而，如果你想在 XPress 中得到同样的

结果，你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InDesign 的段落控制功能 ( 在

以前的版本中叫多行文字控制 )：它可以调整字符

与单词之间的空白，使整段文字达到一个颜色平

均的效果，而 XPress 一次只能控制一行，以至于

整段文字的颜色常常是不均匀的。

InDesign 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它全面支持 OpenType

字体，它可以包含特殊的字符，例如分数、花体字、

外语字符和连写。

1993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dobe Acrobat。

1993 年，由八大电脑及电子音像发展商组成了国际色彩联盟 (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ICC)。ICC 决定建立基于电脑作业系统之内的色彩管理，并利用

“ICC Profile”（色彩描述档案）完成不同设备间的色彩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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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2.0 的排版特性还有很多，例如标点悬垂于文本间的空白处、

自动调整字符间距离以达到最佳视觉效果 ( 基于字符的形状 )——这

两个特性在版本 1.x 时就提供了。而 XPress 还没有提供这些功能。

1994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fter Effects。

1994 年，Xeikon、Indigo 和 Agfa( 作为 Xeikon 的原始

设备供应商 ) 公司掀起了研制并推出全数字化、四色、

按需高速印刷机的潮流。

1994 年，Adobe 公司收

购 Aldus，推出 Adobe 

PageMaker。

多语言支持 
当今世界，文化更加国际化，非英语排版日益重

要，InDesign 充分考虑了这些情况。它装有 12 种

语言字典，只要你可以输入，它就可以正确的处理

它们并检查它们是否有拼写错误。InDesign 完全适

用 Unicode 编码，你可以在英文版的程序中打开日

文文档。而 XPress 一次只能管理一种语言，如果

你想输出多语言出版物，你需要 QuarkPassport，它

看起来很象 XPress，但价钱是 XPress 的两倍。
10



图形支持
对于任何一种排版软件来说，图像的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InDesign

的图像放缩技巧十分出色。InDesign 和 XPress 都支持 TIFF、JPEG、

EPS 和其他通用的文件格式。然而，InDesign 还支持 Adobe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文件所支持的文件特性，这对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更

重要的是，InDesign 在图像预显上提供了强大的功能——EPS 文件平

滑显示，这在传统软件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InDesign 支持图像放大，可以让你看到图像真正的

分辨率，而 XPress 还只是局限于 72dpi 的屏幕显示

分辨率。再加上，一个五页的文档，每页有两张巨

大的图片，在 XPress 中这个文档大概 50MB，而在

InDesign 2.0 中只有 10MB 大。

1995 年，Intel 公司推出

Pentium  Pro Processor。

1995 年海德堡在

DRUPA95 展览会上推出

直接成像的四色胶印机。

1995 年，Apple 推出基于

PowerPC CPU 的 Power 

Macintosh。

1995 年，微软公司推

出新的 PC 图形化系统

Window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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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
一个好的设计软件应该让设计者轻松实现自己的设计。

层 设计越复杂，层的功能就越重要。InDesign 1.x 就已经有的层控制

板，InDesign 2.0 中就更加完美了。

透明 InDesign 2.0 能够对对象进行透明处理，并且可以显示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文件本身的透明效果。

InDesign 还可以对任一对象增加下拉阴影。InDesign 的透明工具提供

给设计者的是非常棒的效果，这在设计上是非常重要的。XPress 几

乎没什么透明选项。

长文档 InDesign 2.0 和 XPress 都有目录表、索引工具和书籍控制板，

但 InDesign 2.0 的更加精细，它的功能界面让人惊奇。另一方面，

InDesign 可以把整个书籍输出成为 PDF 文件 (XPress 是做不到的 )。

1996 年，Adobe 公司

推出 PhotoDeluxe。

1996 年，Adobe 公司推

出 PageMill。

1997 年，motorola 推出

Power PC 750 G3 芯片。

1997 年，Apple 开始发

售基于 G3 CPU 的

Mac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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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格功能方面，InDesign 2.0 给 XPress 5.0 以痛击。InDesign 2.0 可以

置入微软的 Word 和 Excel 表格，支持表行自动填充交替的色彩，可

以自动生成跨栏或跨页的表格。XPress 不能完成这些，更糟糕的是，

XPress 不能自动生成表格，或者在表格中不能使表行均匀和设置透

明。当 InDesign 在文本框中自动生成表格时，XPress 还让你用表格

工具去画一个表格。

打印输出和 PDF
以前许多输出中心不愿意输出 InDesign 文档，因为 InDesign 1.x 有

较大的问题：只有特殊的打印设备支持 InDesign 1.x，打印设置相当

复杂，并且因为 PostScript 错误，InDesign 文档常常不能正确打印。

InDesign 2.0 重新设计了打印功能，你可以选择任何一输出设备输出。

直接生成 PS 文件也比 XPress 容易。这些改变说明在 InDesign 中输

出更方便。

1997 年，Intel 公司推出

Pentium II Processor。

1997 年，Adobe 

PageMaker 6.5c 开始发

售。

1998 年，Adobe 发布

PostScript 3。

1998 年，Adobe 公司推

出 ImageS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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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文件 PDF 已经成为输出中心通用的打印格式，一些杂志甚至拒

收其他的格式的文件，一个设计软件是否可以很好的输出 PDF 越来

越重要。XPress 5.0 要求你花 249 美元购买 Adobe Acrobat 软件后才

可以建立 PDF 文件，InDesign 却可以非常简单的输出 PDF 文件。在

我的试验中，用 XPress 输出 PDF 文件所用的时间是 InDesign 两倍。

两者对 PDF 的控制也有很大差异。置入 PDF 图形的 XPress 文件大

小是置入同样 PDF 图形的 InDesign 文件的十倍，输出这样的 XPress

文件花得时间也长一些。

InDesign 输出 PDF 时可以为 PDF 加密，而 XPress 没有。XPress 输

出的 PDF 文件是分色的，而 InDesign 输出的为复合 CMYK 或复合

RGB 格式，你必须使用 Acrobat 或别的应用程序给它们分色。

这两个软件都可以自动建立超链接和书签，但 XPress 5.0 有一缺陷，

如果超链接跨两行或多行文本时，链接会被破坏。

使用环境

对于 InDesign 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 Adobe 如何为它建立一个基本

的使用环境。今天，几乎每一个出版顾问、培训者和临时工作者都

对 XPress 甚至 PageMaker 有一个很好的口碑，很少有人知道

InDesign。

1998 年，Adobe 公司推

出 ImageReady。

1999 年，Intel 公司推出

Pentium III Processor。

1999 年，Adobe 公司推

出 GoLive。

1999 年，Adobe 公司推

出 Press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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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要求  InDesign 在硬件上要求较高，只有在有 128M 内存 ( 如果你

的操作系统是 OS X 则需要 256M 内存 ) 的 G4 上才能流畅运行，而

XPress 要求低一些。

价格对比  InDesign 的价格更有优势。在美国，InDesign 的售价为 699

美元，而 XPress 大概要贵 200 美元。从 XPress 3.x 升级到 5.0 要 399

美元，从 4.x 升级到 5.0 要 299 美元；而从 InDesign 1.x 升级到 2.0 在

四月份之前只需要 99 美元，四月份之后也只需要 149 美元。对于使

用 XPress 的用户，Adobe 提供了一个 300 美元的升级价格。在美国

之外，价格差别更加明显，在欧洲和亚洲，买一套 XPress 的钱可以

买下 InDesign、Photoshop、Illustrator、Acrobat 和一台新的 17吋显示

器。如果 XPress 不调整价格，那它的用户很可能会转投 InDesign 阵营。

1999 年 Indigo 和 Xeikon 公司在 IPEX’93 国际印刷展

上首次推出了彩色数字印刷机，引起印刷出版界的极大

关注。

2000 年，Intel 公司推出

Pentium 4 Processor。

2000 年，Adobe 公司推

出 InCopy。

结尾语
QuarkXPress 5.0 和 Adobe InDesign 2.0 都比前一个

版本有了很大的改进，XPress 5.0 是在网页工具上，

而 InDesign 2.0 在排版控制和透明上更出色。总的

来说，InDesign 的限制少和控制多强于 XPress，它

是每个设计师梦想中的排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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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比较，谁是赢家
软件特性并不是选择这个软件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

个列表并不包括两个程序中相同的特性 )

2000 年，Adobe 公司推

出 InScope。

2000 年，Adobe 公司推

出 LiveMotion。

2000 年，Adobe 公司推

出 InProduction。

2001 年，Adobe 公司推

出 Photoshop Elements。

XPress InDesign

文字与类型 获胜

文本拖动 YES

多行文字控制 YES

字距优化 YES

标点悬垂 YES

OpenType 字体 YES

置入 Excel 文件 YES

多语言支持 YES

样式比较 YES

基于段落样式的字符样式 YES

输入时自动增加页 YES

目录表中字符样式 YES

链接非空的文字框 YES

更改栏宽 YES

ASCII 码自动删 YES

标记文字错误 YES YES

页面样式重定义 YES

保持斜体和粗体 YES

扩展字符集 YES

文本框描边和填充 YES

链接文本文件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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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Adobe 公司推

出 Atmosphere。

2001 年，Adobe 公司

推出 Acrobat eBook 

Reader。

2001 年，Adobe 公司推

出 Studio。

2002 年，

Adobe 公司推出 Adobe 

InDesign 2.0。

XPress InDesign

在框架内旋转文字 YES

改变样本 YES

图片 获胜

置入 PSD 文件 YES

图像中的透明属性 YES

高分辨率显示 YES

拖动矢量框 YES

对象半色调化 YES

文档中嵌入图片 YES

EPS 中内嵌字体 YES

图在编辑框中拖动 YES

页面排版 获胜

下拉阴影 YES

对象羽化 YES

对象透明 YES

基于另一个主版页的主版页 YES

导航控制 YES

文档的多重显示 YES

文档页转变为主版页 YES

合并对象阴影 YES

隐藏层的文本绕图控制 YES

指定对象的文本绕图控制 YES

放大倍率 4000% YES

视觉调整 YES

用户定义线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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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ress InDesign

线起始位加箭头 YES

校样显示 ( 包括打印预显 ) YES

工具预设 YES

旧模板可以扩展 YES

辅助线是对象 YES

表格 获胜方

通过框架链接表格 YES

表格单元透明 YES

表格单元扩展 YES

输出和印刷 获胜

直接输出 PDF YES

书籍直接输出为 PDF 或 PostScript 文件 YES

通用设备，DSC 适应 PostScript YES

打印辅助线 YES

模拟打印 YES

PostScript 错误控制 YES

输出 SVG YES

文档预检 YES

HTML 中的 Meta 标记 YES

常规 获胜方

OS X 支持 YES

中断保护 YES YES

多级撤消 YES

支持 WebDAV YES

快捷键可编辑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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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使用过 InDesign 的设计师都会惊讶的发现 Adobe 新旧

排版软件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就像从 CD 到 DVD 技术的革命。

而现在正在使用 InDesign 的设计师应当为此感到幸福和激动。

我们在下面的文字中主要帮助您从 Pagemaker 升级到

InDesign 。

.03
从 Pagemaker

到 InDesign



和 PageMaker 相同，使用 InDesign 设计页面第一步需要创建新文档。

InDesign 2.0 可创建多种新文件，包括：新建文档，新建书籍和新建

物件库。

第一步：创建新文件

创建文档

InDesign 创建的文档比 PageMaker 创建的文档更加稳定。

通常 40 页以上的长文档 InDesign 也可操控自如。

创建书籍

InDesign 可以通过新建书籍实现对出版物的管理。你可

以通过将制作好的多个文档导入书籍当中，InDesign 的

书籍管理工具帮助你自动编排页序和创建索引目录。这些

书籍管理的功能 PageMaker 只能通过增效工具来实现。

创建物件库

通过 InDesign 所创建的物件库比 PageMaker 的物件库更

加强大和完善。

重要提示

BMP 是 Microsoft Windows 所定义的图像文件格式，最

早应用在 Microsoft 公司的 Microsoft Windows 窗口系统 ,

现今已成为 PC 机环境下窗口系统的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TIF（TIFF）Tag Image File Format，直译为标签图像

文件格式。目前，它是 Macintosh 和 PC 机上使用最广

泛的图像格式。

InDesign 的

书 籍 中 可 以

同 时 集 成 不

同 页 面 尺 寸

的 文 档。 便

于 内 插 折 页

的书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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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作为新一代的排版软件在

文件操作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兼容

性。

InDesign 可直接打开的文件格式

InDesign 文档

PageMaker 6.5-7.0 文档

QuarkXPress 3.x-4.1 文档

PageMaker 可直接打开的文件格式

PageMaker 6.5-7.0 文档

InDesign 可直接保存的文件格式

InDesign 文档

InDesign 模版

InDesign 书籍文件

PageMaker 可直接保存的文件格式

PageMaker 文档

PageMaker 模版

在文件菜单下选择“新建”可

创建 InDesign 文档、书籍和物

件库。

PICT 现虽然能在安装了 Quick Time 的 PC 机上使用，

但它的主要使用范围还是在 Mac 机上。不适用于打印。

而经常用于多媒体项目。

JPEG 是 Joint Photographic Image Experts Group 的缩

写，由 ISO 和 ITU（电气通讯联合组织）制定的、将彩色

静止图像压缩和解压的格式。解压时将损失一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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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设定文档页面
创建新文档当然还要进行页面设

置。

设置版面尺寸

最小版面尺寸：

PageMaker 最小页面尺寸为 13 毫米 

x 13 毫米。

InDesign 最小页面尺寸为 4.233 毫米 

x 4.233 毫米。

最大版面尺寸：

PageMaker 最大页面尺寸为 1066 毫

米 x 1066 毫米。

InDesign 最大页面尺寸为 5486.4 毫

米 x 5486.4 毫米。

重要提示

GIF 是一种压缩的 8 位图像文件。最多只能处理 256 种

色彩。大多用在网络传输上，速度要比传输其它格式的

图像文件快得多。它绝不能用于存储真彩的图像文件。

PNG 有替代 GIF 格式的倾向，将会在整个 Web 上流行。

象 GIF 一样，PNG 也使用无损压缩方式来减小文件的

尺寸，可以迅速地显示。

InDesign 的分栏功能比 PageMaker

更加丰富。

它同时支持版面分栏和文本框分栏。

InDesign 不仅支持纵向分栏，还支

持横向分栏。

另外，利用创建辅助线功能，可以

将版心或版面分割成带栏间距的栅

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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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
边空
边空就是我们俗称的天头地脚；

也就是版心四周的留白

版面规划

在创建文档页面时，InDesign 支持两

种设计模式：

基于版心和分栏的设计模式。

基于版式纸的设计模式。

PageMake 只支持基于版心和分栏的

设计模式。

Margins

EPS （Encapsulated PostScript）格式是专门为存储矢

量图形而设计的，用于 PostScript 输出设备上打印。

PCX 最早得到广泛应用的图形文件格式，至今还广泛

用于扫描、传真以及一些早期的光栅图像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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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主版页定义

控制板菜单中的“保持折页完整”

是专门为对页文档设计的。利用

这一功能，我们可以定义多达 10

页的对页文档。用 InDesign 作多

折页的宣传册时，再也不需要费

劲地画参考线了。

与 PageMake 单一的主版页设置不同，InDesign 提供了多种创新的主

版页功能，使用主版页控制板新建主页，添加页面，创建文挡中的

章节，引入对折页，建立主板之间的继承性关系。

PSD Photoshop 自身的文件格式，能够支持

Photoshop 的全部特征，还支持任何图像模式。缺点是

存储的图像文件特别大。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是 Adobe Acrobat

所使用的格式，大多数主流的操作系统中都可查看该文

件。PDF 格式是保存包含图像和文本图层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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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主版页的另一个奇妙的

功能是允许主版页的继承。通

常，一个复杂的文档需要几种不

同的页面设计。在 PageMaker 中，

如果一个页面元素 ( 例如背景色

或 Logo 的 位 置 ) 改 变， 需 要 对

几种主版页作相应的修改。使用

InDesign，可以首先建立一个“父”

主版页，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一

系列的“子”主版页，当“父”

主版页发生变化时，所有的“子”

主版页会跟着变化。不仅节省时

间，而且有利于保持作品的连贯

性。

计算机照相排版系统    由字符及排版指令输入装置、校

改装置、校样输出装置、控制装置及照排主机等组成的

成套排版设备。

文字排版    将文字原稿依

照设计要求组成规定版式

的工艺。

开本    一张全开纸裁切成

相等的小张，叫多少开数

装订成本，即为多少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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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支持置入的文件格式非常多样，几乎涵盖

了所有的文字和图像文件。

第四步：将准备好的文
字、图像和表格置入

InDesign 提供了多种文件交换的方式。你可以直接打开文档、置入

可识别的文档、拷贝粘贴或是托拽 。InDesign 作为新一代的排版软

件在文件操作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兼容性。

可置入的文字种类

InDesign 支持置入的文件格式

Mircrosoft Excel 97/98/2000

Mircrosoft Word 97/98/2000

RPF

纯文本

Adobe InDesign tagged text

版心    版面上除去周围白

边，剩下的文字和图片部

分就是版心。

书芯    将折好的书帖按

其顺序经配，订后的半

成品。

书背    也称后背，指书帖

配岫后需粘联的的平齐部

分。

书脊     （与书背相连的两

个棱角）即书芯表面与书

背的联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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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置入的图像种类

Adobe Illustrator (.AI)

Adobe Photoshop (.PSD)

Windows 位图 (.BMP)

DCS (.DCS)

封装的 PostScript EPS (.EPS)

图像交换格式 GIF (.GIF)

联合图像专家小组 JPEG (.JPG)

Macintosh 图片 PICT (.PICT)

Windows 元文件（.WMF）

Windows 增强的元文件（.EMF）

PC 画笔 PCX (.PCX)

PDF (.PDF)

PNG (.PNG)

Scitex CT (.SCT)

TIFF (.TIF)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InDesign 支持 PSD

(Adobe Photoshop 文档 ) 的置入，

同时包含了文档中图像半透明的

混合特性。这使版式设计和图像

创意的流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

表格的置入和编辑

类似于新版的 QuarkXPress，

InDesign 增加了内置表格工具。

通过表格框架，可以自动处理多

页表格的文字流，还提供交替颜

色填充功能。你还可以将 Excel

中创建的表格置入到 InDesign 文

档之中。这比 PageMaker 有了长

足的进步。

飘口    封面比书芯多出来

的边叫飘口。

天头    图书版面的上部空

白叫天头。

地脚    图书版面的下部空

白叫地脚。

前口    也称口子或口子

边，指订口折缝边相对的

毛口阅读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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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处理方面，InDesign 不但增加了众多的特殊功能字符，而且

有更多种类的排式定义。

第五步：定义排式

字式的定义：

字符控制板集成了基本的字式定义功能。包括：字

体、字号、行距、字符的纵向缩放、字符的横向缩放、

字符距、字距、基线位移、文字旋转、文字倾斜以

及语言选择等。不仅如此，控制板的弹出式菜单提

供了更多、更专业的字式控制，包括：OpenType

特性、竖排文字中的英文与数字横向排版、竖排文

字中的注音、竖排文字中的着重、文本框中文字的

对齐方式、专业的中文斜体设置等。

订口    靠近书籍装订处的

空白叫订口；另一边叫切

口。

磅    是字体排版之量度单

位，英文字母最小单位是

Point，1 英寸分 72 磅。

级    光学照排时代是指文

字大小，4 级为 1 个 mm。

号    是指铅印时代字粒

大小，最大特号字 72 磅，

最小 8 号字 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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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式的定义：

使用段落控制板定义整段文本的

段落属性。包括：对齐方式、左

缩进、右缩进、首行缩排、段前

距、段后距、首字下沉 ( 下沉的

行数，下沉的字数 )、避头尾等。

另外，控制板的弹出式菜单还提

供：禁排悬挂类型、禁排断开类

型、连数字处理、英文在竖排中

旋转、对齐基线和段落构成器等

更高级的段落控制功能。

如何定义？使用文字工具选择部

分文字或使用箭头工具选择整段

文本框；然后使用段落控制板设

置：字符样式与段落样式

PageMaker 中的排式，是为了方

便重复使用同一段落排式而设

计的，其缺陷是一段文字只能用

相同的字式；InDesign 将排式分

为了字符样式与段落样式，大大

方便了同一段落中不同字式的设

定。

使用文字工具选择部分文字或使用箭头工具

选择整段文本框 ( 是不是比 PageMaker 方

便多了？ )；然后使用字符控制板设置

像素    点阵图像构成的最

小单位，也是图像的基本

元素。

位元    计算机是以二进制

方式进行数据运算的，二

进制的一位称为位元。

字节    八位二进制数字称

为字节。

色域    印刷或屏幕显示所

能表达的色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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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色彩定义

InDesign 的色彩定义是在色标板

中完成的。选择“窗口 / 色标板”

来显示色标板，使用该色标板即

可以对所选文本或对象应用颜色

或察看颜色名称及种类，又可以

在色标板中增加新的色标。

重要提示

InDesign 中的缺省的颜色

无色

一个色标板上的默认颜色。“无”删

除对象或者 EPS 图形的颜色。应

用“无”到一幅 EPS 图形会恢复该

EPS 图形以前的颜色。

纸色 

参考用户正在打印的纸色。可编辑

但不会被打印。

黑色 

100% 的印刷黑色。

套版色 

所有印刷颜色的混合。

起始色 InDesign 提供青色、品红色、

黄色、绿色、蓝色作为彩色样品的

起始色。

颜色和视觉    颜色本身会

因为受到环境色的影响而

干扰视觉。

色密度    彩色画面的密

度，用透射率或反射率倒

数的十进对数表示。

色彩管理系统    用于确保不同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色彩统一的软件，以使印刷品同原稿相一致。

增加色标

InDesign 可以增加三种色标。彩

色色标、淡印色标、渐变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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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色标

单击色标板右侧三角区域打开“色标板”菜单，单击增加彩色色标，

打开新建彩色色标的对话框，

首先可以给这个颜色取一个名字

或者选取以色彩值命名色标根据

色彩值自动为颜色命名。然后设

定该颜色是原色还是专色，最后

是定义颜色，定义颜色有两种方

式， 你 可 创 建 CMYK, RGB 或

LAB 模式的专色或是原色，同样

也可通过 InDesign 所提供 15 个

颜色库创建色标，InDesign 还支

持使用其他色标库。

这些色样库包括

DICCOLOR FOCOLTONE

HKS_E HKS_K

HKS_N HKS_Z

PANTONE Process Coated PANTONE Solid Coated

PANTONE Solid Matte PANTONE Solid Uncoated

System(Macintosh) System(Windows)

TOYO COLOR FINDER TRUMATCH

Web

阶调   图象信息还原

中，一个亮度均匀的面积

的光学表现。

阶调值    阶调的量度。在

印刷技术中通常用透射和

反射的程度、密度表示。

高调    图片中受光多的部

分光亮雪白，称为高调。

低调    是指图片阴暗部

分，或称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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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印色标。

淡印色，是指以某一个颜色为基础，但比这个颜色要淡一些的新颜

色，最早淡印色是用于专色版中，这样既不会增加印刷的版数，又

使色彩比较丰富，现在在设计中被广泛应用，不再只是专色的专利了。

单击色标板右侧三角区域打开“色标板”菜单，单击增加淡印色标，

打开新建淡印色标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比较简单，你只要输入你

想要的百分比就可以了，生成的淡印色名字和基础色类似，只是后

面加一个百分比的显示。

黑白两阶模式    是一个

像素的颜色用一位元来表

达，也就是黑和白。

灰度模式    一个像素的

颜色用八位元来表达，共

256 种灰度颜色。

RGB 模式    图像每个像素都是由 R、G、B 三种通道

共同描述的，每个通道占用一个字节，又称为 24bit 色

或全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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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色标。

InDesign 的渐变色和 Illustrator 的

一样强大。单击色标板右侧三角

区域打开“色标板”菜单，单击

增加渐变色标，打开新建渐变色

标的对话框，首先同样是给渐变

色标命名，其次是选择渐变的类

型，有线型渐变和放射型渐变

两种，最后是渐变设置，你可以

在渐变控制条上任意地点添加颜

色，使渐变更丰富，并且在颜色

选择上也可以直接选择色标色。

为了操作方便，InDesign 还特意

增加的颜色和渐变控制工具，你

不必非要把颜色和渐变定义成色

标才可以使用。

CMYK 模式    与 RGB 相

似，每个通道用一字节表

达，共 32bit，又称 32 位色。

Lab 模式 与设备无关的色

彩空间。它的色域空间大

于 RGB 和 CMYK 模式。

HBS 模式    一种常用的

表色体系，是用颜色属性

来描述色彩的。

索引颜色模式    使用

0-256 种颜色来表示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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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特殊效果 / 图形功能
InDesign 在 PageMaker 和 Illustrator 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的特殊效果

图形功能，这为版面设计增加了强有力的表现手段。

线的使用

InDesign 中线的概念和 Illustrator

相同，其专业的边线控制：线宽、

线端、转角和类型，完全改变了

传统排版软件中线的形象。

thin  line weight=1pt

solid line weight=0.25pt

solid line weight=1pt

dash line weight=1pt dash=2pt gap=2pt

solid line weight=1pt start=bar end=bar

solid line weight=1pt start=circle end=circle

solid line weight=1pt start=square end=square

超出印刷色域    超出

CMYK 色域空间，是印不

出来的。

灰平衡    由于油墨偏色，

CMYK 四种油墨同量混合

后得不到中性灰。

明度    表示色所具有的亮

度和暗度被称为明度。

色相    指的是这些不同波

长的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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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的使用

InDesign 弥 补 了 PageMaker 缺 乏

渐变的遗憾，其渐变功能甚至比

Illustrator 还要强。

丰富的图形

InDesign 集成了丰富的图形绘制

工具 ( 包括：钢笔、铅笔、直线、

矩形、椭圆、多边形和星行 ) 以

及图形变化功能 ( 包括：旋转、

缩放、倾斜与镜向 )，并且支持

直接拷贝 Illustrator 所做的任何图

形。

透明和阴影 

InDesign 最新版本中增加了透明

和阴影的功能，同时你还可定义

色层的混合模式。这样的图像处

理功能以前只有在 Photoshop 中

可以见到。

彩度（饱和度）    用数值

表示色的鲜艳或鲜明的程

度称之为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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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显示 / 预检 / 打包 / 输出
显示

作为专业桌面排版软件 InDesign 显示支持可调整的多种显示模式。

确保版面设计制作的全过程可以所见即所得。

InDesign 显示低分辨率图片以获取更快的性能，使用热键可以将个

别图片转换为高分辨率。

预检

InDesign 的预检全方位检查出版物信息 ：字体是否缺失、图像是否

有问题、色彩情况、打印设置等，让你胸有成竹。

打包

打包功能可把所有输出元素集合在一个新文件夹中，更便于传送。

输出

InDesign 所创建的文档不仅可以用作出版印刷，也可以用于网络和

电子读物等方面。InDesign 可以将同一个文件存成不同的文件格式，

比如说 PostScript、PDF、HTML、XML 以及 SVG （可调节矢量图形，

可以让你在计算机屏幕上以任意尺寸、任意分辨率来欣赏图片）等等。 

详细预检 / 打包 / 输出请参照输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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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土设计师，我们希望排版软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中文排

版的某些特殊要求。Adobe InDesign 拥有丰富的文字排版工

具和灵活的文字特性，帮助您轻松表达自己的创意。

.04
InDesign

中文版式设计



支持多种标准中文字体：
InDesign 支持 CID 标准字库，如方正新款字库、华文字库。而对于

其他的非标准中文字库，InDesign 并不支持。

字体    是一系列字号、样

式和磅值相同的字符 。

字体集    是一组相关字

体。

样式    字形有三种形式：Roman type 是直体；oblique 

type 是斜体；utakuc type 是斜体兼曲线（比 Roman 

type 更像书法体）。字体有时也被扩展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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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符控制：

字符的平常变化：

即对文字作水平或垂直方向的缩放变形。尽管由于

这种变形改变了文字的横向或纵向的笔画宽度而在

实践中遭到反对，少量的文字平长变化仍不失为一

种灵活而生动的字体应用形式。

使用字符控制板，可以对文字的横纵比做独立的设

置。

字符的方向：

1. 字符的方向：InDesign 支持任

意字符的任意角度旋转，在中文

竖排版中可以将英文字母或数字

旋转 270 度以适应竖排中罗马字

符的排版习惯。

2. 字符的倾斜：InDesign 的倾斜

功能可以对所选择的文字设置任

意角度的倾斜，弥补了中文字库

中无斜体字的缺憾。另外，字符

控制板的弹出式菜单中的中文倾

斜命令，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中文

字符倾斜功能。

基线   指一行字横排时下

沿的基础线。

连写    英文书写时由于字

些字母形状的原因经常被

连写。

派卡    是标定专栏或页面

长宽的测量单位。为六分

之一英寸。

将进酒  杯莫停

艺术字    像绘画般的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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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排版控制：
首行缩进控制：

中文排版中，习惯上将首行缩进两

个字符来做段与段之间的区分。在

InDesign 的段落控制板中，可以直

接设置首行缩排。

重要提示

如何设置首行缩排 :

(1). 利用数值计算，精确设置首行缩排

要想精确设置首行缩排，首先要对字号有一定的认识。

1inch = 25.8mm ; 1inch = 72pt

根据上面两个换算公式，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首行缩进 (mm) = 缩进字数 x 平长变化 x 字号 x(25.4/72)；

例如：首行缩进 2 字，平长变化为 85%，字号 10pt，则：

首行缩进 (mm) = 2x0.85x10x(25.4/72) = 6.1mm

(2). 更聪明的做法：

由于 InDesign 支持度量单位的输入，并支持在输入框中进

行四则运算，所以对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在段落控制

板的首行缩进输入框中，直接输入：2*0.85*10pt

即可以得到精确的两个字符的首行缩排。

行距    相邻两行的基线之

间的距离。

字距    单词中每个字母之

间的距离。

词间距    两个单词之间的

距离。

对齐    使栏或页中的文本

各行左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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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头尾设置：

在中文排版中，某些特殊的标点符号是禁止在行首

或行尾出现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文排版禁则。

在 InDesign 的段落控制板中的避头尾设置，除了

提供两种默认的预设以外，还可以自定义避头尾。

在其中，我们可以分别设置禁止在行首出现的字符、

禁止在行尾出现的字符、悬浮的标点以及禁止分割

的字符。

缩进    可在每段之前加空

格的方法，表示新段落的

开始。

连字符    表示行尾的某单

词被分隔了或表示连接两

次形成新词。

跨页    将图片或文字放大

大并使其横跨两个页面以

上。

视觉版心对齐及悬浮标点：

视觉版心对齐是一种针对段落文

字排版的功能。通过文章控制板

选择。该功能可以将一段文字中

行首的引号、行尾的标点符号及

英文连字符悬浮至版心之外，以

保证更精准的排版。

伸出   表示首行首字母伸

出左边界，其他行左边界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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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与罗马字：

Adobe InDesign 自动处理大部分

的竖排标点，如：逗号、句号、

分号、括号、书名号等。通过在

段落控制板弹出式菜单中设置在

直排中旋转英文，可以将横排中

文中的引号变为竖排格式。

英文与数字转向排版，可以通过

在段落控制板弹出式菜单中设置

自动纵中横设置实现。

另外，在 InDesign 中还可以设置

竖排中文的重音和着重。

拼写检查    在选定文本、一篇完整文章，一个出版物的

全部文章，或所有打开的出版物的全部文章中检查和帮

助修正拼写和基本的语法错误。

辅助线    辅助线包括页边距辅助线、栏辅助线和标尺

辅助线等，用户可以自定义。InDesign 中，辅助线也

可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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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的使用：

使用 InDesign 中的插入字符功能，打开字符对话窗，可以方便地插

入各种特殊字符。如：日文片假名、中文竖排标点，汉语拼音、数

学运算符以及中文小写数字等。

字符属性    决定了文本在

页面上的外观，字体大小、

字形和字符宽度等。

段落属性    指定了段落在页面上的外观，包括对齐方

式、缩排和制表位的位置，以及段落前后的空白量。

段落排式    可以在一个步

骤中应用于段落的字符和

段落的格式属性的集合。

图形化文字：

在 InDesign 中，可以方便地将文字转化为图形，

然后使用图形编辑工具对字符进行修改、变形，

并且可以对这样的文字使用基于图形的设计特性，

如蒙版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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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Type 字体技术：

由 Adobe 和 Microsoft 联合开发的 OpenType 字体

技术基于 Unicode 标准，可容纳多达 65000 个字符，

能够完全支持中文字符集，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包含

多种非标准字符，如 ：日文、少数民族文字、更多

的特殊字符。

Indesign 2.0 支持 OpenType 字体技术，并将英文字

体中古体的某些变体对应于 OpenType 字符集中的

字符。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技术有可能为我国少数

民族文字的出版带来一场革命。

文本绕图     当文本框中有图片时，文本会自动围绕图

片排列。

字体更新    出版物中使用的字体从用户的系统中丢失后，

软件会标记出这种字体发生错误，然后让用户决定是选

用新字体还是使用别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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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竖排：

版式纸页面定义：

InDesign 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版式设置。基于版心和分栏的现代版式

以及基于版心和版式纸的传统版式。无论是版心和分栏设计或是版

式纸设计方式都支持横竖两种排版方式。前者可以轻松的控制页面

灰度的匀称；后者可以将中文字符精确地限制在每个方格中，其文

字的排版风格更适合于传统的竖排版式。

已
卯
正
月

二
十
日
夜
记
梦

十
年
生
死
两
茫
茫


不
思
量

自
难
忘
 

千
里
孤
坟


无
处
话
凄
凉


纵
使
相
逢
应
不
识


尘
满
面

鬓
如
霜
 十

年
生
死

至
苏
轼
写
此
首
悼
亡
词
之
时


苏
轼
发
妻
王
弗
去
世
十
年
整
通

苏
轼

相
距
十
分

遥
远

无
处

遥
想
王
弗
无
处
诉
说
自
己
的
凄
凉
境
况


话

说
用

不
着
故

意
去
思
念

作
于
熙
宁
八
年(1075)

正
月
二
十
日


为
苏
轼
悼
念
妻
子
王
弗
去
世
十
周
年
而
作


治
平
二
年
五
月
丁
亥

赵
郡
苏
轼
之
妻
王
氏
卒

索引出版物    用户可以为合订本中的信息创建简单的关

键字索引或者综合性的指导。

主页    包括出版物中的大部分或全部页面共有的成分，

主页还包括非打印的版面辅助线，每个出版物实际上可

以有不受限制的主页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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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的文字置入功能：

InDesign 提供了超

强 的 文 本 置 入 功

能， 你 再 也 不 需

要 为 如 何 将 带 有

排 式 的 文 字 置 入

到 版 式 设 计 软 件

中而发愁了。

只 需 做 少 许 额 外

的 准 备 工 作， 就

可 以 轻 松 的 置 入

带排式的文本。

第一步：

在 Microshoft Word 或其它软件中，重命名排式，使其与 InDesign 中

相应的段落样式同名。

第二步：将原文档存储为 Word 或 RTF 文件格式。

第三步：在 InDesign 中，点选欲置入文本的文本框，执行文件 / 置

入命令，选择原文档。当置入 Word 或 RTF 文件时，InDesign 会同

时置入文档中的排式。如果置入的排式与 InDesign 中的段落样式同

名，InDesign 会覆盖原排式。

第四步：当置入 Word 或 RTF 文件时，InDesign 自动置入很多特性。

例如将 Word 中的表格转化成 InDesign 中的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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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提供了一系列打印特性以帮助用户创建专业水平的出

版物。用户可以打印任意出版物，从简单的黑白新闻稿件到高质

量的彩色分色文件。InDesign 输出中文排版，可采用的方法比

较多，下面我们将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05

InDesign
无障碍输出



方法一：InDesign 直接输出
优点 InDesign 2.0 直接控制输出，可以充分利用 InDesign 2.0 的各项

印刷控制，使输出更完美。发现错误，还可以及时修改。

缺点 控制输出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印刷知识，对输出中心的操作人员

水平要求比较高。

步骤

第一步 预检 (preflight)

预检是指出版物在印刷或交付输出中心之前，对出版物进行的完整

检查。预检主要包括：

检查出版物可能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例如图像文件或字体丢失；

提供出版物的帮助信息，例如它使用的链接、页首的显示字体和打

印的设置。

打开文件 > 输出前预检查我们会看到以下的对话框。

预检分六项：

概要 

出版物信息全面介绍，包括字体

使用情况、链接和图像信息、颜

色和油墨、外部插件、有没有透

明对象。

网目调    用网点大小表现

的画面阶调。

挂网    也叫加网 , 就是把

连续色调的图像分解成网

点的过程。

网点    构成连续调图像的基本印刷单元，印刷品上由这

种图像单元与空白的对比，达到再现连续调的效果。按

照加网的方法，分为调幅网点和调频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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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字体的使用情况介绍：字体有无

丢失、是否内嵌、是否完全、是

否受保护，这些字体的文件名、

所 处 位 置、 名 称、 第 一 次 使 用

时在哪一页，如果某种字体出现

错误，可以使用查找字体功能选

择另外一种字体替换有问题的字

体。

链接和图像 

详细介绍链接和图像的具体情

况，包括：有几处链接、链接的

对象是否被修改、链接是是否丢

失、图像是否内嵌、图像的彩色

模式。每一个链接或图像都还介

绍详细信息：文件名、链接最后

更新日期、文件最后修改日期、

完整的文件路径。在此处还可以

对需要更新的链接进行更新。

调幅网点    以点的大小来

表现图像的层次，点间距

固定，点大小改变。

调频网点    以点的疏密而

不是点的大小来表现图像

的层次。

网角    相邻网点中心连线

与基准线的夹角叫做网线

角度。

网点线数    单位长度内，

所容纳的相邻网点中心连

线的数目叫做网点线数。

49



色彩和油墨 出版物分色情况详细介绍：那几个印

版有内容、有没有专色、颜色管理是是否打开，每

个印版的网角与网频。

打印设置 此处显示的打印设置是指上一次打印时

的设置。

外部插件 出版物中是否包含外部插件以及外部插

件的具体信息。

如果出版物发现任何错误或可能导致输出错误的情

况，都会在概要和各个选项的相应位置出现警告标

志 ( )。

dpi    每英寸网点数，用

于衡量印刷图像和文字的

精度。

ppi    每英寸像素数，扫描

图像时使用的单位，用以

衡量取得图像细节的多寡。

lpi    每英寸线数与每英寸点数 dpi 一起使用。以确定半

色调图像的精度。lpi 计量了半色调网格中每英寸的网

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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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打包

预检完成后的打包功能对于文件

完整传送是非常有用的，打包功

能会自动把出版物的源文件、使

用过的字体和图像全部打包进

一个文件夹，不会让你因为少拷

贝一张图片或一种字体而来回奔

波。

打开文件 > 打包时还会让你先填

一份打印说明，这份说明会和源

文件打包在同一文件夹内。

重要提示

打包主要对以下几项进行选择：

打包时要不要拷贝字体，

打包时要不要拷贝链接的图像，

是不是要在升级打包文件的链接，

出版物中是否只使用特定的连接符，

打包内容是否包括隐藏层的字体和链接，

要不要显示报告。

为了使打包文件完整，前三项必选，后三项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

网点增溢    当油墨被纸张

吸收后。半色调网点的增

大量。

实地    印版上未加网的，

全部均匀受墨的平面。

阳图    在黑白和彩色复制

中，色调和灰调与被复制

对象相一致的图象。

阴图    在黑白和彩色复制

中，色调和灰调与被复制

对象相反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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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拷贝

如果是本地输出，就把打好包的文件拷贝到输出文

件夹内。如果异地输出，就把打好包的文件拷贝到

可移动存储器上，传送给输出中心。

第四步 输出

InDesign 输出是在打印对话框中完成的。InDesign 2.0

彻底更新了打印对话框，有一些让人惊喜的变化。

整个对话框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位于整个对话框的上部，输出目的定义部分。

主要包括三个选项：

打印样式 InDesign 支持定义打印样式，避免对同样

输出目的重复设定，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打印设备 InDesign 的输出设备涵盖了当今最全、最

流行的打印设备。

PPD 文件 InDesign 的 PPD 文件所处位置为

Windows

\WINNT\system32\spool\drivers\w32x86。

Mac OS

功能扩展文件夹中

龟纹    由于各色版网点角

度安排不当等原因，印刷

图象出现不应有的花纹。

印刷油墨    印刷过程中被转移到承印物上的成象物

质，一般由色料、连结料、填充料与助剂组成，具有一

定的流动性和粘性。

专色    使用专色油墨印刷

的颜色，有别于四色油墨

相加形成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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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位于对话框的中部，打

印控制部分

打印控制又分为 8 项，我们一一

介绍：

常规 常规的打印选项，包括：打

印份数、打印范围、打印顺序、

是否折页、是否打印主版页，值

得一提的是，InDesign 输出中可

以选择是否输出非打印项目，如

空白页、辅助线和网格等。

设置 包括打印纸和出版物尺寸

的控制，其中打印纸的控制包括

打印纸的大小、打印的方向、有

无偏移和空白，出版物尺寸控制

包括是否进行缩放、如何缩放、

出版物在打印纸上的位置，另外

在此还可以选择在一张纸上打印

多页。

色令    平版印刷计量单

位。以对开纸 1000 张印

一色为一色令。

分色    把彩色原稿分解成

为各单色版的过程。

色谱    用标准黄、青、品红、黑油墨，按不同网点百分

比叠印成各种色彩的色块的总和。它显示了印刷机能印

制和稳定再现的所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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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和出血设置 InDesign 标记

包括裁切标记、出血标记、对位

标记、色度条和页面信息。对位

标记的样子和对位线的粗细都可

以定义。出血量的设置也十分方

便。在这两项设置中，你可以参

照右下方的预显框的变化，让你

设置起来更方便。

输出 分色输出控制选项，第一

项就是色彩的选项，针对不同的

输出目的，你可以选择复合灰色、

复 合 RGB、 复 合 CMYK、 在

InDesign 中分色或是在 RIP 中分

色；第二项选择是否陷印；第三

项选择出版物是否镜象；第四项

选择网频与分辨率，同时还可以

选择以负片的方式输出。

InDesign 中对每一个印版，都可

以分别定义网频与网角，当然，

没有特别的需要，还是使用

InDesign 的默认网角好了。

撞网    调幅网分色工艺，网点角度分配出错，或每一网

角距离小於 25°，龟纹就开始明显。

喷笔    DTP 时代之前之

手工制作渐变色方法。

露白／漏白：印刷或制版

时，该连接的色不密合，

露出白纸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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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图像和字体输出控制，包

括：图像输出时数据如何发送，

出版物中字体下载方式，以及使

用哪种 PostScript 语言标准和采

用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分源空间和

打印空间，源空间可以选择文档

或校样，打印空间颜色管理分配

置、CRD、再现三项。配置中建

议选择 Photoshop 4 默认 CMYK

空间。

高级 高级选项中有三项控制：

OPI，如果你在设计时没有使用

OPI 功能，请不要选择这一项。

层次控制。

透明对象叠加效果，是指半透明

的对象在输出时选用哪种分辨率

输出。

概要 对以上七项的总结。

补漏白    分色制版时有意

使颜色交接位增加曝光，

减少套印不准的影响。

反白    文字或线条用阴纹

印刷，露出的是纸白。

自反：指一种节约印版的印刷方法。根据反转的不同又

分底面自反版和牙口反版尾两种方式。是印版不变，再

印纸张背面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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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位于对话框的下方，按钮区。

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只有四个按钮：

存打印样式按钮 InDesign 打印样式不仅可以在文

件 > 打印样式中定义，而且在打印对话框中也可

以定义，可以直接把你设定好的打印选项保存为打

印样式。

安装 此处的安装是指安装打印设备。

打印 输出出版物。

取消 

介绍完打印对话框，我想大家对 InDesign 输出就比

较清楚了吧。

重要提示

使用 InDesign

打印直接输出

时，所有的设

置选项都应在

InDesign 中

设置，而不应

该在操作系统

中去设置打印

机属性。

出血    延伸至页面裁切边

的图像或色块。

套印    两色以上印刷时，

各分色版图文能达到和保

持位置准确的套合。

套印不准    在套色印刷过

程中，印迹重叠的误差。

叼口    单张纸印刷时，在

印版和纸张等承印物前端

留出的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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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二：存储 PS 文件
优点 单一文件，包含所有输出信息，所有输出中心都可以输出。

缺点 对应每一个输出中心，都必须使用不同的 PPD 文件。不能及时

修改。

步骤

第一步 预检

请参照方法一的预检。

第二步 存储 PS 文件

InDesign 存储 PS 文件是在打印对话框中使用输出命令输出成为 PS

文件。打印对话框的使用请参照上文。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打印设备应该选择 PostScript 文件。

注意事项 输出 PS 文件时，必须正确选择 PPD 文件。由于现在的输出

设备更多为支持 PostScript 2 标准的设备，所以输出时除非你确定你

的设备支持 PostScript 3 标准，否则不要理会 PPD 默认设置，直接选

择 PostScript 2 标准。

条痕    出现在网纹平面上

与滚筒轴向平行的条状印

痕，属胶印印品故障。 

糊版    由于印版图文部分

溢墨，造成承印物上的印

迹不清晰。

印张    一本书刊所用纸张数量的计量单位。以单张对开

纸印刷两面为一个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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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三：
存储 EPS 置入 Pagemaker 输出
优点 单一文件，可以适用到一些传统的排版软件，如

Pagemaker，不必考虑输出中心的输出设备。

缺点 不易及时修改，无法使用 InDesign 的强有力的输出控制。

步骤 

第一步 预检

请参照方法一的预检。

第二步 存储 EPS 文件

InDesign 存储 EPS 文件是在输出功能中完成的。

打开文件 > 输出功能，选择保存类型为 EPS，点击保存出现输出

EPS 控制框。在这个控制框中包含了输出 EPS 的所有选项，该控制

框基本上是打印输出对话框的一个子集，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注意事项：输出 EPS 时，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直接输出为 CMYK 的

EPS 文件，以减少色彩损失。InDesign 输出 EPS 时，可以加出血。

色度条    由网点、实地、线条等测标组成的软片条用以

判断和控制拷贝、晒版、打样和印刷时的信息转移。

软打样，利用计算机辅助的彩色打样系统，在显示屏

幕上看到彩色图象，无法获取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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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四：存储 PDF 输出
优点 单一文件，文件尺寸小有通用的标准（适用于所有支持 PDF

输出的输出中心），可以加密。

缺点 不易及时修改，不能完全使用 InDesign 的强有力的输出控制。

步骤

第一步 预检

请参照方法一的预检。

第二步 存储 PDF 文件

InDesign 存储 PDF 文件是在输出功能中完成的。

打开文件 > 输出功能，选择保存类型为 PDF，点击保存出现输出

PDF 控制框。在这个控制框中包含了输出 PDF 的所有选项，这个

控制明显多于 EPS 输出，但基本上也是打印输出对话框的一个子

集，只是包含输出 PDF 特有的选项：

一是压缩控制 为了保证输出的 PDF 文件足够清楚而又没有过多

的冗余，在输出 PDF 时可以对彩色图、灰度图和黑白位图进行

不同的压缩，对于印刷来说，彩色图像和灰度图分辨率应该为

300dpi，而黑白位图分辨率应该为 1200dpi。同时矢量图也可以进

行压缩，置入的图像输出时可以只输出裁切的部分。

打样    一般是在和印刷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

纸张、油墨、印刷方式等），把用原版晒制好的印版，

安装在打样机上，进行印刷，得到样张。

设备分辨率   又称输出分辨率，指的是各类输出设备每

英寸上可产生的点数，如显示器、喷墨打印机、激光打

印机、绘图仪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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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加密控制 InDesign 输出 PDF 时可设置密码和对 PDF 文

件进行授权。密码分主密码和用户密码两种，打开文档时需要用

户密码，而修改用户密码和授权时需要主密码。InDesign 授权支

持对以下项目进行管理：是否可以打印、是否可以改变出版物内

容、是否可以从出版物拷贝和提取内容、是否可以增加或改变注

释和表单。

需要说明的是，InDesign 输出 PDF 时，可以为 PDF 增加印刷标

记和出血。

注意事项 Adobe Acrobat 5.0 及以前版本输出时没有设置印刷标记

和出血的功能，所以输出 PDF 文件时一定要设置印刷标记和出血。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