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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kXPress 9 新功能

QuarkXPres®s 9��将���作�的�建流程的中心，���使用��件�行��并直接�布至iPad®和其他数
字化��上。作�最可靠的印刷��和�布工具，QuarkXPress9 融合了以����中心的自�化以及提
高效率的新功能，�在已成�最�便、最强大的数字��和�布工具。

�文档提供了QuarkXPress 9 新概念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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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udio

通�QuarkXPress 9.5 和更高版本，�可以�互�平板��体��建和��内容。

�情�参�App Studio 指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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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o �子��出

Blio eReader是一款多平台多��的免��用，任何人都可以在各�各�的��上用它来��包含多媒体
的内容，包括Windows 系��算机以及（很快可��）iOS、Android® 和 Silverlight® 平
台。

Blio �子���器中�示的�子�

QuarkXPress 中的 Blio �出存在�多�点：

•可��子�看起来更美�，保留在QuarkXPress 中�建的姿�和高�版面。

•可在�子�中添加互�内容，比如��、幻灯演示和HTML。

•�者可切�至回流���看内容而无需担心版面，可自定�字体及其大小。

•�可通�Blio �店�售内容，用�可方便地���些内容并在多���上�行��。

•多�可在�子�中添加注�，以及搜索特定文本，甚至�用程序可�出�些文本。

可方便地在 Blio �子�中添加互�内容。例如，只需���片框并提供�片文件夹即可添加幻灯演
示。当�端用��看�出的�目�，�片将在�片框中一�一�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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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属性��框（�目> 数字�布> Blio 互�）可将�片框���幻灯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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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 �出

ePUB 是�子�和Web �布的�放�准，��准来自国�数字�布��（www.idpf.org）。作����子�格
式的后��准，ePUB在 2007 年引入。ePUB 文档使用 XHTML ��。

使用QuarkXPress ePUB�出功能，可使用回流��从QuarkXPress版面中提取文本和�片，
并将其���文本和�片�件。然后可�内容�行排序并添加��，以便��一致地�示内容，同�可�出��良好
的可回流�子�，可在�支持ePUB �准的�子���器中使用，包括iPad®、Sony® Reader 和
NOOK®。另外�可将ePUB �子��布到Amazon® 网站上，以便在 Kindle® 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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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式

条件�式可根据文本内容自�将格式�用于文本。例如，下�中所示的文本格式��：

文本可使用条件�式�行格式化

此�的��可如此描述：

1 �于第一段使用��段落�式表。
2 �于第二段的第一句，使用粗体正文字符�式表。
3 使用正文段落�式表直到�道�尾�。
4 �到�尾�之后，向后使用署名字符�式表直到出�全方破折号。

每个步�都只在上一步��行之后�行，并且位于上一步�在文本中停止�。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步�
失�，将不�行其余步�。

条件�式功能可�取�类指令并将其自��用于文本。例如，可使用以下条件�式�行以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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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以上格式的条件�式

在条件�式中�取�些��之后，只需��文本，然后在条件�式�色板中点��条件�式的名称，即可将�式
�用于文本段落。

条件�式�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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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用功能可�建浮�框，可在�用所属内容的�面或版面中一直�示浮�框。例如：

•可�建�有�片和文字的�表，�些�片和文字可根据引用一�一�地�示。

•�可�建活��用，可使用源文本自�移�到不同�面。

•�可在段落左�空白��建“浮�”��，用于�明�段落是提示、注�、警告等等。

�用是一个浮�框，可在�用所属内容的�面或版面中一直�示浮�框。每个�用可�定在文本�道中特
定点，称��用�定。�用�定�理文本的方式与字符类似。当�用�定移�到新�面或整版�，�用随之移
�。当�示�助��，一条�将每个�用�定与其���用�接起来（如存在）。

�用�定与其��的�用

版式中的�用位置基于�个�象：

•�用�定的位置。�用�是与其�用�定位于同一�面或整版中。

•�用�定�置。可相�于整版、�面、包含�用�定的框或�元、包含�用�定的段落或�用�定本身放置�
用。

例如，可��用�行配置以使其水平位置�是位于��距外�，但其垂直位置�是与包含其�用�定的段
落��。类似配置的�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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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置固定而垂直位置可�的�用�置

�必注意：�用�置与其�用�定保存在一起，而不是�用自身。

通�直接配置�用�定，或将�用�式�用于�用�定，可控制�用的位置。�用�式�一个�示在�色板中的
已命名的�用�置包。在多次使用不同�用�置的文档中，�用�式非常有用；无需每次重��行�些�
置，而只需���用�定，然后点��用�式�色板中相�的�用�式。

�用�式�色板

�用�式可��与�式表类似。与�式表和其他�源类似，�用�式可使用工作夹�行管理。

�用�点可�行��或取消��。当�用�点被�中之后，在�用�式�色板将出��色�廓并且�中�用�式（如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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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用�定（左）和取消�定的�用�定（右）

���助�之后，可只�看�中的�用�定。

�文本�行剪切、�制和粘��，如果�文本包含具有���用的�用�定，�用将随着文本一起�行剪切、�
制和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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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号

利用���式、�号�式和�廓�式，可�建��和�号列表，而无需手��建并格式化��和�号。

���式�定了��的外�、与文本之�的距离以及��方式。

�����式��框

�号�式用于指定数字的外�、格式、与文本之�的距离，以及��方式。

���号�式��框

�廓�式����行定�，最多可�到9个��等�。可将��或�号�式��至每个等�。另外�可��是否包含上一点
�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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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式��框

如需使用��、�号或�廓�式，可使用�量�色板段落属性��卡右�•/123下拉菜�。�用�廓�式之后，
可使用�少��和增加��按�可用于增加或�少多了所有等�。

•/123 下拉菜�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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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增强

因�表格不会始�适合一�或整�—或者��中分配的空�—所以表格可以自���到版面中的任意其他
位置。

��表格有��方式：

•在文本框中�定表格。由于易于使用，中断表格更常用��方式

•手��行表格中断。水平中断表格�需使用��方式（例如，将表格前五列放在一个�面而将其与三
列放在另一个�面中）。

当表格���，�仍需要�例来解�表格中的内容。可以自��建并同步�眉和�脚行的方式添加�明，并
且可在表格第一部分之后的部分�建特定的“��”表格�眉。

在此��表格中，前�行— 表格��和列��— 重��表格的���例中的�眉行。第一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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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

�道��器可�用�只�注�道文本而无需担心版式。在�道��器��中，所有文本的大小和字体都是相同
的，文本填充了整个窗口并且只�示最基�字符格式（比如粗体和斜体）。�色背景表示此�文
本已超出�道中的最后文本框或路径。

如需在新的�道��器窗口中�示激活�道的内容，��包含�目��道的文本框或行，然后����>�道��器。
（如果�道��器窗口已打�，�中�目的�道将�示在�窗口中。）

如果在使用易于�看的大小�文本�行���，需要��面整体外��行��，可将�道��器放置在�示同一�道
的版式窗口旁�。

�道的版式��（左）和�道��窗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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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增强

�式表�色板菜�和�式表的上下文菜�提供了以下��：

•�用�式表与保留本地类型�式:�用�定�式表，�保留本地类型�式（比如粗体和斜体）不�。

•�用�式表与保留本地类型�式与OpenType�式:�用�定�式表，保留本地类型�式（比如粗体和
斜体）和 OpenType 类型�式不�。

•�用�式表与�除本地格式:�用�定�式表并�除所有本地格式。相�于Option/Alt 点��式表名称。

•�用�式表与�除本地段落格式:�用�定�式表并�除所有本地段落格式。所有本地字符格式保持不
�。

•�用�式表与保持外�:�用�定�式表，以及保持段落当前外�所�的全部本地格式。

如果使用以下命令之一，QuarkXPress 将所示的了�式表�用于�定文本，如果��式表具有指
定下一�式，那么将��式�用于以下段落。�一流程一直��，直到QuarkXPress 遇到不含指定
下一�式的段落。�功能的��如下：

•使用下一�式:使用下一�式�用�式表。

•使用下一�式并保持本地类型�式:使用下一�式�用�式表，保留本地类型�式（比如粗体和斜体）
不�。

•使用下一�式并保持本地类型�式与OpenType�式:使用下一�式�用�式表，保留本地类型�式
（比如粗体和斜体）和 OpenType 类型�式不�。

•使用下一�式并�除本地格式:使用下一�式�用�式表，以及保持每个段落当前外�所�的全部本地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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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er XTensions �件

使用 Cloner XTensions �件，可将�中�目�制到不同�面或�目中的相同位置。�可��面�制到分
�的�目中。

如需使用 Cloner，首先��需克隆的�目；如需克隆�面，�所有�目�行取消��。下一步，���用程
序 > Cloner 打�Cloner ��框。

Cloner ��框

克隆源部分用于��想要克隆的内容。点���可��定�目�行克隆，或者点��面��面�行克隆（使用��位
置指定）。

克隆目的地部分用于指定克隆内容的去向。从目的地下拉菜���一个��：

•当前版面:将�定�目�制到�版面中的不同位置。

•Quark 文件:将�定�目或�面�制到�有QuarkXPress �目中。

•新建�目:将�定�目或�面�制到新建QuarkXPress �目中。

•新建版面:将�定�目或�面�制到�QuarkXPress �目中的新建版面中。

•分割��个�面:从每个所示的�面中�建包含一�的�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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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版面分割至�目:从��目中的每个版面�建�个版面�目。

•所有打�的版面:将�定�目�制到��目中的所有版面。

• [版面名称]：将�定�目或�面�制到�版面。

在至�面字段中�入目��面。

如果�所�内容�行克隆，可使用�制字段�入在指定�目上�行�制的副本数量。例如，如果至�面�
置�2 并且副本�置�5，那么将在第 2 至第 6 �上�建副本。如果使用�折版面，副本将放置在
整版的��。

如果正在��面�行克隆，��制作�目以中�面克隆中�建�目，然后��一个��：

•保持��:保持所有�面副本中目的版面的�个目�中，即使它�源自不同的�目。

•多个�目:如果所示�面范�包含�目中断，�目中断将保存在副本中。

如果正在克隆至新�目中或�分到�目中，���制�式表，以便在新�目或�目中包含所有来源版面的
所有�式表。如果未���框，将只�制所用的�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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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Grid XTensions �件

使用 ImageGrid XTensions �件，可自�从�片文件夹�建�片网格。

ImageGrid �建的�面

如需使用具有活�版式的ImageGrid，���用程序> ImageGrid。�示ImageGrid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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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Grid ��框

如需收到指定�成网格框体的大小，在框体大小字段中�入�，然后点�固定大小。(框体大小�将
被忽略，如果点�自��整大小至。)在�隙字段中指定�片之�的�隙。

如需指定网格所�行与列的数量并�用程序�框体�行大小以自�匹配，点�自��整大小至并在行与
列字段中�入�。

如需根据比例�框体大小�行自��整，框体大小字段中��最大�，点�使用限制固定大小自�填充�
面。

�中添加�片信息可在每个�片框下添加�明文本框，用于�示�片文件名称、分辨率、像素大小、
文件格式和�色空�。如需将��明�用于�片文件名，���名称。如需控制�明文本的大小，��信息文
本大小（如果没有�中���框，将使用普通字符�式表中指定的字体大小）。

如需将自�投影�用于�片框，���用投影，然后在偏移字段中�入投影偏移�。

框体形状控制可指定�片框的形状。如需使用工具首��中指定的默��片框属性（QuarkXPress/
��> 首��> 工具��卡），��使用工具首��。如果��中���框，�片框将使用白色背景。

在�片大小部分，��一些��之一：

•�入�：指定�片�入�的比例。另外，如需更改框体大小以匹配�片，��框体匹配�片。注意：�可
能覆盖新框体大小和�布中的某些�置。

•按照比例匹配框体：按照比例将�片匹配至框体。

•拉伸匹配框体:将�片匹配至框体，不遵照比例。

�中流程子文件夹以包含目�文件夹中子文件夹中�片。

如需��目�文件夹并�始流程，点�流程文件夹。如需使用当前�定目�文件夹�始流程，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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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ter XTensions �件

使用 Linkster XTensions �件可�文本框�行�接或取消�接而不会�致回流。

如需使用 Linkster，首先��需要�行�接或取消�接的�目。下一步，���用程序> Linkster 打�
Linkster ��框。

Linkster ��框

点���取消所��目的�接，或者点��面取消�面的�接（使用��位置指定）。

如需取消�道�接，点�取消�接，然后��以下��之一：

•��1 �建三个�道：一个用于�定框之前的框体，一个用于�定框，一个用于�定框之后的框体。

•��2 �建�个�道：一个用于�定框之前和之后的框体，一个用于�定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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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个�道：一个用于�定框之前的框体以及�定框，一个用于�定框之后的框体。

•��4 �建�个�道：一个用于�定框之前的框体，一个用于�定框以及�定框之后的框体。

如需了解文本框，点��接。如果�定�面，�����接已被Linkster 取消�接的框体。如果�定��，
Linkster 将以�定的�序�接�定框。

点�保持文本中相同框体中可在�接之后将文本保持着相同框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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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Maker XTensions �件

使用ShapeMaker XTensions�件可�建各�各�的��形状。所有�置皆�高度可定制的并且可保
存���，而����可方便地�看自在�建的内容。可从无�始�建新形状,或者将新形状�用于已有框体
上。

如需�示ShapeMaker ��框，���用程序> ShapeMaker。

ShapeMaker ��框的波���卡用于�建具有波��的框体。使用���卡�，在波�1和波�2中指定使
用的波�，然后使用��卡�部的控制将其分配至框体的四�上。

ShapeMaker��框的波���卡

ShapeMaker ��框的多�形��卡用于�建多�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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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Maker��框的多�形��卡

ShapeMaker ��框的螺旋��卡（�用程序> ShapeMaker）用于�建螺旋形状。

ShapeMaker��框的螺旋��卡

ShapeMaker ��框的矩形��卡（�用程序> ShapeMaker）用于�建具有可定制�角的矩形
框。

ShapeMaker��框的矩形��卡

ShapeMaker��框的����卡（�用程序> ShapeMaker）可存�所需的�置，以便之后再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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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Maker��框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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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

在此次看到的内容之外，QuarkXPress 9 �包括以下改�：

•�在可�定框体和�片的比例，在�整大小�可保持不�的比例。

•可�入.xls 和 .xlsx 格式的 Excel 文件。

•（�限于��版本）当打�新rubi 的 Rubi��框�，�字段将使用�入方法��器（IME）中基�文本的�
言�取�行指�填充。�功能可用于提供了IME 字典的�言（�于本手册只用于中文和日文）。

•（�限于��版本）��文本范�，然后按Command+Option+Shift+R/Ctrl+Alt+Shift+R 可�
一系列的�（由空格或�点分隔）�用自�化rubi。

•QuarkXPress 9 安装了用于Mac OS 的 Spotlight ��器和用于Windows 的 IFilter 模�，
提高了搜索性能。

•�在用�可使用Mac OS QuickLook 功能�看QuarkXPress 和 QuarkCopyDesk 文件。

•在向 App Studio 上�版面�，可使用TTF 或 OTF 格式的自定�字体。字体将在上��嵌入，因
此可在�的�用中�示。如果嵌入�大的字体文件，将使�的�用内容的文件大小�著增加。

•由于QuarkXPress �在采用了若干�化方法以避免多次上��像以及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方式�定
JPG 和 PNG 格式的大小，在�建HTML �，�果文件的大小将�著�小50% 或以上。

•当网�内容大于�像框�，可以在�用中��版面中所嵌入的或引用的网�内容。

•按�操作�有一�新打�操作。使用�操作，�将能在�的�用中打�文件并�示它�。�必�是��知道如何�示
的一�格式。例如，�可以使用��上支持PDF 的�用打�一个PDF 文件并�示�文件。

•通�使用��框可一次性更新多个�失数字文件。

•�定框�在可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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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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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商或注册商。所有其他志是各自所有者的。

件用程序或用文档中示的PANTONE ® 色可能不匹配PANTONE的准。参考当前
的 PANTONE色出版物了解准色。PANTONE® 和其他 Pantone 商是Pantone LLC
的。© Pantone LLC 2010。

Pantone是色数据和/或件的版权所有者，些数据与件已授权Quark Software Inc.，
可与Quark件一起使用。除非作Quark件的一部分，否PANTONE色数据和/或件
不制到其他磁或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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