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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出版者快速入门指南
如果您有用 DPS 的专业版或企业订阅版， 请参阅 Adobe DPS 入门指南 (PDF)。

视频教程

Colin Fleming 录制了一系列有关使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工具的视频。可在 AdobeTV 上找到这些视频教程和其他内容。

AdobeTV - 了解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英文）

除了 DPS 学习频道中的视频外，AdobeTV - Digital Publishing Channel 中也提供了许多其他视频

Web 教程

如需获取 DPS 工作流的基本概述，请通过创作教程下载示例资源步骤，并进行尝试。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Tips — 免费应用程序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下载此免费的 iPad App 以查看交互式叠加的
示例和了解基本与高级数字出版技术。... 阅
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learn_dps_tips_en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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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DPS 工具

注意:

InDesign CS5 和更高版本可使用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要安装适用于 InDesign CC 或 CS6 的全套工具，请通过在 InDesign 中选择“帮
助”>“更新”，运行 DPS Desktop Tools 安装程序。要安装适用于 InDesign CS5/CS5.5 的全套数字出版工具，必须进行两次单独的安装。安装 Folio
Producer 工具和 Folio Builder 面板。

运行 Desktop Viewer 等 AIR 应用程序时需要 AIR 2.x。AIR 的最新版本可以在 http://get.adobe.com/air/ 上找到。

如果安装工具时遇到问题，请参阅本文后面的“常见安装问题”。

安装链接

InDesign CC/CS6

CC/CS6 DPS Desktop Tools (Windows)

CC/CS6 DPS Desktop Tools (Mac OS)

InDesign CS5.5/CS5

CS5.5/CS5 Folio Producer 工具 (Windows)

CS5.5/CS5 Folio Producer 工具 (Mac OS)

CS5.5/CS5 Folio Builder 面板 (Windows)

CS5.5/CS5 Folio Builder 面板 (Mac OS)

DPS App Builder（仅限 Mac OS）

DPS App Builder

安装 DPS Desktop Tools (InDesign CS6)

在 InDesign 中，选择“帮助”>“更新”，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DPS Desktop Tools 安装程序安装 Folio Overlays 面板、Folio Builder 面板、必需的 InDesign 插件、DPS App Builder 以及 Desktop Viewer。

新版本发布后，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将最新的安装程序放入 InDesign Updates 安装程序。在此期间，可通过单击 Folio Builder 面板中
的链接或使用上方的链接下载最新安装程序，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安装 Folio Producer 工具和 Folio Builder 面板 (InDesign CS5/CS5.5)

1. 退出 InDesign。

2. 安装 DPS Tools。

Windows：下载 Folio Producer 工具 (Windows)

Mac OS：下载 Folio Producer 工具 (Mac OS)

3. 安装 Folio Builder 面板。

Windows：下载 Folio Builder 面板 (Windows)

Mac OS：下载 Folio Builder 面板 (Mac OS)

在移动设备上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

如果您有 iPad、Android 设备或 PlayBook，请安装商店中的最新版本的 Adobe Content Viewer。在商店中搜索“Content Viewer”。

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InDesign CS6)

只要发布了一套新工具，就在 InDesign 中选择“帮助”>“更新”并更新 DPS Desktop Tools。如果您需要创建与早期查看器（v20 或更高版本）兼容的作
品集，可以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来指定该查看器版本。

更新 Folio Builder 面板和/或创作工具 (InDesign CS5/CS5.5)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工具经常更新。只要有新版本，Folio Producer 服务便会在 Web 上更新。Folio Builder 面板有单独的安装程序，因此，可以
在不更新工具的情况下更新面板。Adobe 更新 Web 客户端时，请更新 Folio Builder 面板以确保 Web 客户端与 Folio Builder 面板保持同步。

注意，更新“Folio Builder”面板不会更新创作工具。

可在“Adobe 下载”页面上获得 Folio Builder 面板更新：

Windows：下载 Folio Builder 面板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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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下载 Folio Builder 面板 (Mac OS)

也可在发布新版本时更新创作工具。在更新创作工具时，您发布的任何作品集都不与任何 v20 之前的查看器版本兼容。对于 v20 和更高的查看器版
本，请更新创作工具，并且可在创建作品集时指定查看器版本。请参阅创建作品集。

对于 InDesign CS5/CS5.5，可能需要还原到前一组 Folio Producer 工具，才能与旧版本的自定义查看器（v19 或更早版本）兼容。卸载 Folio
Producer 工具，然后下载并安装适当的版本。早期工具可在以下页面上获取：

Windows：早期 Folio Producer 工具的存档 (Windows)

Mac OS：早期 Folio Producer 工具的存档 (Mac OS)

常见安装问题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the Desktop 安装得不正确

在某些情况下，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或 Folio Producer 工具无法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the Desktop（也称为“Desktop Viewer”）。解
决方法是手动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the Desktop。为此，请双击 AdobeContentViewer.air 文件：

注意：如果使用 Windows 的 64 位版本或安装的是 InDesign CS5/CS5.5 Folio Producer 工具，则位置可能略有变化。

Mac OS：/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Installers/AdobeDigitalPublishingCS6/ContentViewer/AdobeContentViewer.air

Window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dobe\Installers\AdobeDigitalPublishingCS6\ContentViewer\AdobeContentViewer.ai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技术说明：http://helpx.adobe.com/cn/digital-publishing-suite/kb/manual-install-content-viewer.html

“请更新应用程序”错误消息

当客户尝试在您的品牌的查看器应用程序中下载新作品集时，出现以下消息：“请更新应用程序。此期刊可供下载，但需要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

如果客户收到此错误，则作品集的查看器版本高于应用程序的查看器版本。为解决此问题，请发布使用与应用程序兼容的旧版查看器的作品集，或向

商店提交应用程序的新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篇文章：http://helpx.adobe.com/cn/digital-publishing-suite/kb/please-update-app-download-folio.html

“您没有兼容的 Digital Publishing 插件”错误消息

更新 Folio Producer 工具后，此错误消息让您下载 Folio Producer 工具，但您具有最新的 Folio Producer 工具和面板。当 PlugInConfig.txt 文件有问
题时，有时会发生此问题。移动或删除此文件通常可解决此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技术说明：http://helpx.adobe.com/cn/digital-publishing-
suite/kb/error-do-have-compatible-digital.html

管理更新视频

了解 DPS 工具版本

卸载数字出版工具 (InDesign CS5/CS5.5)

要卸载 Folio Producer 工具，请执行以下某项操作：

在 Windows 中，使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卸载 工具。

在 Mac OS 中，使用位于“应用程序”>“实用工具”>“Adobe 安装程序”中的卸载程序。

在 InDesign CS6 中，数字出版工具与 InDesign 集成。可以仅通过卸载 InDesign 来删除 DPS 工具。

Colin 帮助您确定您何时应更新 InDesign
CS5/CS5.5 中的工具。... 阅读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learn-digital-publi...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Bob 介绍如何确定安装了哪些工具和查看
器。... 阅读更多

http://goo.gl/ppNzr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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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DPS 使用 Adobe ID
Folio Builder 面板、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和 DPS App Builder 都必须有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才能登录。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是可选的。 如果您不登录，则可以创建本地作品集，并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Desktop Viewer 或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它
们。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能让您将作品集上传到 acrobat.com 服务器。 可以将这些作品集下载到移动设备，或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创建和验证 Adobe ID（非订阅者）

如果不是 DPS 或 Creative Cloud 订阅者，您可以使用 DPS 工具来创建和共享作品集。要创建个人 Adobe ID，请访问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然后单击“创建帐户”。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一个帐户。Adobe 将向您发送一封验证邮件。打开该邮件
并进行验证。使用该 Adobe ID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控制面板或 DPS App Builder。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

如果您有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则使用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帐户登录。 使用 Creative Cloud 帐户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 后，即可构建可
提交到 Apple 的 iPad 应用程序。

绑定到应用程序的 Adobe ID（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订阅者）

可以使用个人的 Adobe ID（如“johnsmith@gmail.com”）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并创建作品集。但是，如果要发布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如月
刊），则建议使用专用于该应用程序的 Adobe ID（如“dps.publication@publisher.com”）。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将应用程序角色分配给电子邮件帐户。

 
应用程序 Adobe ID 
A. Folio Builder 面板 B. DPS App Builder C. 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显示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创建的作品集 

用于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的 Adobe ID 与在 DPS App Builder 中创建查看器应用程序时指定的 Adobe ID（称为“标题 ID”）绑定在一起。

例如，假设您在一家名为 Sporty 的公司工作，并且要发布有关皮划艇和自行车运动的杂志。为获得最佳结果，请创建两个 Adobe
ID：“dps.kayaking@sporty.com”和“dps.cycling@sporty.com”。

创建和发布有关皮划艇运动的作品集时，使用皮划艇运动 Adobe ID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和 Folio Producer。创建有关皮划艇运动的自定义查看器
应用程序时，在 DPS App Builder 的“标题 ID”字段中指定皮划艇运动 Adobe ID。（可用不同的 Adobe ID 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具体取决于“帐户
管理”工具中的设置。）

类似地，对于自行车运动应用程序，应使用自行车运动 Adobe ID 创建和发布作品集，并应在 DPS App Builder 中指定自行车运动 Adobe ID 作为标题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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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划艇运动应用程序中显示使用皮划艇运动 Adobe ID 发布的作品集。在自行车运动应用程序中显示使用自行车运动 Adobe ID 发布的作品集。

创建委托 Adobe ID（订阅者）

委托 Adobe ID 与某个具体的发布帐户相连，并且只能用于该帐户。如果要使用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委托 Adobe ID，则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创建 Adobe
ID。如果使用其他方法使电子邮件地址作为 Adobe ID，则该电子邮件地址无法成为委托 Adobe ID。

如果您是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订阅者，请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向 Adobe ID 分配其他角色，以便将其用于创建应用程序或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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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工作流程概述
Adobe InDesign 是此工作流程的核心组件。使用 InDesign，设计团队可创建版面并添加交互性。对于版面，制作团队可组合这些版面、添加元数据并
将其发布为“作品集”格式。

只要使用 InDesign CS5 或更高版本，即可创作、预览和共享数字出版作品集。但是，要创建商业用途的自定义应用程序，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用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订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DPS 订阅能让您为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和 Amazon
Appstore 创建不限数量的应用程序。如果您拥有 Professional 版或 Enterprise 版帐号，请阅读 Adobe DPS 快速入门指南 (PDF)。

获得 Adobe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允许您创建不限数量的单作品集应用程序（仅限 iPad）。

获取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以创建单查看器应用程序（仅限 iPad）。

 
将 InDesign 布局放入 iPad

步骤 1：安装 Folio Producer 工具

如果您对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不熟悉，请安装 DPS Tools 的最新版本。对于 InDesign CS6，选择“帮助”>“更新”，并安装 DPS Desktop Tools。
对于 InDesign CS5/CS5.5，请安装 Folio Producer 工具和 Folio Builder 面板。Folio Producer 工具安装程序会安装或更新 Folio Overlays 面板、必
需的插件以及 Desktop Viewer。Folio Builder 面板安装程序仅安装 Folio Builder 面板。请参阅安装数字出版工具。

如果您有 iPad 或 Android 设备，请从商店（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或 Amazon Appstore）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 的最新版本。

步骤 2：在 InDesign 中创建源文档

创建 InDesign 文档作为数字内容的基础版面。通过 InDesign CS5/CS5.5，可为每篇文章分别在单独的文档中同时创建纵向（垂直）和横向（水平）
版面。有了 InDesign CS6，您可以在同一文档内创建水平和垂直版面。也可将设计限制在一个方向上。请参阅设计数字出版物。

除了将 InDesign 文件用作源内容外，还可基于 HTML 创建文章。请参阅导入 HTML 文章。

步骤 3：添加交互式对象

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可创建和编辑交互式对象。并非支持所有 InDesign 交互性功能。请参阅交互式叠加概述。

要查看每个叠加类型的示例和操作说明，请在 iPad 或其他移动设备上下载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Tips 应用程序。

步骤 4：使用 Folio Builder 创建作品集和文章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是可选的。 如果用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登录，则创建的作品集上传到 acrobat.com 站点。 然后，可以使用同样的帐户登
录，将这些作品集下载到 Adobe Content Viewer 应用程序。 如果您有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则使用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登录。 如果您没有
经过验证的 Adobe ID，请转到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然后单击“创建帐户”，并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可创建或打开作品集并添加文章。每篇文章都可有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两个版面。请参阅创建作品集。

还可使用 http://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上的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编辑作品集元数据。请参阅Folio Producer 管理器。

第 5 步：预览并共享文章

要使用适用于桌面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作品集，请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个作品集或一篇文章，然后单击“预览”。请参阅使用
Desktop Viewer 预览内容。

要在 iPad 等移动设备上预览作品集，请在设备上安装免费 Adobe Content Viewer，然后使用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时所使用的相同 Adobe ID 进行
登录。使用查看器库可下载和查看作品集。请参阅预览作品集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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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共享”命令与其他人共享作品集。具有有效 Adobe ID 的人都可以免费查看您与其他人共享的作品集。当他们使用 Adobe
ID 登录到 Adobe Content Viewer 时，您与其他人共享的任何作品集都可供下载。请参阅共享作品集。

步骤 6：向客户提供作品集（仅限订阅者和 Single Edition）

如果您是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客户，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对作品集进行最后的润色，然后将其发布到 Distribution Service 供大众使
用。请参阅组合和发布。

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可提交到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商店或 Amazon Appworld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如果您有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或者如果您获得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则可以为 iPad 创建单期应用程序。 如果有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则可启用订阅（iOS
和 Amazon）、推送通知（仅限 iOS）和 Omniture 分析。请参阅DPS App Builder。

步骤 7：分析客户数据并添加和更新作品集（仅限 DPS 订阅者）

发布作品集后，可使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上的“分析”页面跟踪用户数据。请参阅 Omniture 分析。

继续向多作品集自定义查看器添加作品集。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创作教程

DPS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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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Edition 概述

步骤 1：了解基本信息

第 2 步：安装数字出版工具

Single Edition 模式为中小型设计室和兼职设计人员提供一种在 iPad 上展示小册子、目录、作品集和培训材料的方式。要为包含内置作品集的 iPad 创
建自定义应用程序，请成为 Adobe Creative Cloud 成员，或支付一次性费用。如果您具有完整（而非个别）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则可创建无限
数量的 Single Edition iPad 应用程序。

您创建的 Single Edition 应用程序仅能用于 iPad 上，而不能用于 iPhone 或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Single Edition 时，应用程序不含向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DPS 订阅者提供的许多功能，如库、书签、社交共享和分析。

要求

创建作品集的必备项：

InDesign CS5 或更高版本。

DPS Desktop Tools（Folio Overlays 面板和 Folio Builder 面板）。

构建应用程序的必备项：

运行 Mac OS X 10.6 (Snow Leopard) 或更高版本的 Mac 计算机。Apple 需要 Mac OS 计算机来创建必需的证书并上传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
Windows 计算机在 InDesign 中生成作品集。

DPS App Builder.

Apple 的 iOS 开发人员计划的成员资格（需要年费）。请参阅 http://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ios/。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或 Single Edition 序列号。

Single Edition 视频和资源

使用 Creative Cloud 帐户登录到“快速入门”页，观看视频，并下载有用资源。

https://creative.adobe.com/#dpsse

这些视频等出现在 AdobeTV 上。

DPS Single Edition 学习渠道

“DPS Tips”iPad 应用程序包括一个“Single Edition”期刊，按步骤讲述使用 Single Edition 模型创建应用程序并将其提交到 Apple 的整个过程。在
App Store 或 iTunes Store 中搜索“DPS Tips”。

创建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的步骤

执行以下这些常规步骤以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并将其提交到 Apple Store。

开始使用 InDesign 创建内容之前，请了解该过程的基本信息。观看视频、通读教程并浏览帮助主题。请参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快速入门。

 
请使用 DPS Tips 应用程序和其他资源了解基本信息。

对于 InDesign CS6，安装 DPS Desktop Tools。对于 InDesign CS5 或 CS5.5，运行两个单独的安装程序。首先，安装
Folio Producer 工具以添加 Folio Overlays 面板（一款必需的 InDesign 插件）以及 Desktop Viewer。然后，安装 Folio Builder 面板。请参阅安装数
字出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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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创建并预览作品集

第 4 步：订阅 Creative Cloud 或获得 Single Edition 序列号

第 5 步：下载分步指南

 
安装与 InDesign 配合使用的数字出版工具。

此外，将 Adobe Content Viewer 下载到 iPad。创建作品集时，其中的内容将上传到由 acrobat.com 提供的 Web 客户端。使用查看器下载和预览该作
品集。在 iPad App Store 中或 iTunes Store 中搜索“Adobe Content Viewer”。

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创建作品集。使用 iPad 上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应用程序预览您的作品集。在作品集完成
后，选择它，然后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Create App”（创建应用程序）。

如果您有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则可以创建无限数量的 iPad Single Edition 应用
程序。 或者，要购买 Single Edition 序列号，请访问 Adobe 网站。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地区尚未提供 Single Edition，请注册以便在该项服务可用时获
得通知。

 
获得构建应用程序所需的 Single Edition 序列号。

针对 Single Editio 的分步 iPad 发布指南提供创建必需图像和证书、注册成为 Apple 开发人员、生成 iPad 应用程序并将其提
交给 Apple 所需的信息。

还可以从 DPS App Builder 的“帮助”菜单下载分步发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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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

Single Edition

注意:

Professional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使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需要多少费用？这取决于您要做的事情。以下是各个选项：

如果您拥有 InDesign CS5 或更高版本，则可免费安装数字出版工具。您可以创建作品集、在桌面和移动设备上预览这些作品集以及与其他人共
享这些作品集。仅在要发布作品集并创建可提交到商店或私下销售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时，使用 DPS 工具才会额外收费。

获得 Adobe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拥有完整（而非个别产品）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后，即可创建无限制的 iPad
单作品集应用程序。

如果您不是 Creative Cloud 成员，则可以支付一次性费用为包含单个作品集的 iPad 创建自定义应用程序。请参阅Single Edition 概
述。

使用 Single Edition 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时，Adobe 不收取任何额外下载费用。您只需支付 Single Edition 费用和 Apple iOS 开发人员订阅费
用。

订阅 Professional Edition 需每月支付一次，可不限数量地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和作品集。可构建用于 iPad 的单作品集
应用程序或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可以为 Android、Amazon 和 iOS（iPad 和 iPhone）平台生成多作品集应用程序。 还可创建用于 iPad 和 Amazon 商
店的多作品集订阅应用程序。拥有 Professional Edition，您可以获得基本分析报告以跟踪用户数据。

Enterprise Edition 包括 Professional Edition 中的所有功能，此外，还可自定义查看器 UI、创建自定义权利服务器和创建内部
（私有）企业应用程序。

单击此处了解有关定价的详细信息：www.adobe.com/products/digitalpublishingsuite/pricing/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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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的新增功能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高级再现支持

计划在 v30 版本中提供以下功能。

有关发行说明的汇总，请参阅新增功能发行说明历史记录。

有关错误修复的列表，请参阅 DPS 错误修复发行说明。

v30.2 版本（4 月 28 日发行）的新增功能

v30.2 版本（2014 年 4 月 28 日发行）包括以下功能。此版本不包括 DPS 工具的更新。

文本通知增强

在发送 iOS 文本通知时，可以指定点击文本通知是启动自定义存储或其他自定义位置还是启动您指定的网页。这些新增选项仅适用于 v30 应用程序。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
要利用这些受支持的新功能，可以使用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创建或更新应用程序。

预览 HTML 文章支持。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现在提供对导入 HTML 文章的初步支持。请注意，HTML 文章尚不支持超链接，并且点击以显示导
航栏也不受支持。

目前，支持 HTML 本地存储。
目前，支持平移和缩放叠加。

Windows 查看器
要利用这些受支持的新功能，可请求 Adobe 代表创建或更新您的Windows 应用程序。

支持音频叠加中的控制器皮肤。背景音频仍然不受支持。

增强了累进下载。当用户导航至尚未下载的文章时，该文章开始下载。

错误修复

分析修复：文章计量现在可显示一致的叠加开始报告和未包含这些项的页面 URL 点击数。此外，现在还可以准确跟踪嵌入在幻灯片中的按钮叠加。

请参阅错误修复发行说明。

v30.1 版本（4 月 7 日发行）的新增功能

v30.1 版本（2014 年 4 月 7 日发行）包含以下功能。

适用于原生 Android 的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在使用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创建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时，可以指定 Android 平板电脑和 Android 手机上的作品集再现形
式。 请参阅设置适用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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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Amazon 市场的应用程序内购买支持

转到页首

Folio Producer 需要 v29 或更高版本的工具

使用条款更新

 

Adobe 打算取消在 DPS 应用程序中包括 Amazon 应用程序内购买的功能。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已删除了创建原生 Android 查看器这一选项，此选项原本可通过 Amazon 市场支持单期或订阅的应用程序内购买。
此更改对 Amazon 市场中已发布的现有应用程序或其他受 DPS 支持的 Android 市场（如 Google Play Store）没有影响。此外，客户仍然可以不借助
Amazon 应用程序内购买为 Kindle 和 Amazon 市场创建新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内购买不适用于直接权益的应用程序或大多数企业用例。Adobe 致力
于开发对 DPS 客户至关重要的设备、市场和用例。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
现在，创建 v30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时支持以下功能：

右边缘装订。

支持完整图像序列，包括滑动到其他叠加中的图像和嵌套图像序列的功能。

可滚动框架矢量。

自定义查看器（但并非 Adobe Content Viewer）中的 ChinaCache。
现在，原生 Adobe Content Viewer 可记住凭据，因此再也不必反复登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原生 DPS 应用程序。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
现在，创建 v30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时支持以下功能：

音频叠加现在包括有限的支持。尚不支持控制器文件。

现在可支持取消正在进行的下载。

针对直接权益登录和作品集更新问题的错误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PS 错误修复发行说明。

iOS 查看器
现在，创建 v30 iOS 查看器时支持以下功能：

现在，iOS 查看器的“广告标识符”选项具有不同的格式，这些格式不会在应用程序二进制中显示，除非发布者明确引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New Consumer Marketing API。
如果在 DPS App Builder 中选择了“Hide sign in button in the library”（隐藏库中的登录按钮），则“Sign In”（登录）将不会 在 iPhone 设置对话
框中显示。

如果没有设置选项（例如，没有零售作品集，没有登录），则 iPhone 查看器库中将不再显示“设置”按钮（齿轮图标）。

v30 版本的新增功能（3 月 15 日发行）

v30 版本（2014 年 3 月 15 日发行）包含以下功能。有关视频概述，请参阅概述 DPS 2014 年 3 月更新（视频）。

安装和登录

InDesign 用户必须至少运行以下各项：CC/CS6 - v29（对于 DPS Desktop Tools）；CS5.5/CS5 -
v29（仅限 Folio Builder 面板）。如果 InDesign 中的 Folio Builder 面板未运行 v29 或更高版本，则将有一条消息提示您更新面板。（要了解使用的是
哪个版本，请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关于”，然后查看最后两位数字。）可在安装 DPS 工具帮助文章中找到有关 DPS 工具的安装说明。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使用条款 (TOU) 将在 3 月 14 日星期五大约下午 01:00 PST 进行更新。使用对于创建、发布和查看 DPS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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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 Android 和 Windows 查看器

相对 navto 链接

相对 navto 链接支持 JS API（仅限 iOS）

与参数进行深层链接（仅限 Enterprise，仅限 iOS）

信息屏幕（仅限 iOS）

安全作品集（仅限 Enterprise，仅限 iOS）

支持日历 API（仅限 iOS）

查看器库中不再有“显示更多”

登录/订阅增强 (Enterprise)

权益信息增强 (Enterprise)

增强了文本通知

使用的 Adobe ID 登录到 DPS Dashboard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查看器功能

我们计划对 DPS 查看器进行以下更改。

现在同时提供 Android 和 Windows 应用商店的原生查看器。这些查看器尚未具有 iOS 查看器具有的同组功能。
我们安排每三周改进一次这些查看器。请参阅有关原生查看器的此视频。

对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基于 Web 的 DPS App Builder 中现在提供 HTML 横幅。现在支持更新作品集。部分支持图像序列叠加。原生 Android 查
看器中还不支持轻扫图像序列 - 仅支持点击播放或自动播放。有关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信息，请参阅为 Android 设备构建原生 DPS 应用程序。
对于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现在支持图像序列叠加。有关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的信息，请参阅为 Windows 应用商店构建 DPS 应用程序。

现在可使用 navto 命令跳至下一篇/上一篇或第一篇/最后一篇文章。例如，具有 navto://relative/first 动作的按钮将跳至作品集中的第
一篇文章。有效的格式包括 first、last、next、previous 和 current。还可相对于文章在作品集中的位置，跳至特定的文章，如第五篇文章。
iOS 和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中支持相对 navto 链接，但原生 Android 查看器、桌面查看器或 Web 查看器中还不支持。相对 navto 链接需要 v30
应用程序版本，但可处理任何作品集格式。

请参阅使用相对 navto 链接帮助文章。

通过创建访问阅读 API 的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可查询作品集以确定作品集中有多少篇文章以及
文章中有多少页等信息。然后，可在该叠加或 HTML 文章中显示这些信息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这些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
能。

v30 更新增强了 v29 的捕获深层链接参数功能。在 v29 版本中，深层链接仅支持自定义插槽
（如自定义商店）作为目标。在 v30 查看器中，现在无论是否为深层链接目标，均可通过 JS API 使用链接参数。例如，现在可创建一个链接，该链
接在应用程序中打开特定作品集和文章并提供订阅折扣。

深度链接到应用程序时，可通过 JavaScript API 从查看器收回信息。此功能支持在可通过 JS API 访问的应用程序中使用 navto 格式链接到文章、写
入本地存储和设置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能。

在 iOS 查看器中，可从可访问阅读 API 或库和商店 API 的应用程序中的任意位置调用透明 Web 视图，包括库、自定义商
店、横幅或文章。可确定读者权益状态和其他行为以在透明 Web 视图中显示所需的内容。
可从应用程序级别（如自定义库或权益横幅）或从作品集级别（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启动信息屏幕。信息屏幕中使用的 HTML 文件必须托
管在应用程序外的服务器上而非存储在应用程序内。用户必须连接到 Internet 才能查看信息屏幕。
有关可访问 JS API 的功能的汇总，请参阅使用 HTML 和 JS API 扩展 DPS。
有关创建信息屏幕的示例和说明，请参阅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能和此信息屏幕视频。

使用“帐户管理”工具为 Enterprise 帐户配置应用程序角色时，现在提供新的“启用安全内容”选项。请仅在
应用程序中有保密或敏感信息时选择此选项。安全帐户中不提供社交共享、Web 查看器和后台下载。
无法通过 Folio Producer Service (acrobat.com) 使用安全帐户中的作品集。作品集仅在发布到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后才可用。要预览安全帐户
中的作品集，可使用“在设备上预览”以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查看这些作品集，也可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并查看发布的作品集。
只有为 v30 应用程序选择了“启用安全内容”并且发布 v30 作品集时选择了“加密作品集”，作品集才是安全的。
当设备锁定或关机后，使用安全内容功能提交到应用程序的作品集受保护。使用通行代码将设备解锁后，作品集变为可用。这是操作系统提供的标准

iOS 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帐户中的安全作品集帮助文章和安全内容视频。

JavaScript API 中现在支持将事件添加到日历。例如，可允许用户点击链接以将即将发生的事件添加到其“日历”应用程序
（仅限不重复发生的事件）。还可允许将食谱成分列表等项添加到用户的“提醒事项”应用程序。例如，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内的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能[尚未提供本文]。

在 iPad 上，读者现在可在库中的内容间连续滚动。用户不再需要点击库底部的“显示更多”按钮即可显示其他作品集。

现在可从自定义视图中调用原生查看器的登录对话框和订阅对话框。经过此更改，可使用原生的订阅或登录对话框以显示

购买选项。而不必自行创建。库和商店 API 中提供原生登录对话框。库和商店 API 和阅读 API 中均提供原生的订阅对话框。

Adobe 将开始使用基于内部云的服务提供代理权益信息。提供直接权益的企业发行商仍将可提供身份验证和权益，但是
Adobe 服务将可代表发行商缓存权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直接权益体系结构的更改技术说明。

Folio Producer 服务
注意以下对服务器功能的更改。

现在提供重新设计并扩展了功能的推送通知。这个新的推送通知门户提供以下功能：

安排文本通知，并带有一个选项，可取消未发送的通知。

查看文本通知的历史记录。可发送通知并查看当前/安排的通知的状态。
在文本通知中传递深层链接。例如，可提供打开应用程序库的链接。（此选项要求具有 v30 查看器版本。)
使用 SiteCatalyst 分析功能评估文本通知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推送通知帮助文章和此安排的文本通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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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改进了分析功能

AEM/DPS 工作流程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Web SDK API 增强

Web 查看器的浏览器支持通知

Web 查看器的其他分析跟踪

现在提供作品集格式规范

预先通知：DPS 将在 v32 中停止支持 InDesign CS5.5 和 CS5

在 SiteCatalyst 分析功能中，现在可完整跟踪从收到推送时开始到下载作品集时的后台下载。

Media Publisher 是 Adobe Experience Manager (AEM) 的一个模块，通过此模块，系统可发布 DPS 内容。配置 AEM 和模块并
且二者使用相应的模板后，即可创建 HTML 文章和发布 DPS 作品集。文章可直接上载到 Adobe Folio Producer 服务，并可不断进行检查以确保文章
与最新的更改同步。有关 AEM 工作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利用 CMS 系统的高效 DPS 工作流程中的文章。

Web 查看器
注意以下对于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Web（Web 查看器）的更改。

内嵌 Web 查看器现在提供新的 Javascript API，使企业发行商可在其托管的网页上实现其自己
的“下一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按钮。然后，用户在 iframe 中单击这些按钮即可跳至下一篇文章或拼合文章的下一页。这些按钮可加入外观以符合托管
页面的品牌和风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内嵌 Web 查看器 SDK。

Adobe 现在检测用于访问 Web 查看器的浏览器，并提供与提供最佳体验的浏览器相关的有用信息。对于在
http://contentviewer.adobe.com/ 上托管的 Web 查看器内容，当 Web 查看器检测到不支持某个浏览器或是支持的低版本浏览器，则 Web 查看器将显
示“最佳查看方式”对话框，其中推荐使用任何支持的浏览器的最新版本，但允许用户查看作品集内容。对于版本过低以致甚至无法显示此消息的浏览
器，Web 查看器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示用户升级到任何支持的浏览器的最新版本，然后阻止访问内容（因为用户体验通常很差）。
在使用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Web SDK 的网站上托管 Web 查看器时，发行商可通过 SDK 显示此支持声明或仅仅接收 API 回调，其中允许发行
商显示其自己的消息，或以其他方式将用户重定向到备选内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内嵌 Web 查看器 SDK。

对分析跟踪的更改：

跟踪与授权内容关联的购买类型。读者登录以通过直接权益访问 Web 查看器内容时，Web 查看器应传递已购买该内容的信息。
跟踪对目录的单击。

现在 Web 查看器分析报告中跟踪对“付费专区”按钮的单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iteCatalyst DPS 报告指南 (PDF)。

DPS
现在提供作品集格式规范。商业发行商可将其内容延伸到各个接受 .folio 文件格式规范的市场。发布到 .folio 作为普遍接受

的数字出版文件格式将使杂志发行商可更高效地为移动设备生成数字内容，因为不需要创建和发布交互式数字内容。接受 .folio 文件格式规范许可证的
报刊杂志和市场将可创建其自己的原生查看器，其中可显示按 .folio 文件格式提供的数字杂志。
作品集格式规范下载页面

在 v32 版本（暂定 2014 年 9 月推出）中，InDesign CS5.5 和 InDesign CS5 将仍可
创建 DPS 源文档，但将文章上载到 Folio Producer Service 将需要使用 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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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发行说明的历史记录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工具经常更新。有关错误修复的列表，请参阅 DPS 错误修复发行说明。

版本 29 - 阶段 1（当前）

要查看当前工具集中新增功能的说明，请参阅此版本的新增功能。

版本 28
基于文本的推送通知（iOS，Professional/Enterprise）

向客户发送文本通知不再需要第三方推送通知服务通过发送自定文本消息，可向读者提醒有新内容，从而促进 iOS 设备上的读者和订户回流。文本通
知可用于任何查看器版本。此外，可使用 SiteCatalyst 分析衡量客户对于推送通知的反应，包括决定接收推送通知的读者数量。

改进了基准分析（测试版，仅有英文版）

DPS 控制面板中包括基准分析报表的一个新测试版。通过新的基准分析，可查看数字读者群的符合 MPA Tablet Metrics 准侧的标准受众累计指标。新
推出的报表显示读者总数、会话总数、每个读者的总观看时间、每个读者的平均会话数、设备数和操作系统等数据。

在分析数据时，可更改累积设置，使其跨越标准指标。界面经过重新设计，从中可使用分析功能，并可导出报表数据以在电子表格中进行查看。

支持 iOS 7

v28 应用程序支持 iOS 7。注意，在 iOS 7 设备上，任何用 v24 或更低版本创建的查看器可能表现欠佳。尤其是无法显示横向作品集或显示欠佳。为
获得最佳效果，请将所有 DPS 应用程序更新到 v27 或 v28。

不再支持 iOS 5

Adobe DPS 即将不再支持 iOS 5。由于此更改，因此 v28 应用程序将无法在 iOS 5 上运行，也不能经过扩展在 iPad 1 设备上运行。如果要继续支持
iPad 1 设备，则所创建的作品集务必与现有应用程序的查看器版本（v27 或更低版本）兼容。

iOS 7 对于 DPS 应用程序的要求

通过 DPS App Builder，可构建符合 Apple iOS 7 设计准则的 v28 应用程序，包括新的浅色用户界面设计主题。在设计和构建应用程序时，请考虑以
下 iOS 7 要求：

iOS 7 要求在应用程序中显示系统栏。构建 v28 应用程序时，当前在所有视图（包括作品集视图）中顶部导航栏的上方显示 20 或 40 像素的系
统状态栏。当用户点击以显示导航栏时，将盖住更多设计区域。对文章布局作出必要调整。

在 iOS 7 中，底部导航工具栏中的自定义图标工作方式不同（仅限 Enterprise）。构建含有自定义工具栏图标的 v28 应用程序时，不再
为“上”、“下”和“已禁用”状态提供三个单独的图标。而是提供一个具有透明背景的 PNG 文件，iOS 7 自动更改显示状态的颜色。（这些文件为
30x30 和 60x60 像素。）不再需要在导航图标中嵌入文本标签。而是在 DPS App Builder 中的“图标标签”字段中指定文本，该字段显示在自定义
图标下方。如果应用程序支持多种语言，则可将这段文字本地化。仅在新图标可操作时，导航栏中才显示这些图标。例如，直到下载作品集后，
才显示“查看器”按钮。如果启用导航工具栏，则它比旧版应用程序中的导航工具栏高若干像素（SD iPad 上高 12 个像素，HD iPad 上高 24 个像
素）。再次对布局作出必要调整。有关这些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 DPS 应用程序”。
对于 iOS 7，需要额外的应用程序图标大小：152x152 (iPad HD)、76x76 (iPad SD) 和 120x120 (iPhone)。在 DPS App Builder 中构建 v27 或
v28 应用程序时需要这些新图标文件。
DPS 查看器针对 iOS 7 更改了多处 UI。例如，库背景比旧版中颜色浅，因此，请检查封面图像的对比度是否合适。如果应用程序中含有介绍如
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文章，则可能要更新此帮助内容。

注意，已知 v24 和更低版本的应用程序在 iOS 7 设备上工作时有问题。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将现有应用程序更新到 v27 或更高版本。

支持 iOS 7 的 AirDrop

在 iOS 7 设备上的 v28 应用程序中，可使用 AirDrop 与您附近的人共享文章。接收方在 iPad 上通过 AirDrop 收到共享文章链接时，这些链接可利用
v28 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的新功能。

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仅限 iPad）

当 iPad 用户点击不受保护的共享文章的链接后，将在 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中直接打开这篇共享文章。通过此功能，共享接收方在 iPad 上点击
一下即可查看文章的 Web 查看器版本，而不必下载应用程序。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也称为“文章查看器”）提供下载应用程序的链接，如果已
将其下载在 iPad 上，则还提供查看文章的链接。在此初始版本中，尚未支持某些叠加类型等某些功能。

安排作品集发布日期

定义在 Distribution Service 上使作品集内容对应用程序用户可用的具体日期和时间，生产人员不必手动激活新内容。

还可使用 Folio Producer API 以编程方式设置“安排作品集发布日期”信息（仅限 Enterprise）。

作品集采用新的默认查看器版本

作品集的默认查看器版本现在为 v26 而非 v20。新建作品集时，仍可将 v20 至 v28 查看器版本作为目标。

支持相机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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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设备相机允许用户从应用程序中拍照，可将照片加入您的内容，也可将其存储到相机胶卷。例如，可指定一幅相框图像，允许用户拍摄在该相框
中出现的照片（或从其“照片”应用程序中指定一幅图像）。

放大 Android 设备上的内容

旧版中不放大 Android 应用程序中较小的再现，从而产生上下黑边和左右黑边。在基于 v28 AIR 的 Android 应用程序中，现在可按比例放大较小的再
现。 

锁定方向选项

DPS App Builder 中含有一个新设置，通过它可锁定应用程序的方向，以使库和作品集视图仅在一个方向上显示。

改进了 SiteCatalyst 分析

现提供新 SiteCatalyst 报告用于创作元数据，这对于跟踪特定作者或广告商很有用。也提供其它自定义 eVar 跟踪。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开发
人员中心内相关的分析文章。

Web 查看器已本地化

Content Viewer for the Web（Web 查看器）现在支持 20 种不同的语言。

分发服务性能提高

上载到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的作品集现在存储在更快和更可靠的 Amazon Web Service 服务器上。您应注意到发布、更新和下载作品集方面有
重大改进。

版本 27
社交共享中支持 Pinterest（iOS，Professional/Enterprise）

Pinterest 现已加入 DPS App Builder 的社交共享选项中。选择后，应用程序的社交共享下拉菜单中即出现 Pinterest 选项。在 iPad 或 iPhone 上查看
您应用程序的客户可将文章页面的预览图像钉到他们的钉板上。在 Pinterest 中，读者只需单击页面图像，即可在设备上或 Web 查看器中体验交互式
文章内容。如同其它社交共享选项一样，可对可查看的文章数设置付费专区限制。

设备 GPS 集成（iOS，Professional/Enterprise）

通过 GPS 集成，可根据地理位置提供有针对性的内容。在应用程序中，可 HTML 内容添加 GPS 逻辑以实现不同用途。示例：

所创建的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可根据用户查看文章的位置显示不同广告。
在自定义商店（仅限 Enterprise）中，可根据用户所在的位置显示区域特有的作品集并使用户有权获得作品集。
在自定义库（仅限 Enterprise）中，可显示区域特有的横幅。

其他详细信息：要在自定义商店或库中启用 GPS 集成，请使用 v2 自定义商店/库 API。要在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中启用 GPS 集成，请使用
读取 API。此外，如果在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中启用了 GPS 集成，请选择“允许访问授权信息”选项。

社交共享/Web 查看器改进（iOS，Professional/Enterprise）

请注意以下增强功能：

在 Web 查看器中，现在可在桌面 Web 查看器中查看在 Folio Producer 中将文章访问状态设为“免费”的文章，不计入按付费专区阈值。对于按量
收费或受保护文章的相关行为无更改。按量收费的文章仍计入付费专区阈值，而受保护的文章仅供授权读者查看。（现在，“免费”、“按量收
费”和“受保护”设置在 Web 查看器和免费文章预览中的效果相同。）
在以前的版本中，Web 查看器目录中受保护文章的缩略图图像为灰色，并在鼠标悬停在其上方时显示一个锁定图标。此外，左右导航操作会跳过
受保护文章。v27 中，Web 查看器在目录和导航中已不再区分受保护、免费或按量收费文章。目录中不加区别地显示所有文章，而用户在作品集
中导航可访问每篇文章，包括受保护的文章。有一条付费专区消息遮住受保护的文章。

在内嵌的 Web 查看器中，登录过程已经过简化，发行商可在其自有网站上验证用户身份。

Android 查看器改进 (Professional/Enterprise)

基于 AIR 的 Android 查看器包括以下增强功能：

作品集尺寸上限从 2048x2048 提高到 4095x4095 像素。这样，创建的作品集可面向更大型的设备，如 10 英寸高清 Android 平板电脑。
在 Android 设备上指定的启动屏幕现在可按比例缩放以填满目标屏幕。例如，可指定 2560x1600 和 1600x2560 启动屏幕，对于较小的设备可缩
小该屏幕（如果长宽比不同，则还可裁剪）。

XLarge Android 设备（如 10 英寸高清平板电脑）上的图标和 UI 元素现在变得更大，更容易点击按钮和在高清设备的查看器中导航。
自定义导航图标（仅限 Enterprise）现在可设为 75x43、98x52 或 214x114 像素。

仍在开发原生（非 AIR）Android 查看器。

复制作品集

现在可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执行复制命令。您可以复制自己的作品集，也可以复制其他帐户与您共享的作品集。复制已发布或取消发布的作品
集将在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 (acrobat.com) 而非 Distribution Service 上创建一个新作品集。然后，可编辑和发布所复制的作品集。如果作品集是通
过其他计算机与您共享的，则您需要获得源文件并重新链接文章才能编辑和更新文章。无法复制锁定的作品集。

DPS App Builder 中新增“自动打开”选项

DPS App Builder 中新增了“下载后自动打开最新的授权作品集”选项。如果选中“首次启动时自动下载最新的授权作品集”，则默认选中“自动打开”选
项，以使首次查看的读者可下载应用程序并立即开始阅读。如果关闭“自动打开”选项，则用户可在库中看到下载作品集的过程，但直到他们点击封面图
像后作品集才会打开。这样使发行商可在横幅中提供一条消息，让首次查看的用户知道他们正在接收免费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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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预览增强功能

除了预览作品集中的免费文章，“文章预览”现在还支持按量付费的文章。当读者导航到预览作品集中按量收费的文章时，购买窗格上将显示一个“阅读
文章”按钮，读者点击该按钮即可在其预览体验中将按量收费的文章下载到其设备上。读者可查看的按量收费的文章数量由发布商设置的付费专区阈值
控制。

此外，对于免费文章预览的 UI 也有若干改进。例如，现在受保护文章的预览图像显示在一个深色网格图案后方。浏览缩略图现在采用了渐变效果，
且“拼合”文章的所有页（仅水平轻扫）均以浏览模式并作为作品集视图中网格渐变效果后方的预览图像显示浏览缩览图。

分析改进（拥有 SiteCatalyst 帐户的 Professional/Enterprise）

SiteCatalyst 报告现在包括有关按读者订阅类型（新订阅或续订）区分的购买、订阅期长度（1 个月、6 个月等）以及按应用程序市场区分的购买的信
息。SiteCatalyst 还会报告选择接收推送通知的读者数量。此外，幻灯片和可滚动框架叠加的跟踪信息更加详细。

其他改进

v27 的其他改进包括：

隐私政策现已涵盖 iPhone 和 iPad。您可以在 DPS App Builder 中指定隐私政策 URL。
sidecar.xml 现在支持“文章访问”设置，这意味着可导入 sidecar.xml 文件，以将“免费”/“按量收费”/“受保护”设置应用于作品集中的每篇文章。
库/商店 v2 API 中的链接现在可在应用程序内显示一个单独的 Web 视图窗口（也称为“应用程序内浏览器”），其中具有“关闭”按钮。此 Web 视
图窗口中的 HTML 仍可引用这些 API。

版本 26
免费文章预览（仅限 iPad）

可允许客户预览零售作品集中的内容。用户点击“预览”按钮即可下载和阅读所有免费文章。当用户导航到应用程序中的其它文章时，付费专区将提示用
户购买作品集。要在零售作品集中启用“免费文章预览”，请在“帐户管理”工具中选择“启用文章预览”设置，然后使用 Folio Producer Editor 将特定文章
标为“免费”。（“免费文章预览”仅限用于 iPad，不能用于有章节的作品集。）

注意：要将“免费”设置应用于旧版作品集中的文章，需要将作品集查看器版本更新到 v26 或更高版本，并要更新作品集内的文章。

Android 查看器和 Desktop Viewer 中均支持 PDF 文章

现在 Android 设备上和 Desktop Viewer 中均支持 PDF 文章。在 Android 查看器上，可利用 PDF 格式缩减文件大小、重用有 PDF 文章的 iOS 作品集
以及在文章页面上使用手指开合缩放。在 Desktop Viewer 中，现在可预览有 PDF 文章的作品集，这对于印前检查作品集是否有错尤为有用。

应用程序版本必须为 v26 或更高版本才能显示 PDF 文章，但有 PDF 文章的作品集可为任意版本。

（注意，这是对基于 AIR 的现有 Android 查看器的更改，而非对当前正在开发的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更改。此外，Android 上的 PDF 支持不包括在
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显示 PDF 文件。）

改进了 iPad 库

当前，图标显示在库中每个封面预览图像的下方，以使用户不必另外点击一下即可了解哪个内容是免费版或零售版。点击含有价格的按钮表示您要购
买。点击免费按钮或云按钮将启动下载。如果用户有权获得尚未下载的零售作品集，则显示云图标。

点击封面预览图像本身仍将显示含有其它信息的预览窗格。如果将自定义库配置为仅显示经过授权的作品集，则点击封面图像时不显示预览窗格。

（仅限 Enterprise）如果自定义库仅显示客户有权获得的作品集，则不显示预览窗格。点击封面图像即开始下载作品集。

全面支持 iPhone 5

现在可创建 1136x640 作品集再现，避免内容在 iPhone 5 上出现上下黑边。在 DPS App Builder 中，必须另外指定一幅 640x1136 启动图像（初始屏
幕）以符合 Apple 对 iPhone 5 应用程序的要求。

DPS App Builder 增强

DPS App Builder 进行了以下更改：

资源链接现存储在服务器上，这样不必重新链接到复制的资源即可使用不同计算机生成应用程序。例如，代理商可通过 DPS App Builder 指定大
多数设置和文件，然后客户指定证书即完成应用程序。编辑现有查看器时，文本字段中将显示“资源存储在服务器上”消息。只能针对个别应用程
序存储资源，而不能将资源存储在服务器上供多个应用程序使用。

(Enterprise) 创建利用新 API 功能的自定义商店时，不再需要创建自定义库。
(Enterprise) 如果要继续使用已创建的旧版商店，可在 DPS App Builder 中选择“使用旧版商店 API”。但是，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无法指定自定义
库。

“使热点区域能显示作品集视图控件”选项现在同时在屏幕的顶部和底部加入了热点区域，而不仅是底部。
提供一个新选项，指定在库设置菜单中显示的可选隐私策略 URL。
现在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提供可选的 URL 方案。

改进了加入分析的过程

如果将查看器配置为允许用户不再提供分析数据，则用户可改变主意，使用设置菜单进行参与。iOS 和 Android 查看器中均支持此功能。

Web 查看器增强

Web 查看器现在增强了以下几项：

嵌入式 Web 查看器。DPS 新近支持了 iframe HTML 标记，现在可将共享的 Web 查看器文章嵌入到网站中。四周加入设计元素，向用户传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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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连贯、具有品牌效应的体验。

仅限 Web 查看器的作品集。可创建一种特殊的作品集再现用于 Web 查看器，它仅在 Web 查看器浏览器中显示，而不在设备查看器上显示。例
如，可创建一个 1024x580 作品集，它仅显示水平方向，使用“单击”而非“点击”等术语，并将不支持的全景图替换为静态图像。请参阅“创建 Web
查看器再现”。
Web 查看器中现在支持自定义商店和自定义库。在 Web 查看器中集成自定义商店和自定义库，以展现特殊的内容、优惠或促销。
可选的隐私策略 URL。可配置指向应用程序隐私策略的 Web 链接。iOS 和 Android 查看器中均支持此功能。
Web 查看器分析。Web 查看器现已启用了分析数据。
支持仅水平轻扫（在 v25 中添加）。Web 查看器现在可显示选择了“仅水平轻扫”的“拼合”文章。

新增和增强了履行报告

DPS 控制面板上的实施报告向出版商提供与其作品集内容下载次数相关而又易于了解的详细信息。实施报告现在加入了其它一些数据字段，更容易生
成可提供情报的透视表，其中显示每个出版物、每期的下载次数以及总的下载次数，以及一个局部剖视图，单独显示 Web 查看器的下载次数。新的合
并实施报告（目前称为“汇总报告”）向管理员提供与其帐户相关的所有出版物的实施数据。最后，现在每天而非每周记录一次所有报告数据。

在线购买履行套件

新增一个在线购买选项，一次可购买 10000 个实施套件，使出版商易于确保其帐户始终正常缴费。通过经销商或直接从 Adobe 进行实施续订有时需要
数日才能处理完毕。为了更快地进行购买，出版商现在可通过 Adobe 商店仅购买一个序列号用于 10000 个实施套件，然后通过 DPS 控制面板兑换该
序列号。

改进了分析功能

请注意，分析功能有了以下改进：

读完文章。可跟踪有多少个读者在一次访问中读完了文章。

目录跟踪。可跟踪“目录”按钮的点击次数，还可发现通过目录阅读了哪些文章。

出版商直接向读者授权。可获取有关登录到应用程序并通过直接权利获取作品集的读者的数据。可通过直接授权 API 返回读者的订阅者 ID 和订阅者类
型。订阅者类型和订阅者 ID 值传递到 SiteCatalyst，以使您可跟踪这些订阅者阅读作品集的情况。

免费文章预览。客户点击“预览”按钮以预览期刊时，将跟踪预览按钮的点击次数和预览的免费文章数。还将跟踪预览期刊后的转化数。

Omniture 访问者·ID 和推送通知令牌。向·SiteCatalyst 添加每个读者的 Omniture 访问者 ID 和推送通知令牌（如果读者已参与接收推送通知）。

Web 查看器：跟踪 Web 查看器信息。

改进了首个作品集免费 API

Enterprise 出版商现在可使用自定义库 API 配置订阅横幅以根据读者是否为订阅者显示消息，并可相应地提供支持最新免费零售期刊功能的消息。

版本 25
库 UI 增强（仅限 iPad）

重新设计了 iPad 查看器库，加入了更大的网格封面图像。点击下载的作品集的封面图像可打开该作品集。点击尚未下载的作品集的封面图像可打开预
览窗格。阅读器可使用齿轮菜单按钮选择和删除作品集。

作品集视图中进行了多项更改。在多作品集应用程序中，“主页”按钮现在变为“库”按钮。“浏览”按钮与底部滚动条的功能现已合并。使用滚动条以浏览
模式在多篇文章中轻扫。已删除跳转到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的滚动条旁的箭头。

在 DPS App Builder 中，还可删除 Enterprise 订阅应用程序中库左上角显示的“订阅”和“登录”按钮。此次重新设计需要加大为订阅应用程序设计的订阅
拼贴图像。

首个零售作品集免费

通过在“帐户管理”工具中选择某个选项，出版商可向首次下载应用程序的用户提供最近发行的零售作品集。

条件 HTML 内容（仅限 Enterprise）

旨在与首个作品集免费功能配合使用，出版商通过此功能可创建根据作品集获取方式显示不同内容的 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例如，如果用户
下载免费赠送作品集，则内容可包括订阅优惠。如果用户通过订阅获得作品集，则内容可提供其他产品。

要设置此条件 HTML 内容，请执行两项操作。首先，对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选择“允许访问权利信息”选项。其次，向您的 HTML 代码添加自
定义 JavaScript API。有关此 JavaScript API 的详细信息，请与您的 Adobe 代表联系。

自动下载最新的已授权期刊

选中此项 DPS App Builder 设置后，系统会自动下载最新的已授权期刊（如启用“首期免费”，则下载首部免费零售作品集；否则下载最新发布的免费作
品集）。此选项旨在为应用程序的首次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自动打开后台下载的期刊

选择此项 DPS App Builder 设置后，将在应用程序启动时打开自上一查看会话起在后台下载的任何作品集。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打开最近查看的作
品集，并转到上次阅读的位置

打开作品集并转到上次阅读的文章

在作品集之间切换时，不再重置以前查看的作品集。查看器改为记忆所有作品集的阅读位置。要重置作品集，请在文章中显示导航栏，然后点击标题
栏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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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后台下载 (iOS)

同时更新多篇文章

章节

在 iPad 查看器库中禁用封面视图

DPS UI 增强

作品集发布增强

对 DPS 服务器的改进

“恢复购买”更改

启用库中的作品集信息的高速缓存 (iOS)

企业签名的应用程序的增强（iOS，仅限 Enterprise）

分析增强

动态订阅（仅限 Enterprise）

出版商可以持续添加或删除订阅选项，而无需更新应用程序。这样，出版商可评估订阅的持续时间以确定最佳的一组选项。

简化了 Amazon 应用程序的测试过程

当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 Amazon 应用程序（.apk 文件）时，现在不必加载单独的 .json 文件，即可在 Amazon 设备上加载和测试 .apk 文件。
现在仅测试零售内容时必须使用 .json 文件。

Android 应用程序支持本地存储

在以前的版本中，Android 查看器不支持本地存储。退出应用程序即丢失阅读位置或表单填写数据。在 v25 Android 应用程序中，现在保留此信息，如
同在 iOS 应用程序中一样。

goto:// 导航

通过 goto:// 格式，Enterprise 出版商可在作品集视图中创建链接，指向库中的任何自定义图标内容。例如，如果在 DPS App Builder 中创建带有“商
店”标签的自定义图标，则可创建带有“goto://ApplicationViewState/Store”动作的按钮，该按钮将自动打开商店 HTML 内容，如同点击自定义“商店”图
标一样。

隐藏顶部导航栏

选择此项 DPS App Builder 设置后，当用户点击文章时，将仅显示底部导航栏。这使出版商可在所有文章页上创建一个用于在作品集内导航的永久导
航栏。

改进了自动化工作流程 API（仅限 Enterprise）

使用 API 自动执行 DPS 发布工作流时，现在可发布并更新作品集以及更新文章元数据（未来版本计划加入更新文章的功能）。

改进了 SiteCatalyst 分析

SiteCatalyst 进行了一些增强，如报告视频播放持续时间。

生成履行下载报告

发行商现在可生成报告以查看从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下载的数据。如果使用 Application 帐户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则可选择“实施报告”选项
以下载 .csv 文件，其中包括该应用程序从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下载的收费内容的统计信息。如果使用 Admin 帐户登录，则可单击控制面板中
的链接以获取报告，其中显示您的实施下载余额。

不再支持 iOS4

v25 和更高版本的查看器不再支持 iOS4 — 仅支持 iOS5 或更高版本。

版本 24

当您的客户在 v24 应用程序中下载任何作品集时，他们可以离开应用程序，检查电子邮件或查看不同的作品集，然后以后回来查找
作品集下载。请注意，下载在十分钟之后暂停。一次只能下载一个作品集。

可以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多篇文章，并选择“更新”以更新所有选定的文章。要选择文章，请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文章，或按
住 Ctrl/Command 键并单击文章。

新的章节功能最终能让您的客户下载作品集的各个章节。例如，您可以将作品集分成新闻、体育、商业、时尚以及财富章节，而您的客户可以选
择仅下载体育和财富章节中的文章。请参阅创建“章节”。

默认情况下，所有 iPad 查看器库既包括网格视图，又包括封面视图，后者一次仅显示一个作品集。有了 v24 DPS
App Builder，您可以选择选项在 iPads 上仅包括网格视图或既包括网格视图又包括封面视图。（通过 Android 查看器，您已经可以选择网格视图和/或
封面视图。）

当您创建作品集时，方向设置不再被默认选定。如果在不选择方向设置的情况下单击“确定”，在选项周围会出现一个红色框。此更改应
当帮助避免错误地创建具有不正确方向设置的作品集。

此外，许多错误消息现在含有链接，可带您观看技术说明。

当由于服务器错误而导致作品集无法正确发布时，您可以在服务器问题被解决之后，单击“重试”按钮以恢复发布过程。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增加了带宽，因此提高了稳定性和性能。
此外，DPS 服务器现在位于 acrobat.com 上单独的一个群集中，因此，即使 acrobat.com 正在进行维护，也可上传和下载作品集。

现在，只有当用户从库选项菜单中选择“恢复购买”时，“恢复购买”对话框才会现出现。

在 DPS App Builder 中，可以高速缓存作品集信息以改善具有大库的应用程序的性能。请注意，选择此选项
可能会导致作品集信息变得过时。例如，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并更改零售作品集的成本，您的库将显示令人误解的信息。此选项目前仅对订阅应用程序
可用。

您现在可以签名具有包含显式（非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的企业 mobileprovision 文件的内部应
用程序。 此更改能让您独立于组织中的其他应用程序来管理应用程序。

SiteCatalyst 现在区别不同类型的移动设备和不同的操作系统。新的 URL 跟踪报告能让您跟踪实际 URL、URL 单击、URL 的源（超链接
叠加、Web 内容叠加或应用程序）以及 URL 的打开方式（在 Web Wiewer、应用程序查看器或设备浏览器中）。应用程序使用量报告能让您跟踪自
最后一次更新以来应用程序的日/时间最大使用量和启动次数。这些更改仅影响 SiteCatalyst 分析，而不影响基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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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 Distribution Service 基础结构

Folio Builder 面板 UI 改进

对 DPS App Builder（以前称为 Viewer Builder）所做的更改

将文件拖放到 DPS App Builder

幻灯片放映和可滚动框架的矢量和位图之间的选择（仅限 iOS）

多再现文章（仅限 iOS）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可无限创建 Single Edition 作品集（仅限 iPad）

在背景中播放音频（仅限 iOS）

在最后一帧上停止（仅限 iOS）

禁用内联视频的控件（仅限 iOS）

无效作品集的新增 Adobe Content Viewer 行为

对平滑滚动文章的 PDF 支持（仅限 iOS）

“评定应用程序”选项

显示导航条的热点区域

转到下一页/上一页支持

分析退出选项

可自定义的查看器字符串

社交共享增强（仅限 iOS）

Single Edition 的新增分步发布指南

库过滤器

版本 23

将作品集发布到 Distribution Service 现在明显加快。 这些服务器更改应在 iOS Newsstand 的后台下载中导致
更少超时错误和更高可靠性。

Folio Builder 面板更宽，导航图标是更大且更直观，有更多的工具提示和信息泡沫，选项针对透明度而进行了重命名，其
他增强使得面板更易于使用。 还可以从面板菜单中启动 DPS App Builder（以前称为 Viewer Builder）。

DPS App Builder 包括若干界面改进。 InDesign CS6 安装程序现在安装 DPS App
Builder。

现在可以从 Finder 中将图标、启动画面和其他文件拖放到 App Builder。

在 PDF 文章的叠加中，可以选择矢量或位图。 矢量图像看起来非常清晰，但需要少
量加载时间。 对于 JPG/PNG 文章的叠加，幻灯片和可滚动框架始终是位图。

您现在可以创建在 SD 和 HD 版本的设备上显示良好且表现良好的 PDF 文章。在创建叠加时，既可以在作品集中包括 SD
资源，又可以包括 HD 资源。 查看器对特定 iOS 设备使用适当的叠加资源。
如果正在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在所有 iPad 型号上工作良好的 PDF 文章创建作品集。 如果正在创建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则可以选择在
作品集中创建多再现文章或创建独立作品集再现。 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OS 设备的多再现 PDF 文章。

具有 Adobe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即可无限创建用于 iPad 的单作
品集应用程序。

可以在用户浏览作品集中的文章时播放音频剪辑。 音频按钮在顶部导航条中显示以允许用户暂停并且播放音频。 请
参阅音频和视频叠加。

Folio Overlays 面板现在包括在最后一帧停止内联视频的选项。

如果创建被设为自动播放的内联视频，则可以选择“不允许暂停”选项来禁用回放控件。 此功能对于封面视频特别有
用。

在之前的版本中，无效作品集无法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显示。 对于新版本，无效作品集在
库中显示并在下载时导致错误消息。 此更改改进了 Adobe Content Viewer 库性能并提供更多的详细预检信息。 例如，如果您使用一个或多个单向文
章创建双向作品集，则错误消息会指示该问题，而不是让您猜测。

无论长度如何，您都可以将 PDF 图像格式用于平滑滚动文章。 但是，对文章进行手指开合缩放不在任何
平滑滚动文章中受支持。

在您创建自定义查看器时，可以选择一个选项以允许显示“评定应用程序”提示。 可以在 DPS App Builder 中自定义此功能的设
置。

除文章页面两侧的热点区域之外，文章页面的底部也有新增的热点区域选项。 点击页面底部的热点区域会显示导航条（也称
为“HUD”）。 点击底部热点区域上面的任何地方都不显示导航条。 请参阅“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按钮优先于底部热点区域，底部热点区域优先于两侧热点区域，热点区域优先于所有非按钮叠加。

现在，当您创建按钮时，“转到下一页”和“转到上一页”动作受支持。

在 DPS App Builder 中，您可以允许客户在使用应用程序时关闭分析。 此选项对数据收集有严格控制的特定区域中特别有用。

可以自定义用所有受支持的语言存储在查看器中的所有字符串，包括库中的按钮文本和对话框中的文本。DPS App Builder
能让您下载 XML 模板。 然后，可以编辑此 XML 文件，并在生成应用程序时指定它。请参阅“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请注意以下社交共享改进。请参阅使用社交共享。

支持 Web 查看器直接权利（仅限 Enterprise）。当客户在 Web 查看器中点击网上付费专区限制时，他们可以现在使用其订阅帐户登录以继续查
看文章。

Web 查看器支持 Internet Explorer 10/Windows 8。

还可为免费作品集设置付费专区。

Web 查看器支持除全景图和音频剪辑外的所有叠加。

如果使用 PDF 图像格式创建 1024x768 作品集，则现在以 PNG 格式将内容上传到 Web 查看器服务器。

单击控制面板上的链接以下载 DPS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DPS 发布附带指南）时，将下载一个 .zip 文
件，其中既包含针对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出版商的附带指南，又包含针对 Single Edition 用户的分步发布指南。还可以从 DPS App Builder
的“帮助”菜单中下载附带指南和分步指南。在不久的将来，Pro/Enterprise 附带指南将更新以增加新设计。

版本 22

如果创建 v22 作品集或更高版本，则可以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指定每个作品集的过滤器类别，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
语”。然后，在您的查看器库中，用户可以选择过滤器选项。例如，他们可以仅显示查看器库中的西班牙语和德语作品集并隐藏其中的英语和法语作品
集。请参阅创建库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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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HTML 库

热区增强

适用于 Android 7 英寸设备的严格再现

自动隐藏滚动条

HTML 视频改进

Android 查看器中的 AIR 捕获运行时

对 Android 查看器 UI 的改进

针对 iOS 启用的两指轻扫

社交共享增强

查看器版本控制

对活动版面进行“在设备上预览”（iOS）

在社交共享方面的改进

下载作品集期间自动查看

订阅购买时自动下载

封面日期

InDesign CS6 兼容性

iPhone 支持

适用于社交共享的 Web 查看器

Enterprise 出版商可创建自己的库，而不使用默认查看器库。请参阅创建自定义库 (Enterprise)。

Enterprise 和 Professional 出版商现在均可在 DPS App Builder 中启用热区。热区允许用户点击文章的边缘以浏览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覆
盖叠加的逻辑也已更改。热区优先于所有叠加，但不包括按钮。请参阅“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默认情况下，Android 设备的查看器显示任何大小的作品集。要确保查看器仅显示与设备大小匹配的作品集，
您可以在 Viewer Builder 中选择选项。此时，严格再现仅显示适用于 Kindle Fire 等设备的 1024x600 作品集和适用于 XLarge Android 设备的
1280x800 作品集。此选项主要用于防止不需要的作品集再现出现在 Kindle Fire 设备上。如果您已创建 1232x752 作品集等 Android 再现，则在为
Android 市场创建查看器时，不要开启严格再现。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Android 和 Amazon 设备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默认情况下，在作品集中的文章的右侧会显示一个 6 像素滚动条区域。如果您在 Viewer Builder 中选择此选项，则仅当用户在文章中
滚动时，滚动条才会出现。请参阅“查看器详细信息”面板。

现在可以使 HTML 文章中的视频表现得像视频叠加一样。例如，在单向 HTML 文章中旋转设备也会旋转全屏视频。请参阅导入
HTML 文章。

查看器现在已包含一款内置版本的 AIR（3.2 或更高版本），不再依靠安装在 Android 设备上的 AIR。在此更改
将查看器的大小从大约 2 MB 增加到 10 MB 的同时，它也将改进稳定性和性能。

库视图和作品集视图中的图标和其他 UI 元素现在更大，使得点击图标更轻松，特别是在 Kindle Fire 上。

现在针对 iPad 和 iPhone 查看器启用了两指轻扫手势。此手势特别适用于启用了“仅水平轻扫”的“拼合”文章，允许读取器绕
过文章页面的其余部分，以跳到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

请注意以下社交共享改进。请参阅使用社交共享。

现在支持在 iPhone 查看器进行社交共享。

现在支持再现映射。当在桌面 Web 浏览器中查看共享文章时，只有 1024x768 PNG 或 JPG 文章正确显示在 Web 查看器中。在早期版本中，从
iPad HD 再现 (2048x1536) 共享的任何作品集都无法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如果您为 iOS 设备创建再现，则从任何设备共同文章现在都将映射
到 Web 查看器中的文章的 1024x768 版本。为获得最佳效果，请确保您的再现设置得当，并且您的文章名称值在每个作品集再现中都相同。

现在支持 Facebook 深度链接。当客户在 iPad 上查看 Facebook 应用程序中的涂鸦墙时，点击文章链接会直接打开文章。确保在 Facebook 开
发人员站点上配置您的应用程序时启用深度链接。请参阅针对社交网络设置 DPS 应用程序（英文）。

通过“帐户管理”工具中新增的“启用履行限制”选项，可限制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文章的次数，类似于“售罄”功能。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Web 查看器现在支持可滚动框架。

启用付费专区仅影响零售作品集。

版本 21

使用 v21 Folio Builder 面板创建新作品集时，可以 v20 或 v21 查看器版本为目标。如果 Adobe Content Viewer 的最新版正在等待审
批，或者如果正在为 v20 查看器应用程序创建作品集，则此选项尤为有用。默认情况下，会选择 v20 版。如果创建 v20 作品集，则可编辑作品集的属
性以将其更新到 v21。但是，无法将 v21 作品集回滚到 v20。另外，不能指定版本早于 v20 的查看器。请参阅创建作品集。

在 v21 之前，只能对整个作品集进行“在设备上预览”。从 v21 起，现在可在“作品集叠加”面板中使用“在设备
上预览”来预览当前版面（仅限 iOS）。将 iPad 或 iPhone 连接到计算机，然后打开 Adobe Content Viewer 应用程序。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选
择 [设备名] 上的 Preview（预览）。请参阅使用“在设备上预览”。

在社交共享方面的一些限制现已解决。嵌套的叠加、按钮、视频、HTML 文章和可滚动框架当前在 Web 查看器中工作得更
好。此外，Web 查看器现在可正确地在目录中显示或隐藏标记为广告的文章。请参阅使用社交共享。
可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关闭 Web 查看器，同时仍可通过 iPad 进行社交共享。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在查看器库中点击 Download（下载）或 Buy（购买）按钮时，查看器将在仍下载其余文章时显示作品集。此版本之前，下
载期间 View（查看）按钮变为活动状态，但用户必须点击该按钮才能开始查看作品集。

用户成功订阅查看器应用程序后，将开始自动下载最新的作品集。用户不再需要点击 Download（下载）按钮。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现有“封面日期”选项。Enterprise 出版商通过此选项可在订阅内容的直接权利方面增强对元数据的控制。

版本 20

InDesign CS6 包括若干新增的可简化创建 InDesign 源文件的功能。有了替代版面和流体页规则功能，您可以在同一文档中为
不同方向和目标设备创建版面。可变列宽、自动调整大小文本框架和拆分版面视图也可用于动态版面。此外，“插入 HTML”能您通过复制代码来快速创
建 Web 叠加，而且打包 InDesign 文档现在包括叠加资源。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DPS 的替代版面 (InDesign CS6)。

DPS 现在支持 iPhone 3GS、4 和 4S（不支持 iPhone 3G）。使用 Viewer Builder 时，可以创建适用于 iPhone、iPad 或二者的自定义
查看器。创建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应用程序时，您的客户有权在任何支持的 iOS 设备上访问购买的作品集。iPhone 查看器包括出版商可以控制
的新设置页、增强的浏览模式和欢迎屏幕。

iPhone 尚不支持社交共享、书签和自动存档。此时，您无法为 iPhone 创建单期查看器应用程序。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Phone 的内容。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则作品集文章的演示文稿会上传到 Web 服务器以便在桌面浏览器中进行查看。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使用保护设置来确定哪些文章可用于桌面查看。使用“帐户管理”工具来限制可查看的无保护文章数并且设置网上付费专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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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共享增强

从目录中隐藏选项

背景发布

显示下载计数器

Desktop Viewer 现在可调整大小。

简化了设备的预览

UI 增强

URL 方案设置

锁定自定义图标的 HTML 方向

提高了 Viewer Builder 速度

只有有限 PDF 支持的平滑滚动

“热点区域”导航

iOS 再现支持

增强的可滚动框架

社交共享

自动存档作品集（仅限 iOS）

平滑滚动改进

书签

改进的库更新性能

HTML5 文件的分析

作品集发行限制（仅限 Enterprise）

改进了导航条图标（仅限 Enterprise）

文章中指向商店的链接（仅限 Enterprise）

参阅使用社交媒体。

社交共享现在通过 Facebook、Twitter、电子邮件以及复制/粘贴可用。如果您在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客户就可以浏览到文章并通
过 Twitter 共享它等等。如果文章受到保护，tweet 中的链接会指向发布 URL。如果文章不受保护，则单击支持的桌面浏览器中的链接即可在 Web 查
看器中查看作品集。单击 iPad 上的链接可以下载应用程序，下载或购买作品集，或查看文章，具体取决于已经下载的内容。请参阅使用社交媒体。

“从目录中隐藏”文章设置能让您从目录中隐藏文章，无需将其标记为广告。请参阅更改文章属性。

在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来发布或更新文章时，作业被添加到发布队列，您可以继续使用管理器，并且将其他作品集添加到队列中。可
以通过选择“视图”>“在管理器中发布请求”来检查队列的状态。请参阅向 Distribution Service 发布作品集。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客户现在可在 DPS 控制面板中看到下载计数器。仅对已经对其准确性进行了审核的帐户才会显示下载计
数器。

如果使用 Desktop Viewer 来预览 2048x1536 作品集，则可以按 Command+1 查看实际大小，或按
Command+0 适合窗口大小。还可以放大或缩小。请参阅使用 Desktop Viewer 预览内容。

在使用 Viewer Builder 来创建适用于 iPad 的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 时，“在设备上预览功能”不再需要 Phone Disk 实用程
序。请参阅使用“在设备上预览”。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作品集大小显示在作品集名称下面，更易于识别再现。Viewer Builder 设计能您轻松地检查是否对各种 iPhone 和
iPad 型号使用了正确的图标。Folio Producer 管理器和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窗口也被重新设计。

Viewer Builder 中的可选 URL 方案设置现在可用于所有 iOS 查看器应用程序类型，而不仅仅是订阅应用程序。URL 方案能您从其他
应用程序或移动 Safari 链接到查看器应用程序。

如果您是 Enterprise 出版商，则可指定当用户点击自定义导航条图标时显示的 HTML 页面的方向。请参阅导航工具栏
（仅限 Enterprise）。

Viewer Builder 现在能更快地生成应用程序，通常在几秒钟内即可。

如果您的平滑滚动文章不长于两页，则可以使用 PDF 图像格式。如果文章比两页长，则会对平滑滚动文章使用 JPG
或 PNG。

Enterprise 出版商可启用在每篇文章左侧和右侧显示的热点区域。点击不可见的热点区域将导航到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请参阅导航
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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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HD iPad 型号已于近日推出。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时，可为替代大小指定图标和初始屏幕。iPad 设备已启用了
再现，从而让您能够以替代大小创建作品集再现。每个 iOS 型号都下载了与平板电脑的显示屏最匹配的作品集。

Folio Overlays 面板具有一种新的叠加类型（称为“可滚动框架”），此类型取代了“平移和缩放”叠加中的“仅平移”选项。创建可滚动
内容时，可确定滚动方向、使初始视图基于内容框架的位置以及隐藏滚动条。

如果使用 Facebook 注册您的应用程序，您可在自定义查看器的导航条中打开社交共享选项。您的客户可点击 Facebook 选项并键入消息。
然后，此消息和指向发布站点的链接将发布在用户的 Facebook 留言板上。此时，仅显示指向发布网站的链接，且 Facebook 是唯一可用的社交媒体
站点。

在 Viewer Builder 中，您可启用作品集的自动存档，并为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指定所下载作品集的最大数量。达到阈值
数后，将自动对最早下载的一批作品集进行存档。客户可使用设备设置启用或禁用自动存档，但他们无法更改阈值数。客户可重新下载任何已存档的
作品集。

在早期版本中，创建双向平滑滚动文章要求通过导入方式创建文章。现在，当使用“添加”按钮创建文章时，可设置“平滑滚动”选项。导
入平滑滚动文章时，请确保指定了“平滑滚动”选项。

如果您在 Viewer Builder 中启用书签，客户可以将文章标记为书签，然后从导航条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该书签以跳转至标记书签的文章。书签跨越
同一查看器应用程序内的多个作品集工作。

当您返回到查看器库时，查看器仅检查更改，从而加快处理。“无法更新库”错误消息显示的频率应减少 — 仅当库在首次启动时无法
更新或库为空并无法更新时显示。

现在提供·Javascript API，用于捕获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的 HTML5 内容分析。此 JS API 使出版商可在 SiteCatalyst 报告中包
括 HTML5 分析，而不是查看单独的报告。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您的 Adobe 代表联系。

Enterprise 出版商现在可根据是否登录确定库中是否显示免费和零售作品集。出版商可以设置库，以便库中只显
示所下载的免费作品集。对于零售作品集，库中可显示所下载和授权的零售作品集。出版商无需使用自定义 Web 商店即可提供零售作品集。

在 Viewer Builder 中，Enterprise 出版商可添加多达八个导航条图标。现在，您可以编辑两个默认图标的外
观：查看器和库。此外，用于这些图标的本地 HTML 文件可以包括多达五个级别的嵌套资源文件夹。HTML 结构中的同一级别上不再需要 HTML 资
源。

您可以创建允许客户从文章跳转至商店页面的按钮或超链接。创建按钮或超链接时，将 URL 字段中
的“http://”替换为“ww.gotoStore”（“ww”不是打字错误）。还必须使用 Viewer Builder 为自定义图标创建一个“商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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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的叠加改进

幻灯片放映中的嵌入叠加

增强的按钮叠加

可滚动框架中的 MSO 按钮

对所有叠加进行 PDF 手指开合缩放

自定义创建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针对 iPad 的“在设备上预览”支持

重新链接

Amazon Appstore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对 Newsstand 启用了免费订阅

用于推送通知的通知选项

第三方推送通知服务器

免费作品集的有限分发

HTML 商店增强功能

改进了订阅

仅限 Android 查看器的封面视图

帐户管理工具增强功能

Single Edition

Viewer Builder 支持 Amazon Appstore

“帐户管理”工具

含交互式叠加的可滚动框架

PDF 文章增强

“右边缘装订”选项

从面板中打开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

改进的服务器可靠性

脱机工作流程

嵌套叠加中的许多错误和限制都已得到修复。例如，可滚动框架中的定位按钮位于容器框架外部时不再失去其外观，且不必再在“图
层”面板中重命名可滚动框架对象。

版本 18

现在多状态对象中支持交互式叠加。幻灯片状态中支持所有交互式对象（其他幻灯片除外）。

现在支持“视频”和“声音”动作，因此可以使用按钮播放、暂停和停止视频。此外，还支持按顺序的多个动作。例如，现在按钮可以先
播放一段音频剪辑，然后在该音频结束后更改到新幻灯片。

触发多状态对象的状态的按钮动作现在在可滚动框架中工作。请注意，将内容框架粘贴到容器框架时，将删除状态动作，
因此您需要在粘贴后再次添加动作。

创建 PDF 文章时，即使其中包含交互式对象，您仍然可以在任何页面上手指开合缩放。您甚至可以在叠加播放时
手指开合缩放。基于 PDF 的文章仅在 iPad 查看器上仍然可用，在 desktop viewer 或其他基于 AIR 的查看器上不可用。创建或更新自定义查看器时，
请记住在 Viewer Builder 中选择“启用 PDF 缩放”选项。

如果您具有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可以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您自己的用于 iPad 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版本。构建自己的自定义 Content Viewer 具有以下两大优势。首先，在新版本的 Folio Producer 工具可用时，可以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等待审批时测试新增功能。其次，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启用了“在设备上预览”功能。

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 Adobe Content Viewer 时，可以直接将作品集信息复制到连接的 iPad 上，而无需使用
acrobat.com Web 客户端。但针对 iPad 的“在设备上预览”需要第三方实用程序，如 Phone Disk。针对 iPad 的“在设备上预览”仅适用于 Mac OS，而
不适用于 Windows。

如果移动或重命名源文件，可以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重新链接”命令将文章布局重新连接到源文件。

Adobe 和 Amazon 已解决自定义查看器在 Amazon Appstore 中无法通过审批的问题。此外，作品集现
在存储在 SD 卡的 App Data 文件夹中，从而避免了在删除应用程序后仍可能存在剩余的作品集。

您创建的自定义查看器现在支持 Apple 的“免费订阅”选项。

在发布作品集时，将不再自动触发推送通知。发布或更新作品集后，请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单击“通知”按钮以触发推
送通知。

使用 Enterprise 帐户可以创建用于控制推送通知的自定义服务器。

如果您是 Enterprise 出版商，则可在查看器库中隐藏免费内容，从而可使客户有资格根据其登录帐户下载特定内容。

如果您是 Enterprise 出版商，则可设置与查看器库交互的 HTML 商店。例如，客户登录到您的第三方商店时，他们可以自动登
录到查看器。

整个订阅拼贴现在是一个活动点击区域，而不仅仅是右下角的按钮区域。用户订阅应用程序后，订阅选项将处于隐藏状态。如果用户购买
最新作品集，订阅选项现在仍然可用。

对于 Android 查看器库，您可以选择使用网格视图、封面视图或同时使用这两个视图。对于较小的 Android 设备，
一些出版商希望仅允许封面视图。

现在您可以使用管理工具为内部和合同设计者创建受限帐户。您创建的帐户将绑定到公司帐户，不允许访问分析等功能。

版本 17

您现在无需按月向 Adobe 支付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的订阅费，而是进行一次性支付就能创建可提交到 Apple Store 的单
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

在 Viewer Builder 中，可创建能够提交到 Amazon Appstore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Android 设备和
Amazon Fire 平板电脑上可提供 Amazon Appstore。

使用 Adobe 帐户管理工具为您的公司创建和配置帐户，而不是与 Adobe 代表互发电子邮件消息。您可以向一个 Adobe ID 分配三种
类型的帐户：应用程序、Viewer Builder 和管理员。

如果安装版本 17 的 Folio Producer 工具，则在可滚动框架叠加中可包含除幻灯片放映之外的任何叠加。

如果文章中具有 PDF 图像格式的页面包括基于 URL 的按钮或超链接，则只要该页面上没有其他交互式叠加，手指开合缩放就起作
用。

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选择此选项后，查看器中将从右向左而非从左向右显示文章。此选项对亚洲语言尤为重要。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 Folio Producer 命令后，将在默认的 Web 客户端中打开 Folio Producer 管理
器。

产品团队继续进行修复以改进 acrobat.com 上传/下载问题。

版本 16

您现在无需将内容上传到服务器即可创建作品集和文章。您可以在准备就绪后再上传内容。

26



Newsstand 支持

非订阅用户的私有发布

适用于音频资源的新选项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导入 HTML 资源”选项

改善的控制面板

用于创作工具和面板的单独安装程序

改进的服务器可靠性

新的分析类别

用于 PlayBook 的自定义查看器

增强的可滚动框架

可滚动框架中的超链接

改善了内存处理

在设备上预览

自定义全部五个导航条按钮

简化了内部查看器应用程序的创建

改进了 Omniture 分析

用于关闭“登录”按钮的选项

在下载时添加证书

改进了库性能

针对 Android 查看器中的 HTML 文章的改进

重新排列文章顺序

取消共享作品集

更改了文章大小限制

针对 Android 查看器的应用程序内支付

恢复所购买的全部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内容

针对单作品集查看器的“导出”选项

开发版中设置了侧传选项

控制 iTunes 中列出的语言

“恢复购买”菜单选项

分析更新

更新的 Viewer Builder（1.5.1 版）中包括对 iPad 上的订阅查看器应用程序提供的 Newsstand 支持。Newsstand 文件夹中显示启
用了 Newsstand 功能的查看器，可快速访问报纸和杂志出版物。

如果您没有 Enterprise 或 Professional 订阅，则可以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发布”选项来发布私有内容。此选项特别
适用于无法使用 acrobat.com 服务器下载大型作品集的情况。从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下载的已发布作品集快速、可靠。

如果您使用的是 InDesign CS5.5，则选择“先显示第一幅图像”选项可根据指定的音频控制器资源文件夹中的第一个 _play 图
像调整音频叠加帧的大小。在 InDesign CS5 中，仍需要手动调整叠加帧的大小以便适合海报图像的大小。

您现在可以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以及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导入 HTML 资源文件。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中包括指向视频和其他有用内容的链接。

使用一个安装程序安装创作工具（Folio Overlays 面板、InDesign 插件和桌面查看器）。使用另外一个安装程序
安装 Folio Builder 面板。

产品团队继续进行修复以改进 acrobat.com 上传/下载问题。例如，现在发布作品集会将作品集内容直接从 acrobat.com 服务器
复制到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在分析报告中，您可以查看有关已下载作品集类型的数据：免费、单独零售、订阅或外部权利。

版本 15

通过 Viewer Builder，您可以为 iPad、Android 和 BlackBerry PlayBook 平台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现在，可通过将文本框架粘贴到容器框架中，创建可滚动内容。此外，可滚动框架的性能也已提高。

现在，“仅平移”可滚动框架支持使用超链接和超链接按钮。幻灯片中或使用“图层”面板创建的可滚动框架中尚不支持超链接。

在以前版本中的某些情况下，在相邻页面上创建占用大量内存的叠加会导致性能问题。查看器现在可更好地处理这些情况，从而提高
性能。

您可以将作品集信息直接复制到连接的移动设备上，无需使用 acrobat.com Web 客户端。在 App Store 发布更新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之前，“在设备上预览”功能只能用于 Android 设备。此功能的发布尚属首次，需要额外进行某些设置。

现在，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自定义应用程序时，您可以替换查看器导航条上的“库”和“查看器”按钮（仅限
Enterprise）。

您不再需要为企业签名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指定分发证书和配置文件（仅限 Enterprise）。

用户数据现在可用于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仅限 DPS 订阅者）。另外，分析包括对下载统计信息的更详细细分。

如果您是创建自定义权利查看器的 Enterprise 客户，则可关闭“登录”按钮以避免发生重复情况。

现在使用 Viewer Builder 即可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文件，无需指定证书。然后在下载查看器文件时指定证书。这将允许不同
的人均可使用证书下载应用程序并进行签名。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时，不再需要单击“刷新”按钮以了解查看器生成是否完成。

在某些情况下，acrobat.com 中的作品集仅间歇性地出现在库中。Adobe Content Viewer 应一直显示所有可用的作品集。

现在，Android 查看器启用了 HTML 文章滚动。

版本 14（仅限 Services 和 Viewer Builder）

现在可直接在“Folio Builder”面板中，而不只是在 Web 客户端中重新排列文章的顺序。只需拖放文章即可更改其顺序。

如果您与其他人共享作品集，则不必删除该作品集即可将其取消共享。还可使用“Folio Builder”面板删除已经与您共享的作品集。

在以前的版本中，上传文章的大小限制为 100MB。文章大小限制现在为 2GB。但移动设备可能无法正确处理大型文章。

现在可创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零售作品集。客户在 Android 查看器库中可通过单击“购买”按钮购买作品
集。

客户现在可在 Android 查看器中恢复所购买的全部内容，就像在 iPad 查看器中可办到的那样。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现在显示一个“导出”选项。单击“导出”可创建一个包含所选作品集内容的 .zip 文件。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用于 iPad 的单作品集查看器时，请指定此 .zip 文件（或用 Content Bundler 创建的 .folio 文件）。

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用于 iPad 的开发用查看器时，可开启侧传功能。借助此选项，可通过 iTunes 将 .folio 文件（而非
.zip 文件）手动复制到开发查看器中。

在以前的版本中，iTunes Store 中以 20 种语言显示查看器应用程序。现在通过 Viewer Builder 可限制应以哪些语言显示
查看器应用程序。

自定义查看器的库现在包括一个菜单，客户从中可选择“恢复购买”选项以手动恢复购买的内容。

除了各种作品集统计信息之外，现在还捕获订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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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器下载改进

在最后一幅图像上停止

仅水平轻扫所有查看器中的文章

恢复购买选项

自定义导航工具栏按钮

隐藏导航工具栏或主页按钮

其他分析报告

适用于 Android 的权利

本地化的 Android Content Viewer

本地化的 Viewer Builder

改进了可用性

新增了“Folio Builder”面板

作品集存储在 Web 工作区上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Web 客户端

共享

重新设计了 Folio Overlays 面板

术语更改

改善了下载作品集的过程

Android 查看器增强

可自定义导航条

改进了订阅

开合放大 PDF 作品集

Content Viewer for Android

版本 13

版本 13（2011 年 6 月）是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第二个公开版本。版本 13 工具使用 1.1.x 安装程序和 Viewer Builder 1.3。

客户可以在作品集完成下载之前开始查看作品集，而且他们可以脱机查看部分下载的作品集。当 iPad 重新建立与 Internet 的连接
时，中断的下载会自动恢复。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确定文章的下载优先级。

通过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您现在可以在播放时决定是否在第一幅或最后一幅图像上停止幻灯片放映和图像序列。

设置为“仅水平轻扫”（“拼合文章”）的文章现在在适用于桌面以及 Android 和 PlayBook 查看器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工作。

如果客户恢复或更换 iPad，他们可以更轻松地下载有权下载的内容。首次启动查看器时，会提示客户恢复购买。

Enterprise 客户可以创建多达三个按钮，用于在查看器中显示 HTML 页。除在导航工具栏中显示的库和查看器按钮外，您还可
以创建其他按钮，如用于显示 HTML 页的“商店”、“帮助”和“新闻”。

当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查看器应用程序时，可以隐藏查看器底部的导航工具栏或查看器左上角的主页按钮。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上的“分析”页现在包括更多有关跟踪用户数据的报告。

Enterprise 客户现在可以提供订阅权利。

适用于 Android 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现在已经本地化，和 iPad 查看器使用同样的语言。

Viewer Builder 已经针对以下语言进行了本地化：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

Folio Builder 面板、Folio Producer 网站和 Viewer Builder 包括许多调整，用以改进用户体验。

版本 12

版本 12（2011 年 5 月）是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第一个公开版本。版本 12 工具使用 1.0.x 安装程序和 Viewer Builder 1.2。

InDesign 中的“Folio Builder”面板代替了 Digital Content Bundler 应用程序。通过“Folio Builder”面板，可添加文章和文章
版面以及更改作品集和文章属性。

在以前的工具中，曾创建了一个包含文章文件夹的作品集文件夹。而且捆绑作品集文件夹，以创建上传到服务器或侧传
到 iPad 的 .folio 文件。在新的工作流程中，每个作品集都是 Web 服务器上的一个工作区。作品集仍由文章组成，但可将文章复制到不同作品集，并
且不必再通过捆绑即可重新排列。单击“预览”按钮可预览个别文章或整个作品集。或者，登录 Adobe Content Viewer，然后下载所创建的作品集。可
使用“导入”功能根据现有的文件夹结构创建文章。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订阅者可登录 http://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处的 Web 客户端。仪表板包括指
向工具和服务的链接。

使用“分析”页跟踪客户数据。

使用 Folio Producer 可组织、编辑和出版作品集。Folio Producer 包括显示可用作品集的“管理器”页面和显示所选作品集中文章的“编辑器”页面。

使用 Viewer Builder 创建自定义应用程序。

使用“共享”选项可与其他 DPS 用户共享作品集。例如，出版商可与被指派为杂志撰写文章的设计者共享作品集。或者，广告代理商可与不同出
版商共享作品集以展示广告。共享工作流程代替了“侧传”工作流程。

Folio Overlays 面板已被重新设计。“360 查看器”叠加现在称为“图像序列”叠加。“Web 视图”叠加现在称为“Web 内
容”叠加。可重置对象，将其从叠加转换为普通对象。

“书库”现在称为“文章”。“平展”选项现在为“仅水平轻扫”。实施服务器现在称为 Distribution Service。

版本 11

版本 11 是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最后一个使用 Content Bundler 工作流程的预发行版本。

在 iPad 上，下载速度加倍。此外，查看器用户可在下载一个作品集时阅读另一个作品集。

提高了 Android 设备上 PNG 和 HTML 文章的效果。Android 查看器支持应用程序内 Web 视图。

Enterprise 客户可向导航条添加多达三个显示全屏 Web 视图的图标。

现在不必提供自定义权利服务器，即可设置 Apple (iOS) 订阅。

版本 10

如果捆绑时选择“PDF 导出”选项，则用户可使用开合手势在页面上进行放大。此时，在有交互式叠加的页面上不启用开合缩
放。

现在有 Adobe Content Viewer 供 Android 设备使用。无法将作品集侧传到此 Content Viewer。请改用实施服务器上传
和下载文件。尽管 Android 查看器与 iPad 查看器越来越接近，但尚不支持某些功能。不支持的功能包括拼合文章、内联视频、全景图叠加和以 PDF
格式导出作品集。HTML 文章和 Web 视图叠加可能在效果方面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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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的查看器

支持其他订阅方式

作品集再现

HTML 文章中的分页

查看器中提供 eCommerce 订阅服务

Desktop Viewer 增强功能

右边缘装订

查看器中的作品集更新

单向作品集中的双向视频

增强了数据分析

新增了 Folio Overlays 面板

Desktop AIR Viewer

“期刊”->“作品集”

无 ID 选项

查看器库中的网格视图

“顺序”选项

捆绑时锁定文章

查看器中的“注销”按钮

3G 下载

拼合文章

文件夹结构要求更松散

自动生成目录

PDF 图像格式

HTML 文章

指定 HTML 缩览图

改进查看器 UI

Adobe Content Viewer 语言界面可根据设备的区域设置而变化。此时，支持的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和日
语。

现在提供应用程序内订阅选项。对于自行设置权利服务器的出版商，Adobe 支持 Apple 的新订阅模式。

现在移动设备有多种尺寸。如果对 Android 设备使用相同的 1024x768 作品集，则将通过黑边对这些作品集进行信箱处理。如果要为特定
设备（如 1024x600）或长宽比 (16:9) 进行设计，则可创建相同作品集的不同再现。可通过使“杂志标题”和“作品集编号”设置相同但“尺寸导出”设置不
同而创建再现。查看器仅提供与设备尺寸最接近的再现。

HTML 文章现在可更雅致地分为多个页面。

版本 9

出版商现在可自行设置订阅模式，使客户可订阅杂志或通讯以及接收作品集的常规更新。客户可指定仍下载到
iPad 上的作品集范围，这对于新闻杂志尤其有用。

Content Viewer for Desktop 现在支持许多以前不支持的功能，如单向作品集和 Web 视图叠加。

Content Bundler 包含一个“装订”设置，通过此设置可以自右向左阅读亚洲语言的文章。如果选择“右边缘”，则第一个文章显示为最右侧的
文章，并且用户在文章中自右向左浏览。

如果在履行服务器上更新作品集，则库中现在将显示一条更新消息。点击“更新”按钮将下载新的或经过编辑的微型 .folio 文
件。

即使作品集为仅纵向，用户也可横向播放全屏视频。

使用分析数据跟踪使用情况时，可区分广告和文章。还将保留脱机查看器数据。

版本 7/8

InDesign CS5 中的 Folio Overlays 面板替换了 Interactive Overlay Creator 应用程序。此更改表示现在从 InDesign 内
部即可创建所有交互式叠加。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可创建叠加和更改叠加设置。

现在有基于 AIR 的查看器版本可供测试所创建的期刊（现在称为“作品集”）。Desktop Viewer 当前并不支持所有功能，因此请
将其仅用作基本测试工具。

“期刊”的新术语为“作品集”。

在旋转 iPad 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再需要在水平和垂直布局中使用相同的叠加 ID 即可保持连续。Bundler 使用源资源和设置确定相关的
叠加。

现在可在查看器库的网格视图中同时显示八个作品集。可在网格视图与单一视图之间进行切换。

Content Bundler 中含有一个新的“顺序”列，可使您不容易意外更改文章的顺序。输入希望文章在序列中显示的位置编号，随后文章将移
至该处。

Content Bundler 中含有一个新的“已锁定”列，通过它可防止捆绑时更新文章，这一点在只测试一篇或两篇文章中的更改时尤其有
用。

不再需要更改 Adobe ID 密码即可显示“登录”按钮。

现在可通过 3G 连接将作品集下载到 iPad。

版本 6

文章（以前称为“书库”）经过拼合后，其中的每页实质上都变为一个单独的文章，从而使用户可水平滚动以查看文章的各个页面。目录中仅
显示拼合文章的第一页，但在“浏览”模式下以浏览条缩览图的形式显示所有页面。无法拼合设置为平滑滚动的文章。

现在没有 OverlayResources 文件夹也可构建整个交互式期刊。在以前的版本中，叠加的源文件必须位于 OverlayResources
文件夹中，而导出的 SWF 文件必须位于从中放置这些文件的文档的 Links 文件夹中。

以前为必需的目录 PNG 文件现在为可选。如果文章文件夹中没有 PNG 文件，则 Content Bundler 将根据文章的第一页自动生成目录
图标。

除了 PNG 和 JPEG 之外，Bundler 还可输出 PDF 格式的页面图像。使用 PDF 图像格式可显著减小文件大小，并可为以后的版本提供
其他可能性，如开合缩放以及搜索和选择文本。

现在可使用 InDesign 文件或 HTML 文件创建期刊中的文章。使用 HTML 文件创建文章时，可对两个方向使用同一个 HTML 文件，也可
为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创建单独的 HTML 文件。

对于 InDesign 文章，查看器自动生成将在拖动浏览条时显示的缩览图。但是，生成 HTML 文章的缩览图需要更多时间，因此有时
会使缩览图的呈现效果不佳。要提高 HTML 文章中的缩览图效果，可让 Bundler 根据每个 HTML 文章的第一页生成缩览图图像，也可手动向 HTML
文章文件夹添加图像文件。

用户反映每篇文章右侧的滚动条太细，因此我们已将滚动条加宽。我们还改进了浏览模式下页面缩览图的外观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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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滚动框架透明

Bundler 更改

本机幻灯片放映和超链接

增强了本机幻灯片放映

指向特定页面的链接

简化了“navto”超链接

单向文章

Web 视图支持本地 HTML 文件

可滚动框架

“返回”按钮

Bundler 中输出 JPEG

改进了 Bundler 中的错误处理

Web 视图叠加

“自动开始”选项

新增了 360 查看器选项

navto 超链接

简化了本机幻灯片放映

Adobe Content Viewer

将期刊上传到履行服务器

在 Bundler 中管理期刊

“封面”选项

叠加文件夹结构更加灵活

本机 InDesign 交互性

内联影片

全景图

Sidecar.xml

现在可滚动内容框架在默认情况下是透明的。如果不想显示容器框架的内容，请向内容框架应用填充。

在 Content Bundler 中，查看器中从不会出现“期刊标题”元数据文本，因此已将此选项删除，“尺寸/类型设置”信息亦如此。此外，已
将“使用封面”选项更改为“包括封面”。

版本 5

创建交互式幻灯片放映和超链接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本机功能。可使用“对象状态”面板、“按钮”面板和“超链接”面板创建交互式
对象。可通过在“脚本标签”面板中键入相应的行来更改设置。（我们希望在下一个版本中加入这些设置的 UI。）

可创建跳至幻灯片放映中上一张/下一张幻灯片的导航按钮。如果在选择多状态对象后将“SS_swipeEnabled=yes”行添加到“脚
本标签”面板，则用户可通过轻扫，在幻灯片中的各个幻灯片间进行滚动。

现在可创建跳至文章中特定页面的超链接或按钮。

可使用目标文章的源文档名称（无论有无 .html 或 .indd 扩展名）指定 navtos 超链接。

可创建仅纵向或仅横向的期刊。期刊文件夹中请仅加入纵向或横向 InDesign 文档。即使旋转 iPad，期刊也将保持其方向。

创建 Web 视图叠加时，可从计算机中指定 HTML 文件。在前一版本中，只能通过指定 Web 上的 URL 创建 Web 视
图叠加。

可创建一个视图区域，用户从中可垂直或水平滚动内容。例如，用户可在配料列表中滚动。

查看器的导航条在“主页”与“目录”按钮之间含有一个“返回”按钮，用户通过该按钮可返回到从中进行跳转的页面。

Bundler 中的“导出选项”对话框中现在含有一个选项，用于指定以 PNG 还是 JPEG 格式导出内容。

Bundler 在捆绑过程中提供更好的反馈。

版本 4

可在指定的视图区域中嵌入实时网页。可确定用户能否与 Web 内容交互和更改其他设置。

使叠加在转到页面后自动（或在指定的延迟后）播放。360 查看器、音频、视频和 Web 视图叠加均有“自动开始”可用。

除了“自动开始”选项之外，360 查看器还加入了一些新选项，使您可控制播放和暂停、轻扫和循环图像。

现在创建从一篇文章转至另一篇文章的超链接容易了许多。在 InDesign 中创建本机按钮或超链接时，可指定“navto://<垂直 InDesign
文档名称>”形式的 URL（如“navto://WiFi_v”）以从纵向或横向跳至 WiFi 文章。

不再需要将多状态对象进行分组。现在只有更改设置时才需要“脚本标签”面板。

通过 Adobe Content Viewer 可向 Adobe 服务器上传内容和从其下载内容，并可从桌面侧传内容。（注意：侧传不再可
用。）

Adobe 创建了一个临时的服务器站点，通过它可上传和管理期刊。导出时，从“期刊”子菜单中选择“多个文件”，然后指定服
务器上传选项。将测试内容上传到 Adobe 服务器后，可将期刊下载到查看器。对于此版本，下载期刊的唯一方式为使用与上传该期刊的人相同的
Adobe ID 进行登录。

在 Bundler 中，可预览使您可查看和管理所上传期刊的界面。对于此版本，可添加、查看和删除上传到 Adobe 服务器的期
刊。

第一个文章的第一页现在可用作上传到服务器的期刊库中的期刊封面。

版本 2.5/3

缺陷修复；除了通过 App Store 提供 Adobe Content Viewer 以外没有新增功能。

版本 2

在前一版本中，每个文章文件夹都需要 _h 和 _v InDesign 文件以及综合这两个文件中资源的 Links 文件夹，并且整个期刊
只有一个 OverlayResources 文件夹。虽然该结构仍有效，但现在 _h 和 _v 文件可分别具有单独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都包含一个 Links 文件夹和一
个 OverlayResources 文件夹，这对包文件夹尤其有用。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
如果所使用的方法中 InDesign 文件和 Links 文件夹分别出现在单独的文件夹中，则还必须在每个文章文件夹中加入一个单独的 OverlayResources 文
件夹，而不是整个期刊只有一个 OverlayResources 文件夹。
无论使用哪种结构，InDesign 文件现在都可包括 _h 和 _v 后缀（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或 _l 和 _p 后缀（分别表示“横向”和“纵向”）。

现在无需 Overlay Creator，即可在期刊中加入 InDesign 文件中的超链接、按钮和多状态对象。可使用“脚本标签”面板更改这
些对象的默认设置。

现在可内联播放影片，而不仅是全屏播放。

Overlay Creator 中现在含有一个“全景图”选项。

可通过创建名为“Info.csv”的 CSV 文件，避免在每次使用 Bundler 时填充元数据。由于某些字符有无法正确显示的问题，因此用 XML 文
件代替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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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多个期刊

平滑滚动

现在可向查看器添加多个期刊。点击“主页”图标可返回到期刊库，而非返回到当前期刊的开头。可为库中的期刊创建预览图像。当前，只能
加载八个期刊。

您可以决定期刊中的每篇文章是连续滚动还是逐页滚动。

版本 1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工具的第一个版本提供基于 AIR 的 Content Bundler 以及 Interactive Overview Creator 这两个应用程序。第一个 Overlay
Creator 包括超链接、360 查看器、幻灯片、音频和视频叠加类型。Overlay Creator 是创建交互式对象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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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错误修复发行说明

转到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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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文列出了各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版本的当前已知问题和相关性最高的错误修复。有关新增功能的列表，请参阅此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有关已知 DPS 服务器问题和即将进行的计划维护的列表，请访问 http://status.adobedps.com。

v30 热修复

2014 年 4 月 28 日

当在非本地存储空间的 Android 设备上下载作品集时，传统的 Android 查看器将不会显示错误消息。(3732681)

2014 年 4 月 22 日

已解决大量推送通知瓶颈解决。(3743224)

2014 年 4 月 10 日

已解决使用传统/通知 API 发送推送通知的问题。(3735711)

2014 年 3 月 21 日

发送文本通知时，其中包括双字节字符将导致文本输入字段中允许消息的长度大于 256 字节。UI 对于剩余字节数显示负值，但仍可向 Apple 发送通
知，从而导致错误。通过此热修复，服务不再允许发送长度大于 256 字节的消息。文本消息超出允许的限制后，UI 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而您必须减
少双字节字符数才能继续。

2014 年 3 月 20 日

在某些情况下，安装 v30 工具后，用户无法使用未向其分配应用程序角色的 Adobe ID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在此热修复中解决了此问题。要避
免出现此登录问题，请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InDesign CC/CS6) 或 Folio Builder 面板 (InDesign CS5.5/CS5)。有关安装程序的链接，请参阅此文
章。

当前的已知问题和指南

登录/安装问题

如果在更新 DPS 工具时无法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请参阅无法安装，查找桌面 Adobe Content Viewer。
如果无法安装 DPS App Builder，则从“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删除该应用程序（如果有），清空垃圾桶，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然后单击“DPS
App Builder for the Mac”。
如果在 iPad 上用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登录 Adobe Content Viewer 时出现“身份验证失败”错误，或虽然有效，但无法在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中显示发布的作品集，则服务器可能有问题。请参阅排除 Adobe Content Viewer 故障技术说明的“身份验证失败”部分，或与 Adobe 代表联系。

有关使用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已知问题

有关原生 Android 查看器中支持的功能和限制的列表，请参阅为 Android 设备构建原生 DPS 应用程序。

有关社交共享/Web 查看器的已知问题

任何在 2 月 7 日后构建的应用程序中均禁用了 iOS 6 社交共享。在运行 iOS 6 的设备上禁用了整个社交共享菜单。iOS 7 设备上仍有社交共享菜
单可用。

在 Web 查看器中，如果平滑滚动文章的长度不是作品集高度的整数倍，那么，该平滑滚动文章在最后一页可能无法正常显示。例
如，1024x2000 文章的最后一页可能会被裁剪，而 1024x1536（2 倍高）或 1024x2304（3 倍高）应该显示正常。该问题在纵向方向尤为常
见。一种解决方法是将平滑滚动页面的高度变成作品集高度的整数倍。另一种解决方法是对平滑滚动文章使用 PNG 图像格式，而非 PDF 格式。
大于 70x70 的目录图像被裁剪，而非缩放。

其他已知问题

使用 Application Loader 提交 DPS 应用程序时，会出现错误消息“Warning: Version Mismatch”（警告：版本不匹配）。您可以忽略此警告并继
续提交您的应用程序，或编辑 iTunes Connect 中的版本号。此时，Apple 不会因为此问题拒绝应用程序。(3632944)
如果在 v29 或 v30 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则可在 Web 查看器和文章查看器中查看以免费形式发布的作品集中的文章，即使将这些文章设置
为“受保护”或“按量计费”也是如此。

v30.2 错误修复（201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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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修复

文章计量现在可显示一致的叠加开始报告和未包含这些项的页面 URL 点击数。(3726762)
现在可以准确跟踪嵌入到幻灯片中的按钮。(3737243)

传统的 Android 查看器

当在非本地存储空间的 Android 设备上下载作品集时，传统的 Android 查看器将不会显示错误消息。(3732681)

v30.1 错误修复（2014 年 4 月 7 日)

iOS 查看器修复

在具有直接权益的已更新应用程序中，已解决多个登录问题，包括登录按钮无法正常工作以及注销用户等问题。（3726004 和 3726005）
目前，在 iPhone 查看器的“Newsstand”视图中，iPhone5 大小作品集的封面保持长宽比 (16: 9)。(3732700)
在 HTMLResources.zip 中扫描数据描述符的查看器代码无法再正确确定是否发生错误。(3724085)
进行上翻 Web 视图 URL 时不再对扩展字符进行 URL 编码。(3728362)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修复

修复了一些不是自动播放的自动播放视频问题。

提高了关于取消下载的库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了直接权益的登录问题。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修复

如果发布者更改文章名称，则在用户尝试更新作品集时将显示 “Unable to Open folio”（无法打开作品集）错误消息。(3729074)
修复了直接权益的登录问题。(3726018)

v30 错误修复发行说明（2014 年 3 月）

创作修复

作品集中的叠加在其名称中如有换行字符，将导致叠加不完整和 Android 下载失败。已解决此问题。(3653600)

iOS 查看器修复

如果“作品集出版物名称”字段包含正斜杠“/”，则非报刊杂志查看器和 Adobe Content Viewer 在重新启动后不再丢失已下载的作品集。(3706229)
iOS7 中在 Web 内容叠加上轻扫不再激活它。(3719813)
如果用户下载了分章节作品集的一节，但该作品集未发布，然后用户查看该作品集并与其交互，则查看器崩溃。已解决此问题。(3712674)
当前在轻扫时可通过旋转和惯性重置图像顺序。(3711983)
在 iOS 7 中，如果幻灯片嵌套在可滚动框架中，则旋转设备后幻灯片按钮不再消失。(3710367)
点击有效的 navto 链接不再在某些情况下失败并且不起作用。(3704444)
以反方向重新启动设备后，不再丢失单向作品集的阅读方向 (3701061)
设备睡眠后或按主页按钮时，现在正确检索 Localstorage 值。(3696400)
放大 PDF 页面后轻扫图像序列时，图像序列现在行为正常。(3689978)
您离开页面时，已通过点击两下而重置的自动播放幻灯片不再重新开始播放。(3685543)
即便用户无权使用作品集，报刊杂志作品集封面现在也可通过后台推送通知正确地更新。(3684294)
可滚动框架中嵌套的图像序列叠加不会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自动播放。(3684291)
如果没有针对直接权益配置查看器，则作品集视图中不显示新作品集警报。已解决此问题。(3684290)
如果用户在自定义库中点击多个作品集进行购买，然后选择返回默认库，则查看器不再崩溃。(3678047)
在幻灯片上非常快速地轻扫有时会移至下一篇文章而非更改幻灯片。已解决此问题。(3673086)
在 iPhone 5 上，如果为应用程序配置了忘记密码 URL，但未配置创建帐户 URL，则“是否忘记了口令？”文本在“登录”框之外。此问题在 v30 应
用程序中已解决。(3671662)
如果在免费文章旁的受保护文章上快速轻扫，则可能会看到受保护文章没有购买窗格或未进行网状处理。已解决此问题。(3660132)
自定义 HTML 插槽和 Web 视图现在正确地延伸到查看器的 UI 后方。(3658854)
现在即使在目录资源的名称中发现空格，也可下载预览的作品集。(3658214)
在启用了轻扫的幻灯片或图像序列上进行放大时，现在垂直轻扫即可滚动页面。(3656725)
在水平的可滚动框架上轻扫，而此处在 InDesign 中剪切了图像，则不会再移动页面并出现抖动现象。(3653470)
当 PDF 文章中的页面处于方大状态时，现在点击两次 MSO 即可正确地进行放大和缩小。(3652078)
脱机模式下不再禁用使用情况跟踪退出窗口。(3650422)
如果多次更新作品集，则库中的标题不再显示“库警报”。(3649220)
在垂直的可滚动框架上轻扫以转到下一页后，下一页不再短暂显示即跳回原有页面。(364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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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Web 内容时，应用程序内浏览器的表现更可靠。(3610048)
如果设备重新启动、未解锁并且通过报刊杂志推送唤醒应用程序，则现在可验证 iTunes 订户收据。(3595346)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修复

修复了以下问题：在打开包含出版日期或封面日期未指定的作品集的库时，Window 应用商店查看器崩溃。(3714037)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正确存档含有视频叠加的作品集。因此，用户无法正确地重新下载作品集。(3707309)

基于 Web 的 DPS App Builder 修复

修复一个问题，以改进在构建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时为 Professional 客户配置分析的方式。

v30 的最佳实践和常见错误

输入作品集和文章的元数据时，请使用基本字符，如 A-Z、0-9 以及短划线和下划线。请勿使用正斜杠、符号和扩展的 ASCII 字符。
如果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不显示“免费”选项，则务必执行以下两项操作：(1) 将作品集的查看器版本编辑为 v26 或更高版本以及 (2) 更新该
作品集中的文章。（更新作品集的查看器版本时，文章将保持其以前的查看器版本直至其更新。）

尽管 Android 现在支持 PDF，但 Android 不支持在 HTMLResources.zip 文件中链接到 PDF 文件。
请勿假设所有 PDF 文章在 Android 查看器上的行为都与 iOS 查看器上相同。尤其是 Web 内容叠加可能会经历不同的行为。Android 仍不支持全
景图、内联视频和其他许多功能。

为含有权利的订阅应用程序创建 HTML 横幅时，横幅横跨整页。可能需要相应地调整 HTML。
如果指定权利横幅，则仍必须在 DPS App Builder 中提供订阅拼贴资源，即使不显示拼贴也是如此。（我们曾尝试解决此问题，但我们后来发现
的错误导致我们恢复为以前的行为。）对于订阅拼贴可使用空的“伪”图像。
Amazon 最近更改了 YouTube 视频的嵌入格式。编辑 YouTube 嵌入代码以加入“scr=http://www.youtube.com”而非“src=//www.youtube.com”。
然后，将叠加设置为自动播放，并在叠加前面添加一个海报图像。

早期版本的错误修复

有关以前的发行说明和错误修复的列表，请参阅 DPS 发行说明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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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是一种出版物，如每月一期的杂志或单期刊查看器应用程序的内容。一个作品集由一篇或多篇文章（有时称为“书库”）组成。使用 5 或更高版本
为文章创建源文档。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创建作品集和文章。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向文档中添加交互式对象。

相关文章

要执行的任务： 转到：

作出设计决策 设计数字出版物

使用 InDesign 创建文章的源文档 创建源文档

添加交互式叠加 Interactivity

创建作品集和文章 作品集和文章

预览内容 预览作品集和文章

与他人共享作品集 共享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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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nDesign CS6，您可以在同一个 InDesign 文档中包括水平和垂直布局。对于 InDesign CS5/CS5.5，水平和垂直版面必须位于单独的 InDesign
文档中。不能在作品集中混用和匹配多种方向；整个作品集的方向必须是双向、纵向或横向中的一种。

双向文章有两种版面 - 垂直或水平。用户旋转移动设备时会显示另一个页面方向。单向作品集只有一个方向。例如，如果仅使用垂直 InDesign 文件创
建文章，则即使用户旋转移动设备，该方向也保持不变。但是，如果作品集是仅纵向作品集，则仍可横向播放全屏视频。

 
iPad 上的水平和垂直布局

每个文档都可以有多个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有所不同的页面和资源。

数字出版应用程序的设计决策

Bob Bringhurst 提供更多有关数字出版设计决
策的详细示例。... 阅读更多

http://goo.gl/IfafR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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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源 InDesign 文档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InDesign 文档创建指南
创建源 InDesign 文档（InDesign CS5 和 CS5.5）
创建源 InDesign 文档（InDesign CS6 和 CC）

如果数字杂志文章以现有印刷版文章为基础，则创建新文档通常是最简单的方法。要改变文档的用途，可在“文档设置”对话框中更改设置。指定页面大
小（如 1024 x 768，适用于 iPad SD）和方向（纵向或横向)。对于用户可在其中水平或垂直查看内容的双向作品集，您可以为每篇文章创建两个单独
的文档：一个纵向文档，一个横向文档。如果正在使用 InDesign CS6，则还可以在同一文档内创建替代版面。

不要在源文档中使用对开页 - 每个跨页只使用一个页面。

InDesign 文档创建指南

关闭对开页。请勿使用页面工具更改页面大小，除非页面是平滑滚动的。

创建设计时，请牢记，6 像素宽的滚动条会裁掉文章版面的右边缘。请考虑在主页上添加参考线或对象以标出该区域。
设计版面时，可能要考虑在用户点击背景时显示的导航栏。顶部导航栏是系统状态栏的 20 或 40 像素（SD 或 HD）外加顶部导航栏的 44 或 88
像素。底部导航栏为 44 或 88 像素。Enterprise 应用程序可显示一个额外的导航栏，其中具有自定义导航图标。这个额外的导航栏为 56 或 112
像素。

要避免作品集文件过大，请对图像序列、平移和缩放图像及全景图等交互式资源使用大小合适的 JPEG 和 PNG 文件。对于非交互式图像或幻灯
片图像，可使用任意格式，其中包括 PSD、TIFF、AI、PDF 和 JPEG。创建文章或版面时，将压缩每个页面上的非交互式对象，并将这些对象
转换为单个 PNG、JPEG 或 PDF 背景图像文件。类似地，幻灯片和按钮图像会被压缩成 PNG 文件。

创建要在交互式叠加中使用的图像时，请使用 Photoshop 中的“保存为 Web 和设备所用格式”选项以获得最佳效果。

如果将 PDF 文件放入 InDesign 文档中，请使用非拼合 PDF 1.4 或更高版本以避免产生多余的白线。
要获得最佳的颜色保真度，请使用 RGB 彩色图像代替 CMYK 或 LAB。
对于非交互式内容，可以使用任何图像类型。非交互式内容被重新采样，成为具有与作品集大小相同尺寸的图像。有关创建交互式内容的指南，

请参阅创建叠加的最佳做法。

用于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iPad 版面模板

使用样式和图层

创建源 InDesign 文档（InDesign CS5 和 CS5.5）
v32 版本（2014 年 9 月发行）不再支持 InDesign CS5 和 InDesign CS5.5。因此，您无法创建或编辑作品集或文章或将 DPS 内容上传到

Folio Producer。要求具备 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

Keith Gilbert 创建了一个适用于 InDesign
CS5 的 1024x768 模板。这些模板中含有参
考线，可在 iPad 上提供一个不会出现滚动条
和菜单的安全区域... 阅读更多

http://goo.gl/yKAUD

作者：Keith Gilbert 
http://www.gilbertconsulti...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Colin Fleming 介绍如何通过样式使出版物中
的设计风格保持一致，以及如何通过图层帮助

避免在 DPS 中产生误解。... 阅读更多

http://bit.ly/mTj72N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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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InDesign CS5 或 InDesign CS5.5 中，选择“文件”>“新建”>“文档”。

2. （可选）对于“用途”，选择“Web”。

选择“Web”可使版面更易于在移动设备中工作。如果创建文档时已将“用途”设置为“打印”，则无法将“用途”改为“Web”。不过，可手动更改设置。

3. 对于“页面大小”，请指定设备阅读器的尺寸。

标清 iPad 型号使用 1024 x 768 像素。高清 iPad 使用 2048 x 1536。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创建 1024x768 文档并使用 PDF 图像格式，以便内
容在所有 ipad 上均显示完美。

移动设备上会裁切页面右侧 6 个像素的区域。对于 SD iPad，实际的设计区域为 1018 x 768（或 762 x 1024）像素。

对于 Android 设备，Android 查看器中的内容将按需放大或缩小并上下加黑边以适合显示区域。请参阅创建适用于多种设备的文档。

如果要实现平滑滚动，可指定自定义的页面大小（如 1024x3000）。请参阅平滑滚动文章。

4. 对于“方向”，请选择“纵向”或“横向”。

 
创建适用于设备阅读器的文档 
A. 将“用途”设置为“Web” B. 指定“页面大小” C. 选择“纵向”或“横向” 

5. 对于双向文章，请按相同过程再创建一个文档。

当保存文件时，如果要导入文章，请在文件名中包括 _v 和 _h 后缀。例如，对垂直（纵向）文档添加 _v 后缀，如 article_v.indd。

6. 设计您的文档。

数字出版工作流程并不支持所有 InDesign 交互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的交互功能。

创建源 InDesign 文档（InDesign CS6 和 CC）

InDesign CS6 和 CC 包括多项新功能，可简化 DPS 工作流程。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链接。请注意以下问题：

使用 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创建或编辑的作品集与 v20 之前的任何查看器版本均不兼容。

如果您创建替代版面，则可以仅通过“添加文章”功能（不通过“导入文章”）来根据这些版面创建文章。如果非常依赖导入多个文件，则坚持对每个
版面使用不同的文档，直到“导入文章”功能支持替代版面为止。

要在 InDesign CS6 或 CC 中创建源文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InDesign CS6 中，选择“文件”>“新建”>“文档”。

2. 对于“方法”，选择“数字出版”。

3. 对于“页面大小”，指定目标设备，如 iPad。如有必要，更改宽度和高度的值。

标清 iPad 型号使用 1024 x 768 像素。高清 iPad 使用 2048 x 1536。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创建 1024x768 文档并使用 PDF 图像格式，以便内
容在所有 ipad 上均显示完美。

移动设备上会裁切页面右侧 6 个像素的区域。对于 SD iPad 型号，实际的设计区域为 1018 x 768（或 762 x 1024）像素。

对于 Android 设备，Android 查看器中的内容将按需放大或缩小并上下加黑边以适合显示区域。请参阅创建适用于多种设备的文档。

如果要实现平滑滚动，可指定自定义的页面大小（如 1024 x 3000）。请参阅平滑滚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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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方向”，请选择“纵向”或“横向”。

 
创建适用于设备阅读器的文档 
A. 将“方法”设置为“数码发布” B. 指定“页面大小” C. 选择“纵向”或“横向”方向 

5. 在您创建替代布局时，如果您希望文本重排，请让主文本框架保持选定状态。如果您的文章没有主要文章线程，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6. 设计您的文档。

数字出版工作流程并不支持所有 InDesign 交互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的交互功能。

7. 对于双向文章，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创建有不同方向的第二个文档。当保存文件时，如果要导入文章，请在文件名中包括 _v 和 _h 后缀。例如，对垂直（纵向）文档添加 _v 后
缀，如 article_v.indd。

创建替代版面。

替代版面视频

流体版面规则简介视频

流体版面基本规则使用视频

如何在 InDesign CS6 中使用基于对象的流体
页规则。...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CHLvid60107_id_en

作者：Anne-Marie
Concepcion，Lynda.com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了解 InDesign CS6 中的流体页布局规则的基
本概念。...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CHLvid60114_id_en

作者：Anne-Marie
Concepcion，Lynda.com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如何在 InDesign CS6 中使用缩放、重新居中
和基于主页流体页规则。...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CHLvid60115_id_en

作者：Adobe 视频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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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指南的流体版面规则视频

基于对象的流体版面规则视频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如何在 InDesign CS6 中使用基于指南的流体
页规则。...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CHLvid60116_id_en

作者：Anne-Marie
Concepcion，Lynda.com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如何在 InDesign CS6 中使用基于对象的流体
页规则。...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go/CHLvid60117_id_cn

作者：Anne-Marie
Concepcion，Lynda.com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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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个设备创建文档

您可以为平台创建作品集和自定义查看器，以应对多个设备大小。例如，Android 平台涵盖了许多不同尺寸（包括 1024x600、1280x800 和
1920x1200）的设备。iOS (Apple) 平台包括适用于 iPad 的 1024x768 和 2048x1536 型号以及适用于 iPhone 的 480x320、960x640 和 1136x640 型
号。

Android 和 iOS 查看器对显示作品集有不同要求。您创建的任何作品集大小都可以显示在 Android 查看器中。文章根据需要进行缩放和信箱处理。但
在 iPad 上，查看器仅显示具有 4:3 长宽比的作品集。iPhone 查看器仅显示长宽比为 3:2 或 16:9 (1136x640) 的作品集。

单作品集方法（建议）

尽管是再现是一个选项，您可以为每个平台创建单个作品集并允许对内容进行缩放。对于 ipad，您可以创建单个适用于 SD 和 HD iPad 的 1024x768
作品集。同样，您还可以创建适用于 SD 和 HD iPhone 的单个 480x360 作品集。请参阅创建多个再现文章。

对于 Android 查看器，您可以创建单个作品集，例如适用于 iPad 的 1024x768 作品集，或更完美适用于 Android 再现的 1280x800 作品集。在
Android 设备上对该作品集进行放大或缩小。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多个 Android 设备上测试该作品集。用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另一个选项是为
手机创建一个作品集，而为平板电脑创建另一个作品集，然后在生成应用程序时，选择较小的作品集仅在手机上显示，而选择较大的作品集仅在平板

电脑上显示。请参阅为原生 Android 查看器设置再现。

对于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建议创建单个 1024x768 或 1280x800 作品集。根据需要缩放内容和上下加黑边。

再现

为不同设备设计的同一作品集的多个版本称为再现。如果您创建多个作品集再现，查看器将仅呈现与设备尺寸最匹配的再现。

在 Android 设备上，如果查看器显示的内容与设备的长宽比不匹配，则查看器将按比例缩放作品集。查看器会根据需要添加信箱（上下黑边）或邮筒
（左右黑边）。

再现十分有用，原因有以下几点：

可用于在 iPhone 中创建上下未加黑边的内容。例如，您可以创建适用于四分之三 iPhone 设备的 480x320 再现和可填满 iPhone 5 及更高版本设
备显示区域的 1136x640 再现。
可仅用于创建 Web 查看器作品集。请参阅自定义 Web 查看器。
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Android 设备创建单独的作品集。
为 iPad 创建单独的 SD 和 HD 作品集（1024x768 和 2048x1536）。如果您要使用 PNG 或 JPG 文章格式而不使用 PDF，则此选项十分有用。

请参阅创建作品集再现。

 
作品集再现 
A. 1024x768 作品集 B. 1024x600 作品集 C. 在 1024x600 设备上经过上下加黑边处理的 1024x768 作品集 

适用于多个再现的设计准则

如果要将同一文档用于不同的设备，请注意以下准则：

iPad 查看器仅显示长宽比为 4:3（如 1024x768）的作品集。iPhone 查看器仅显示长宽比为 3:2 的作品集（如 480x320 和 960x640）以及
1136x640 (iPhone 5) 作品集。

在 Android 设备上，查看器能够以高达 300% 的幅度进行缩放以使内容适合设备尺寸。可能会进行字母大小调整。

向作品集添加文章时，文档的“页面大小”设置中的长宽比必须与作品集的“大小”设置相匹配（除非您选择“平滑滚动”选项）。例如，可向
2048x1536 作品集添加 1024x768 InDesign 文档，因为长宽比为 4:3。但是，您无法将 1024x768 文档添加到 1280x800 作品集中。

在针对 Android 设备进行设计时请注意，系统导航栏会减小显示区域。例如，Xoom 和 Galaxy 10 的导航栏为 48 像素，而 Nexus 7 的导航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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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5 像素。例如，导航栏使 Xoom 上的版面的实际大小为横向 1280x752 和纵向 800x1232。建议您允许进行某种程度的缩放和字母调整，而
不是尝试创建对这些不同尺寸加以补偿的作品集再现。

导出的作品集中不显示隐藏图层上的对象。可为不同的移动设备分别创建单独的图层，并可添加打开该图层后才显示的对象。从文档创建文章之

前，显示和隐藏相应的图层，并根据需要更改页面大小。

如果您启用社交共享功能来显示 Web 查看器中的内容，则可以创建仅在 Web 查看器浏览器中显示的特殊再现。请参阅创建仅用于 Web 查看器
的再现。

我们建议您针对不同的 iOS 和 Android 平台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 ID，以便针对不同的 iOS 和 Android 设备使用不同的内容（如果需要）。并不
是 iOS 支持的所有功能也在 Android 中受支持，如下一节所述。

其他平台不支持的功能

某些在 iPad 上可用的功能在 Android Viewer 和其他设备上不受支持。例如，Android 平台不支持全景图和嵌入（非全屏）视频。对于 HTML 内容，
检查以确保它在平台的浏览器和 DPS 作品集中正常工作。请参阅 iOS 与 Android 查看器的区别以及 DPS 支持的功能列表。

构建应用程序

有关制作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DPS 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构建适用于 Android 系统的原生 DPS 应用程序。

有关制作适用于 Windows 应用商店的 DPS 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构建适用于 Windows 应用商店的 DPS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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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用于 DPS 的 HTML 文章

注意:

可向作品集导入基于 HTML 的文章，以使其可在查看器中显示为文章。HTML 文章的一个优点是文件大小相比之下要小得多，更适合周刊出版物和结
构简单、文字量大的文章。HTML 文章也可以包括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不可用的交互性。

有关使用 Adobe Edge 为 DPS 创建 HTML 的信息，请参阅 Raghu Thricovil 的文章 使用 Adobe Edge 以 HTML 动画增强 DPS 作品集（英文）。

1. 创建包含 HTML 文件的文件夹。

确保在文件夹中仅包括您正在使用的资源。文件夹中的所有资源都将上传，即使是未使用的资源。

2. 如果要将 HTML 文章导入单向文件夹，请将 _h 或 _v 后缀添加到 .html 文件（如 index_h.html）中。

如果您不添加后缀，文章将作为双向文章导入。如果您试图预览或发布单向作品集，则会出现错误消息。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打开其中将包括 HTML 文章的作品集。

4.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的文章视图中，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导入文章”。

5. 选择“导入一篇文章”，单击“位置”文件夹图标 ，然后指定 HTML 文件夹。

6. 指定其他设置（如平滑滚动），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编辑 HTML 文件，请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 HTML 文章，然后选择“更新”。

如果要编辑在 v20 之前创建的作品集，请打开“作品集属性”对话框并指定“查看器版本”设置。如果选择了 Unspecified（不指定），则此时无法
导入 HTML 文章。

HTML 文章要求

可以只创建一个同时适用于纵向和横向的 HTML 文件，也可以为两个方向分别创建单独的 HTML 文件。要对纵向和横向分别使用单独的 HTML
文件，请向 HTML 文件名的末尾添加 _v 和 _h 后缀，如“index_h.html”。如果要创建单向作品集，则只需要一个 HTML 文件。对单向作品集中的
HTML 文件加入 _h 或 _v 后缀。

目前不完全支持动态 HTML (DHTML) 文件。

对于文件结构，一种方法是将与 HTML 文件关联的所有图形和脚本分别放入单独的文章文件夹中。另一种方法是将与整个作品集关联的图形和脚
本放入一个 HTMLResources.zip 文件中。您将 HTMLResources.zip 导入 Folio Builder 面板的作品集中或 Web 上的 Folio Producer 中。请参
阅导入 HTMLResources 文件夹。

HTMLResources 文件夹的示例

确保在 HTML 代码中使用相对路径。如果要链接到与 HTML 文件同级的图像，请使用此方法：

<img src="GlobalImage.jpg"/>

如果要链接到 HTMLResources 文件夹中的图像，请使用此方法：

<img src="../HTMLResources/GlobalImage.jpg"/>

有关创建指向和源自 HTML 文章的超链接的信息，请参阅创建 HTML 文章的 navto 超链。

创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 HTML 文章

有关创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 HTML 文章的指导和要求，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 HTML 文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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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视频行为

增强的视频行为

JavaScript

流视频

HTML5 资源

有关使用 HTML5 创建文章的信息，请参阅 Johannes Henseler 的文章 单文件 HTML5 框架（英文）。

有关使用 CreateJS 创建使用 Flash Pro 的 HTML5 的信息，请参阅 CreateJS 的工具箱（英文）。

有关 iPad 上的 HTML 文章和 Web 视图叠加中提供哪些字体的信息，请参阅 www.michaelcritz.com/2010/04/02/fonts-for-ipad-iphone/。

Rufus Deuchler 录制了一段视频教程，其中介绍使用 Adobe Muse 创建用于数字出版物的 HTML 内容。

创建 HTML 文章的浏览条缩览图

对于 InDesign 文章，查看器自动生成将在拖动浏览条时显示的缩览图。但是，生成 HTML 文章的缩览图需要更多时间，因此有时会使缩览图的呈现
效果不佳。要提高 HTML 文章中的缩览图性能，可手动将图像文件添加到 HTML 文章文件夹。

创建名为“scrubberthumbnail_h.png”和“scrubberthumbnail_v.png”的 png 文件（也可使用 _l 和 _p 后缀）。将这些文件添加到 HTML 文章文件夹。这
些图像没有大小限制，但请注意，这些图像是以 166 像素的高度按比例缩小而得。作为参考，生成缩览图后，横向缩览图为 221 x 166 像素，纵向缩
览图为 125 x 166 像素。

允许 HTML 文章中的视频表现得像全屏视频叠加一样

当您创建具有视频链接的单向 HTML 文章时，旋转设备可能会导致播放的视频也旋转。此外，当视频完成播放后，便可以忽略播放视频的应用程序内
浏览器。要启用此行为，请在 HTML 视频链接中使用“videofile://”前缀。

有关视频行为的示例，请参阅免费 DPS Tips 应用程序的 Effects 问题。

对于此示例，视频在应用程序内置的浏览器中播放，并且不在单向作品集中旋转。<a href="Links/video.mp4">播放视频</a>

或者 <a href="../HTMLResources/videos/video.mp4">播放视频</a>

对于此示例，视频在单向作品集中适当旋转，并且在视频放完时返回到文章。<a href="videfile://Links/video.mp4">播放

视频</a>

或者 <a href="videofile://../HTMLResources/videos/video.mp4">播放视频</a>

还可以使用窗口对象上的 playFullscreenVideo 功能，通过 JavaScript 触发此行为。<a
onclick="window.playFullscreenVideo('Links/video.mp4');">播放视频</a>

或者 <a onclick="window.playFullscreenVideo('../HTMLResources/videos/video.mp4');">播放视频</a>

此示例播放流视频。<a href="videohttp://www.mysite.com/video.mp4">播放视频</a>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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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DF 图像格式创建仅 1024x768 作品集（建议）

创建 1024x768 和 2048x1536 再现

仅创建 2048x1536 作品集

Retina 显示屏 iPad HD 的像素尺寸为 2048x1536，而 iPad SD 型号的尺寸为 1024x768。要创建同时面向 SD 和 HD 设备的作品集，可采用以下方
法：

可以使用多再现 PDF 文章来创建在所有 iPad 型号上表现良好的单个 1024x768 作品集。 例如，
可以创建其中的内容采用矢量格式导出的幻灯片和可滚动框架。 可在同一作品集中同时加入 SD 和 HD 资源，这对于平移和缩放图像叠加尤为重要。
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OS 设备的多再现 PDF 文章。此方法对于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尤为有用，后者不支持再现。

创建作品集再现后，iPad SD 型号仅显示 1024x1536 再现，而 iPad HD 仅显示 2048x1536 再现。可使用同一
组源文件（建议）或两组不同的源文件创建再现。有关其他指导，请参阅下方所链接的 Bob Bringhurst 和 Colin Fleming 撰写的文章。

建议不要使用此方法。在多期查看器中，只能在 HD iPad 上显示 2048x1536 作品集。在单期查看器中，内容明显栅格
化，可能发生性能问题。

创建再现时的重要注意事项：

如有可能，请避免单独发布再现。假定发布 1024×768 作品集，一周后发布该作品集的 2048×1536 再现。如果您的 iPad 3 客户在较大再现可用
之前打开库，则只有较小再现仍然可用。这些客户获得较大再现的唯一方式是删除再重新安装查看器应用程序。（计划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修复

此限制。）

如果有报刊杂志应用程序，则直到所有再现均已发布并可用后，再触发推送通知。

有关创建适用于 iPad 3 的作品集的准则

在新的 iPad 平板电脑上发布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Bob Bringhurst 讨论了针对多种 iPad 型号进
行设计的各种方式。... 阅读更多

http://adobe.ly/zSXgyg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Colin Fleming 介绍了有关使用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发布到全新 Retina 显示屏
iPad 的最佳实践。... 阅读更多

http://blogs.adobe.com/digitalpublishing/file...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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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用于 iPhone 的 DPS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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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480x320、960x640 和 1136x640 再现

仅创建一个作品集

DPS 支持 iPhone 3GS、4 和 4S 型号以及 iPod Touch （第 4 代及后继型号）。iPhone 3G 不支持。iPhone 3GS 具有 480x320 像素尺寸。iPhone
4 和 4S 的尺寸为 960x640 像素。iPhone 5 的尺寸为 1136x640 像素。

可以创建既适用于 iPhone 又适用于 iPad 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无法创建适用于 iPhone 的单期查看器应用程序或仅限 iPhone 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您为 iPad 创建的作品集不显示在 iPhone 查看器中。iPhone 查看器仅显示长宽比为 3:2（如 960x640）的作品集，对于 iPhone 5 还可显示
1136x640 作品集。为获得最佳效果，创建作品集再现。如果适当地设置再现，并创建支持 iPhone 和 iPad 的自定义查看器，您可以确保您的客户能
够在任何 iOS 设备上都获得同样的期刊。请参阅创建作品集再现。

iPhone 尚不支持书签。Enterprise 客户可以为导航条创建多达三个自定义图标。

要创建以 iPhone 为目标的作品集，有以下几种方法可选：

创建作品集再现时，iPhone 3GS 仅显示较小的再现，而 iPhone 4/4S 型号仅显示较大的再现。可使用
同一组源文件创建 480x320 和 960x640 再现。需要单独创建用于 1136x640 iPhone 5 再现的版面。此外，创建适用于 iPad 的 1024x768 和
2048x1536 再现。

可仅创建一个 480x320 作品集，其中含有多篇在所有支持的 iPhone 型号上均显示良好的 PDF 文章，但 1136x640 内容上下将有
黑边。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OS 设备的多再现 PDF 文章。如果仅创建 960x640 作品集，则 iPhone 3GS 的库中不显示该作品集。如果仅创建
1136x640 作品集，则仅在 iPhone 5 上显示该作品集。

重要注意事项：

要避免问题，请将再现同时发布。假定发布 480x320 作品集，一周后发布该作品集的 960x640 再现。如果您的 iPhone 4S 客户在较大再现可用
之前打开库，则只有较小再现仍然可用。这些客户只有删除再重新安装查看器应用程序才能获得较大的再现。

如果有报刊杂志应用程序，则直到所有再现均已发布并可用后，再触发推送通知。

在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或更新查看器时，创建支持 iPhone 大小的其他图标、初始屏幕和其他图像。

针对 iPhone 的 DPS InDesign 创作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Colin Fleming 介绍了有关使用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发布到 iPhone 和 iPod
Touch 的最佳实践。...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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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PS 中使用 HTML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指向网站的链接

Web 内容叠加

HTML 文章

下面是三种通过 DPS 工具利用 HTML 的主要方式：

使用超链接或按钮显示网站。可在外部移动浏览器中或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显示网站，其中用户在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单击“关闭”按
钮可返回到作品集。请参阅超链接叠加。

创建 Web 内容叠加，该叠加可在一个视图区域内显示网站或本地 HTML 文件。请参阅Web 内容叠加。

除了用 InDesign 文档创建文章，还可创建一个含有 HTML 资源的文件夹，然后将其导入为文章。请参阅导入 HTML 文章。

可使用 HTMLResources 文件夹在多篇 HTML 文章或多个 Web 内容叠加之间共享相同资源（如 CSS、JavaScript 或图像文件）。请参阅导入
HTML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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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滚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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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滚动

纵向布局/横向布局 (InDesign CS6)

纵向/横向 (InDesign CS5/CS5.5)

可对个别文章开启“平滑滚动”选项。平滑滚动（请勿与可滚动框架混淆）对目录等单页长版面很有用。如果开启了平滑滚动，则要相应地创建设计。例
如，对于 iPad，可创建 1024x2000 和 768x2000 的横向和纵向文档。

具有多个页面的文档无法用于平滑滚动文章。如果使用 PDF 图像格式创建平滑滚动文章，则不启用开合缩放。

在 InDesign 中，使用“新建文档”或“文档设置”对话框指定页面大小。

 
逐页滚动和平滑滚动 
A. 水平逐页滚动 B. 水平平滑滚动 C. 垂直逐页滚动 D. 垂直平滑滚动 

要创建平滑滚动文章，请执行以下某项操作：

1. 以适当的尺寸创建单页文档，如 1024x2000（对于横向文档）或 768x2000（对于纵向文档）。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的文章视图中，单击“添加”以创建一篇文章。

3. 在“新建文章”对话框中，指定以下选项：

如果文章将仅包含具有平滑滚动的横向版面，则选择“水平优先”。对于水平优先作品集中的文章，或对于其中横向版本为“平滑滚动”而
纵向版本为“关（对齐到页面）”的文章，此选项很有用。对于其中两个版面均为平滑滚动的双向作品集，请选择“双向”。

指定要用于文章的布局 - 在创建替代布局时特别有用。如果您的纵向和横向版面位于不同的文档中，请为
一个选项选择适当的版面，为另一个选项选择“无”。然后，打开另一个文档并将其添加为第二个版面。

指定文档的方向。例如，对于 768x2000 文档，请选择“纵向”。对于 1024x2000 文档，请选择“横向”。

4. 单击“确定”。

5. 在双向作品集中，向文章添加第二个版面。

其他信息

也可通过导入方式创建平滑滚动文章。创建 _h 和 _v 源文件，然后使用“导入文章”选项。请参阅导入 InDesign 文章。

此时平滑滚动仅在垂直方向起作用。要水平滚动文章，可创建可滚动框架。请参阅可滚动框架叠加。

要调整平滑滚动页的大小，请使用页面工具选择页面，然后调整页面的高度。

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scrollable-frame-overlays.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e-articles-layouts.html#import_indesign_articl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e-articles-layouts.html#import_indesign_articl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e-articles-layouts.html#import_indesign_articl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scrollable-frame-overlays.html#scrollable_frame_overlays


水平轻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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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一篇或多篇文章仅水平移动，请在“文章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仅水平轻扫”选项。此后，用户在导航“拼合文章”时用左右轻扫代替上下轻扫。

 
拼合文章 
A. 非拼合文章 B. 拼合文章 

目录中仅显示拼合文章的第一页，但在“浏览”模式下显示所有页。无法拼合设置为“平滑滚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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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再现文章

对幻灯片放映和可滚动框架使用矢量格式

对 SD 和 HD 设备使用不同的交互式资源

注意:

出版商对于既包括 SD（标准清晰度）型号又包括 HD（高清晰度）型号的 iPad 和 iPhone 遇到一个难题。一种处理方法是仅创建一个作品集，同时适
用于 SD 和 HD 型号。但是，如果不创建多再现文章，某些内容在 HD 设备上将出现马赛克现象，而某些叠加则表现异常。另一种方法是创建适用于
SD 和 HD 型号的不同再现。 但是，某些出版商有些难以维护多个再现，而单期应用程序不支持多作品集再现。

在 v23 查看器版本和更高版本中，可仅创建一个 1024x768 作品集，其中含有在 SD 和 HD iPad 型号上均显示和运行良好的 PDF 文章。在创建 PDF
图像格式的文章时，PDF 图像现在的分辨率高于旧版（高达 108 ppi 取代 72 ppi）。虽然多再现文章在 iPhone 5 上显示良好，但内容上下有黑边。为
获得最佳的效果，请单独创建 1136x640 再现。

注意: 如果要对某副图像使用高于 108 ppi 的分辨率，则可以使其成为高分辨率覆盖，如仅带一个图像文件的图像序列。

此外，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以创建多再现 PDF 文章：

当您选择幻灯片放映和可滚动框架对象时，Folio Overlays 面板显示“Export Format in PDF Articles”（PDF
文章中的导出格式）以便您选择“Raster”（栅格）或“Vector”（矢量）。 如果您选择“矢量”，内容（特别是文本）在幻灯片和可滚动框架中在 HD 设备
上看起来更清爽。 但是，与栅格内容相比，矢量内容花更长时间加载。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对以文本为重的内容使用“Raster”（栅格）选项，对以图
像为重的内容使用“Vector”（矢量）选项。
确保您的作品集查看器版本是 v23 或更高版本。否则，此选项没有效果。
但按钮还没有矢量选项，这一点比较遗憾。按钮取样缩小到 72 ppi（而非 108），使按钮文本在某些情况下出现马赛克现象。工作区是创建按钮图
像，并将不可见的按钮放在该图像上。

 
对幻灯片放映使用矢量格式

对于全景图、图像序列、视频，平移和缩放图像以及音频控制器外观，您可以包括两个不同的资源集。为

此，请在包含 SD 资源的文件夹中创建名为“HD”的子文件。 在 HD 文件夹中，使用与 SD 资源同名的高分辨率图像。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链接
到包含 SD 资源的文件夹。 在 SD iPad 上的查看器显示一个资源集，HD iPad 查看器显示 HD 文件夹的资源。

用于平移和缩放、图像序列以及音频外观的 HD 资源必须是 SD 资源大小的两倍。例如，如果图像序列包括 300x200 SD 图像，则 HD 源文件
必须是 600x400。

 
要对 HD 和 SD iPad 型号使用不同的全景资源，请创建一个包含与低分辨率图像同名的高分辨率图像的 HD 文件夹。

对于视频以及平移和缩放图像，可以创建包括多个高分辨率文件的单个 HD 文件夹。 例如，如果 Links 文件夹包括 polarbear.jpg 和 video01.mp4，则
可以使用 polarbear.jpg 和 video01.mp4 文件的高分辨率版本在 Links 文件夹中创建 HD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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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注意，加入两组资源作为叠加类型将增大作品集大小。

建议专门为平移和缩放图像创建两组不同的资源。通常不必为其他叠加类型创建单独的 SD 和 HD 版本。例如，一些出版商为介于 SD 和 HD 分辨率
之间的图像序列叠加创建源文件，如具有 108 有效 ppi 的图像。 如果高分辨率视频在 SD iPad 上播放，则无需创建其他低分辨率视频。

生成多再现文章

使栅格幻灯片中的文字保持清晰

相关文章

Colin Fleming 探索创建多再现文章的原理和
过程。... 阅读更多

http://goo.gl/4P6y9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Bob Levine 演示在幻灯片中使用“Vector”（矢
量）与“Raster”（栅格）选项的区别。... 阅读
更多

http://boblevine.us/digital-publishing-suite-...

作者：Bob Levine 
http://boblevine.us/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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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入的文章构造文件夹

转到页首

创建用于导入多篇文章的文件夹结构

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可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导入文章”命令从桌面导入文章。要正确导入文件，必须按照结构规则和文件命名约定确定作品集中包括的内容。

要同时导入多篇文章，请创建由多个文章文件夹组成的作品集文件夹。当您选择“导入多篇文章”时，导航至包含文章子文件夹的作品集文件夹。

双向作品集的文章文件夹必须包含两个 InDesign 文档。创建一个含 _h 后缀的文档（如“article1_h.indd”）和一个含 _v 后缀的文档
（如“article1_v.indd”）。

单向作品集的文章文件夹只能包含一个含 _h 或 _v 后缀的 InDesign 文件。

每个文章文件夹可包含一个 PNG 文件作为目录 (TOC) 缩览图。如果缺少此文件，则会自动生成目录图像。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将您的图像资源
保存在 Links 子文件夹中而非文章文件夹中，以使目录不会误用 PNG 图像。

为 DPS 构造文件

创建用于导入多篇文章的文件夹结构

设置文件夹结构时，可使用各种方法整理文章文件。在 InDesign 中链接到的文件不必位于文章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可位于 InDesign 所能找到它们的
任何文件夹中。

使文件名和文件夹名称保持简单，避免使用特殊字符。

 
文件结构示例 
A. 作品集文件夹 B. 文章文件夹 

如果将多篇文章导入单向作品集中，请确保每个文章文件夹仅包含一个文档。InDesign 文件在单向作品集中仍需要 _h 或 _v 扩展名。不能在作品集中
混合使用单向和双向文章。

Bob Bringhurst 讲述构造作品集源文件的最佳
实践。... 阅读更多

http://goo.gl/2N9gb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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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含垂直文章的作品集

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导入文件时，元数据 sidecar.xml 文件是用于将文章排序和应用元数据的一种可选方法。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XML 编辑器创建一个 sidecar.xml 文件，
其中包含每篇文章的元数据。将 sidecar.xml 文件保存在作品集根文件夹中。

注意，此时并非以 sidecar.xml 格式提供所有文章属性。

用 sidecar.xml 生成器更改文章的顺序

sidecar.xml 生成器

Johannes Henseler 制作了一个生成
sidecar.xml 文件的工具。他在此介绍如何使
用该工具。... 阅读更多

http://goo.gl/8bNpO

作者：Johannes Henseler 
http://digitalpublishing.t...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单击此链接直接跳转到 sidecar.xml 生成器工
具。... 阅读更多

http://goo.gl/APHme

作者：Johannes Henseler 
http://digitalpublishing.t...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可复制以下文本并将其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然后进行编辑：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sidecar>

<entry>

<folderName>Article One</folderName>

<articleTitle>title</articleTitle>

<byline>byline</byline>

<kicker>kicker</kicker>

<description>description</description>

<tags>tag1, tag2</tags>

<isAd>false</isAd>

<hideFromTOC>true</hideFromTOC>

<smoothScrolling>never</smoothScrolling>

<isFlattenedStack>false</isFlattened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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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d>、<isFlattenedStack> 和 <isTrustedContent> 的有效值为“true”和“false”。<isFlattenedStack> 值决定是否打开“仅水平轻扫”，而
<isTrustedContent> 决定是否对 HTML 文章打开“允许访问权利信息”。

有效的 <smoothScrolling> 值包括“always”、“portrait”、“landscape”和“never”。默认值为“never”，表示滚动后对齐到页面。

有效的 <articleaccess> 值包括“free”、“metered”、“protected”。

可以将 <byline> 或 <author> 用于 Byline 元数据。

对于 <section> 项，指定一个字符串，如“Lifestyle”。 Section 值仅对 v23 作品集和更高版本有效。

<entry> 部分的顺序在您创建或更新项目时决定项目中各篇文章的顺序。如果附加项中未显示文章的文件夹名称，则该文件夹名称被移到了已列出的文
章文件夹名称之下。每个 <entry> 中的项的顺序不重要。

使用 sidecar.xml 导入多篇文章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XML 编辑器创建一个 sidecar.xml 文件，其中包含每篇文章的元数据。

2. 将 sidecar.xml 文件保存在作品集根文件夹中。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个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导入文章”。在“导入文章”对话框中，选择“导入多篇文章”，指定包含
sidecar.xml 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使用 sidecar.xml 更新文章属性
如果要使用 sidecar.xml 文件更新文章元数据或更改文章的顺序，可以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导入 sidecar.xml 文件。

此方法仅适用于上传到服务器的作品集，而不适用于本地作品集。

1. 为您的作品集创建或编辑 sidecar.xml 文件。请参阅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2. 将 sidecar.xml 文件复制或移动到其自身的文件夹中。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打开要编辑的作品集，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导入文章”。

4. 选择“导入多篇文章”，指定 sidecar.xml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单击“确定”。

<isTrustedContent>true</isTrustedContent>

<articleAccess>free</articleAccess>

<section>section name</section>

</entry>

<entry>

<folderName>Article Two</folderName>

<articleTitle>article 2</articleTitle>

<byline>byline</byline>

<kicker>kicker</kicker>

<description>description</description>

<tags>tag1, tag2</tags>

<isAd>false</isAd>

<hideFromTOC>true</hideFromTOC>

<smoothScrolling>never</smoothScrolling>

<isFlattenedStack>false</isFlattenedStack>

<isTrustedContent>true</isTrustedContent>

<articleAccess>metered</articleAccess>

<section>section name</section>

</entry>

</side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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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表指示支持哪些功能。

= 支持

= 不支持

= 未完全实现或部分支持

 

查看器类型

iPad 和 iPhone 查看器：创建适用于 iPad 的 DPS 内容和创建适用于 iPhone 的 DPS 内容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传统 Android 查看器：构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 DPS 应用程序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为 Windows 应用商店构建 DPS 应用程序

Web 查看器/文章查看器：使用社交共享

桌面预览功能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Desktop)：预览作品集和文章

文章功能

此时，库始终以纵向显示，双向作品集纵向打开而且无法在原生 Android 查看器中旋转。

对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目前 HTML 文章尚不支持超链接或点击以显示导航栏。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支持手指开合缩放 PDF、PNG 和 JPEG 文章格式。其他所有浏览器仅支持手指开合缩放 PDF 文章格式。

对于 Web 查看器，PDF 文章自动以 PNG 图像的形式上传。

社交共享功能仅支持多作品集应用程序。Adobe Content Viewer 不支持社交共享功能。

Adobe Content Viewer 或单作品集应用程序中未启用书签功能。

查看器功能

 iPad iPhone 原生

Android
Windows
应用商店

Web 查看器
桌面预览功

能

传统

Android

双或单方向作品集

仅水平轻扫（拼合文

章）

HTML 文章   

手指开合缩放页面

平滑滚动文章

社交共享（Web 查看
器）

书签（收藏夹）

热区域

右边缘绑定

 iPad iPhone 原生

Android
Windows
应用商店

Web 查看器 桌面预览功

能

传统

Android

多作品集应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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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具备 v2 直接权益服务器（不支持 v1）。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在线功能当前仅支持免费作品集。

 仅限 Mac OS。

交互功能

用程序
  

单期应用程

序/单版本许
可证

  

平台应用程

序内购买作

品集

  

平台订阅   

直接权

益（企业）
  

自定义

HTML 库   

自定义导航

条图标和应

用商店

  

库后台下载   

渐进式下载

（下载期间

查看作品

集）

  

再现   

USB 在设备
上预览

  

自动存档   

两指轻扫   

过滤器   

章节   

推送通知   

分析   

Newsstand
后台下载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iPad iPhone 原生

Android
Windows
应用商店

Web 查看
器

文章查看器
桌面预览功

能

传统

Android

超链接

幻灯片

图像序列

全景图

1 1

2

3 3

1

2

3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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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AIR 的查看器不支持 goto:// 格式。

 已弃用全景图叠加。未计划在非 iOS 平台中支持全景图。

 Windows 查看器尚不支持背景音频。

平移和缩放

可滚动框架

Web 内容

音频

背景音频

全屏视频

内联视频

嵌套式叠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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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叠加的概述
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可创建和编辑交互式对象。要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请选择“窗口”>“扩展”>“Folio Overlays (InDesign CS5/CS5.5)”，或
选择“窗口”>“Folio Overlays (InDesign CS6)”。

为何将交互式对象称为叠加？创建作品集时，将根据文章的图像格式设置，将页面上的所有非交互式项目压缩为一个图像 — PDF、JPG 或 PNG。如
果对放入文档中的交互式叠加进行蒙版或覆盖操作，则这些叠加将显示在作品集中版面的上方。对于一个叠加，只有另一个叠加可以对其进行蒙版操
作。

 
交互式对象显示在非交互式项目的上方。

创建叠加的方法

不同的叠加需要不同的创建方法。

对于幻灯片、超链接、音频和视频、图像平移和缩放以及可滚动内容，请在 InDesign 文档中创建或置入对象，然后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编
辑设置。

对于图像序列、全景图和 Web 内容叠加，要绘制矩形框架作为占位符，或放置一幅要用作海报的图像。然后选择它，再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
板指定源并更改设置。

 
选择多状态对象时，Folio Overlays 面板显示幻灯片放映设置。

保持交互式对象的连续性

在水平和垂直版面中使用同一叠加时，您可能希望在用户旋转移动设备时，叠加可以保持其状态。例如，如果幻灯片显示第三张幻灯片，则用户旋转
设备时第三张幻灯片应保持可见。

对于大多数叠加，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即可保持连续性。请使用相同的源文件和叠加设置。对于幻灯片，在水平和垂直版面中，多状态对象在“对象状
态”面板中都使用相同的“对象名称”。此外，请确保各个状态名在两个版面之间是相同的。

Folio Overlays 面板简介视频，第 I 部分

Rufus Deuchler 演示如何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创建按钮、超链接和幻灯
片。... 阅读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csinsider-design/in...

作者：Rufus Deuchler 
http://rufus.deuchler.net/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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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o Overlays 面板简介视频，第 II 部分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交互式叠加疑难解答

Adobe Community Help

Rufus Deuchler 演示如何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创建全景图、Web 内容叠加、
图像平移和可滚动框架。... 阅读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csinsider-design/in...

作者：Rufus Deuchler 
http://rufus.deuchler.net/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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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状态对象

超链接

按钮

音频

视频

其他交互式叠加

动画

某些超链接

某些按钮动作

不支持其他功能

InDesign 包括许多用于导出为 SWF 和 PDF 的交互性功能。这些功能有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在数字出版工作流程中受到支持。

支持的交互功能

使用 MSO 创建幻灯片放映。

创建 URL、电子邮件和 Navto 超链接。

仅支持“释放鼠标时”事件。可以使用多个按钮动作。将按顺序（而非同时）执行按钮动作。
支持的超链接动作包括“转到首页”、“转到末页”、“转到 URL”、“声音”、“视频”和“转到页面”。支持的幻灯片动作包括“转至状态”、“转至上一状态”和“转
至下一状态”。

播放所放置的 mp3 文件。此时无法循环播放或以流方式播放音频。

支持的视频文件（h.264 编码的 mp4 文件）播放。此时无法循环播放播放视频。要传输视频，请使用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

还可创建 Web 内容叠加、图像序列、平移和缩放图像、全景图和可滚动框架。

不支持的交互功能

创建文章时将拼合动画对象。一个解决方法是以 FLA 格式导出添加了动画的 InDesign 文档，然后使用 Flash Professional CS6 中的 CreateJS
插件导出 HTML5 文件。然后，可使用此 HTML5 文件作为 Web 内容叠加。许多出版商使用 Adobe Edge 以创建动画。

不支持“文本锚点”和“共享目标”超链接。

不支持“转至目标”、“转到下一页”、“转到上一页”以及“显示/隐藏按钮”动作。不支持“单击鼠标时”和“悬停鼠标时”事件。

不支持书签、交叉引用和页面过渡效果。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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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叠加的最佳做法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源文件

创建适用于叠加的源资源时，了解在上传期间重新采样（压缩）哪些叠加和简单地直接传递哪些叠加比较有帮助。以 PNG 图像的形式对幻灯
片、可滚动框架和按钮的源资源进行重新采样。对于这些叠加，可使用任意图像格式。

上传时，对于全景图、图像序列、平移和缩放图像以及音频外观的源资源不重新采样，而是直接传递这些内容。对于这些叠加，请使用 JPEG 或
PNG 图像格式。为最大限度地减小文件大小，请对源文件使用具有中等压缩（50-80% 范围）的 JPEG 图像。仅在图像包含透明度时，才使用
PNG 图像。压缩叠加图像和视频可大幅缩小作品集的大小。

如果源文章文件和作品集大小一样，请使用精确的像素尺寸和 72 ppi 为全景图、图像序列、嵌入视频、平移和缩放图像或音频控制器创建源文
件。如果源文件的大小不同于作品集（如 2048x1536 作品集中使用的 1024x768 文章），请考虑创建针对 SD 和 HD iOS 设备的多定义 PDF 文
章。 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OS 设备的多清晰度 PDF 文章。

在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中，“文件”>“存储为 Web 所用格式”命令对于保存特定像素尺寸的图像文件尤为有用。

如果您创建占用大量内存的叠加，则查看器的性能可能显著降低以预加载这些叠加。 如有可能，请在您的设计中展开叠加以避免多个叠加同时预
加载。 例如，如果您有两篇在幻灯片中有嵌套叠加的文章，请考虑在两篇文章之间放入广告或基本文章。
如有可能，请为叠加提供真实名称以便于解释分析数据。例如，使用“Twitter 链接”而不是“按钮 4”，使用“板球幻灯片”而不是“多状态对象 2”。
如果将 PDF 文件放入幻灯片状态或可滚动框架的内容中，请使用非拼合 PDF 1.4 或更高版本以避免出现白线。

设置

对于全景图、图像序列、音频外观和本地 Web 内容叠加，为各个叠加文件分别创建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使用 Folio Overlays 面板链接到此文件
夹。如果您想创建对 SD 和 HD iOS 设备使用不同资源的作品集，请使用与 SD 资源同名的文件创建 HD 子文件夹。 链接到包含 SD 资源的文件
夹。

避免向出血区域中运行交互式对象。将交互式对象保留在页面大小区域中。

提示和准则

在使用叠加时，请选择“窗口”>“工作区”>“交互”(InDesign CS5/CS5.5) 或“窗口”>“工作区”>“数字出版”（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以使交互式面
板更容易访问。

使用一种一致的方法，让用户了解哪些对象是交互式对象。例如，可创建用图标指示不同类型交互的海报图像。

在 InDesign 中放置叠加文件时，由框架大小决定激活交互式内容所要点击的位置。

可以在可滚动框架和幻灯片中嵌入叠加。只能使用定位框架的技巧才能将幻灯片嵌入幻灯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免费的 DPS Tips 应用程
序。

交互式内容中仅支持基本的透明度效果，如不透明度和正片叠底。不支持混合模式。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要在叠加上方显示图像（如视频的蒙版）。要执行此操作，请创建“虚拟”叠加。有关此技巧的示例，请参阅 Bob Bringhurst
编写的免费 DPS Tips 应用程序或 Johannes Henseler 录制的创建超叠加（英文）中的示例。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交互式叠加疑难解答

支持的交互功能

6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multi-rendition-pdf-articles.html#creating_multi_rendition_pdf_articles_for_ios_devic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multi-rendition-pdf-articles.html#creating_multi_rendition_pdf_articles_for_ios_devic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multi-rendition-pdf-articles.html#creating_multi_rendition_pdf_articles_for_ios_devic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multi-rendition-pdf-articles.html#creating_multi_rendition_pdf_articles_for_ios_device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multi-rendition-pdf-articles.html#creating_multi_rendition_pdf_articles_for_ios_devices
http://digitalpublishing.tumblr.com/post/10161880827/creating-super-overlays-that-overlay-other
http://kb2.adobe.com/cps/896/cpsid_89633.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supported-interactivity-features


超链接和按钮叠加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使用“按钮”面板创建链接
使用“超链接”面板创建链接
创建指向其他文章的链接
创建相对 navto 超链接
创建 HTML 文章的 navto 超链接
创建指向自定义图标的 goto 链接
HTMLResources 文件夹中资源的链接
创建指向外部应用程序和服务的链接
控制超链接和幻灯片在查看器中的外观

可使用“超链接”面板或“按钮”面板创建跳转至网站、其他文章等处的链接。作品集并不支持所有按钮动作和超链接类型。

可滚动框架和幻灯片中支持超链接叠加，但不支持其他叠加。

使用“按钮”面板创建链接

使用“按钮”面板可创建指向文档第一页或最后一页或指向其他文章的链接。

1. 在 InDesign 中，创建要用作按钮的对象。

例如，如果要让按钮跳转至某个网站，则创建文本框架或放置图像。

2. 打开“按钮”面板（“窗口”>“交互”>“按钮”），选择该对象，然后单击“将对象转换为按钮”图标。

3. 对于“事件”，选择“释放鼠标时”。

仅支持“释放鼠标时”这个按钮事件。

4. 单击“动作”旁的加号，然后选择一个支持的动作。

 
支持的按钮动作 
A. 支持的超链接按钮动作 B. 支持的幻灯片放映按钮动作 

支持的超链接动作包括“转到首页”、“转到末页”、“转到下一页”、“转到上一页”、“转到 URL”、“声音”、“视频”和“转到页面”。对于幻灯片，支
持“转至下一状态”、“转至上一状态”和“转至状态”动作。

请勿使用“转至目标”动作跳转至其他文章。请改用“navto”格式的“转到 URL”动作。

5. 如果需要，请添加其他按钮动作。

动作将按顺序播放。例如，如果第一个动作播放视频，第二个动作显示其他幻灯片，则先播放视频，然后显示幻灯片。

使用“超链接”面板创建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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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注意:

电子邮件

页面

在作品集中打开

在设备浏览器中打开

注意:

转到页首

在 InDesign 中，可使用“超链接”面板添加超链接。超链接对于文本尤为有用。如果希望使框架成为超链接，则请考虑使用“按钮”面板替代“超链接”面
板。按钮的功能更多，并且更不容易使产生的超链接中断。

1. 选择要用作超链接的框架或文本。

2. 打开“超链接”面板（“窗口”>“交互”>“超链接”）。

3. 在“超链接”面板中，从面板菜单中选择“新建超链接”。

4. 取消选择“共享目标”。

通过“共享目标”可命名和重用超链接，但最好避免在 DPS 工作流程中使用此选项。

5. 在“链接到”菜单中，指定以下任意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点击 URL 超链接将显示网页 (http://)、App Store 应用程序 (itms://)、Amazon Appstore (amzn://) 或其他文章 (navto://)。

示例：http://www.adobe.com

链接到网站时，请键入完整的 URL（包括“http://”）。

链接到 iTunes URL 时，请取消选中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的“在作品集中打开”。否则，点击超链接后将显示“无法打开页面”错误消息。
类似地，如果您使用 itms:// 或 amzn:// 格式链接到 store app，请关闭“在作品集中打开”。

通过 navto:// 超链接可跳转至其他文章或该文章中的其他页面。键入 navto://，后跟文章名称（它将显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请使用文章
名称值，而非文章的标题值。如果要加入页码，则添加 #，后跟一个数字。但请记住，第一页为 0，因此添加 #2 将跳转至第 3 页。

示例：navto://newsarticle

示例：navto://newsarticle#2（跳转至第 3 页）

点击“电子邮件”超链接可启动 Mail 应用程序，并在“收件人”字段填入内容。

点击“页面”超链接将跳转至文章中的其他页面。请勿使用此选项跳转至其他文章。

不支持“文本锚点”超链接。

6. 要更改超链接设置，请选择超链接对象，然后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在查看器的 Web 视图中显示内容。当链接到 iTunes、itms:// 或 amzn:// URL 时，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在查看器之外的移动设备浏览器（如 iPad 上的移动 Safari）中显示内容。如果希望在用户点击链接时显示提示，则选
择“首先询问”。如果选择了“在作品集中打开”，则会禁用此选项。

对于文本超链接，无 Folio Overlays 面板设置可用。无法更改文本超链接的设置；默认情况下将其设置为“在作品集中打开”。

有关创建超链接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 InDesign CS5/CS5.5 帮助中的创建超链接。

创建指向其他文章的链接

作品集文章存储在服务器上，因此预览 InDesign 文件时将断开指定其路径的任何链接。请使用“navto”格式链接到其他文章。

创建按钮或超链接时，可在 URL 字段中将“http://”替换为“navto://”。然后，指定目标文章名称，它显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请使用文章名称值，
而非文章的标题值。有效的 navto 格式包括 navto://[articlename] 和 navto://[articlename]#n。添加 #n 可指定页码。文档的第一页为
0，因此指定 #2 将跳转至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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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跳转至 HTML 文章

跳转至 HTML 文章中的锚点

注意:

从 HTML 文章跳转至 InDesign 文章

从 HTML 跳转至 HTML

转到页首

跳转至其他文章的第 3 页

Navto 示例：

navto://biking

navto://biking#2（跳转至 biking 文章的第 3 页）

如果使用这些工具的以前版本，以与目标文章名称不同的文件夹名称或文章名称创建 navto 链接，则该链接将被破坏。要修复 navto 链接，可
重命名文章（名称而非标题）或编辑 navto 链接，使其指向文章名称（它将显示在 Folio Creator 面板中）。

创建相对 navto 超链接

v30 版本引入了文章和页面相对导航的新选项。注意，仅在 v30 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中支持相对 navto 格式，但可使用任意作品集格式（v20 或更
高版本）。iOS 和 Windows 应用商店查看器中支持相对 navto 链接，但原生 Android 查看器或 Web 查看器中还不支持。

可使用各种 navto:// 相对格式跳至下一篇、上一篇、第一篇或最后一篇文章。例如，具有 navto://relative/first 动作的按钮将跳至作品集中的第一篇文
章。有效的格式包括 first、last、next、previous 和 current。还可相对于文章在作品集中的位置，跳至特定的文章，如第五篇文章。

示例：navto://relative/last（跳至作品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示例：navto://relative/last#last（跳至作品集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页）

示例：navto://relative/4（跳至作品集中的第五篇文章）

示例：navto://relative/4#2（跳至作品集中第五篇文章的第三页）

使用“current”格式对于页面导航尤为有用。可使用 #previous、#next、#first、#last，并且可跳至特定页面，如 #3 跳至文章的第 4 页。

示例：navto://relative/current#previous（跳至文章中的上一页）

示例：navto://relative/current#last（跳至文章中的最后一页）

示例：navto://relative/current#3（跳至当前文章中的第 4 页）

在平滑滚动文章中，可使用小数或百分比跳至特定位置。

示例：navto://myarticle#3.3（跳至平滑滚动文章中显示第 4 页底部和第 5 页顶部的特定位置）

示例：navto://myarticle#50%（跳至平滑滚动文章的中间）

要扩展这些相对 navto 功能，可创建访问阅读 API 的 Web 内容叠加或 HTML 文章。例如，可查询作品集以确定作品集中的文章数和文章中的页数等
信息。然后，可在该叠加或 HTML 文章中显示这些信息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这些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内的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能。

创建 HTML 文章的 navto 超链接

创建基于 URL 的超链接或按钮时，可使用“navto://”URL 跳转至其他文章。Navto 对于跳转至 HTML 文章尤为有用。 

键入 navto://，后跟 HTML 文章名称（而非文章标题）。

示例：navto://newsarticle

无法跳转至 HTML 文章中的特定页面，但可通过键入 navto://<文件夹名称>#<锚点名称> 跳转至锚点。

示例：navto://newsarticle#part4

要在 HTML 文件中定义锚点，请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HTML 文件。导航至要充当锚点的文本，然后将这段文本放入锚点标签内，如“This is
Part 4 of the Article.”

使用 navto 格式可创建从 HTML 文章指向 InDesign 文章的超链接。示例：
<a href="navto://newsarticle">See the News Article</a>

还可通过在文档名称后添加页码，导航至 InDesign 文章中的页面。文档的第一页为 0，第二页为 1，依此类推。示例：
<a href="navto://Cycling#3">Go to Page 4 of the Cycling Article</a>

使用文件夹名称，按 navto 格式从一篇 HTML 文章跳转至另一篇。示例：
<a href="navto://newsarticle">See the News Article</a>

创建指向自定义图标的 goto 链接

可创建跳转至库、章节列表或上一视图（“后退”按钮）的按钮。在按钮动作中使用以下任意一种 goto:// 格式：

goto://ApplicationViewState/library

goto://ApplicationViewState/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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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InDesign 源文档

HTML 文章

Web 内容叠加

注意: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goto://FolioNavigation/lastview

传统基于 AIR 的 Android 查看器中不支持这些 goto:// 格式。当前只有原生 Android 查看器中支持“library”和“lastview”格式。

如果您拥有 Enterprise DPS 帐户，则可使用 goto 格式从文章中创建链接，指向与自定义图标关联的 HTML 内容。例如，可使用 DPS App Builder 指
定“商店”、“帮助”和“条款”的自定义图标。在查看器库中显示这些按钮。要在文章中创建按钮，而该按钮可打开任意这些自定义图标对应的 HTML 内
容，请使用以下格式：

goto://ApplicationViewState/[标签]

例如，goto://ApplicationViewState/Store 按钮动作将打开 HTML 商店，如同点击库中的自定义“商店”图标一样。

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自定义图标并指定标签。请参阅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HTMLResources 文件夹中资源的链接

可创建一个超链接或按钮，它在查看器的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显示本地 HTML、图像或 PDF 文件。

1. 向 HTMLResources 文件夹添加包含本地 HTML 文件的文件夹。

请确保作品集中包括 HTMLResources 文件夹。请参阅导入 HTMLResources 文件夹。

2. 创建链接，用于在应用程序内置的浏览器中显示该 HTML 文件：

在超链接或按钮的 URL 字段中输入路径，其中不含 http://、navto:// 或任何其他前缀。示例：

HTMLResources/Cartoons/train1.html

从 HTML 文章中指定位置。示例：

<a href=”../HTMLResources/Cartoons/train1”>See Train Cartoon Gallery</a>

Web 内容叠加的嵌套级别比 HTML 文章深两级。示例：

<a href=”../../../HTMLResources/Cartoons/train1”>See Train Cartoon Gallery</a>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避免 HTML 文件夹和文件中有空格和特殊字符。 如果在文件夹或文件名中包括空格，请将适当的 HTML 代码用于空
格字符。 例如，将“Cartoon%20Files”用于名为“Cartoon Files”的文件夹。

创建指向外部应用程序和服务的链接

可创建链接，用于从 iPhone 文章中发送电子邮件 (mailto:)、短信 (SMS) 或拨号 (tel:)。还可创建用于打开 YouTube 应用程序或 iTunes 歌曲或专辑的
链接。要详细了解使用 iPad 需要的格式，请参阅 Apple URL 方案参考（英文）。

有关创建高级电子邮件 (mailto:) 链接的信息，请参阅 James Lockman 的文章从 DPS 出版物中发送电子邮件和电子邮件附件（英文）。

如果在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应用程序时指定可选的 URL 方案，则可从另一个应用程序链接到该应用程序，或在移动 Safari 的网页中查看该应
用程序时链接到该应用程序。请参阅“查看器详细信息”面板。

在创建指向外部应用程序或服务的链接时，请选择按钮，并在“叠加”面板中选择“在设备浏览器中打开”选项。

控制超链接和幻灯片在查看器中的外观

当用户在移动设备上浏览作品集时，他们看到的水平和垂直页面是每个 InDesign 页面的栅格化图像。当用户点击“浏览”按钮或使用移动设备底部的浏
览条时显示的页面缩览图也是栅格化图像。可控制这些栅格化图像中超链接和幻灯片的外观。

要控制超链接和幻灯片的外观，请创建配置文本文件，并将其保存在 InDesign 应用程序文件夹中。通过此文件（名为 NativeOverlays.config）可加入
或禁止固有的超链接和幻灯片。

1. 打开文本编辑器。

2. 添加以下一行或多行。

（“Asset”指主页，“Thumbnails”指“浏览”图标图像，“Scrubbers”指用户拖动浏览条时显示的图像。）

SuppressOverlayTypesForAssets: <slideshow, hyperlink>

SuppressOverlayTypesForThumbnails: <slideshow, hyperlink>

SuppressOverlayTypesForScrubbers: <slideshow, hyp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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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Mac OS

ResetHyperlinksToTopState: <ThumbnailPass, ScrubberPass, AssetPass, All>

ResetHyperlinksToTopState 表示含“转到 URL”动作的任意按钮都显示 [正常] 状态而非 [单击] 状态。

ResetSlideshowsToTopState: < ThumbnailPass, ScrubberPass, AssetPass, All>

ResetSlideshowsToTopState 将多状态对象重置为 InDesign 文档中多状态对象的顶部状态。如果禁止叠加，则不应用重置设置。

如果未指定 ResetHyperlinksToTopState 和 ResetSlideshowsToTopState，则将幻灯片和超链接的默认行为都重置为顶部状态。

示例：

SuppressOverlayTypesForAssets: slideshow 
SuppressOverlayTypesForThumbnails: hyperlink 
SuppressOverlayTypesForScrubbers: slideshow, -hyperlink 
ResetHyperlinksToTopState: All 
ResetSlideshowsToTopState: ThumbnailPass, ScrubberPass

如果在叠加类型前键入减号，则不禁止该叠加类型。

3. 以 NativeOverlays.config 为名称保存文件。

4. 使用以下某种方法将 NativeOverlays.config 文件移至 InDesign 应用程序文件夹：

将配置文件移至与 InDesign.exe 文件同级。

选择 Adobe InDesign CS5 应用程序图标，右键单击该图标，然后选择“显示包内容”。将配置文件移至“Content”>“MacOS”文件夹。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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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叠加

注意：

使用“对象状态”面板创建一组用于幻灯片的图像。每个状态（即幻灯片）可包含多个对象。例如，如果希望每幅图像上都显示不同的文本框架，则将图
像和文本框架合并到同一状态上。

幻灯片状态支持除幻灯片外的任何交互式叠加。

 
使用“对象状态”面板创建幻灯片

热点按钮解决方法

在作品集中，将幻灯片图像转换为 PNG 图像。

目前无法在不使用 HTML 的情况下以全屏模式放映幻灯片。

1. 在 InDesign 中，使用“对象状态”面板（“窗口”>“交互”>“对象状态”）创建幻灯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nDesign 帮助》中的创建多状态对
象幻灯片）。

创建多状态对象时，插入图像，在文章中将这些图像对齐，然后将文章转换为多状态对象。

2. 在“对象状态”面板中，指定一个对象名称。

如果水平和垂直文档中多状态对象的对象名称和各个状态名称相同，则旋转 iPad 后将继续放映幻灯片。此外，使用说明性名称可使分析报告更
易于理解。

为避免出现错误，请不要在对象名称或对象状态名称中包含标点符号或扩展字符。

3. 创建用于浏览多状态对象中各个状态的导航按钮。

使用“转至状态”动作指向某个特定的幻灯片。使用“转至下一状态”和“转至上一状态”动作在各张幻灯片中导航。

InDesign 中的“示例按钮”面板中含有导航按钮库。如果使用这些示例按钮，则删除现有动作，并替换为“转至下一状态”或“转至上一状态”动
作。

“显示/隐藏按钮”动作在 DPS 文章中不受支
持，因此您如何创建热点按钮？Bob
Bringhurst 演示解决方法... 阅读更多内容

http://goo.gl/eMVjF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
Adobe 社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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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播放

点击以播放/暂停

延迟

间隔

播放次数

循环

在最后一幅图像停止

交叉淡入淡出

轻扫以更改图像

在第一幅/最后一幅图像停止

播放前隐藏

以倒序播放

PDF 文章的导出格式

4. 如果希望在点击按钮时其外观发生变化，则单击“外观”下的 [单击]，然后更改其外观。

如果按钮使用“转至状态”动作，则选择指定状态时将显示 [单击] 状态。例如，[正常] 状态按钮可有黑色框架，而 [单击] 状态可有红色框架。在
iPad 上点击该按钮后将显示红色框架。（移动设备上不支持 [悬停鼠标] 状态。）

5. 要更改幻灯片设置，请选择多状态对象，并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选择此项后，当用户转至页面时开始放映幻灯片。

选择此设置后，用户可通过点击，播放和暂停自动运行的幻灯片。点击两下可重置幻灯片。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则可指定载入页面与开始放映幻灯片之间经历的时间。可指定 0 至 60 秒之间的值。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由“间隔”值决定显示每张幻灯片的持续时间。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可指定幻灯片的次数。如果选择“循环”，则此选项将灰显。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选择“循环”可连续放映幻灯片，直至用户点击两下幻灯片或翻页为止。

如果选择了“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选择“在最后一幅图像停止”可在幻灯片的最后一幅（而不是第一幅）图像上
停止。

选择此设置后，转入下一张幻灯片时可提供淡入淡出的过渡效果。默认情况下，此值为 0.5 秒。可指定 0.125 秒至 60 秒之间的
值。此值同时适用于自动播放和手动前进的幻灯片。

启用此设置后，用户可通过轻扫，在幻灯片之间移动。

当前进至最后一张幻灯片或后退至第一张幻灯片时，由此设置决定幻灯片停止放映还是继续放映。此选项仅对轻扫
起作用。

如果选择此项，则用户点击按钮以显示幻灯片之前，幻灯片将保持隐藏。

启用此项后，幻灯片将以倒序放映图像。

如果幻灯片显示在使用 PDF 格式的文章中，则可以选择位图或矢量。 在为 SD 和 HD iPad 或 iPhone 创建单个作品集
时，选择矢量特别有用。 当作品集显示在 HD iOS 设备上时，“矢量”选项提供更清晰的文本，但是要花些时间加载。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对文
字多的幻灯片使用“矢量”，而对基于图像的幻灯片或在为 SD 和 HD iOS 设备创建单独的再现时使用“栅格”。栅格幻灯片经过重新取样以不高于
72 ppi。

将多状态对象复制到其他文档时，会将该对象重命名。例如，“sea slugs”变为“sea slugs 2”。要在旋转设备后保持连续性，请确保对象名称在水平和垂
直文档中相同。请勿在对象名称末尾保留任何空格。此外，每个版面中对应的状态名称应相同。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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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序列叠加

首先显示第一幅图像

自动播放

点击以播放/暂停

延迟

速度

播放次数

循环

在最后一幅图像停止

轻扫以更改图像

在第一幅/最后一幅图像停止

倒序放映

“图像序列”叠加将显示一系列图像。通过此功能，可在移动设备上产生将物体旋转 360° 的效果。

使用基础名称相同并含有升序后缀的 png 或 jpg 图像文件，如 Tower001.jpg、Tower002.jpg 等等。使图像尺寸与移动设备上的显示区域（如
500 x 400 像素，72 dpi）完全一致。

要平滑地进行 360° 旋转，至少要使用 30 幅图像。使用过多图像会不必要地增加文件大小。要减小文件大小，请使用压缩范围在 50-80% 之间
的 JPEG 图像。只有在希望包含透明度时，才使用 PNG 文件。

请勿对海报或在显示第一个图像时使用透明图像序列。如果您的源资料包括透明 PNG 图像，则您指定的海报将在图像序列期间持续显示。一种
解决方法是创建两状态 MSO，其中，海报在第一个状态上是一个按钮，链接到第二个状态上的图像序列。

 
创建用于图像序列的一组图像

可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创建 3D 对象的图像。一种方法是使用 Adobe Photoshop® Extended 导出 3D 对象的图像序列。可使用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或 Adobe After Effects® 导出动画或视频中的帧。还可使用 3D 创作应用程序生成 3D 模型的图像。

1. 创建图像序列对象的源资源，然后将这些资源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中。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矩形工具或矩形框架工具，通过拖动创建一个占位框架。

放置一幅图像，充当图像序列的海报。要避免产生倾斜的情况，请对用作图像序列图像的海报图像使用相同尺寸。（如果使用海报图像，则
点击两下查看器中的图像将隐藏图像序列并显示海报。）

3. 选择占位符对象，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并选择“图像序列”。

4. 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单击“载入图像”文件夹图标，找到包含图像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打开”。

5. 如有必要，请缩放框架及其内容以适合版面。

6. 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使用第一幅图像作为海报。如果图像序列包含透明 PNG 文件，请勿选中此选项。如果选中“以倒序播
放”，则使用最后一幅图像作为海报。

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在用户转到包含此序列的页面或状态时，图像序列即开始播放。

选择此设置后，用户可通过点击，播放和暂停图像序列。点击两下可重置对象。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则可指定载入页面与图像序列开始播放之间经历的时间。可指定 0 至 60 秒之间的值。

更改对象前进的速度（以每秒帧数为单位）。最小值为 1（每秒 1 帧），最大值为 30。

如果选择“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可指定图像序列播放的次数。如果选择“循环”，则此选项将灰显。

如果选择“载入页面时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则可选择“循环”以持续播放图像序列。点击两下幻灯片或翻页可停止序列。

如果选择了“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请选择“在最后一幅图像停止”在序列的最后一幅（而不是第一幅）图像上停
止。

启用此设置后，用户可通过轻扫，在图像中前移或后移。

如果未选择“轻扫以更改图像”，则选择“自动播放”或“点击以播放/暂停”以使图像序列具有交互性。

可决定当前进至最后一幅图像或后退至第一幅图像时，对象停止播放还是继续播放。此选项仅对轻扫起作用。

启用此项后，图像序列将倒序放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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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图叠加
全景图叠加提供了一种可从里到外完整查看图像的视觉效果。例如，可创建全景图效果，使用户可看到飞机驾驶室的内部。可将视图旋转 360°，并在
仪器面板上放大。

创建全景图的关键是得到必要的图像。创建全景图效果需要一组共六幅图像，这些图像代表立方体的六个内侧。如果以完整的全景图图像开始，则根
据该图像将其转换为六个立方体图像。

PTgui (http://www.ptgui.com) 是一个用于创建全景图像的有用工具。WRwave 网站 (http://www.vrwave.com) 提供拍摄全景照片的有用信息。

 
创建全景图 
A. 原始的全景图图像 B. 转换为立方体内六面的全景图图像 C. iPad 上的全景图 

如果以水平十字图像开始，则可使用 Photoshop 或屏幕捕获实用程序创建六幅必要图像。

 
要将全景十字图像分为几幅单独的图像，请按此图案进行操作。

创建全景图资源

Bob Bringhurst 演示如何创建添加全景图叠加
所需的六个立方体图像。... 阅读更多

http://blogs.adobe.com/indesigndocs/2013/08/c...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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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一幅图像作为海报

初始缩放

垂直/水平

视野

限制垂直平移

限制水平平移

注意:

创建全景图视频

1. 创建全景图的源资源，然后将这些资源放在某个文件夹中。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以 72 dpi 保存的 JPEG 图像。高分辨率图像使客户可放大得更清晰，但需要更大的文件。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矩形工具或矩形框架工具，通过拖动创建一个占位框架。

放置一幅图像，充当全景图的海报。

3. 选择占位对象，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然后选择“Panorama”（全景图）。

4. 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单击“Assets”（资源）文件夹图标，找到包含这六幅图像的文件夹，然后单击“Open”（打开）。

5. 如有必要，请缩放框架及其内容以适合版面。

6. 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选择此选项将使用第一幅全景图图像作为海报。如果尚未创建其他要用作海报的图像，则选择此图像。

指定一个值以确定初始图像的放大程度。使用视图设置的“Min”（最小）/“Max”（最大）字段之间的值，默认情况下最小值和最大值分
别为 30 和 80。

指定值以确定最初显示全景图的哪个区域。对于“垂直”，指定一个 -90（完全向上倾斜）至 90（完全向下倾斜）之间的值。对
于“Horizontal”（水平），指定一个 -180（完全向左旋转）和 180（完全向右旋转）之间的值。

如果不希望用户放大或缩小超过某个程度，请指定“Min”（最小）和“Max”（最大）。

如果只想允许向顶部倾斜三分之二，则选择“Limit Vertical Pan”（限制垂直平移），并指定 -60。指定 60 仅允许向底部倾斜三分
之二。使用较小的值（如 1）可防止垂直平移。

如果只想允许向左和向右平移三分之二，则选择“Limit Horizontal Pan”（限制水平平移），并指定 -120 表示左移，指定 120 表
示右移。

要查看其他全景图设置的效果，请更改设置，然后单击“Preview”（预览）。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在这个 Lynda.com 视频中，James Fritz 介
绍了如何创建和预览全景图。... 阅读更多

http://goo.gl/ed5W0

作者：James Fritz 
http://indesignsecrets.com...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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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叠加

URL 或文件

音频控制器文件

在 DPS 查看器中点击后，将播放在 InDesign 中放置的受支持的音频文件。要在设备的 DPS 查看器中播放音频，请使用 MP3 文件。对于“Web
Viewer Only”（仅限 Web 查看器）的作品集，还支持具有 AAC/MP4 编码的音频文件。

可以通过让用户点击视图区域或使用“声音”动作创建单独的按钮，来设置要播放的音频文件。要模拟控制器外观，可创建在播放和暂停按钮之间切换的
简单效果。或者，还可创建显示音频进度的高级效果。

可以指定到来自 http: website 的流式音频文件的 URL。

音频文件的最佳实践
可以通过让用户点击视图区域或使用“音频”动作创建单独的按钮，来设置要播放的音频文件。支持“播放”、“暂停”和“停止”选项。不支持“恢
复”和“全部停止”。
可以指定到仅来自 http: website 的流式音频的 URL。
当用户移动到其他文章时，音频剪辑停止播放，但是当用户移动到文章中的其他页面时，音频剪辑继续播放。要在翻页时停止音频剪辑（或视
频），其解决方法是自动播放“虚拟”媒体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ohannes Henseler 的文章在移动到文章的下一页时停止视频。

创建音频叠加

1. 选择“文件”>“置入”，然后在文档中放置 mp3 音频文件。

2. 选择所放置的对象，打开“媒体”面板（“窗口”>“扩展”>“媒体”），然后指定一张海报，如果需要。

还可以通过将非交互式对象（例如透明播放按钮）放置到音频对象顶部来创建海报图像。

3. 选择音频对象，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任意选项。

 

指定一个 URL 以流式播放一个音频剪辑，或者，如果还没有使用“文件”>“置入”放置文件，可以单击文件夹并指定一个音频文件。
当您指定一个流式 URL 时，叠加中的所有选项（包括自动播放和控制器文件）都会受到支持。

流式音频支持 http URL，而不支持 https。

如果既放置了音频文件又指定了流式 URL，则第一个动作优先。例如，如果首先指定 URL，然后再放置音频剪辑，则叠加会使用 URL，而不是
嵌入的音频。

单击文件夹图标，然后指定包含用于音频文件的播放和暂停按钮的文件夹。

要在播放音频剪辑时显示含有播放和暂停按钮的控制器外观，请在某个文件夹中创建一组 .png 文件。其中每幅图像都必须具有 _pause 或 _play
后缀。可只创建一对 _play 和 _pause 按钮，也可创建多个表示状态栏进度状态的 _play 和 _pause 按钮。

AudioAsset001_play.png
AudioAsset002_play.png 
AudioAsset003_play.png 
AudioAsset004_play.png 
AudioAsset005_play.png 
AudioAsset001_paus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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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显示第一幅图像（仅限 InDesign CS5.5 或更高版本）

自动播放

跨作品集在后台播放

点击以查看控制器（仅 iOS）

AudioAsset002_pause.png 
AudioAsset003_pause.png 
AudioAsset004_pause.png 
AudioAsset005_pause.png

在此示例中，将在播放音频的过程中显示 AudioAsset003_play.png 按钮。点击暂停后，显示 AudioAsset003_pause 按钮。

如果选择此选项，音频帧就会显示指定音频控制器资源文件夹中的第一个 _play.png
文件，而且帧会相应地调整大小。

在 InDesign CS5 中，指定海报图像，然后手动调整帧和海报图像的大小。

选择此选项后，将在移动设备上载入页面时播放音频文件。还可指定要延迟的秒数。Android 查看器不支持自动播放。

选择此选项以便当用户浏览文章时在后台播放音频文件。用户通过利用顶部导航条的音频图标，可以暂停或恢复音频剪
辑。此功能仅在 iPad 或 iPhone 上提供。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播放视频时点击内联视频将显示一个控制器栏，其中含有暂停和播放控件。如果未选择此
选项，则点击视频将暂停和重新开始。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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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播放

透明背景

允许用户交互

缩放内容以适合

允许访问授权信息

使用 Web 内容叠加可在视图区域内显示网页。用户可在视图区域内查看网页内容，而不必显示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内浏览器。可指定 Web URL 或本
地 HTML 文件。请注意以下问题：

如果指定本地 HTML 文件，则确保 .html 文件与关联的文件和文件夹位于同一个文件夹中。创建文章内容后，将上载与 .html 文件在同一文件夹
中的所有文件，因此仅限该 HTML 文件夹容纳必要的资源。例如，如果将 .html 文件添加到“文档”文件夹，则将上载“文档”中的所有文件和子文
件夹。

对于任何自动重定向到移动 URL 的 URL，请指定移动 URL（如 http://mobile.twitter.com/），而非原始 URL（如 http://twitter.com）。
如果为 Web 内容叠加指定 HTML 动画，则将叠加设置为以最小延迟（如 0.125 秒）进行自动播放以确保动画正确播放。设置延迟可防止将页面
预先装入内存时自动播放叠加。

在 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中，可以使用“插入 HTML”命令插入 YouTube 剪辑的嵌入代码。为获得最佳结果，请编辑 YouTube 嵌入代码以加
入“src=https://www.youtube.com”而非“src=//www.youtube.com”。将叠加设置为自动播放，并在叠加前面添加海报图像。

要创建 Web 内容叠加：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矩形工具或矩形框架工具，通过拖动创建用于显示 Web 内容的框架。

放置一幅图像，充当 Web 内容的海报。

2. 选择该框架，然后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选择“Web 内容”。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指定 URL，请在“资源”字段中键入或粘贴 URL。键入完整 URL，其中包括“http://”。

要使用本地 HTML 文件，请单击文件夹图标，然后指定本地 HTML 文件。HTML 文件（如 index.html）所在的文件夹中应包括 HTML 文件
中使用的任何图像或脚本。

4. 指定以下任意选项：

选择此选项后，将在移动设备上载入页面时载入网页。还可指定要延迟的秒数。如果您的目标 HTML 是播放的动画，请指定最小延
迟。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保留网页中的透明背景。用户可以看穿透明度以查看后台的 DPS 内容。如果取消选中此选项，则使用 Web 内容
背景。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用户可与网页进行交互。例如，用户点击超链接可跳转至其他网页。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缩放网页以适合叠加文件中指定的大小。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显示网页的大小与其将在设备浏览器中显

示的大小相同，因此可能会裁掉 HTML 页面的某些部分。

可创建 Web 内容叠加，它对于相机 API、地理位置 API、数字插页、日历等功能引用阅读 API。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HTML 和 JavaScript 扩展 DPS。

除了对叠加选择此选项外，还要向 HTML 代码添加自定义 JavaScript API。

还可为 HTML 文章（而非 Web 内容叠加）创建此类型的条件 HTML 内容。对于 HTML 文章，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选择“允许访问授权
信息”选项。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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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较小的区域中显示较大的图像，并允许用户在该区域内平移和缩放图像。

1. 放置 JPEG 或 PNG 图像。

2. 使用选择工具，拖动选择手柄以裁剪框架，但不调整图像大小。使框架与视图区域同等大小。在框架内放置图像，以确定初始图像区域。

确保容器框架小于图像。如果框架与图像的宽度或高度大小相同，则将对象视为可滚动内容。

要向“平移和缩放”叠加添加海报，请创建与图像平移尺寸相同的框架，然后将其放置在“平移和缩放”叠加上方。用户点击海报时，将激活图像
平移，并隐藏海报。用户点击两下图像平移时，将再次显示海报。

3. 要更改初始视图放大比例，请使用直接选择工具选择图像（而非框架），然后缩放图像。

可将图像大小更改为 100% 或更小。最大比例为 100%。

4. 选择图像框架，然后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单击“手指开合缩放”选项卡，然后选择“启用”。

要对文章的整个页面进行手指开合缩放，使用 PDF 图像格式创建文章。请参阅允许对文章进行手指开合缩放。

平移和缩放指导

注意下列事项：

当前，视图区域必须是矩形的。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 JPEG 图像。

如果您创建大于 2000x2000 像素 (72 ppi) 的平移和缩放叠加，请在移动设备上充分测试它。大型图像会增大文件大小，并可能会使移动设备在
内存方面产生问题。

通常的做法是，确保图像的尺寸正好是要使用的尺寸。例如，要在 200 x 200 像素的视图区域内平移 1024 x 1024 像素的图像，请创建一幅
1024 x 1024 的图像 (72 ppi)。但如果要在 2048x1536 作品集中使用 1024x768 源文档，使用 72 ppi 图像可能会在不同 iPad 型号上导致不同的
初始视图体验。要避免这种情况，请在 HD 子文件夹中创建图像的高分辨率版本。 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OS 设备的多清晰度 PDF 文章。

“平移和缩放”功能不适用于处理透明图像。载入含图像平移的页面后，将显示海报，并且直到点击实际叠加后该叠加才可见。用户点击两下叠加
时，该叠加将消失，然后显示海报。如果图像平移中含有透明的部分，则海报将显露出来，形成重复的图像。一种解决方法是创建两状态

MSO，其中，海报在第一个状态上是一个按钮，链接到第二个状态上的平移和缩放图像。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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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滚动的框架叠加

注意:

滚动方向

滚动指示符

初始内容位置

PDF 文章的导出格式

注意:

可创建可滚动框架，使用户通过滚动可查看更多内容。例如，可创建一个烹饪页面，其中含有原料列表和一组说明。用户不必转至下一页，轻扫即可

滚动查看全部原料或说明。

默认情况下，可滚动内容的初始视图是容器框架的左上角。您可以更改初始视图，让其显示内容框架的位置。

可将所有交互式叠加添加至可滚动框架（请参阅嵌入交互式叠加）。之前使用图层创建可滚动框架的方法不再受支持。

1. 要生成可垂直滚动的框架，请创建内容框架和容器框架。

内容框架可以是一个文本框架、一个图像或一组对象。

在内容框架中可加入除幻灯片之外的任何交互式对象。将交互式对象添加到文本框架中作为定位对象，或将交互式对象与其他对象分为一

组。

2. 将内容框架移至其相对于容器框架的初始视图区域。

如果您使用默认设置，内容框架将对齐容器框架的左上角。但是，可以使用内容框架的文档位置来确定初始视图。

3. 选择内容框架，然后选择“编辑”>“剪切”。

要避免不规则行为，请确保内容显示在布局页区域，而不显示在粘贴板中。

4. 选择容器框架，然后选择“编辑”>“粘贴到”。

将内容框架粘贴到容器框架中后，任何含 MSO 状态动作的按钮将丢失其动作。再次选择按钮并添加动作。（工具栏中的选择按钮对于选
择隐藏按钮尤为有用。“图层”面板是用于选择嵌套对象的另一种方式。）

5. 在仍选择容器框架的情况下，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单击“可滚动框架”选项卡，然后指定这些选项。

选择“自动检测”以基于容器框架和内容框架的高度和宽度确定滚动方向。如果这两种框架的高度相同，但宽度不同，内容仅水平滚
动。要确保内容仅朝一个方向滚动，即使容器框架比内容框架更窄且更短也是如此，请选择“水平”或“垂直”。选择“水平和垂直”选项提供与“自动
检测”相同的行为。

如果不希望在滚动时显示滚动条，请选择“隐藏”。

选择“左上”将内容框架与容器框架的左上角对齐作为初始视图。选择“使用文档位置”来使用内容框架的位置作为初始视图。

如果可滚动框架显示在使用 PDF 格式的文章中，则可以选择位图或矢量。 在为 SD 和 HD iPad 或 iPhone 创建单个作品
集时，选择矢量特别有用。 当作品集显示在 HD iOS 设备上时，“矢量”选项提供更清晰的文本，但是要花些时间加载。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对
文本密集型可滚动框架使用矢量，对基于图像的可滚动框架或在为 SD 和 HD iOS 设备创建单独再现时使用栅格。如果选择“栅格”，可滚动框架
内容会重新取样，分辨率不高于 72 ppi。

请参阅免费的 DPS Tips 应用程序以查看可滚动框架的示例，包括嵌套可滚动框架和拉出选项卡效果。

高级可滚动框架

滚动内容视频

观看 Johannes 如何使用可滚动框架创建淡出
效果。... 阅读更多

http://goo.gl/qbWE4

作者：Johannes Henseler 
http://digitalpublishing.t...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Colin 的视频展示了新的滚动内容方法有多么
简单易用，并说明滚动内容现在可包括超链接

和按钮。... 阅读更多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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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滚动下拉选项卡

创建滚动幻灯片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交互式叠加概述

http://goo.gl/A7WsB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Colin 的视频演示了如何使用可滚动框架创建
滑出选项卡或滑动托盘。... 阅读更多

http://goo.gl/3Oywd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Terry 演示了如何创建可包含图片、字幕甚至
影片的滚动幻灯片。... 阅读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creative-suite-podc...

作者：Terry White 
http://terrywhite.com/tech...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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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放映

可滚动框架

可以在可滚动框架或幻灯片放映（多状态对象）中嵌入交互式叠加。但是，无法在可滚动框架或其他幻灯片中嵌入多状态对象。

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向幻灯片放映状态添加叠加。可以选择一个状态，然后选择“粘贴到”。可以将叠加与多状态对象对齐，选择这二
者，然后选择将对象粘贴到所选状态或创建新状态。还可以将叠加与其他对象分为一组，将该组与更多对象对齐，然后创建多状态对象。

创建交互式叠加，如图像序列或按钮。然后可以将内容框架中的叠加对象与其他对象分为一组，或将叠加粘贴到文本以创建定位对象。接

下来将内容框架粘贴到容器框架，并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选择“仅平移”。

请注意以下准则：

可以向在幻灯片中更改状态的可滚动框架添加按钮。将按钮粘贴到内容框架后，将删除基于状态的按钮动作。再次选择按钮，然后重新创建动

作。如果按钮处于隐藏状态，请使用控制栏中的“选择内容”和“选择下一个”图标选择对象。

要使多状态对象变为交互式幻灯片，动作必须触发一个或多个要更改的状态。否则，查看器中将仅显示当前状态。要使 MSO 变为幻灯片，可以
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选择“自动播放”等选项。或者，可以使用 MSO 状态动作创建按钮。但是，状态中的按钮不会使 MSO 具有交互性。如
果希望仅使用 MSO 中的按钮来更改幻灯片，在 MSO 之外创建不可见的“虚拟”按钮可使其具有交互性。

要创建热点效果，请将按钮与两状态多状态对象（其中的一个状态为空白）进行组合。例如，点击按钮可触发图像序列或 Web 内容叠加。

有关嵌入式叠加（包括在幻灯片中嵌入幻灯片）的其他示例，请参阅 DPS Tips 应用程序中的“高级叠加”。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创建叠加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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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叠加

在查看器中点击后，将播放在 InDesign 中放置的受支持的视频文件。对于视频文件，请使用与 Apple iTunes 兼容的格式，如 h.264 编码的 MP4 文
件。创建视频时，请使用 Baseline Profile，以实现与 Android 设备的最佳兼容性。使用 .mp4，而非 .mov 文件，后者不在 Web 查看器中受支持。如
果视频在查看器中未正常播放，请使用 Adobe Media Encoder 或第三方工具（如 Handbrake）将视频重新编码为 .mp4 h.264。

视频文件的最佳实践

对于 iOS 查看器，您可以内联或全屏模式播放视频。对于 Android 查看器，您仅可以全屏模式播放视频。
可以通过让用户点击视图区域或使用“视频”动作创建单独的按钮，来设置要播放的视频文件。支持“播放”、“暂停”和“停止”选项。不支持“恢
复”和“全部停止”。
要获得内联视频的最佳效果，请创建合适尺寸的影片，如 400 x 300 像素。考虑将全屏电影设置为 1024 个像素宽。 HD iPad 的最大视频大小是
1920x1080，但创建如此大的视频会增大作品集大小。为了在文件大小与质量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某些出版商建议影片每分钟大小为 10-12
MB。为了减少视频大小，一些出版商使用 Adobe Media Encoder 或第三方应用程序，如 HandBrak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Keith Gilbert 的
文章压缩在 DPS 中使用的视频。
您可以指定仅来自 http: website 的流式视频的 URL。要使用 https: website（如 YouTube 或 Vimeo）流式播放视频，请创建 Web 内容叠加。
在 InDesign CS6 或更高版本中，可以使用“插入 HTML”命令插入 YouTube 剪辑的嵌入代码。确保嵌入代码包括“http://”前缀，如
src="http://www.youtube.com/..."。要获得最佳效果，请设置叠加到自动播放，并在叠加顶部添加海报图像。有关示例和说明，请参阅免费
DPS 提示应用程序的高级重叠问题。
当用户移动到其他文章时，视频停止播放，但是当用户移动到文章中的其他页面时，视频继续播放。要在翻页时停止视频，其解决方法是自动播

放“虚拟”视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ohannes Henseler 的文章在移动到文章的下一页时停止视频。
可以将视频（包括流式视频）添加到 HTML 文章中。请参阅导入 HTML 文章。

创建视频叠加

1. 选择“文件”>“置入”，然后在文档中放置视频文件。

2. 选择所放置的对象，打开“媒体”面板（“窗口”>“扩展”>“媒体”），然后指定一张海报。

对于视频文件，可选择一幅图像，或指定视频中的一帧。为获得最佳效果，请选择一幅图像，用于指示页面项目为交互式项目。还可以通过将非

交互式对象（例如透明播放按钮）放置到视频对象顶部来创建海报图像。

3. 选择视频对象，在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指定以下任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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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或文件

自动播放

全屏播放（仅 iOS）

点击以查看控制器（仅 iOS）

不允许暂停（仅 iOS）

在最后一帧上停止（仅 iOS）

指定一个 URL 以流式播放视频，或者，如果还没有放置文件，可以单击文件夹并指定一个视频文件。当您指定一个流式 URL
时，叠加中的所有选项（包括自动播放和全屏）都会受到支持。

流式播放视频支持 http，而不支持 https。不支持 YouTube 和 Vimeo 等服务。相反，按照以上“最佳实践”部分所述使用 Web 内容叠加。

如果既放置了视频文件又指定了流式 URL，则第一个动作优先。例如，如果首先指定 URL，然后再放置视频，则叠加会使用 URL，而不是嵌入
的影片。(实际上，您可以通过为流式视频选择海报使用此功能。)

选择此选项后，将在移动设备上载入页面时播放视频文件。还可指定要延迟的秒数。Android 查看器不支持自动播放。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视频以全屏模式播放。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视频在其边界区域内播放。请注意，将全屏播放

Android 设备上的所有视频。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播放视频时点击内联视频将显示一个控制器栏，其中含有暂停和播放控件。如果未选择此

选项，则点击视频将暂停和重新开始。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用户无法点击视频以暂停或停止它。 只有当“自动播放”被选中且“全屏播放”不被选中时，此选项
才可用。

选择此选项可在内联视频停止播放时显示最后的视频图像。 只有当“全屏播放”不被选中时，此选项才可用。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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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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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作品集

转到页首

Folio Builder 面板概述
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
创建作品集

更改作品集属性

创建脱机作品集

共享作品集

复制作品集

删除作品集

作品集包括一篇或多篇幅数字出版文章。作品集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或自定义多期刊查看器的库中显示为某个期刊。如果创建自定义单期刊查看
器，则该作品集包括该查看器应用程序的内容。

Folio Builder 面板概述

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创建作品集和添加文章。要打开面板，请选择“窗口”>“Folio Builder (InDesign CS6)”或“窗口”>“扩展”>“Folio Builder (InDesign
CS5 或 CS5.5)”。Folio Builder 面板显示可访问的作品集。Folio Builder 面板包括三个视图：作品集视图、文章视图和版面视图。要进行导航，请执
行以下任意操作：

双击作品集或单击作品集右侧箭头以显示作品集的文章。

双击文章或单击文章右侧箭头以显示文章的版面。

单击该面板左上角的箭头图标以上移一个级别。

 
Folio Builder 面板 
A. 作品集视图 B. 文章视图 C. 版面视图 

过滤所显示的作品集

要确定显示哪些作品集，请从“作品集”视图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所有本地”、“在云中”（隐藏本地作品集）、“私有”（隐藏共享的作品集）
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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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对作品集进行排序

从作品集视图的“排序”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以确定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作品集的排序顺序。选择“颠倒列表”可颠倒所选任何作品集的顺序。

登录 Folio Builder面板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是可选的。 登录到该面板能让您将作品集上传到 acrobat.com 站点。然后，可以将作品集下载到移动设备上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并与其他用户共享作品集。如果您不登录到该面板，您仍可以创建和预览本地作品集，而且可以生成 Single Edition 应用程序。 使用
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

1. 确保计算机连接到 Internet。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单击“登录”，然后使用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登录。

3. 如果您没有经过验证的 Adobe ID，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如果有 DPS 的 Enterprise 或 Professional 订阅，请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创建具有应用程序角色的 Adobe ID。使用适当的 Adobe ID 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要验证 Adobe ID 是否适用于 DPS，请转到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然后单击“创建帐户”。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一个
帐户。Adobe 将向您发送一封验证邮件。打开该邮件并进行验证。然后，使用该 Adobe ID 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请参阅使用 Adobe ID
进行数字出版。

创建作品集

作品集是文章的集合。任何具有 InDesign CS5 或更高版本的人都可以创建作品集。

登录并创建作品集时，在 acrobat.com Web 服务器上会创建一个工作区。添加到该作品集的任何文章的内容都将上传到该工作区。

1. 要打开 Folio Builder 面板，请选择“窗口”>“扩展”>“Folio Builder (InDesign CS5 或 CS5.5)”，或选择“窗口”>“Folio Builder (InDesign CS6)”。

2. 如果尚未登录，则单击“登录”，然后使用经过验证的 Adobe ID 登录。

如果您不登录到 Folio Builder 面板，则可以创建脱机作品集。然后，可以在登录后上传脱机作品集。

3. 单击“新建”，创建新作品集。

还可以选择“文件”>“新建”>“作品集”在 InDesign CS6 中创建作品集。

4. 指定以下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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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名称

查看器版本

目标设备

方向

默认格式

默认 JPEG 质量

封面预览

创建脱机作品集

转到页首

 
创建新作品集.

指定作品集名称。作品集名称与查看器中显示的出版物名称不同。作品集名称仅在内部使用，因此保持名称简洁并且避免使用扩展

字符。作品集名称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指定目标查看器版本。如果 Adobe Content Viewer 的最新版正在等待审批，或正在为还未更新的较早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创建作品
集，则此选项尤为有用。创建作品集后，即可编辑作品集属性以提高版本号，但无法回滚到较早版本。而是要创建新作品集。不能指定版本早于

v20 的查看器。

选择目标设备或指定目标设备的自定义尺寸，如 HD iPad 为 2048x1536。

当您为目标设备指定作品集大小时，请考虑设备是否显示导航条。例如，某些 Android 设备中显示 48 或 75 像素的导航条，导致查看器对
1280x 800 作品集进行缩放。相反，为双向作品集创建更小的作品集大小（如 1205x725）。 请参阅创建适用于多种设备的文档。

指出作品集是仅纵向、仅横向还是双向。要预览或发布作品集，则所有文章都必须与作品集方向匹配。例如，如果双向作品集包含仅纵向

版面的文章，则该作品集无法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库中下载。

为作品集选择默认选项。各篇文章可有不同的“文章格式”设置。

如果要让 InDesign 确定将页面导出为 JPEG 还是 PNG，则选择“自动”。选择 PDF 可让用户进行手指开合缩放、保留矢量以及减小文件大小。
指定默认格式对于导入多篇文章尤为重要。多文章导入过程中的文章使用默认图像格式。请参阅 JPG、PNG 和 PDF 图像格式之间的不同（英
文）。

如果对“默认图像格式”选择了“自动”或“JPEG”，则要指定“JPEG 质量”。提高质量会增大文件大小。

预览图像表示添加到查看器库中的查看器的每个作品集。指定纵向和横向封面图像。使用与目标设备相同的像素尺寸（如 1024 x
768），以 72-dpi JPG 或 PNG 文件的形式创建封面图像。

如果此时不想将作品集内容上传到服务器，请选择此选项。您可以以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上传到 Folio Producer”来上传作品集
内容。

有关 Folio Builder 故障排除的信息，请参阅 Folio Builder 故障排除（英文）和故障排除：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上传文章失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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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名称

注意：

查看器版本

注意：

右边缘装订

封面预览

作品集名称

更改作品集属性

创建作品集后，可使用“作品集属性”对话框指定出版物名称、更改查看器版本和选择封面预览图像。无法在“作品集属性”对话框中编辑某些作品集属
性，如方向、图像格式和作品集大小。如有必要，请创建具有相应设置的新作品集。

准备好发布作品集时，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指定作品集的发布属性。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要编辑的作品集。

2.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作品集属性”。

 
编辑作品集属性

3. 指定以下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查看器库中将显示指定的“出版物名称”。但是，如果对应用程序中出现的所有作品集都使用同一“出版物名称”值，并且如果该值与为
DPS App Builder 中“标题（库视图）”指定的值相同，则将有意地从库中忽略该出版物名称。

出版物名称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要避免出现问题，请在“出版物名称”中仅使用字母或数字字符。不要使用诸如省略号 (‘) 的特殊字符，否则可能发生意外结果
（如“[svr.InvalidParameter]”错误消息）。

如果要为作品集指定其他查看器版本，则选择相应的版本。可选择较新版本，而不能选择较早版本。要以某个较早版本为目标，请

创建一个新作品集。

更新作品集的查看器版本不会自动更新该作品集中的文章。如果要利用较高查看器版本中的新功能，则还要更新文章。

如果要编辑的作品集是在 v20 之前创建的，则请务必指定“查看器版本”设置。

选择此选项可在查看器中从右向左而非从左向右显示文章。此选项对亚洲语言尤为重要。

预览图像表示添加到查看器库中的查看器的每个作品集。指定纵向和横向封面图像。使用与目标设备相同的像素尺寸（如 1024 x
768），以 72-dpi JPG 或 PNG 文件的形式创建封面图像。

4. 要更改有关发布作品集的其他作品集属性，请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Folio Producer”，然后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指定设置。请
参阅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

Folio Producer 中和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显示作品集名称，但查看器中不显示。如果要为不同设备创建再现，请确保作品集名称设
置在再现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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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名称

作品集编号

出版日期

产品 ID

已发布

锁定

封面预览

说明

库过滤器

右边缘装订

查看器库中和查看器导航栏中显示出版物名称。但是，如果将同一“出版物名称”用于应用程序中的所有作品集，则库中并不特意显
示该出版物名称。

出版物名称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作品集编号可以是数字或说明，如“2013 年 5 月”。作品集编号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出版物名称和作品集编号显示在查看器中。

“出版日期”设置决定作品集在库中的顺序。最新的作品集显示在顶部。“出版日期”设置对订阅查看器尤为重要，其中客户在“出版日
期”设置所确定的特定时间段内对作品集拥有权利。为获得最佳效果，请手动选择“出版日期”设置。

在发布作品集时指定的产品 ID 会显示出来。不能直接编辑此字段。产品 ID 对零售作品集尤为重要。它将作品集与 App Store 中的应用
程序内购买产品 ID 联系在一起。产品 ID 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如果已发布作品集，则将在“已发布”列中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选择此选项可防止任何人上传文章的新版本或更改文章元数据。有权访问作品集的任何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文章旁都会显示一个锁
定图标。

为显示在查看器库中的图像指定 .png 或 .jpg 文件。

说明显示在查看器库和查看器导航条中。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键入每个作品集的过滤器名称。库过滤器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请参阅创建库过滤器。

在“作品集详细信息”区域中选择此选项后，查看器中将从右向左而非从左向右显示文章。此选项对亚洲语言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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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日期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封面日期”是一个附加的元数据控件，某些 Enterprise 出版商通过它可加强对直接权利的控制。

创建脱机作品集

脱机作品集（或称本地作品集）不上传到 Web 上的 acrobat.com 服务。创建脱机作品集特别适用于以下情况：未连接 Internet，或者 acrobat.com 服
务暂时不可用。

已上传的作品集不能转换为脱机作品集。

 
指示作品集脱机的图标。

1. 要创建脱机作品集，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不登录的情况下单击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新建作品集”。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单击“新建作品集”，然后选择“创建脱机作品集”。

2. 添加文章并编辑作品集。

可以在桌面上或使用“在设备上预览”来预览脱机作品集。请参阅预览作品集和文章。

预览或上传脱机作品集时，作品集将会自动更新以反映源 InDesign 文档的更改。不必选择“更新”来更新脱机作品集。

3. 要上传作品集，请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选择该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上传到 Folio Producer”。

只有在源文件可用的情况下，才能上传脱机作品集。

上载作品集后，即无法将其恢复为本地作品集。

共享作品集

如果要让其他人可查看您创作的作品集或向其提供该作品集，则共享此作品集。例如，如果要为出版商创建广告，则可与出版商共享包含广告的作品

集。或者，如果您是出版商，则可与不同设计者共享作品集，以使其可上传文章。

如果您更新共享作品集中的文章，收件人会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打开库时被通知有更新可用。如果您不希望收件人查看更新，请取消共享作品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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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共享作品集

删除与您共享的作品集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个作品集。

2.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共享”。

3. 在“共享”对话框中，键入要与其共享作品集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使用逗号或分号分隔多个电子邮件地址。按 Tab 移至下一字段。

4. 键入主题和邮件正文，然后单击“共享”。

当收件人在移动设备上打开 Adobe Content Viewer 时，会有一个共享作品集可供下载。

如果收件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打开作品集，Folio Builder 中作品集名称旁会显示一个共享图标 。收件人可打开作品集和添加文章。但是，他们

无法编辑现有文章。

要取消共享与其他人共享的作品集，请在“Folio Builder”面板中选择该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取消共享”。选择要取消与之进
行共享的收件人，然后单击“确定”。取消共享将使该作品集不可供下载，并将从共享收件人的“Folio Builder”面板中删除该作品集，但不会删除已下载
到设备的作品集。删除共享的作品集也会使该作品集不可供下载。

如果某人与您共享一个作品集，而您不再需要访问该作品集，则请在“Folio Builder”面板中选择该作品集，然后单击垃圾桶图
标。删除共享的作品集将从所有者的共享收件人列表中删除您的信息。

复制作品集

可从您的帐户复制作品集，也可从其它帐户复制与您共享的作品集。复制已发布或取消发布的作品集将在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 (acrobat.com) 而非
Distribution Service 上创建一个新作品集。然后，可编辑和发布所复制的作品集。如果从其它计算机与您共享作品集，则可获得源文件，并重新链接
文章以编辑作品集内容。无法复制锁定的作品集。

1. 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选择一个作品集，然后单击“复制”。

2. 指定所复制作品集的名称，然后单击“复制”。

删除作品集

删除作品集时，将从服务器删除工作区，并删除该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但不删除源文档。如果已将作品集发布到 Distribution Service，则先使用
Folio Producer Organizer 取消发布该作品集，然后再将其删除。请勿取消发布和删除零售作品集。

1. 如果作品集已发布，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取消发布”按钮从 Distribution Service 中移去作品集。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个作品集，然后单击垃圾桶按钮。

如果先在查看器中下载了作品集，然后删除该作品集，则该作品集保留在查看器库中，直到移除该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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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章和版面

转到页首

文章名称

文章格式

JPEG 质量

平滑滚动

注意:

从打开的文档创建文章

向文章添加版面

导入 InDesign 文章

作品集由文章组成。可创建基于 InDesign 文档或 HTML 文件的文章。有两种方法可将文章添加到作品集：使用“添加文章”按钮以根据打开的
InDesign 文档创建文章，或从文件夹导入文章。

从打开的文档创建文章

文章可包括一种或两种版面，用于在移动设备上纵向和横向显示。但是，必须在出版的作品集中保持一致。出版的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都必须为仅纵

向、仅横向或双向。

 
文章视图

1. 打开适用于数字出版的 InDesign 文档。请参阅设计数字出版物。

在两种情况下，文档尺寸可与作品集大小不同。

作品集的长宽比和文档页面大小相同。例如，可将 1024x768 文档添加到大小设置为 2048x1536 的作品集，因为二者的长宽比都是 4:3。

文档专为平滑滚动而设计。例如，如果创建 1024x2000 的单页文档，则应将所添加的文章设置为“平滑滚动”。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创建或打开将从中显示文章的作品集。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的文章视图中，单击“添加”。

4. 指定以下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指定文章名称。文章名称不显示在查看器中。文章名称用于在文章之间创建链接，因此请使用“City_Guide”等名称，而不要使
用“city_guide_h.indd”等文件名。文章名称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指定文章的图像格式设置。例如，可选择对文章采用 PDF，以便能够用手指开合缩放。请参阅 JPG、PNG 和 PDF 图像格式之间的
不同（英文）。

如果对“图像格式”选择“自动”或“JPG”，则请指定“JPEG 质量”。提高质量会增大文件大小。

为文章，而不仅为要添加的布局设置平滑滚动。例如，如果要在双向作品集中仅添加垂直版面，则在两个版面都是平滑滚动时，请选

择“双向”。如果是单向文章，或如果仅有一个版面是平滑滚动，请选择“水平优先”或“垂直优先”。

在 InDesign CS6 中选择“平滑滚动”选项时，可以指定替代版面。如果您的平滑滚动文档只有一个版面，请针对适当的版面选择它，而对
于您将稍后添加的其他版面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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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章添加版面

InDesign CS6 和 InDesign CC 文档可包括多个版面。在添加文章时，可指定水平和垂直版面。如果使用 InDesign CS5 或 CS5.5，或在 InDesign
CS6 或 CC 中仅创建了一个版面，则可从其他文档添加版面。如果在双向作品集中显示该文章，则该文章另外还需要一个版面。

1. 打开版面方向设计与现有文章版面不同的 InDesign 文档。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双击要向其添加第二个版面的文章。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的文章视图中，单击“添加版面”。如果文档包括多个版面，请指定适当的版面。

导入 InDesign 文章

如果使用合适的结构和文件命名约定，则可导入一篇文章或一组文章。目前，如果 InDesign CS6 或 CC 文档包括多个版面，则无法以文章形式导入
该文档。请改用“添加文章”选项。

导入文章时，除非选择“平滑滚动”选项，否则文章的长宽比必须与作品集的长宽比一致。

1. 创建一个或多个包含 InDesign 文档的文件夹。请参阅为导入的文章构造文件夹。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打开将从中显示文章的作品集。

3.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的文章视图中，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导入文章”。

 
“导入文章”对话框

4. 执行以下某项操作：

选择“导入一篇文章”，单击“位置”文件夹图标，然后指定文章文件夹。

选择“导入多篇文章”，单击“位置”文件夹图标，然后指定包含文章文件夹的作品集文件夹。

5. 为文章选择平滑滚动设置。 例如，如果您正在为双向作品集导入文章，但您仅想让平面版面光滑滚动，请选择“水平取向”。

6. 指定图像格式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您的文章文件夹在和 InDesign 文档相同的级别上包括 .png 图像，这些图像就会用作目录图标。如果您导入多篇文章，而且其中的作品集文件夹
包括 sidecar.xml 文件，则该文件会决定文章的顺序并填充文章属性。请参阅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如果无法正确地导入文章，请参阅排除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上传文章失败的故障（英文）。

相关文章

管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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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章

转到页首

更改文章属性

编辑和更新文章

将文章复制到另一个作品集

重命名文章

删除文章

更改文章的顺序

将文章重新链接到源文件

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可更新、复制和重命名文章。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

更改文章属性

您所指定的文章属性决定如何在查看器中显示文章。可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或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的“文章属性”选项更改文章的各项属性。在
导入文章时或之后，还可使用 sidecar.xml 文件将文章元数据应用于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

 
文章属性 
A. 说明 B. 引题 C. 标题 D.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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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署名

引题

说明

广告

从目录中隐藏

平滑滚动

仅水平轻扫

目录预览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篇文章。

2.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文章属性”。

3. 指定以下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指定文章标题（它应显示在查看器中）。标题值与文章名称不同，后者显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文章名称用于创建文章之间的链接。
目录中和作品集导航视图中显示标题。标题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

指定作者的姓名。署名最多可为 40 个字符。

杂志的章节标题，如“评论”、“特写”或“社论”。目录中和作品集导航视图中显示引题。引题最多可为 35 个字符。

文章的简介。以浏览模式查看作品集时显示该说明。目录中和作品集导航视图中显示说明。说明最多可为 120 个字符。

选择此选项可将文章标记为分析报告的广告。

选择此选项可防止文章在用户点击查看器导航条中的“目录”按钮时出现。

在“平滑滚动”列中，指定每篇文章连续滚动还是滚动时对齐到页面。平滑滚动仅适用于垂直方向的上下轻扫。文档不得包括多个页
面。可将“平滑滚动”设置为仅应用于横向、仅应用于纵向或同时应用于这两个版面方向。请参阅平滑滚动文章。

对文章选择“仅水平轻扫”后，用户浏览文章时使用左右轻扫代替上下轻扫。此选项以前称为“平整”。请参阅水平轻扫文章。

用户点击查看器导航条中的“目录”按钮时，每篇文章旁将显示一个 70x70 像素的目录图标。文章的第一页中会自动生成一个默认的目
录图标。要使用其他图标，请单击文件夹图标，然后选择 PNG 文件。使用 70x70 像素 PNG 文件。如果要使用的图像大于 70x70，则先将其添
加到文章文件夹，然后再将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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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已锁定

下载优先级

标签

文章访问

允许访问授权信息

 
查看器目录

4. 要更改“文章属性”对话框中没有的其他文章属性，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从面板菜单中选择“Folio Producer”以打开 Folio Producer 管
理器。选择作品集，然后选择“打开”。接下来选择文章并编辑以下属性。请参阅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

输入数字以重新排序文章。

锁定文章，以使其无法更新。

客户下载自定义查看器后，可在下载文件的同时查看该文件。除非更改下载优先级，否则将按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顺序下载文章。

在查看器的浏览模式下显示标签。标签最多可为 75 个字符。

此选项决定在共享文章并启用“启用文章预览”后，Web 查看器中是否提供该文章。如果作品集查看器版本为 v26 或更高版本，并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更新作品集内的文章，则可选择“免费”、“按量收费”或“受保护”。如果作品集查看器版本为 v25 或更低版本，则可选择“按量
收费”或“受保护”。
将文章标为“受保护”后，无法在 Web 查看器中或启用了文章预览的零售作品集中查看这篇文章。
将文章标为“按量收费”后，这篇文章将上载到服务器，以供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除非客户达到出版商设置的付费专区阈值，否则客户可在
Web 查看器中或启用了文章预览的零售作品集中查看按量收费的文章。
将文章标为“免费”（v26 和更高版本）时，可在 Web 查看器中和启用了文章预览的零售作品集中预览这篇文章。查看免费文章不计入付费专
区阈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社交共享和提供免费内容的方法。

可创建引用读取 API 的 HTML 文章。Web 内容叠加也有此选项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HTML 和 JavaScript 扩展
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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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作品集分为体育、商业和时尚等章节，则要为作品集中的每篇文章指定章节名称。章节最多可为 60 个字符。请参阅创建章节。

编辑和更新文章

创建文章或文章版面时，将 InDesign 文档的内容上传到服务器上的工作区。编辑并保存作为文章一部分的文档时，更改将仅保存在本地，直至更新文
章为止。可选择并更新多篇文章。

1. 要编辑文档，请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双击某个版面，然后作出更改。可使用任意方法打开文档。

不需要登录或连接即可编辑文章文档。

2. 编辑并保存文档后，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然后选择包含所编辑文档的文章。

如果已编辑多篇文章的源文件，则可按住 Shift 或 Ctrl/Command 以选择多篇文章进行更新。

3.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更新”。

更新文章时，两个版面将同时进行更新。如果您想让更新的文章在发布的查看器应用程序中可用，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更新作品集。

如果在多个作品集中使用同一源文档，则请记得在每个作品集中更新该文章。

将文章复制到另一个作品集

根据文档创建文章后，如果希望该文章显示在其他作品集中，则不需要创建另一篇文章。而是要将该文章从一个作品集复制到另一个作品集。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打开包含该文章的作品集，然后选择该文章。

2.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复制到”。

3. 在“复制到”对话框中，选择目标作品集，然后单击“确定”。

还可以使用 Folio Producer 在作品集之间复制文章。此外，可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复制”命令复制整个作品集。

重命名文章

重命名文章有可能会破坏指向重命名的文章的链接。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篇文章。

2. 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重命名”，然后输入一个不同的名称。

删除文章

删除文章时，会从作品集中以及服务器上的工作区中删除它。但是，不会删除源 InDesign 文档。

1.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一篇文章。

2. 单击垃圾桶按钮，然后单击“删除”。

更改文章的顺序

要更改文章的顺序，请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拖放它们，或者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更改文章顺序。请参阅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

还可使用 sidecar.xml 文件重新排列文章和更新元数据。请参阅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将文章重新链接到源文件

如果将文章的源文档移至新位置或将其传输到其他计算机，可以将源文件重新连接到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文章版面。

1. 如果将文件传输到其他计算机，请确保解决了断开的链接。另请确保交互式叠加指向相应的文件或文件夹。

如果叠加不再指向相应的位置，则在创建文章时将显示“资产位置无效”错误消息。

2.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从面板菜单中选择“重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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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有关预览 DPS 内容的提示
使用 Desktop Viewer 预览内容
在 iPad 或 iPhone 上预览作品集
使用查看器进行导航

从查看器中删除作品集

使用 Android Viewer 预览内容
使用“在设备上预览”
在 Windows 8.1 中使用测试版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

使用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作品集。有 Adobe Content Viewer 可作为桌面应用程序（称为“Desktop Viewer”）或移动设备应用程序。更新适用
于 InDesign CS6 的 DPS Desktop Tools 时或安装适用于 InDesign CS5/CS5.5 的 Folio Producer 工具时，将自动安装 Desktop Viewer。可在 iPad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和 Amazon Appstore 中下载用于移动设备的查看器。在设备商店中搜索“Content Viewer”。

有关预览 DPS 内容的提示

Desktop Viewer 还是设备查看器？使用 Desktop Viewer 快速预览内容。要更好地预览，请在目标设备上使用 Adobe Content Viewer。可在用
于 iPad 和·iPhone 的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Amazon Appstore 和 Windows 应用商店（仅限 8.1）中获得 Adobe Content Viewer。
对于 Android，两个版本可用：一个用于测试新的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内容和另一个用于传统 Android 查看器。
作品集是否有效？创建作品集或文章后，即可使用 Desktop Viewer 或移动设备上的查看器预览它。但是，要预览作品集，必须适当地创建作品
集。例如，如果作品集混有仅水平文章和双向文章，则无法预览该作品集。使用 Desktop Viewer 预览创建不当的作品集时，将有错误消息报告
问题。

上载/下载还是在设备上预览？有两种方法可在设备上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预览内容。一种方法是将作品集上载到 Folio Producer，然后
使用同一 Adobe ID 登录到 Adobe Content Viewer 并下载作品集。另一种方法是将 iPad 连接到计算机，然后使用“在设备上预览”（仅限 Mac
OS）。
预览版面、文章还是作品集？InDesign 提供若干用于预览内容的方法，这些方法带来的体验不同。如果使用“叠加”面板或“文件”>“作品集预览”进
行预览，则仅预览版面，而不能预览文章。如果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进行预览，则根据选择的内容，预览文章或作品集。对于平滑滚动文章或
PDF 图像格式的文章，请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进行预览，而不要使用其它方法。

使用 Desktop Viewer 预览内容

适用于桌面的 Adobe Content Viewer（也称为 Desktop Viewer）是一个 AIR 应用程序，通过它可在桌面上预览作品集、文章或版面。

Desktop Viewer 并不支持所有 DPS 功能。它适合进行快速预览。为获得最佳结果，请在设备上使用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内容。

1. 在 InDesign 中的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要预览的作品集或文章。

如果选择一个作品集，则可以预览该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如果选择一篇文章，则只可以预览该文章。

2. 使用该面板底部的“预览”按钮。从“视图”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以旋转内容或调整其大小。要在叠加（如全景图上）模拟放大，请按 + 或 - 键。

还可以通过选择“文件”>“作品集预览”或单击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的“预览”来预览文档。不必预先创建文章。当您的计算机未连接 Internet 时，此
方法特别有用。但是，只能以 PNG 图像格式预览一个版面。要预览文章或作品集，请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

在 iPad 或 iPhone 上预览作品集

用于 iPad/iPhone 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是查看器的一个通用版本，用于在 iPad 或 iPhone 上测试所创建的数字内容。更新 Folio Producer 工具
时，即更新此查看器。Adobe Content Viewer 不支持 iOS 5 的设备，其中包括 iPad 1 型号。

发布一组新工具时，可能直到 Apple 批准新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版本后，使用最新查看器版本创建的作品集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您尝试打
开作品集，则会显示“请更新应用程序”消息。如果有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则可创建 Adobe Content Viewer 的自定义版本。请参阅创建用
于 iPad 的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否则，请使用支持的某个以前查看器版本创建作品集。

Adobe Content Viewer 库检查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和 Distribution Service 这两个位置是否有作品集。Folio Producer（由 acrobat.com 托管）包含
Folio Builder 面板中显示的所有作品集。Distribution Service 包含所有已发布的作品集。作品集缩览图中带有闪电图标的蓝色条纹表示从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下载的作品集。具有塞子图标的蓝色条带表示作品集通过“在设备上预览”加载。 作为“零售”发布的作品集不会显示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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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闪电图标的蓝色条纹表示托管在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上的作品集。

1. 在您的设备上，从 App Store 下载或更新 Adobe Content Viewer。

2. 在 iPad 上启动 Adobe Viewer，然后使用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时所使用的同一个 Adobe ID 进行登录。

可下载和预览对其具有访问权限的作品集。

如果查看器库中未出现您的作品集，则检查该作品集中是否有文章与作品集的方向不符，如双向作品集中有仅横向文章。

使用查看器进行导航

无论是使用通用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还是自定义查看器，以下导航方法都能发挥作用。

旋转移动设备可显示双向作品集文章的水平或垂直版本。

上下轻扫以阅读文章。左右轻扫以切换至其他文章（或切换至拼合文章的其他页面）。

点击或轻扫交互式区域。

点击非交互式区域以显示导航条。点击“库”按钮可在多期应用程序中跳转到库。点击“返回”按钮以返回到前一视图。点击“目录”图标以查看目录。
拖动浏览条可按浏览模式在缩览图图像中滚动。

点击导航条中的标题以返回到第一篇文章。点击两下标题以在标题与标题外加版本显示之间进行切换。点击三下标题以重置期刊，以使每篇文章

都从第一页而非上次查看的页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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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iPad 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A. “库”按钮 B. “返回”按钮 C. “目录”按钮 D. 浏览条 

从查看器中删除作品集

要从查看器中删除作品集，请点击库右上角的齿轮图标，选择“从 iPad 中删除期刊”，然后选择并删除该作品集。（在 v25 以前的查看器中，请点
击“存档”按钮。）如果服务器上仍有该作品集，则仍可将该作品集下载到查看器中。如果服务器上不再有该作品集，则该作品集将从库中消失。

要从 iPhone 库中删除作品集，请从右到左在该作品集的名称上横向轻扫。轻扫时，“查看”按钮变为“删除”按钮。

使用 Android Viewer 预览内容

有两种可用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版本：一种用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另一种用于传统 Android 查看器。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Android 用于在运行 Android 4.0.3 或更高版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测试您创建的数字内容。此版本用于测试新的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内容。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Android（传统）用于在运行 Android 2.2 或更高版本的平板电脑上测试您创建的数字内容。

1. 通过 Android Market 或 Amazon Appstore 下载 Adobe Content Viewer。

2. 在 Android 设备上启动 Adobe Viewer，然后使用登录 Folio Builder 面板时所使用的同一个 Adobe ID 进行登录。

可下载和预览对其具有访问权限的作品集。

使用“在设备上预览”

使用“在设备上预览”功能，您无需从服务器上下载作品集，即可将作品集从计算机直接复制到移动设备上。

可使用 Mac OS 计算机直接预览 iPad 或 iPhone 上的内容。可使用 Windows 或 Mac OS 计算机直接预览 Android 设备上的内容。Amazon 平板电脑
不支持“在设备上预览”。

iPad 和 iPhone 的“在设备上预览”功能（仅限 Mac OS）

1. 将 iPad 或 iPhone 连接到计算机。

2. 在 iPad 或 iPhone 上，启动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的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

不必登录。

3. 要预览文章或作品集，请在 InDesign 的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要预览的文章作品集，然后从该面板底部的“预览”菜单中选择“在 [设备名称]
上预览”。

预览的作品集将从计算机复制到您的设备上。断开设备连接后，该作品集仍会留在该设备上。将作品集存档后，将从库中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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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仅预览当前版面，请打开 Folio Overlays 面板，然后从该面板底部的“预览”菜单中选择“在 [设备名] 上预览”。

断开设备连接后，预览的版面仍会留在该设备上。当您返回到库时，预览的版面将被删除。

从 Folio Overlays 面板中进行“在设备上预览”将仅显示当前版面中 PNG 格式的页。预览中不包括 InDesign CS6/CC 中的替代版面。

针对 Android 平板电脑的“在设备上预览”
此时，“在设备上预览”功能仅支持传统版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Android，而不支持原生版。

1. 请执行以下操作，确保您的 Android 设备可以与计算机正常通信。

启用 USB 调试。USB 调试选项的位置可能因您的 Android 设备而异。在某些设备上，它位于“设置”>“应用程序”>“开发”下。
（仅限 Windows）安装必要的设备驱动程序以使 Android 设备可与计算机进行通信。Flash Builder 帮助在在 Google Android 设备上调试应
用程序和安装 Android 设备的 USB 设备驱动程序 (Windows) 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2. 将您的 Android 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3. 在设备上启动 Adobe Content Viewer。

4. 在 InDesign 的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要预览的文章或作品集，然后从面板底部的“预览”菜单中选择设备名称。还可使用“作品集叠加”面板
中的“预览”选项以仅预览光栅格式的版面。

观看 Colin Fleming 的视频：在 Android 设备上预览

在 Windows 8.1 中使用测试版 Adobe Content Viewer 预览

Windows 应用商店中提供一个版本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应用程序。在 Windows 应用商店中，搜索“Adobe Content Viewer”。此应用程序仅在运
行 Windows 8.1 的设备上可用。

此时，Adobe Content Viewer 包含的一组功能有限。支持超链接、幻灯片、可滚动框架和视频。支持部分 Web 内容叠加。不支持图像序列、平移和
缩放、音频和全景图。尚不支持社交共享、章节和应用程序内购等其它 DPS 功能。请参阅为 Windows 应用商店构建 DPS 应用程序。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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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为不同设备设计的同一作品集的多个版本称为再现。如果您创建多个作品集再现，则查看器仅呈现与设备尺寸最匹配的再现。

再现十分有用，原因有以下三点：

可用于在 iPhone 中创建上下未加黑边的内容。例如，您可以创建适用于四分之三 iPhone 设备的 480x320 再现和可填满 iPhone 5 及更高版本设
备显示区域的 1136x640 再现。
可仅用于创建 Web 查看器作品集。请参阅自定义 Web 查看器。
为需要较少缩放和字母大小调整的设备或具有不同设备尺寸的设备创建作品集。

只有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可使用再现。如果创建的是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则不支持作品集再现。请参阅创建多重再现文章。

通过将同一作品集名称用于多个作品集，可将它们作为一组再现绑定在一起。不同再现的“作品集名称”值必须相同，而“尺寸”值必须是不同的（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现除外）。此外，如果作品集再现属于零售应用程序，则建议对于所有再现使用同一产品 ID，但对几组不同的再现要使用不同的产品
ID。对于订阅应用程序中的再现，“出版日期”值必须是相同的 — 从日历构件中选择日期。

当您为订阅查看器创建作品集再现时，请从日历构件中为每个再现选择相同的出版日期设置。

 
创建多个作品集再现，它们的作品集名称设置相同，大小设置不同。

查看器检查 Distribution Service 时，仅提供与移动设备最近似匹配的再现。

对于 iPad 设备，建议的方法是使用 PDF 图像格式的文章来创建 1024x768 作品集。另一种方法是创建再现。如果您上传一个尺寸设置为 2048x1536
的作品集再现和另一个设置为 1024x768 的作品集，则 HD iPad 型号会下载 2048x1536 作品集，而 SD 型号会下载较小的再现。iPad 查看器仅下载
长宽比为 4:3 的作品集。iPhone 查看器仅下载长宽比为 3:2 的作品集（对于 1136x640 再现，长宽比为 16:9）。若要创建同时支持 iPad 和 iPhone
的查看器应用程序，请创建多个再现，以获得最佳效果。请参阅为不同 iPad 型号创建 DPS 内容和为 iPhone 创建内容。

关于 Android 查看器，请参阅为原生 Android 查看器设置再现。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为作品集再现使用相同的作品集元数据设置，包括作品集名称、出版物名称、作品集编号和发布日期。发布再现时，使用

相同的产品 ID。如果要启用社交共享，请确保使用同样的文章名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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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过章节功能（仅限 iPad），您的客户可下载由您定义的作品集的各个章节。例如，可将作品集分为新闻、体育、商业、时尚和理财五个章节，而客
户可仅下载某些章节中的文章，也可同时下载所有章节中的文章。

DPS 章节

分配章节

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指定每篇文章的章节信息。至少要对两篇文章使用相同的章节名称。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创建 v24 或更高版本的作品集，
并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更新作品集中的文章以生成章节封面图像。使用 v24 或更高版本的查看器查看章节。

还可以在 sidecar.xml 文件中使用 <section> 标记，为文章指定部分。 请参阅创建用于导入文章的元数据附加项文件。

章节的工作原理

指定作品集中文章的章节信息后，iPad 查看器库中出现“查看”按钮而非“下载”或“购买”按钮。点击“查看”按钮将显示该文章中提供的章节。每个章节中
第一篇文章的第一页用作该章节的封面图像。当用户点击章节封面图像时，将下载或显示该章节中的所有文章。

任何未指定章节信息的文章可与任意章节一起下载。例如，如果未指定封面文章和目录文章的章节信息，则这些文章与用户下载的首个章节一起下

载。

在有章节的作品集中，此时点击“目录”按钮将仅显示章节标题，而不显示文章。点击目录中的章节名称将跳至该章节的第一篇文章。

有章节的作品集中保留了初始文章顺序。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将同一章节中的文章集中在一起，使其在作品集中彼此相邻。

一旦用户下载了单个部分，它就被算作完整的作品集下载。以后下载该作品集中的章节时不计算下载次数。

测试章节

为测试章节功能，创建了适用于 iPad 的开发应用程序。Adobe Content Viewer 尚未完全实现章节功能。

Bob Bringhurst 提供了章节功能的屏幕快照和
最佳实践。... 阅读更多

http://blogs.adobe.com/indesigndocs/2012/12/d...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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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库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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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指定每个作品集的过滤器名称，则过滤器选项显示在查看器库中的下拉菜单中。

例如，如果您针对不同语言创建同一作品集的不同版本，则可以允许您的客户仅针对一种语言查看作品集并针对其他语言隐藏作品集。或者，您可以

创建仅显示特定时期（如“2011 年期刊”和“2012 年期刊”）作品集的过滤器。

可以创建仅一个级别的过滤器。但您的客户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多个选项。例如，客户可以显示法语和德语作品集并隐藏英语和西班牙语作品集。

只有 iPad 支持过滤器。

 
在此应用程序中，仅显示基础和信息作品集。

1. 使用 v22 查看器版本或更高版本创建作品集。

2. 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选择作品集，然后在“库过滤器”文本框中指定过滤器名称。

确保对属于特定类别的作品集使用相同的过滤器名称。例如，如果为不同作品集指定“German”和“german”过滤器，则它们将作为不同选项出现
在库中。

3. 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查看器。 在库中测试过滤器以确保它们按预想工作。

10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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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复制到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创建或导入作品集的任何文章都显示在作品集中。此外，还可使用两种其他方法向作品集添加文章。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共享”。与之共享作品集的任何人都可向作品集添加文章。然后，您可以使用“复制
到”将文章从共享作品集复制到其他作品集（即使该作品集使用的是其他帐户亦可）。请参阅共享作品集。

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文章，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复制到”。然后，将文章复制到一个不同的作品集。所有元数据都会传输过去。您
可以编辑和更新已复制的文章的源文件，就像操作您自己创建的文章一样。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复制文章。请参阅将文章复制
到另一个作品集。

如果需要将作品集从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中的“复制”命令。请参阅创建作品集中的“复制作品集”一节。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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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适用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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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在使用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创建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时，可以指定 Android 平板电脑和 Android 手机上的作品集再现形式。

设置适用于原生 Android 查看器的再现

建议为 Android 手机创建小再现，为 Android 平板电脑创建大再现。例如，如果要使用与用于 iOS 应用程序中的尺寸相同的大小，则可以创建
480x320 手机再现和 1024x768 平板电脑再现。如果要使用与 Android 设备的长宽比最接近的设计，则可以创建800x480 和 1280x800 再现。

当查看器在设备上显示作品集时，可以创建其他再现以减少需要的缩放程度。例如，您可以创建 1280x800、1920x1200 和 2560x1600 的作品集再
现。然后，您可以将所有这些再现指定用于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的平板电脑。查看器仅提供与平板电脑尺寸最接近的再现。

要创建一组再现，可以将相同的作品集名称、发布日期和产品 ID 值用于每个作品集再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作品集再现。

配置应用程序，增强再现

在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中，用于“应用程序”帐户的 Adobe ID 可确定可选的作品集大小类型。

如果在 DPS App Builder 中已选择“配置高级再现支持”：

只有您选择的作品集大小才可用于该设备类型。例如，如果您创建一个 480x320 作品集和一个 1024x768 作品集并为智能手机仅选择
480x320，则 480x320 作品集将在 Android 手机上显示；而不会显示 1024x768 作品集。
如果为设备类型选择多个作品集大小并设置再现，则查看器将仅提供与该设备尺寸最接近的再现。

如果没有为移动设备选择一个作品集，则应用程序库将为空。建议您为每个设备类型选择至少一个作品集大小。例如，如果不希望支持手机，则

可以发布一个特殊再现，告知用户此应用程序不可用于此设备类型。

要启用增强再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基于网络的 DPS App Builder 中，选择“配置高级再现支持”选项以启动该功能。

 

2. 在“平板电脑再现”下，请指定一个或多个作品集大小用于将用于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帐户。

3. 在“智能手机再现”下，请指定一个或多个作品集大小用于将用于手机的应用程序帐户。

创建并提交应用程序后，如果添加希望纳入应用程序的不同作品集大小，则需要编辑该应用程序，使其包括新增的作品集大小，然后重新提交该应用

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Android 的 DPS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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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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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和发布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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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包括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订阅者发布作品集和构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所需的工具。使用 Folio Producer
完成作品集，然后发布它。使用 DPS App Builder 为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或 Amazon Appstore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订阅者可发布作品集和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如果不是 DPS 订阅者，则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或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发布单期查看器。

相关文章

要执行的任务： 转到：

设置用于发布的帐户 ID（仅订阅） “帐户管理”工具

了解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 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

组织、编辑和发布作品集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

排列文章和编辑元数据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

创建 Single Edition 查看器应用程序 Single Edition 概述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以提交到商店 DPS App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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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类型的 DPS 应用程序

转到页首

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

应用程序的发行类型

关于权利和实施

任何安装了 Folio Producer 工具的人都可以创建作品集并将其与其他人共享。要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并将其提交给支持的市场（Apple 应用商
店、Google Play 或 Windows 应用商店），您需要订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Professional 版或 Enterprise 版。要创建内置的 Single Edition 应
用程序（仅限于 iPad），您需要有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或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

有关订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信息，请参阅 www.adobe.com/products/digitalpublishingsuite/。

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

Adobe Content Viewer 能让您预览作品集并将其与他人共享。要使您的作品集在商店中可用，需要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
序。

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

在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中，作品集内置在查看器应用程序中。此类查看器没有库。

要使用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请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创建应用程序”。接下来，生成应
用程序，然后将其上传到 App Store。要使用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订阅者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Organizer 导出 .zip
文件，然后使用 DPS App Builder 指定该 .zip 文件。

注意，单作品集应用程序不支持书签或社交共享。“报刊杂志”中无法显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此时，您可以为 iPad 创建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而
不能为 iPhone、Android 或 Windows 设备创建。

 
单作品集查看器没有库。

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

在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中，您将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本质上是外壳程序的查看器。您提交的查看器应用程序不包含内容。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将作品集发布到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客户使用查看器的库下载其有权下载的作品集。

对您创建的每个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使用不同的 Adobe ID。请参阅将 Adobe ID 用于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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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多作品集查看器的库能让客户下载、查看和购买作品集。

可以为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创建两种作品集：免费的和零售的。您发布的任何设置为免费和公开的作品集都自动显示在自定义查看器的库中，并

且带有一个“下载”按钮。

您发布的任何设置为“零售”和“公开”的作品集都必须绑定到您在 iTunes Connect 或 Google Play 中设置的应用程序内购买。使用发布在设置应用程序
内购买时使用的作品集时同样的产品 ID。零售作品集显示在自定义查看器的库中，并且带有一个“购买”按钮。当客户点击“购买”时，他们可以购买作品
集。

多作品集订阅查看器应用程序

具有订阅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包括一个“登录”按钮，以及一个能让客户选择所需订阅类型的库选项。例如，他们可以选择“3 个月”、“6 个月”或“1 年”选
项。当他们登录时，查看器和商店核对以确定他们有权下载的作品集。

您可以设置适用于 Apple 应用商店的订阅。此外，如果您是 Enterprise 客户，则可以设置自定义权利服务器，为客户提供通过商店或通过服务订阅的
选项。

 
订阅查看器的库

企业签名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Enterprise 订阅者可以创建仅用于内部分发的 iPad 应用程序。企业签名的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是在公司内部分发的，而不是从 Apple Store 下载
的。请参阅创建由企业签名的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的发行类型

可使用以下方法发行 DPS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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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的应用程序商店

通过公开的应用程序商店，但发行受限（仅限 Enterprise）

通过专用服务器（仅限 Enterprise）

转到页首

创建应用程序并将其提交给 Apple 应用商店、Google Play 应用商店或 Windows 应用商店。

创建订阅应用程序并将其提交到 Apple、Google 或 Windows 应用商店。使用自定义权
利服务器确定用户通过其登录帐户可下载和查看哪些作品集。请参阅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进行受限分发（英文）。

创建内部应用程序并在防火墙后托管它。请参阅创建由企业签名的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

关于权利和实施

权利是下载某个项目的权限。实施是使授权的内容可供客户下载的过程。商店（如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中有查看器应用程序可供
下载。可使用 DPS App Builder 为商店创建自定义应用程序。Distribution Service 是可以下载作品集的地方。可使用 Folio Producer 将作品集发布
到 Distribution Service。

对于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将从 App Store 下载整个应用程序。当客户下载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并打开库时，查看器将检查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中
是否有作品集可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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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Enterprise

管理角色

应用程序角色

DPS App Builder 角色

只要具备有效的 Adobe ID，即可登录到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并编辑作品集。用于登录的 Adobe
ID 决定可使用哪些功能。

 
DPS 控制面板根据用于登录的帐户类型，显示不同的选项和服务。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订阅类型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有两个类型的版本：Enterprise 和 Professional。

具有 Professional 帐户的用户可以使用创作工具和控制面板工具及服务不限数量地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具有 Enterprise 帐户的用户可以访问 Professional 用户有权访问的所有工具和服务，并且能够自定义查看器 UI、创建自定义权利服务
器、创建内部企业应用程序等。

还可以使用 Single Edition 选项创建可提交到 Apple App Store 的单期查看器应用程序。对于 Single Edition，出版应用程序不需要使用控制面板。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角色

在您订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时，Adobe 代表会设置一个主帐户。然后，可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向不同的 Adobe ID 分配角色。

管理帐户可用于分配帐户类型。

应用程序角色将发布的作品集绑定到特定的多作品集自定义查看器。例如，如果出版商创建有关户外运动的杂志，则应该为每个查看器

应用程序创建一个 Adobe ID，如“cycling@publisher.com”和“hiking@publisher.com”。
避免将个人姓名（如“johnsmith@publisher.com”）用于应用程序角色，除非已有自定义查看器与这个人的 Adobe ID 相关。

使用 DPS App Builder Adobe ID 可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 并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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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控制面板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上的 Folio Producer 链接将显示 Folio Producer。可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和编辑作品集。如
果您使用订阅帐户登录，则可以发布作品集。Folio Producer 包括一个显示可用作品集的“管理器”页面和一个显示作品集中文章的“编辑器”页面。

 
“管理器”面板中显示的可用作品集

要直接打开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请从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Folio Producer”。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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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品集发布到 Distribution Service

“Now”（立即发布）或“Scheduled”（计划发布）

“Private”（私有）或“Public”（公共）

“Free”（免费）或“Retail”（零售）

注意:

更新已发布的作品集

从服务器中移除作品集

创建作品集和文章后，它们将上传到由 acrobat.com 托管的 Folio Producer 服务器，但尚未出现在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有时称为“履行服务
器”）上。Distribution Service 存储客户可下载的所有作品集。

要以零售或公共形式发布作品集，必须使用 DPS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但是，任何人都能以私有形式发布作品集以
提高设备上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的下载性能。

 
向 Distribution Service 发布内容

1.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中，单击“Folio Producer”。在“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选择一个作品集，然后单击 Publish（发布）。

3. 设置作品集的状态。

如果选择“Now”（立即发布），则单击“Publish”（发布）后即发布作品集。选择“私有”作为
状态。实时推送作品集时，状态将从“私有”变为“公共”。可以安排发布作品集，但不能安排更新。

如果选择“Scheduled”（计划发布），则在指定的时间（从当前时间起不早于 30 分钟且不迟于 7 天）发布作品集。日期和时间按 GMT 显示，因
此请根据您所在的时区作出必要的调整。

此时，仅发布计划作品集；不发出推送通知。

将作品集设置为“Public”（公共）时，只要商店中提供作品集，客户即可下载该作品集。需要 DPS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才能将作品集作为公共作品集发布。如果将作品集设置为“Private”（私有），则客户不能将该作品集下载到自定
义查看器应用程序中，而只能将它下载到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

将作品集状态设置为“Retail”（零售），可使客户只有在通过应用程序内购买或订阅为作品集付费后才能下
载该作品集。对于零售作品集，请完成 Apple 开发人员站点上的应用程序内购买过程或 Google Play 开发人员站点中的应用程序内结账过程，
以确定下载零售作品集的价格。

作为“Retail”（零售）发布的作品集不会显示在 Adobe Content Viewer 中。使用您创建的自定义开发应用程序预览零售作品集。

对于零售作品集，请勿将状态先设置为“Free”（免费），然后又设置为“Retail”（零售）。这样做会使作品集在自定义查看器中不可用。取
消发布和重新发布诸如公开和零售等作品集。

4. 指定产品 ID。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 com.publisher.publication.issue 格式（如 com.adobepress.inspire.july2013）指定产品 ID。为获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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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请避免在产品 ID 中使用大写字母。大写字母不适用于 Amazon 应用程序内购买。

对于零售内容，请确保在“Publish Folio”（发布作品集）对话框中使用在设置应用程序内购买时创建的同一产品 ID。

对于应用程序中每个单独的作品集使用不同的产品 ID。但是，如果创建的是作品集再现，则对作品集中的所有再现使用同一产品 ID。

5. 单击“Publish”（发布）。

如果作品集中包括的某些文章在方向或长宽比方面有冲突，则不发布此作品集。如果发布了此作品集，则“Publish”（发布）按钮将替换
为“Update”（更新）按钮，并且“Remove”（删除）按钮处于活动状态。

在发布或更新作品集时，作业会发送到队列，以便您在管理器中继续工作，并发布或更新其他作品集。选择“View”（视图）>“Publish Requests”（发
布请求）可查看队列状态。如果作业失败，请重试。可能需要选择“Unpublish”（取消发布），然后再次选择“Publish”（发布）。有关可能影响发布的
服务器中断的信息，请参阅 DPS 状态页。

不受保护的文章上传到 Web 服务器供在桌面上查看。

如果您的自定义查看器启用了推送通知，请单击“Notify”（通知）按钮以触发推送通知。请参阅推送通知。

更新已发布的作品集

在发布作品集之后，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更新”按钮来更新发布的作品集。Adobe Content Viewer 检测到所下载的作品集已更新时，将提
示用户下载更新的作品集。确保“出版物名称”、“作品集编号”、“产品 ID”和“大小”值保持不变。如果需要更改这些值中的任何一个，请取消发布作品集
并将其重新发布，而不是更新它。

1. 对作品集和文章进行必要的更改。

如果编辑文章的源文档，则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的“Update”（更新）命令。

2. 导航至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

3. 确保作品集的“Publication Name”（出版物名称）和“Folio Number”（作品集编号）设置与现有作品集的相应设置相同。

如果任何一个设置不同，则将新作品集视为单独的一期。

4. 选择该作品集，然后选择“Update”（更新）。

5. 指定相应的状态设置和产品 ID。

请勿更改产品 ID。如果需要使用其他产品 ID，请使用“Unpublish”（取消发布）选项，然后再次发布作品集。

如果作品集为零售版本，则确保您的产品 ID 与 iPad 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内购买过程或 Android 和 Amazon 应用程序的相关过程中指定的产品
ID 相匹配。如果指定不同的产品 ID，则无法在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中显示该作品集。

如果选择“Update Content”（更新内容），将更新作品集内容和元数据。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则在单击“更新”时只有状态会发生更改。为达到
最佳结果，请使“Update Content”（更新内容）选项保持选中状态。

从服务器中移除作品集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提供“Unpublish”（取消发布）命令和“Delete”（删除）命令。

“Unpublish”（取消发布）命令用于从 Distribution Service 中移去发布的作品集。如果您的商店中具有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则移去的作品集
将不再可供下载。

“Delete”（删除）命令用于抹除作品集及其内容。删除的作品集将不再显示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或 Folio Builder 面板中。

移去或删除的作品集不会从该作品集下载到的任何设备中删除。点击“Archive”（存档）按钮将从查看器库中移去删除的作品集。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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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o Producer 编辑器

转到页首

更改顺序

编辑文章属性

使用缩览图视图预览文章

编辑文章设置

通过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可编辑文章设置（Folio Builder 面板中不提供其中某些设置）。编辑器包括两个视图：用于预览文章和更改属性的缩览图
视图以及用于排序、锁定和更改其他设置的列表视图。

 
作品集中的可用文章 
A. 所选文章 B. 列表视图和缩览图视图 C. 显示水平或垂直布局 

使用列表视图可手动重新排序文章，更改下载优先级和编辑其他设置。

 
列表视图中显示的作品集文章

使用缩览图视图预览文章

采用 JPEG 或 PNG 图像格式的 HTML 文章和 InDesign 文章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显示缩览图图像。但是，采用 PDF 图像格式的文章中不显示
缩览图。

1.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然后单击“Folio Producer”。

2. 选择要编辑的作品集，然后单击“打开”。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拖动文章可更改其顺序。

对“文章属性”设置作出的更改反映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请参阅更改文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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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水平和垂直布局

添加文章

导入 HTMLResources.zip 文件

重命名文章

转到页首

单击“水平”和“垂直”按钮可更改布局。拖动 Thumbnail Size（缩览图大小）滑块可调整文章缩览图大小。

单击“Add”（添加），然后在要从其进行复制的作品集中选择文章。还可以通过从文章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复制到”，将文章复制到另一
个作品集。

单击“”可导入 HTMLResources.zip 文件。请参阅导入 HTMLResources。

从文章的弹出菜单中选择“重命名”，然后重命名这篇文章。重命名文章将更改文章名称，而非查看器中显示的文章标题。重命名文
章将导致文章之间的 navto 链接遭到破坏。

编辑文章设置

1. 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选择并打开作品集。

2. 使用缩览图视图或列表视图更改任何文章设置。请参阅更改文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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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HTML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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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根据 HTML 而非 InDesign 文档创建文章时，可设置一个资源文件夹，用于共享图像、脚本和 CSS 文件。该资源文件夹必须命名
为“HTMLResources.zip”。在作品集中只能导入一个 HTMLResources 文件夹。HTMLResources.zip 文件不是可以预览的文章。使用该文件容纳共享
资源或在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显示图像或 PDF 文件等内容。有关创建 HTML 文章的信息，请参阅导入 HTML 文章。

要创建 .zip 文件，请选择 HTMLResources 文件夹的内容，而非文件夹自身。

如果有多人在使用 HTML 文章，则确保他们具有 HTMLResources 文件夹的最新副本，以使他们可引用该文件夹。

1. 打开包含 HTML 资源的文件夹，选择内容，然后将其压缩为 .zip 文件。

2.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单击“Folio Producer”。

3. 选择一个作品集，然后选择“打开”。

4. 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单击“导入 HTML 资源”按钮 

。

5. 单击“浏览”，选择 HTMLResources.zip 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如果需要编辑 HTMLResources.zip 文件，请作出相应的更改，创建新的 zip 文件，然后再次导入该文件。

也可以通过在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导入 HTML 资源”来导入 HTMLResources.zip 文件。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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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作品集出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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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器”面板可指定作品集信息和更改设置。其中某些设置用于内部跟踪用途。发布作品集时需要标有星号 (*) 的设置。

1. 使用适当的 Adobe ID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中，单击“Folio Producer”。

还可从 InDesign 中的 Folio Builder 面板菜单中选择“Folio Producer”。

3. 更改作品集的属性。请参阅更改作品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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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客户，可以将作品集导出为可在 DPS App Builder 中指定的 .zip 文件。必须先发布作品集，然后才能将其导出。

如果您使用的是 Creative Cloud 订阅或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来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请勿使用“导出”方法。而是应该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
此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创建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App Builder 帮助菜单中的 Single Edition 分步发布指南。

1. 使用订阅帐户登录到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中，单击“Folio Producer”。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发布该作品集。请参阅向 Distribution Service 发布作品集。

3. 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选择所发布的这个作品集，然后单击“导出”。

4. 指定 .zip 文件的名称和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当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时，您需要指定该 .zip 文件。请参阅 创建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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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TML 和 JavaScript API 扩展 DPS
DPS 提供多种方法，可使用 HTML 和 JavaScript API 增强用户体验。为自定义库、自定义商店或权益横幅创建 HTML 内容时，可引用库和商店
API。

对于作品集中的 HTML 内容（如 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可引用阅读 API。阅读 API 包括库和商店 API 以及有关地理位置、相机、日历和设
备检测的 API 中提供的某些功能。

在 DPS App Builder 中指定的任何 HTML 内容均可引用库和商店 API。作品集中的 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可引用阅读 API。

通过以下功能，可访问 JavaScript API。

自定义库

可使用 HTML、JavaScript 和 CSS 替换查看器库的原生实现以满足您的需要。通过访问 API，可复制默认库中的电子商务功能以及自定义该功能以满
足您的项目设计要求。有关创建自定义库和商店的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商店和库。

 
自定义库有权访问库和商店 API。

 库和商店 API 阅读 API

自定义库 *  

自定义商店 *  

自定义插槽（Web 视图） *  

权益横幅 *  

欢迎屏幕 *  

信息屏幕 * *

Web 内容叠加  *

HTML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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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插槽

自定义插槽（也称为“自定义导航图标”）显示在导航栏的底部。点击这些自定义插槽后，将显示 Web 视图，如自定义商店或常见问题页。Web 视图
HTML 可包括对库和商店 API 的引用。

 
点击任意一个导航图标均会显示 Web 视图。每个 Web 视图中的 HTML 内容均可引用库和商店 API。

权益横幅

如果应用程序包括直接权益，则可定义要在库视图顶部显示的 HTML 横幅，如上图所示。使用该横幅作为行动号召，以使印刷版订户可立即访问内
容、为订阅报价或显示广告。权益横幅可完整地访问库/商店 API。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对于 DPS 利用直接权益。

欢迎屏幕

欢迎屏幕是一个透明的的 Web 视图，它在初始屏幕与库/商店之间显示 HTML 内容。将在客户安装应用程序后首次启动它时或在更新它后首次启动它
时显示该 HTML 内容。欢迎屏幕可完整地访问库/商店 API。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中的欢迎屏幕入门。

 
从库和商店 API 收集信息的示例欢迎屏幕。

信息屏幕

在 v30 版本中，可在客户查看应用程序中的内容时显示信息屏幕。例如，可通过透明 Web 视图促使读者创建帐户、下载附属应用程序、访问帮助内容
或查看其他自定义产品。信息屏幕可完整地访问 JavaScript API：库和商店 API 或阅读 API，具体取决于在何处触发信息屏幕。

可从应用程序级别（如自定义库或权益横幅）或从作品集级别（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启动信息屏幕。信息屏幕中使用的 HTML 文件位于应
用程序外的服务器上而非应用程序内。用户必须连接到 Internet 才能查看信息屏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30 中的新 API 和功能。

HTML 文章/Web 内容叠加
要从作品集中而非库中访问 JS API，可创建 HTML 文章或 Web 内容叠加。然后，可创建数字插页以根据获取文章的方式显示不同内容，也可利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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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API、地理位置 API 或各种消费者市场营销 API。

 
此 Web 内容叠加中的 HTML 调用阅读 API 以确定如何获取期次并相应地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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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用预发布工具发布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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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 Content Bundler 发布用于多作品集查看器的作品集，作品集不会显示在 Folio Builder 面板或 Folio Producer 中。但是，已发布的作品集
仍可供用户下载和查看。可以继续使用 Content Bundler 编辑和更新这些作品集（只要可用）。

如果要更新工作流程以使用 Folio Builder 面板，则可以创建和现有作品集一起可用的作品集。请确保所使用的 Adobe ID 与 Content Bundler 中所使
用的相同。另外，更新并重新提交自定义查看器，以便它可以显示使用较新版本工具创建的作品集。

此时，如果您希望编辑使用 Content Bundler 发布的现有作品集，请继续使用 Content Bu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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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App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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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仅限 iPad）
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iPad 和 iPhone）
订阅查看器的核对清单（iPad 和 iPhone）
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Windows 应用商店）
原生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 (Android)
传统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 (Android)

如果已有所需的所有文件和信息，则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易如反掌。请使用合适的核对清单以确保拥有所需的文件。

单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仅限 iPad）

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iPad 的单作品集查看器。

有关创建证书和图像以将自定义查看器提交到 Apple App Store 的信息，请从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或 DPS App Builder 中下
载“Step-by-Step Publishing Guide”（分步发布指南）。

常规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Creative Cloud 成员资格帐户或 Single Edition 序列号（仅限 Single Edition）

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

Distribution P12 证书（和密码）

Distribution mobileprovision 文件

Developer P12 证书（和密码）

Developer mobileprovision 文件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SD 应用程序图标：29x29、50x50、72x72、76x76 和 512x512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HD 应用程序图标：58x58、100x100、144x144、152x152 和 1024x1024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SD 初始屏幕：1024x768 和 768x1024 像素图像，PNG 格式。

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iPad 和 iPhone）

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iPad 的多作品集查看器。

作品集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至少一个使用应用程序 Adobe ID 作为公共作品集发布的免费作品集

所有已发布的零售作品集的应用程序内购买。创建应用程序内购买和发布作品集时要使用相同的产品 ID

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

Distribution P12 证书（和密码）

Distribution mobileprovision 文件

Developer P12 证书（和密码）

Developer mobileprovision 文件

Production push P12 证书和密码（可选）

Developer push P12 证书和密码（可选）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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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iPad 应用程序图标：29x29、50x50、72x72、76x76 和 512x512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SD iPhone 应用程序图标：29x29 和 57x57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HD iPad 应用程序图标：58x58、100x100、144x144、152x152 和 1024x1024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HD iPhone 应用程序图标：58x58、114x114 和 120x120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用于 iPad 的 SD 初始屏幕：1024x768 和 768x1024 像素图像，PNG 格式。
iPad 的 HD 初始屏幕：2048x1536 和 1536x2048 像素图标，PNG 格式。可使用 8 位 PNG 格式降低文件大小。
iPhone 的初始屏幕：320x480、640x960 和 640x1136 像素图像，PNG 格式。

订阅查看器的核对清单（iPad 和 iPhone）

需要某些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iPad 的多作品集订阅查看器。

如果正在创建具有自定义权利的查看器，或要创建自定义商店或自定义库，则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中相应的文章以了解其他要求。

作品集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至少一个作为公共作品集发布的免费作品集

所有已发布的零售作品集的应用程序内购买。创建应用程序内购买和发布作品集时要使用相同的产品 ID

所有订阅期的应用程序内购买。如果您要创建免费的订阅应用程序，则需要为免费订阅创建应用程序内购买

与应用程序 Adobe ID 关联的共享机密（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

Distribution P12 证书（和密码）

Distribution mobileprovision 文件

Developer P12 证书（和密码）

Developer mobileprovision 文件

Production push P12 证书和密码（报刊杂志的要求）

Developer push P12 证书和密码（报刊杂志的要求）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SD iPad 应用程序图标：29x29、50x50、72x72、76x76 和 512x512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SD iPhone 应用程序图标：29x29 和 57x57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HD iPad 应用程序图标：58x58、100x100、144x144、152x152 和 1024x1024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HD iPhone 应用程序图标：58x58、114x114 和 120x120 像素图标，PNG 格式。不需要添加发光效果或圆角。

SD 初始屏幕：1024x768 和 768x1024 像素图像，PNG 格式。

HD 初始屏幕：2048x1536 和 1536x2048 像素图标，PNG 格式。可使用 8 位 PNG 格式降低文件大小。
iPhone 的初始屏幕：320x480、640x960 和 640x1136 像素图像，PNG 格式。

SD 报刊杂志图标：96x128 像素图标，PNG 格式（报刊杂志要求使用此规格）

HD 报刊杂志图标：192x256 像素图标，PNG 格式（报刊杂志要求使用此规格）

SD 订阅拼贴：964x184 和 708x250 像素图像，PNG 格式。

HD 订阅拼贴：1928x368 和 1416x500 像素图像，PNG 格式。

自定义导航图标（可选，仅限 Enterprise）：30x30 (SD) 和 60x60 (HD) 像素图像，PNG 格式，含透明背景。操作系统将任何非透明像素的颜
色替换为系统颜色。

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Windows 应用商店）

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Windows 应用商店的多作品集查看器。有关创建这些文件的信息，请参阅为 Windows 应用商店构建 DPS 应用
程序。

作品集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所有已发布的零售作品集的应用程序内收费。创建应用程序内收费和发布作品集时使用同一产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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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与应用程序 Adobe ID 关联的共享机密（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提交应用程序所需的信息

有效的 Microsoft 开发人员帐户
隐私政策网页的 URL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310x310 像素的 PNG 图像，用于在启用屏幕、Store 以及搜索结果中显示应用程序
310x150 像素的 PNG 图像，用于在启动屏幕上显示应用程序
620x300 像素具有透明度的 PNG 图像，用于应用程序的初始屏幕

原生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 (Android)

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的多作品集查看器。有关创建这些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Android 设备发布流程。

作品集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所有已发布的零售作品集的应用程序内收费。创建应用程序内收费和发布作品集时使用同一产品 ID。
与应用程序 Adobe ID 关联的共享机密（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

有效的 .p12 证书（和密码）或 .keystore 文件（和密码/别名信息)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任意大小的 PNG 格式图标（可缩放到 96x96）

传统多作品集查看器的核对清单 (Android)

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才能创建适用于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的多作品集查看器。有关创建这些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Android 设备发布流程。

作品集

用于应用程序的 Adobe ID

所有已发布的零售作品集的应用程序内收费。创建应用程序内收费和发布作品集时使用同一产品 ID。

与应用程序 Adobe ID 关联的共享机密（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

有效的 P12 证书（和密码）

为应用程序建立品牌所需的图稿

应用程序图标：36x36、48x48、72x72 像素图标，PNG 格式。
初始屏幕：1280x800/800x1280、1920x1200/1200x1920、2048x1536/1536x2048 或 2560x1600/1600x2560 像素图像，8 位 PNG 格式。
自定义导航图标（可选，仅限 Enterprise）：75x43、98x52 或 214x114 像素图像，PNG 格式。对于每个图标，为启动、关闭和禁用状态创建
单独的图像。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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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App Builder 概述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通过 DPS App Builder（以前称为 Viewer Builder），可构建可提交到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Store 等商店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桌面版
DPS App Builder 当前仅支持 Mac OS。新的基于 Web 的 DPS App Builder 当前可构建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且同时支持 Windows 和 Mac OS。
将来，基于 Web 的 DPS App Builder 会支持其他平台并替换该桌面版本。

使用桌面版 DPS App Builder 可为单作品集、多作品集和订阅查看器应用程序创建查看器应用程序。无法创建适用于 Google Play 商店或 Amazon
Appstore 的单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单作品集应用程序仅支持 iPad。

要下载桌面版 DPS App Builder 的最新版本，请访问：www.adobe.com/go/digpubsuite_vb_mac_cn。

DPS App Builder 视频

将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发布到 iPad

将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发布到 iPad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Colin Fleming 介绍如何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阅读
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learn-digital-publi...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了解如何使用新的 DPS Single Edition 将单
期应用程序发布到 iPad App Store。... 阅读
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learn-digital-publi...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了解如何使用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Edition 将内容发布到平板设备应用程序商
店。... 阅读更多

http://tv.adobe.com/watch/learn-digital-publi...

作者：Colin Fleming 
http://blog.colingrayfiv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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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 DPS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权利详细信息（仅限 Enterprise）
订阅详细信息

“图标和初始屏幕”面板
Newsstand
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社交共享

证书

内部版本详细信息

下载和测试查看器应用程序

提交和管理查看器应用程序

使用 DPS App Builder 可创建适用于 iPad 或同时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如果指定有效的文件和信息，则 DPS App
Builder 可生成开发应用程序和分发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用于测试。如果应用程序运行正常，则向 Apple Store 提交分发 .zip 文件。

Adobe 服务器上不会存储您提供的证书和密码等信息。Adobe 服务器上仅存储应用程序文件。

如果您拥有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DPS 帐户，请参阅适用于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的 iOS 出版参考指南，了解有关创建所需证书和图
像的信息。

如果您是 Creative Cloud 或 Single Edition 用户，请参阅适用于 Single Edition 的分步 iPad 出版指南。

DPS App Builder 对于创建 iOS 查看器应用程序的要求

系统要求：

适用于 iOS 查看器应用程序的 Mac OSX 10.6 Snow Leopard 或更高版本（在使用 Application Loader 时，推荐使用 Max OSX 10.7）

Internet 连接

DPS App Builder

已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分配给 DPS App Builder 角色的有效 Adobe ID（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1. 获取所需的文件和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核对清单。

2. 下载并安装 DPS App Builder。

DPS App Builder 可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上找到。如果使用 InDesign CS6 或 InDesign CC，则将在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时
安装 DPS App Builder。

3. 启动 DPS App Builder，然后使用有效的 Adobe ID 登录。

用于登录 DPS App Builder 的 Adobe ID 可与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中用于指定“标题 ID”的 Adobe ID 不同。

通过“帐户管理”工具，您或管理员可将 DPS App Builder 角色分配给 Adobe ID。请参阅“帐户管理”工具。

4. 单击“新建”，选择“iOS”，然后选择 iPad 或 iPad 和 iPhone（不能只选择 iPhone）。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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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到页首

应用程序名称

应用程序版本

应用程序类型

多作品集

 

5. 指定所请求的文件和信息。

(Professional/Enterprise) 如果正在创建单作品集应用程序，则可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该作品集，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创建应用程
序”。确保用于创建作品集的帐户同时包含“应用程序”和“DPS App Builder”角色。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中可提供查看器名称和帐户 ID 信息。

 

提供查看器名称，此名称将显示在 iPad 上的应用程序图标下方。通常，使用 13 个或更少字符可避免截断名称。
要在 iPad 上测试应用程序名称，请在 iPad Safari 中打开某个网站，从 Safari 菜单中选择“添加至主屏幕”，然后键入所需的查看器名称。如果名称
被截断，请使用更短的名称。

指定最新的查看器。

DPS App Builder 中含有前一版本作为备用。在 v28 版本中，您可能要创建 v27 查看器，后者支持 iOS 5 和 iPad 1。v28 查看器支持 iOS 7 功能，但
不支持 iOS 5。

指定查看器类型（请参阅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某些选项的可用性取决于帐户的类型。

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中包括一个库，用户通过它可下载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上承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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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的 Single Edition 应用程序

具有授权的多作品集

具有 iTunes 订阅的多作品集

具有授权和 iOS 订阅的多作品集

Adobe Content Viewer

标题（库视图）

标题 ID/密码

可选的 URL 方案

导出的作品集

可选的隐私策略 URL

可选欢迎屏幕

启用 PDF 缩放

启用收藏夹

启用作品集滚动条的自动隐藏

单作品集应用程序中包括内置内容。选择此选项时，将显示“导出的作品集”选项。指定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导出”选项创建的 .zip 文件。如果选择 iPhone，则此选项不可用。

（仅限 Enterprise）创建一个查看器应用程序，它使用自定义权利服务器确定哪些客户可以下载内容。如果您选择此选
项，就可以使用您自己的订阅服务。请咨询 Apple。不能对 Newsstand 启用仅限权利的应用程序。

创建使用 Apple App Store 订阅模型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仅限 Enterprise）创建一个查看器应用程序，它使用自定义权利服务器确定哪些客户可以下载内容。客户
可以通过您的订阅服务或通过 Apple App Store 进行订阅。

创建某个版本的 Adobe Content Viewer，而不是从 App Store 下载该版本。请参阅创建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iPad。

提供查看器库顶部将显示的标题。为获得最佳效果，所使用的字符请不要超过 35 个。

提供应用程序的相应 Adobe ID 和密码。指定创建此标题的作品集时所使用的相同 Adobe ID。确保在“帐户管理”工具中为 Adobe ID 分
配了应用程序角色。应用程序的标题 ID 可与用于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 的 Adobe ID 不同。

指定自定义 URL 方案，用以从 Safari 和其他应用程序中启动查看器应用程序。为确保唯一性，Apple 建议使用反向域格式
(com.publisher.publication)。为使 Twitter 社交共享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 32 个或更少字符。
例如，假设您指定“com.sportspub.kayaking”作为 URL 方案。如果您在网页上签入“com.sportspub.kayaking://”链接，则从移动浏览器中单击该链接可
打开查看器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pple 的开发人员网站。

如果选择了“内置 Single Edition 应用程序”作为“应用程序类型”，请指定查看器要内置的 .zip 文件。要创建 .zip 文件，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导出”选项。请参阅导出适用于单作品集查看器的作品集。（如果不想使用导出的 .zip 文件，也可在 Folio Builder 面板中选择作
品集并选择“创建应用程序”。）

如果您指定了隐私政策 URL，则“隐私策略”会在库设置菜单中显示。 用户点击“隐私策略”时，网页会在应用程序内浏览器中显
示。

（仅限 Enterprise）欢迎屏幕是一个含义明确的 Web 视图，其中显示所选的 HTML 内容。将在客户安装应用程序后首次启动它时或在
更新它后首次启动它时显示该 HTML 内容。例如，可使用欢迎屏幕鼓励读者创建帐户、接受使用条款、浏览预览期次或使其适应该应用程序。通过欢
迎屏幕可完整访问库/商店 JavaScript API，并且您可全面控制其体验。
指定包含您的 HTML 文件的 .zip 文件。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同时支持 iPad 和 iPhone，则您的 HTML 文件应显示同时适合这两种设备大小的内容。有
关说明和示例 HTML 文件，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中的欢迎屏幕文章。

高级选项

 

选择此选项能让您的用户手指开合缩放非交互式页面。请确保在创建作品集时选择 PDF 图像格式选项。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用户将他们在应用程序中喜爱的文章加入书签。如果启用此项，则查看器导航条的右上角将显示“Favorites”（收藏夹）
图标。iPhone 查看器中还没有收藏夹功能。

默认情况下，在作品集中的文章的右侧会显示一个 6 像素滚动条区域。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仅当用户在文章中滚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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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打开后台下载的期刊

启用左侧和右侧热点区域导航

使热点区域能显示作品集视图控件

在作品集视图中隐藏顶部导航栏

启用自动作品集存档

启用库信息的高速缓存

在库中隐藏“登录”按钮（仅限 Enterprise）

在库中隐藏“订阅”按钮（仅限 Enterprise）

首次启动时自动下载最新的授权作品集

下载后自动打开最新的授权作品集

启用“评定应用程序”对话框

显示分析参与对话框

使用旧版商店 API（仅限 Enterprise）

支持的语言

使用自定义字符串

滚动条才出现。

选择此选项后，将在启动时打开自上一查看会话起已在后台下载的任何作品集。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打开最近查看的作品

集，并转到上次阅读的位置。此选项特别适合用于日刊和周刊。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每篇文章（如果文章只能水平滚动，则为每页）的左侧和右侧显示不可见的热点区域。点击热点

区域将跳至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热点区域对全屏叠加（如幻灯片）尤为有用。对 iPad 和 iPhone 查看器启用热点区域。
如果一个按钮显示在热区区域中，则点击该区域会触发此按钮。对于在热区区域中显示的任何其他叠加，点击该区域会触发热区。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点击页面顶部和底部的热点区域将显示导航栏（也称为“HUD”）。点击热点区域之外的各处则
不显示导航栏。对 iPad 和 iPhone 查看器启用热点区域。
按钮优先于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优先于左侧和右侧热点区域，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优先于所有非按钮叠加。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用户点击文章时仅显示底部导航栏。这使出版商可在所有文章页上创建一个用于在作品集内导航

的自定义导航栏。

选择此选项以在客户下载所允许的最大作品集数量时启用作品集自动存档。指示默认情况下是否打开存档。客户可以使用设备设

置来打开或关闭自动存档。此外，为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指定所下载作品集的最大数量（介于 6 和 90 之间）。当达到阈值数时，会自动存档最少的最
近更新的作品集。客户无法更改阈值数。客户可重新下载任何已存档的作品集。

选择此选项可高速缓存作品集的价格等作品集信息。选择此选项可改善具有大库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因为每次在加载库时，查

看器不检查 Apple 服务器。但是，选择此选项可能会导致作品集信息变得过时。例如，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并更改零售作品集的成本，您的库将显示令
人误解的信息。此选项目前仅对订阅应用程序可用。

默认情况下，具有自定义权利的订阅应用程序中在库的左上角显示“登录”按钮。如果自定义库提供其他登
录方法，则可隐藏“登录”按钮。

默认情况下，订阅应用程序中在库的左上角显示“订阅”按钮。可隐藏“订阅”按钮。

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应用程序在启动时会自动下载最新的授权作品集。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可使首个零售作
品集对首次下载者免费。

如果选择“首次启动时自动下载最新的授权作品集”，则默认情况下选择此“自动打开”选项，以使首次查看的读者可
下载应用程序并立即开始阅读最新的作品集。如果关闭“Auto-open”（自动打开）选项，则用户可在库中看到下载作品集的过程，但是，直到点击封面
图像后才会打开作品集。这样使发行商可在横幅中提供一条消息，让首次查看的用户知道他们正在接收免费作品集。

选择此选项可在您的客户启动应用程序指定的次数之后显示“评定应用程序”提示。 例如，如果您将“Rate the App Dialog
Count”（评定应用程序对话框计数）值设置为 5，则会在用户第五次启动应用程序时提示他们评定应用程序。 如果他们选择“稍后提醒我”，则在他们
下次启动时提示。

为应用程序指定 9 位数的应用程序 ID。要获得此 ID，请登录到 itunesconnect.apple.com，单击“Manage Your Application”（管理应用程序），然后
单击您的应用程序。 复制 9 位数的 Apple ID 字符串（不是软件包 ID）。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客户可退出数据跟踪。这些客户可随时使用查看器应用程序中的库设置重新参与。此选项对于有义务允许用

户退出数据跟踪的地区尤为有用。

要编辑所显示的默认文本，请选择“使用自定义字符串”，然后下载并编辑“分析参与对话框标题”和“分析参与对话框文本”的值。

如果要使用较老的自定义存储配置，则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无法指定自定义库。

iTunes 可显示查看器应用程序所提供的语言。查看器界面已翻译为多种语言，但作品集内容很少这样。请至少选择一种应显示查看器的
语言。

可以用所有受支持的语言自定义存储在查看器中的所有字符串。 例如，您可以自定义库中的按钮文本和对话框中的文本。 选择此
选项，然后单击“Generate Template”（生成模板）可将 XML 模板下载到 Documents 文件夹。 然后，可以编辑此 XML 文件并在 DPS App Builder 中
指定它。如果编辑的是针对以前版本创建的查看器，则下载并编辑最新模板以获得最佳结果。

编辑 XML 文件时，每个 UI 元素均包括一个 <key name> 和一个或多个语言字符串（如 <en> 表示英语）。请编辑语言代码中的文本（如 <en>），而
不要更改 <key name> 字符串。
(Enterprise) 还可使用此 XML 文件编辑“库”和“查看器”标签以及在导航工具栏中的自定义图标下加入标签的语言字符串。在该 XML 文件末尾附近有一
组 UI 元素，其中含有“库”、“iPad 查看器标签”和“iPad 自定义插槽 1 标签”等键名称。自定义插槽编号对应于在“导航工具栏”部分中的“库”与“查看器”按
钮之间添加的自定义图标从左到右的顺序。对于自定义插槽标签，指定语言字符串，如“<en>Help</en>”和“<es>Ayuda</es>”，分别表示英语和西班牙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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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注意:

服务 URL

服务身份验证 URL

集成商 ID

（可选）创建帐户 URL

忘记了密码 URL

可选的现有订阅 URL

 
在查看器应用程序中编辑选项名称

权利详细信息（仅限 Enterprise）

 

如果选择“查看器类型”的某个权利选项，则显示以下选项。

有关设置自定义权利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

请以（http://[:]/contextroot/api/，如 http://lighthouse.adobe.com/dps/entitlement_starter/api）形式指定此 URL。服务 URL 和服务 AUTH
URL 应与集成商 ID 匹配，但如果二者不同，则以集成商 ID 的值为准。有关信息，请参阅直接权利 API 文档或与 Adobe 代表联系。

指定与用于服务 URL 相同的信息。

当我们的服务器中配置了您的权利帐户时，Adobe 提供集成商 ID。可为多个应用程序使用同一个集成商 ID。API 的每个方法中都包
含“appId”和“appVersion”，这样您的实施可以检测到哪个应用程序在请求权限信息。
有关集成商 ID 的信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

指定一个 URL，客户在该 URL 上通过出版商而非通过 Apple 订阅过程注册订阅。在用户点击指向您的权利服务的“订阅”按钮
时将使用此 URL。

指定一个 URL，客户可在该 URL 上检索其忘记的密码。

指定一个 URL，客户可在注册数字订阅时通过该 URL 指示现有的印刷订阅。此字段保留为空将禁用查看器中的“印刷订阅”链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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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应用程序 ID 和版本

已启用权利横幅

横幅页面 URL

脱机横幅资源

横幅高度

转到页首

订阅拼贴

可选的库订阅拼贴 URL

可选的远程自定义对话框 URL

订阅类型/订阅产品

注意:

转到页首

通过此选项，可在调用权利 API 时发送查看器应用程序的 ID 和版本字符串。建议选择此选项。

选中此选项可在查看器库中显示全宽订阅横幅而非订阅拼贴。未选中此选项时，库中只显示订阅拼贴。如果使用横幅代替订阅拼贴，

请考虑在 HTML 内容中加入订阅选项的链接。

指定在用户连接到 Internet 时显示订阅横幅的 URL。在查看器库的上半部分，订阅拼贴和可用作品集上方显示此全宽横幅。可指定不
同的 URL 分别用于 SD 和 HD 设备。

如果用户未连接到 Internet，则选择用作横幅的资源所属的 .zip 文件。该 .zip 文件应包括一个 HTML 文件、一个或多个图像文件和可
选的 CSS 文件。.zip 文件不应包含子文件夹，所有内容都应在同一级。可指定不同的 .zip 文件用于 SD 和 HD 设备。

以固定大小或库区域百分比的形式指定在查看器库中显示的横幅高度。可指定 1 到 1280 之间的值，但显示的横幅高度不得超出库区域的
40%。

订阅详细信息

 

如果选择“查看器类型”的某个订阅选项，则显示以下选项。

指定介绍 Apple 订阅选项的背景图像。对于当设备向一侧旋转时显示的横向拼贴，为 iPad SD 指定 964x184 像素图像，为 iPad HD 指定
1928x368 像素图像。对于纵向拼贴，为不同的 iPad 大小指定 708x250 和 1416x500 像素图像。
点击拼贴的任何部分将启动 iOS 订阅选项。这些选项由您在 iTunes Connect 中指定的订阅应用程序内购买信息决定。
注意：如果启用权利横幅，则将仅显示权利横幅，而非除它之外还显示订阅拼贴。但是，由于 DPS App Builder 中的一个缺陷，仍必须指定订阅拼
贴，即使应用程序中不使用它们也是如此。

指定当客户点击订阅拼贴时在应用程序内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的 URL。此网页包括的消息不必与订阅相关。

客户完成订阅流程后将加载此 URL。例如，可请求用户信息或提供有关产品的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具有零售订阅应用程序，请选择“付费”。对于订阅产品，请使用加号图标至少指定一个 Apple iTunes Connect 产品 ID 和对应
的持续时间。这些选项在客户点击订阅拼贴或“订阅”按钮时显示。
如果要使用 Apple 的“免费订阅”选项创建 Newsstand 应用程序，请选择“免费”。指定您在 iTunes Connect 中指定的免费订阅产品 ID。

订阅应用程序需要共享机密信息。使用 iTunes Connect 创建或查看共享机密。使用“帐户管理”工具指定应用程序帐户的共享机密字符。然后登
录到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以触发共享机密更新。

“图标和初始屏幕”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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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图标

注意:

初始屏幕

可选图稿

启用应用程序图标上的光亮效果

用于 HTML 的可选字体 ZIP

转到页首

 

使用此面板指定将在 iTunes 和 iPad 中显示的应用程序图标和初始屏幕。

不是逐个指定每个图标文件，而是在 Finder 窗口中选择文件，然后将其拖入“图标和初始屏幕”面板。

安装所指定的图标后，将在 iPad 主屏幕上使用这些图标，并且从 iPad 查看这些图标时，将在设备的 App Store 上使用这些图标。对
于 iPad SD 设备，指定 29x29、50x50、72x72 和 76x76 像素图标，PNG 格式。对于 iPad HD 设备，指定 58x58、100x100、144x144 和 152x152
像素图标，PNG 格式。对于 iPhone，指定 29x29、57x57、58x58、114x114 和 120x120 图标。Apple 将自动使边角变圆。不要放大较小的图稿。
请使用 72ppi、RGB、平展的高质量 PNG 文件。

始终在图像文件名中加入 .png 扩展名。

启动查看器时，将显示一个初始屏幕（也称为启动图像），大约持续三秒。对于初始屏幕，指定以下使用 72 ppi、RGB、平展的高质量
PNG 文件的图像。要减少文件大小，请使用 Photoshop 中的 Save for Web & Devices（针对 Web 和设备保存）来保存 8 位 PNG 文件。

适用于 iPad SD 的 1024x768 和 768x1024 像素图像

适用于 iPad HD 的 2048x1536 和 1536x2048 像素图像

适用于 iPhone SD 的 320x480 像素图像

适用于 iPhone HD 的 640x960 像素图像和适用于 iPhone 5 的 640x1136 像素图像

为获得最佳效果，初始屏幕图像不要与封面相同。如果封面与初始屏幕相同，则用户在首次启动应用程序时可能会认为应用程序停止运行。某些出版

商还会在初始图像中添加“正在载入. . .”。

桌面 App Store 中将为应用程序显示较大的应用程序图标，如果需要，大图标将在 App Store 中用作应用程序的特征。指定适用于低分辨率
iPad 和 iPhone 设备的 512x512 像素图像，以及适用于高分辨率 iPad 和 iPhone 设备的 1024x1024 像素图像。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 Photoshop
中的 Save for Web & Devices（针对 Web 和设备保存）来创建 8 位 PNG 文件。向 Apple Store 提交应用程序时也可指定此图像。不要放大较小的图
稿。请使用 72ppi、8 位、RGB、平展的高质量 PNG 文件。要减少文件大小，请创建 8 位，而不是 24 位 PNG 文件。

指示是否希望应用程序图标中包括光照效果，这种效果看起来就像有一束光照射在图标的上半部分。

 
关闭（左）和开启（右）光照效果

如果向 HTML 书库或 Web 视图叠加中的文本应用了字体，则可将这些字体包括在 .folio 文件或查看器中。如果选择将其
包括在查看器中，请将这些字体压缩在一个 .zip 文件夹中。.zip 文件不应包含子文件夹，所有内容都应放在同一层级下。

News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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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Newsstand

杂志/报纸

装订边

Newsstand 图标

转到页首

 

如果您启用 Newsstand，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就会显示在装有 iOS5 的 iPad 的 Newsstand 文件中。要启用 Newsstand，您必须创建一个具有
iTunes 订阅（仅限 iTunes 订阅或具有 iTunes 订阅的权限，但不能是仅限权限）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此外，还必须启用推送通知。

选择此选项能让您的查看器显示在 Newsstand 文件夹中。

确定 Newsstand 是否应将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归类为杂志或报纸。

选择一个选项以确定当客户双击“主页”按钮显示活动应用程序时 Newsstand 图标上的装饰外观。例如，选择“左侧装订”将在左侧显示装订边，
在右侧显示页面装饰。

指定一个在 Newsstand 文件夹中显示的 PNG 图标。对于 iPad SD 使用 96x128 像素的 72 ppi RGB 拼合高质量 PNG 文件，对于
iPad HD，使用 192x256 像素的此类文件。此图标将被用作 Newsstand 上的封面图像。此图标将被替换为最新发布的作品集的封面图像。

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通过此面板可自定义一个导航工具栏，它显示在库底部的自定义查看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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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库”按钮

显示导航工具栏

隐藏查看器图标

隐藏购买按钮

隐藏“登录”按钮

隐藏免费作品集

锁定应用程序方向

自定义和预览工具栏和自定义图标

使用自定义查看器库

自定义图标

图标标签

类型

Navto 链接名称

图标 HTML 资源 ZIP

锁定方向

隐藏标题栏

显示导航控件

自动启动

注意:

转到页首

如果显示导航工具栏，则点击底部导航栏上“库”按钮的作用与点击左上方导航栏中的“库”按钮相同。为消除这种重复的情况，可隐
藏“库”按钮，但只能在启用底部导航工具栏后这样做。

选择此选项可在查看器底部显示“导航工具栏”。
指定导航工具栏应显示在所有视图中（包括库和作品集视图），还是应在查看作品集时隐藏。

如果选择“显示导航工具栏”，则可以隐藏默认显示的查看器图标。点击查看器图标可显示以前查看的作品集。

如果您希望作品集仅可通过订阅购买，而不是通过单独购买，则选择此选项。

选择此选项可防止在点击自定义图标时屏幕左上角出现“登录”按钮。

选择此选项可隐藏库中的免费作品集。如果要使用您的自定义服务器授予客户基于其登录帐户信息指定作品集的权利，则此选项尤为

有用。

有关限制作品集的信息，请参阅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进行受限分发（英文）。

如果选择“纵向”或“横向”，则应用程序在 iPad 上保持该方向。此设置影响所有视图，包括库视图和作品集视图，即使对于双向作品
集也是如此。

使用此部分可为默认库的导航工具栏指定自定义图标，或指定自定义 HTML 库。

当您单击 DPS App Builder 的导航工具栏部分的“库”图标时，会出现“使用自定义查看器库”选项。如果单击此选项图标，则可以
指定包括 HTML 代码的 .zip 文件。注意，如果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了“使用旧版商店 API”，则不显示此选项。有关创建自定义库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创建自定义库 (Enterprise)。

单击面板右侧的加号图标以创建导航工具栏的自定义按钮（也称为“自定义插槽”）。或者，选择“库”或“查看器”图标以将默认的“库”和“查看
器”图标替换为默认图标。
对于 iPad，最多可加入 8 个导航图标（6 个自定义图标以及库和查看器图标）；对于 iPhone，最多可加入 2 个（1 个自定义以及库图标）。
对于每个图标，指定具有透明背景的 30x30 和 60x60 像素 PNG 文件。前景图像可使用任意颜色。iOS 将系统颜色（通常为浅蓝色）应用于不透明像
素，并更改图标的外观以指示是否选择了它。

当用户点击自定义图标时，将有一个应用程序内浏览器显示您提供的 HTML 文件的内容，如商店网站、新闻源或帮助页。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返
回库视图。

指定在图标下方显示的文本，如“商店”或“帮助”。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在 UI 中包括多种语言，则可编辑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部分中选择“使用自定义字符串”选项时下载的 XML 文件。还可使用此 XML
文件更改“库”和“查看器”标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早先的“使用自定义字符串”描述。

选择“WebView”以显示您指定的 HTML 文件的内容。仅当发布您可使用“意图”元数据跳转至封面、目录或帮助文章的基于 Woodwing 的应用程序
时，才选择“导航”。在“用途”字段中指定名称。

通过此选项，可使用 goto:// 格式创建文章链接，用于打开与自定义图标关联的 HTML 内容。例如，如果链接名称为“商店”，则创建
带有 goto://ApplicationViewState/Store 动作的按钮将打开商店 Web 视图。请参阅创建自定义图标的 goto 链接。

指定一个 .zip 文件，其中包含要用于当用户点击工具栏按钮时显示的 Web 视图的资源。该 .zip 文件应包括一个 HTML 文件以
及任何所需的图像和 CSS 文件。.zip 文件不应包含子文件夹，所有内容都应放在同一层级下。

如果希望当用户点击工具栏按钮时显示的 web 视图仅以一个方向显示，则选择“水平”或“垂直”。

选择此选项可隐藏标题栏，当显示自定义图标的 HTML 内容时，这些标题栏显示在查看器库的顶部。

显示导航控件，如网页的“返回”按钮和“刷新”按钮。这些选项显示在 HTML 内容上方的标题栏中。

可以将一个自定义工具栏按钮设置为自动启动。开启自动启动时，打开查看器库会自动显示 HTML 页。

单击导航工具栏面板右侧的加号图标可加入多达八个用于 iPad 应用程序的按钮。您还可以替换默认的“Library”（库）和“Viewer”（查看器）按
钮。单击预览栏中的按钮可在不同按钮之间切换。

社交共享

社交共享设置控制客户能否通过 Facebook、Twitter、电子邮件或复制/粘贴从应用程序共享文章。iPad 和 iPhone 查看器可使用社交共享。但单期应
用程序或 Android 查看器不可使用此功能。要详细了解社交共享工作流程，请参阅使用社交共享。

141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restricted-distribution-with-digital-publishing-suite.html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restricted-distribution-with-digital-publishing-suite.html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restricted-distribution-with-digital-publishing-suite.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custom-library-enterprise.html#creating_a_custom_library_enterprise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creating-custom-library-enterprise.html#creating_a_custom_library_enterprise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hyperlink-overlays.html#create_goto_links_to_custom_icon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hyperlink-overlays.html#create_goto_links_to_custom_icon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hyperlink-overlays.html#create_goto_links_to_custom_icon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using-social-sharing.html#using_social_sharing


启用共享

出版物 URL（仅 v28）

转到页首

企业签名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如果选择“启用共享”，则 iOS 7 设备上的活动表将显示全部有效的共享选项。此时，无法关闭 iOS 7 的共享选项。
对于 iOS 6 设备，由于 Facebook SDK 关于广告标识符引用的新限制，所以 2014 年 2 月 11 日之后“社交共享”菜单不再适用于任何应用程序。“iOS 6
特定设置”下的选项失去作用。

对于 v28 应用程序，指定包含有关您的出版物信息的 URL。当客户共享受保护的文章时，将显示出版物 URL 的链接。对于
v29 应用程序，不再需要出版物 URL。共享受保护的文章时，链接中现在包括完整的文章 URL，并显示一条付费专区消息。

证书

 

Apple 要求所有应用程序都要经过有效证书的签名并经过配置，然后才能在 iPad 上运行。在“Provisioning”（配置）部分，可以指定 mobileprovision
文件。下载生成的查看器应用程序时指定证书。

有关创建证书和 mobileprovision 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iPad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 PDF，可在控制面板上或从 DPS App Builder 的“帮助”菜单
中找到它。

只有在您希望使用企业配置证书以便查看器仅在您的组织内分发时，才使用此选项。指定 App ID 和您的企业
mobileprovision 文件。也可在由企业签名的应用程序中启用推送通知。mobileprovision 文件必须具有非通配的捆绑 ID。请参阅创建由企业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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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Mobileprovision

Distribution Mobileprovision

可侧传的开发人员内部版本

启用推送通知

使用 Adobe 推送服务器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Developer P12 Certificate

Developer P12 Password

转到页首

提交开发应用程序

更新应用程序

删除内部版本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

mobileprovision 文件决定哪些 iPad 可安装和使用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包括一
个列表，其中包括称为 UDID 的 iPad ID。

mobileprovision 文件决定哪些 iPad 可安装和使用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选择此选项可通过 iTunes 将 .folio 文件手动添加到开发查看器中。您只能使用 .folio 文件，而不能使用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导出”按钮创建的 .zip 文件。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 Adobe 推送通知。如果您选择此选项，查看器应用程序图标上会显示一个红色标记，指示可用作品集数，或者
Newsstand 激活推送通知过程。启用 Newsstand 时，此选项是必需的。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推送通知将通过 Adobe 服务器处理。指定您在 Apple 开发人员站点上创建的生产证书和密码。要设置
推送通知，请配置应用程序 ID，创建新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并创建生产推送证书。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可从 DPS App Builder 的“帮助”菜单中
下载的 iPad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 PDF。
如果您取消选择此选项（仅限 Enterprise），您可以指定第三方推送服务器。在“Push URL”（推送 URL）字段中指定服务器。在“自定义推送参数”字
段中指定您的服务器需要的任何其他服务器请求。有关设置推送服务器的基本要求，请参阅推送通知。

内部版本详细信息

如果使用为 Omniture 跟踪提供的 Adobe ID 登录，则跟踪用户数据的设置显示在“Build Details”（内部版本详细信息）页上。自动填充此数据。如果有
Enterprise 帐户，但不显示这些选项，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

为所有必要字段指定信息或文件后，单击“提交内部版本”，然后单击“完成”。

创建开发和分发应用程序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器的繁忙程度。

下载和测试查看器应用程序

两种不同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和分发应用程序）需要证书。开发应用程序用于测试；分发应用程序是测试和批准开发应用程序后向 Apple
提交的应用程序。

1. 在“管理”页中显示自定义查看器内部版本的地方选择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2. 单击“开发人员查看器(.ipa)”以下载开发人员应用程序。

3. 指定开发人员 p12 证书和密码，然后单击“下载并签名”。

.p12 文件保存证书私钥信息。创建 .p12 证书需要使用 Apple Developer 站点创建并下载一个证书，然后使用
Keychain Access 实用程序导出该证书的私钥作为 .p12 证书。

创建 .p12 证书时，将提示您创建密码。空密码不起作用。如果使用了空密码，请使用真实密码再次创建 .p12 证
书。

4. 将开发应用程序 (.ipa) 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然后按“iPad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pdf”中的说明测试应用程序。

5. 如果开发人员应用程序按设计方式工作，则返回到 DPS App Builder 中的“管理”页，单击“分发查看器 (.zip)”。指定分发证书信息，单击“下载并
签名”。

提交和管理查看器应用程序

下载并测试自定义查看器后，将分发查看器 (.zip) 提交给 Apple。

如果开发人员应用程序的运行情况符合设计意图，则向 Apple Store 提交分发应用程序 (.zip)。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Pad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PDF。

如果需要创建不同图标或进行其他更改，请选择主页上的查看器应用程序，然后单击“编辑”。信息和选择内容保持原样。进行必要的更
改，然后再次提交内部版本。随后将更新应用程序。

要将新版应用程序提交到 Apple，可编辑现有应用程序，也可新建应用程序。如果创建新版应用程序，则使用与以前生成的应用程序相同的 App ID 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随后即自动更新版本信息。
要更改查看器类型（如将多作品集应用程序转换为带 iTunes 订阅的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则无法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改为使用相同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新建应用程序。

如果不再需要开发人员和分发应用程序，则在主页上选择查看器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删除”。可随时创建新版本，只需使用用于应用程
序的同一 App ID 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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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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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用于 iPad 的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 (Single Edition)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有关使用 Single Edition 许可证创建适用于 iPad 的自定义应用程序的信息，请下载 Single Edition iPad 发布分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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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于 Android 设备的传统 DPS 应用程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应用程序名称

应用程序版本

应用程序类型

多作品集

具有授权的多作品集

传统 Android 应用程序还是新的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
创建用于 Android 设备的传统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权利详细信息（仅限 Enterprise）
“订阅详细信息”面板
“图标和初始屏幕”面板
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配置

内部版本详细信息

下载和测试 Android 查看器应用程序
提交和管理查看器应用程序

传统 Android 应用程序还是新的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

您可以针对 Android 和 Amazon 设备构建两种不同的应用程序：传统的基于 AIR 的 Android 应用程序或新的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本文介绍如何构
建传统的基于 AIR 的 Android 应用程序。有关构建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的说明，请参阅构建 DPS 原生 Android 应用程序。

若要查看功能比较图，请参阅 DPS 支持的功能列表。

创建用于 Android 设备的传统应用程序

使用桌面版 DPS App Builder 可创建用于 Android 设备的传统（基于 AIR 的）应用程序。可以创建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但不可以创建单作品集
查看器应用程序。Google Play Store 的应用程序内购买（以前称为 Android Market）可用。 请参阅 Android 移动设备发布流程（英文）。

如果指定的文件和信息有效，则 DPS App Builder 将生成 .apk 文件。如果它正常工作，请向 Google Play Store 提交 .apk 文件。

Adobe 服务器上不会存储您提供的证书和密码等信息。Adobe 服务器上仅存储应用程序文件。

1. 获取所需的文件和信息。请参阅多作品查看器 （Android） 的核对清单和 Android 移动设备的发布流程。

2. 下载并安装 DPS App Builder。

DPS App Builder 可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上找到，它在您更新 DPS Desktop Tools 时随 InDesign CS6 一起安装。

3. 启动 DPS App Builder，然后使用有效的 Adobe ID 登录。

用于登录 DPS App Builder 的 Adobe ID 可与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中用于指定“标题 ID”的 Adobe ID 不同。

4. 单击“新建”，选择“Android (传统)”，然后单击“下一步”。

5. 指定所请求的文件和信息。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面板中可提供查看器名称和帐户 ID 信息。

提供查看器名称，此名称将显示在应用程序图标下方。通常，使用 13 个或更少字符可避免截断名称。
要测试查看器名称，请向 Android 主屏幕添加书签。

指定最新的查看器。

DPS App Builder 中包括前一版本作备份用途。

指定查看器类型（请参阅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类型）。某些选项的可用性取决于帐户的类型。

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中包括一个库，用户通过它可下载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上承载的内容。

（仅限 Enterprise）创建一个查看器应用程序，它使用自定义权利服务器确定哪些客户可以下载内容。如果选择此选
项，则要使用您自己的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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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库视图

标题（库视图）

标题 ID/密码

使用严格再现逻辑

启用收藏夹

启用作品集滚动条的自动隐藏

启用左侧和右侧热点区域导航

使热点区域能显示作品集视图控件

显示分析参与对话框

使用自定义字符串

转到页首

注意:

集成商 ID

（可选）创建帐户 URL

忘记了密码 URL

发送应用程序 ID 和版本

已启用权利横幅

横幅页面 URL

脱机横幅资源

横幅高度

转到页首

横向订阅平铺图像

纵向订阅平铺图像

自定义订阅对话框 URL（可选）

指示是希望库仅显示在网格视图中、仅显示在封面视图中，还是同时显示在这两种视图中。在库中，网格视图每页显示八个作品集。封

面视图每页仅显示一个作品集。对于较小的设备，一些出版商希望仅显示封面视图。

提供将显示在查看器库顶部的标题。为获得最佳效果，所使用的字符请不要超过 35 个。当前只能使用字母或数字字符。请勿使用撇
号 (‘) 等特殊字符，否则可能会在 Android 设备上出现意外结果。

提供应用程序的相应 Adobe ID 和密码。指定同样的 Adobe ID 以用于发布此应用程序的作品集。确保在“帐户管理”工具中为 Adobe ID
分配了应用程序角色。

高级选项

默认情况下，Android 设备的查看器显示任何大小的作品集。要确保查看器仅显示与设备大小匹配的作品集，您可以在 DPS App
Builder 中选择选项。当前，严格再现逻辑仅适用于 7 英寸设备。此选项主要用于防止在 7 英寸 Kindle Fire 设备上显示多余的 iOS 作品集再现。如果
已创建 1232x752 作品集等 Android 再现，则在创建适用于 Google Play 商店的查看器时不要开启严格再现。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用户将他们在应用程序中喜爱的文章加入书签。如果启用此项，则查看器导航条的右上角将显示“Favorites”（收藏夹）
图标。 

默认情况下，在作品集中的文章的右侧会显示一个 6 像素滚动条区域。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仅当用户在文章中滚动时，
滚动条才出现。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在每篇文章（如果文章只能水平滚动，则为每页）的左侧和右侧显示不可见的热点区域。点击热点

区域将跳至下一篇或上一篇文章。热点区域对全屏叠加（如幻灯片）尤为有用。热区不可用于 iPhone 查看器。
如果一个按钮显示在热区区域中，则点击该区域会触发此按钮。对于在热区区域中显示的任何其他叠加，点击该区域会触发热区。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点击页面顶部和底部的热点区域将显示导航栏（也称为“HUD”）。点击热点区域之外不显示导
航栏。

按钮优先于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优先于左侧和右侧热点区域，作品集视图热点区域优先于所有非按钮叠加。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客户可退出数据跟踪。这些客户可随时使用查看器应用程序中的库设置重新参与。此选项对于有义务允许用

户退出数据跟踪的地区尤为有用。

可以用所有受支持的语言自定义存储在查看器中的所有字符串。 例如，您可以自定义库中的按钮文本和对话框中的文本。 选择此
选项，然后单击“Generate Template”（生成模板）可将 XML 模板下载到 Documents 文件夹。 然后，可以编辑此 XML 文件并在 DPS App Builder 中
指定它。如果编辑的是针对以前版本创建的查看器，则下载并编辑最新模板以获得最佳结果。

编辑 XML 文件时，每个 UI 元素均包括一个 <key name> 和一个或多个语言字符串（如 <en> 表示英语）。请编辑语言代码中的文本；而不要更改
<key name> 字符串。

权利详细信息（仅限 Enterprise）

如果您为“查看器类型”选择“权利”，则会显示以下选项。

有关设置自定义权利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

当我们的服务器中配置了您的权利帐户时，Adobe 提供集成商 ID。仅对 DPS Enterprise 客户提供此选项。有关集成商 ID 的信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

指定可供客户通过出版商注册订阅的 URL。用户在查看器中点击“立即订阅”按钮时使用此 URL。

指定一个 URL，客户可在该 URL 上检索其忘记的密码。

通过此选项，可在调用权利 API 时发送查看器应用程序的 ID 和版本字符串。

选择此选项可在查看器库中显示全宽订阅横幅。在 Android 查看器中，权利横幅将显示在订阅拼贴上方。

指定包含在查看器库的上部显示的内容的 URL。

如果用户未连接到 Web，则选择包含用作横幅的资源的 .zip 文件。该 .zip 文件应包括一个 HTML 文件、一个或多个图像文件，但不应
包括 CSS 文件。.zip 文件不应包含子文件夹，所有内容都应放在同一层级下。

以固定大小或库区域百分比的形式指定在查看器库中显示的横幅高度。可指定 1 到 1280 之间的值，但显示的横幅高度不得超出库区域的
40%。

“订阅详细信息”面板

使用此面板可为查看器配置 Amazon 订阅。

指定扩展名为 .png 的 467x120 像素（建议）按钮图像。设备横放时库中显示此图像。

指定扩展名为 .png 的 255x145 像素（建议）按钮图像。设备竖放时库中显示此图像。

指定当客户点击订阅拼贴时在应用程序内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的 URL。此网页包括的消息不必与订阅相关。指示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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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36x36/48x48/72x72 图标

注意:

横向初始屏幕

纵向初始屏幕

用于 HTML 的可选字体 ZIP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应用程序 ID

注意:

转到页首

测试开发应用程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提交开发应用程序

客户购买订阅之前还是之后显示此对话框。

“图标和初始屏幕”面板

使用此面板指定将在 Google Play 商店、Amazon Appstore 和 Android 设备中显示的应用程序图标和初始屏幕。

将在安装应用程序后在 Android 主屏幕上以及在 App Store 中使用所指定的图标。提供 PNG 格式的 36x36、48x48 和
72x72 像素图标。不要放大较小的图稿。请使用 72ppi、RGB、平展的高质量 PNG 文件。

始终在图像文件名中加入 .png 扩展名。

启动查看器时，初始屏幕大约会显示三秒。指定 1280x800、1920x1200 或 2048x1536 72-ppi 8 位 PNG 文件。
对所有 Android 设备都使用相同的初始屏幕。请确保核心设计适合较小的目标设备区域，如 800x600。将外部区域视为出血。在较小的设备上显示初
始屏幕时，将裁掉图像的外侧区域。

为获得最佳效果，初始屏幕图像不要与封面相同。如果封面与初始屏幕相同，则用户在首次启动应用程序时可能会认为应用程序停止运行。

指定 800x1280、1200x1920 或 1536x2048 72-ppi 8 位 PNG 文件。

如果向 HTML 书库或 Web 视图叠加中的文本应用字体，则可将这些字体包括在作品集或查看器中。如果选择将其包括在
查看器中，请将这些字体压缩为一个 .zip 文件夹。.zip 文件不应包含子文件夹，所有内容都应放在同一层级下。

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通过此面板可自定义一个导航工具栏，它显示在库底部的自定义查看器中。对于 Android 查看器中的导航工具栏，可指定 75x43、98x52 或 214x114
像素图标。请参阅导航工具栏（仅限 Enterprise）。

配置

指定应用程序特有的应用程序 ID。如果可能，请使用反向域语法，如“com.publisher.publication”。只能使用句点、连字符和基础字母数
字字符（a-z、A-Z、0-9）。

在早期版本中，DPS App Builder 添加了“air.”作为应用程序 ID 的前缀（示例：“air.com.adobe.dpstips”）。如果您已经提交给 Amazon
Appstore 的应用程序包括“air.” 前缀，将它添加到 DPS App Builder 中的应用程序 ID。 要在 Amazon Appstore 查看现有应用程序 ID，请登录到
Amazon 开发人员门户网站，打开您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二进制文件”选项卡以查看“软件包”设置。

内部版本详细信息

为所有必要字段指定信息或文件后，单击“提交内部版本”，然后单击“完成”。

创建开发和分发应用程序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器的繁忙程度。

下载 .apk 内部版本，将其添加到一个或多个 Android 设备，然后测试该应用程序。按照 Android 移动设备发布流程（英文）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下载和测试 Android 查看器应用程序

当您下载生成的 .apk 文件时，系统会提示您指定证书信息。Google 要求所有应用程序都要经过有效证书的签名，然后才能在 Android 设备上运行这
些应用程序。有关创建此证书的说明，请参阅 Android 移动设备发布流程（英文）。

1. 在“管理”页中显示自定义查看器内部版本的地方选择您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2. 单击“Android Installer (.apk)”以下载 Android 查看器应用程序。

3. 指定开发人员 p12 证书和密码，然后单击“下载并签名”。

4. 将 .apk 文件添加到一个或更多 Android 设备中。

提交和管理查看器应用程序

下载并测试自定义查看器后，将发行查看器 (.zip) 提交到 Google Play 商店。

如果开发版应用程序效果符合预期，则将该应用程序（.apk 文件）提交到 Google Play 商店。按照 Android 移动设备发布流
程（英文）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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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更新内部版本

删除内部版本

如果需要创建不同图标或进行其他更改，请选择主页上的查看器应用程序，然后单击“编辑”。信息和选择内容保持原样。进行必要的更
改，然后再次提交内部版本。随后将更新应用程序。

如果不再需要开发人员和分发应用程序，则在主页上选择查看器应用程序，然后单击“Delete”（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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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和 Android 查看器之间的区别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两种不同类型的 DPS 查看器均支持 Android 设备：基于 AIR 的传统查看器和新的原生查看器。某些在 iPad 查看器中可用的功能在 Android 查看器中
不受支持。

Android 查看器中不完全支持 Web 内容叠加和 HTML 文章。在移动 Safari 中工作的 HTML 内容可能在其他设备浏览器中有不同的表
现。Android 不支持 HTML5 存储。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Android 查看器的 HTML 文章。
iOS 和 Amazon Appstore 支持订阅，但 Google Play Store 不支持订阅。
iOS 查看器仅显示长宽比为 4:3 (iPad) 或 3:2/16:9 (iPhone) 的作品集。作品集内容会放大或缩小以适合屏幕。但 Android 查看器显示任何大小的
作品集，根据需要缩放内容和上下加黑边。

Android 不支持推送通知。
Android 不支持通过 Web 查看器进行社交共享。
Android 不支持单作品集应用程序。
Android 不支持章节。
Android 不支持全景图。
原生 Android 查看器支持内联视频，但传统 Android 查看器不支持。

有关各类型查看器所支持功能的比较图表，请参阅 DPS 支持的功能列表。

有关如何创建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DPS 设备，请参阅:

构建适用于 Android 的原生 DPS 应用程序
创建适用于 Android 和 Amazon 设备的 DPS 应用程序
Android 和 Amazon DPS 应用程序的发布流程指南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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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于测试的自定义 Adobe Content Viewer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如果您具有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可以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您自己的用于 iPad 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版本。在有新版 Folio
Producer 工具可用但 Adobe Content Viewer 等待 Apple 批准时，能够生成您自己的自定义内容查看器尤为有用。

如果您使用 Enterprise 帐户登录，则可以创建可以在公司内分发的企业签名的应用程序。如果未创建企业签名的应用程序，则 Adobe Content Viewer
仅在这样的 iPad 上可用：这些 iPad 的 developer mobileprovision 文件中指定了设备 ID (UDID)。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另一个开发应用程序未使
用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以避免冲突。有关创建 mobileprovision 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iPad 出版参考指南 PDF。

1. 使用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登录到 DPS App Builder。

2. 在 DPS App Builder 中，单击“新建”，然后选择 iPad 并单击“下一步”。

3. 对于“查看器版本”，请选择“Adobe Content Viewer”。单击“下一步”。

4.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然后单击“下一步”：

(Professional) 指定开发人员 mobileprovision 文件。要避免冲突，请创建其他开发人员应用程序不使用的 mobileprovision 文件。

(Enterprise) 如果选择“企业签名的版本”，请指定“预期的应用程序 ID”（如“com.publisher.viewer”）和企业移动配置文件使用您在 Apple 开
发人员站点上使用的同一“预期的应用程序 ID”可创建企业移动配置文件。有关带企业签名的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创建带企业签名的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

5. 单击“下一步”，并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6. 下载 Adobe Content Viewer 并进行签名。

7. 如有必要，请将 Adobe Content Viewer (content-viewer.ipa) 设为可供发布。

要安装 Adobe Content Viewer，请将 content-viewer.ipa 文件拖动到 iTunes 库中，然后同步您的 iPad。

不必删除 Adobe Content Viewer 的 App Store 版本。您的 iPad 上可能具有不同版本的 Adobe Content Viewer。实际上，您可以使用不同帐户登录到
两个不同的查看器。

当开发人员 mobileprovision 文件到期后，Adobe Content Viewer 将停止工作。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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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于私人分发的查看器应用程序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如果您有 Enterprise Edition 的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则可以创建仅用于内部分发的 iPad 和 iPhone 应用程序。企业签名的 查看器应用程序是在公
司内部分发的，而不是从 Apple Store 下载的。

创建由企业签名的查看器应用程序必须订阅 Apple 的 iOS 开发人员企业计划（英文）。Apple 企业订阅可消除了开发版应用程序只能用于 100 台设备
的限制。

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分发企业 iOS 查看器应用程序

1. 使用企业 ID 登录到 Apple iOS Dev Center，创建企业 .p12 证书和 mobileprovision 文件。

2. 在 Folio Producer Web 客户端中，使用“免费”和“公共”设置发布要包括在内部应用程序中的作品集。

3. 在 DPS App Builder 中，在“基本详细信息”和“初始屏幕”面板中指定详细信息。

4. 在 DPS App Builder 的“证书”部分，指定开发和分发 .p12 证书、密码、mobileprovision 和推送通知信息。（要启用推送通知，mobileprovision
文件不得有通配的捆绑 ID。）

分发详细信息不用于内部应用程序，因此不应提交给 App Store。

5. 选择“由企业签名的 ID”选项，然后指定“所需的应用程序 ID”。

“所需的应用程序 ID”通常采用“com.publisher.publication”格式。

6. 生成应用程序，然后下载开发 Test Viewer (.ipa) 文件。

7. 通过电子邮件或服务器分发 mobileprovision 文件和 .ipa 文件。指示用户安装这两个文件，做法是将其拖动到 iTunes 库中并与 iPad 同步。

有关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分发企业 iOS 查看器应用程序（英文）。

了解如何将查看器应用程序直接而非通过应用

程序商店部署到员工或其所在组织的成员。...
阅读更多

http://adobe.ly/GAYV5A

作者：Derek Lu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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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和权利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现在，iOS 和 Amazon 上提供应用程序内订阅选项。您有许多订阅选项可用，包括 Apple 的订阅模型（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和自定义权利服
务器（仅限 Enterprise）。

Apple 和 Amazon 订阅

用户通过 iOS 或 Amazon 订阅来订阅您的应用程序时，他们对其中“出版日期”在起始日期与结束日期之间的所有作品集都拥有权利。首次订阅时，用
户还对最新发布的作品集拥有权利。例如，如果用户在 11 月 10 日注册了半年期的订阅，则起始日期为 11 月 10 日，结束日期为 5 月 10 日。订阅
后，用户可下载最近发布的作品集以及“出版日期”在 11 月 10 日与 5 月 10 日之间的任何作品集。即使用户不续订订阅，他们仍对这半年的内容拥有
权利。

作为最佳做法，应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管理作品集的“出版日期”设置。如果发布季刊，则请使用一致的发布日期设置，如 1 月 1 日、4 月 1
日、7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即使实际上是在不同日期发布这些作品集也是如此。只要继续一致地进行发布，您的订阅者就会对相应数量的内容拥有权
利。

有关为自定义 iPad 查看器应用程序设置订阅和权利的信息，请获取 iPad 出版参考指南 PDF。

自定义权利服务器

有关设置自定义权利服务器以通过自己的站点控制订阅的信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也可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开发人员中心获得开发人员内
容。

受限分发

受限分发是根据一小群读者的用户配置文件或凭据仅向这些人提供内容的方法。默认情况下，仅向用户显示有限的一组作品集。仅在用户登录到应用

程序后，才会显示其他作品集。根据用户的登录凭据显示所选作品集的列表。有关受限分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过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进行受限
分发（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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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库 (Enterprise)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如果您是 Enterprise 出版商，则可将默认查看器库替换为您创建的自定义库。

1. 创建 .zip 文件，其中包含您想用于自定义库的 HTML 代码。有关创建 HTML 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实现单独的库和存储功能（英文）。

2. 在 DPS App Builder 中，创建或编辑授权查看器。

3. 在 DPS App Builder 的导航工具栏部分中，在“自定义和测试工具栏和自定义图标”下面单击黑边中的“库”图标。

4. 单击“使用自定义查看器库”旁边的图标，并指定包含您创建的 HTML 代码的 .zip 文件。

有关创建自定义库的其他信息，请参阅 Derek Lu 撰写的创建 DPS 默认库的 HTML 实现（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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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 分析

查看其他报表

更改日期范围

指定作品集

更新报表

导出数据

累计设置

在 DPS 控制面板的“Analytics”（分析）页面上可跟踪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用户数据。用 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 帐户订阅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后，对于所有应用程序均可利用 Omniture® 提供的基本级别分析功能。此数据包括下载和购买的期数、最热门的内容和广告以及应
用程序安装的次数。基本分析可提供许多不同的报表，包括有关设备和操作系统的报表。如果拥有 Omniture SiteCatalyst® 帐户，则可获得更详细的
用户数据。

所有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应用程序对所有应用程序类型（包括单作品集和多作品集应用程序）均收集匿名使用情况数据。无论用户联机还是脱
机均收集此数据。如果需要允许用户不参加分析数据收集，则可在 DPS App Builder 中构建应用程序时启用选择加入选项。对于用 Single Edition 许可
证创建的应用程序，不收集分析数据。

要避免分析数据显示“::unspecified::”，请在文章属性中为所有文章指定标题。此外，如有可能，请为叠加提供真实名称以便于解释分析数据。例
如，使用“Twitter Link”（Twitter 链接）而不是“Button 4”（按钮 4）。

Analytics 资源

白皮书

有关分析的基本详细信息，请参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分析教程。

有关优化分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Analytics Service (PDF)（英文）。

有关使用 SiteCatalyst 分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dobe® SiteCatalyst Digital Publishing 报告指南（英文）。

SiteCatalyst 视频

DPS 分析：简介

DPS 分析：SiteCatalyst 基础

DPS 分析：SiteCatalyst 报告和控制面板

设置 Omniture 分析

当您注册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订阅（Professional 或 Enterprise）后，即向您分配一个主帐户 ID，通过它可使用帐户管理工具。使用此工具向
Adobe ID 分配“应用程序”角色。在此过程中，请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启用 Omniture 分析。提供此信息后，最长可能需要五天时间才能启用分析。请参
阅“帐户管理”工具。

如果认为分析帐户设置有误，请与 Adobe 代表联系。DPS 控制面板上显示金牌支持联系信息。

如果拥有 Omniture® SiteCatalyst® 帐户，则可在 my.omniture.com 访问全套 Omniture SiteCatalyst 功能。

查看分析数据

1.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只能通过随应用程序角色配置的 Adobe ID 帐户查看“Analytics”（分析）页面。要查看分析，请使用与 Folio Builder 面板中用于上传自定义查看
器应用程序的内容相同的 Adobe ID。

2. 单击“Analytics”（分析）查看基线分析数据。

随后将加载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报告。

3. 要查看分析数据，请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在“Analytics”（分析）页面的左侧，选择一个类别，然后单击其他报表类型，如“Folios”（作品集）>“Total Time Spent”（总耗
时）。

使用“From”（从）和“To”（到）日历图标指定日期范围。然后单击“Update”（更新）。

对于某些报表，可选择其他作品集进行分析。

单击此选项以刷新数据。

单击“Export Data”（导出数据）以将当前报表导出到文件。然后可在电子表格中打开此数据文件。

在“Standard Audience”（标准受众）下，单击“Accumulation Settings”（累计设置）。单击任何作品集旁的扳手图标，然后指定任何
作品集的开始日期和发布频率。例如，如果在每个月的第 15 天发布作品集，则可设置第一个作品集的开始日期，然后为每个作品集选
择“Monthly”（月刊）。

然后，可单击任何报表（如“Accumulated Sessions”（累计会话数）或“Accumulated Time Spent Per Reader”（每位读者的累计观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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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分析数据。

 
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分析数据

4. 要下载一个 .csv 文件，其中包含可在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中查看的有关收费下载的信息，请单击“Fulfillment Report”（履行报告）。

此 .csv 文件包括 Adobe Distribution Service 的收费下载次数与您的下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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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管理”工具

转到页首

注意:

Administrator（管理员）

Application（应用程序）

DPS App Builder

了解 DPS 帐户
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分配角色
应用程序帐户设置

选择接收履行捆绑包状态

通过“帐户管理”工具，贵公司的管理员可创建和配置帐户。创建帐户后，可向帐户分配三种类型的角色，所有这些角色均基于 Adobe ID。

有关 Adobe ID 的背景信息，请参阅使用 Adobe ID 进行数字出版。

有关 DPS 发布帐户和基本任务的概述，请参阅 Adobe DPS 快速入门指南 (PDF)。

 
“帐户管理”工具 
A. 分配了应用程序角色的委托帐户 B. 未分配角色的委托帐户（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了解 DPS 帐户

当您订阅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后，将为贵公司内的一个帐户分配“Administrator”（管理员）角色。这称为主帐户。主帐户不显示在帐户管理工具
中。无法删除或编辑主帐户。不能使用主帐户作为应用程序帐户，请使用其他 Adobe ID 发布作品集。

当您使用主帐户登录到帐户管理工具时，您可以向其他帐户分配委托角色。委托角色直接绑定到主帐户。每个委托帐户都需要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

可以根据还没有验证能否与 DPS 一起工作的现有 Adobe ID 来分配委托角色，也可以根据现有的电子邮件帐户来创建新的委托 Adobe ID。但无法根
据已经验证可以与 DPS 一起工作的 Adobe ID 来创建委托帐户。

将 Adobe ID（及其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用于委托帐户后，即难以从委托帐户中将 Adobe ID 解绑。

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应慎用于委托帐户。一旦将某个 Adobe ID 用作委托帐户，该 Adobe ID 便仅可用于贵公司的数字出版。删除 Adobe ID 会禁
止它使用任何 DPS 功能。

未分配给任何指定公司帐户的 Adobe ID 叫做设计者帐户。设计者帐户可以在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CreateAccount.html 中创建。

要更改与 Adobe ID 关联的电子邮件帐户，请参阅更改与 Adobe ID 关联的电子邮件。

委托角色的类型

向贵公司添加委托帐户后，可向该帐户分配多达三个角色。

主帐户会分得管理员角色，但也可以将管理员角色分配给其他帐户。分得管理员角色的帐户可以使用帐户管理工具。

通过“应用程序”角色，可将自定义查看器与所发布的作品集相关联。请对您创建的每个自定义查看器使用不同的 Adobe
ID。避免使用个人的 Adobe ID。例如，如果您出版多个烹调杂志，则可以为所有铁板烧创建一个 Adobe ID (dps.grillcooking@cooktoday.com)，为所
有克里奥尔烹调创建一个 Adobe ID (dps.creolecooking@cooktoday.com)，等等。
使用应用程序帐户可创建和发布作品集，以及查看分析。当您在 DPS App Builder 中指定应用程序 ID 时，您创建的自定义查看器会显示用该帐户发布
的作品集。

通过使用 DPS App Builder 帐户，可以登录 DPS App Builder 并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可以将同一个 Adobe ID 用于应用程
序帐户和 DPS App Builder 帐户，也可以创建一个能让您使用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帐户创建应用程序的 DPS App Builder 帐户。

帐户管理的最佳做法

为实现最佳结果，请使用公司域为委托帐户创建专用电子邮件地址。例如，以下帐户可以用于出版烹调杂志的公司：

应用程序帐户：dps.grillcooking@cooktoday.com、dps.creolecooking@cooktoday.com 和 dps.frenchcooking@cooktoday.com

DPS App Builder 帐户：dps.builder@cook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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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帐户：dps.admin@cooktoday.com

没有角色的委托帐户：dps.janedoe@cooktoday.com

在此示例中，一个 DPS App Builder 帐户可以用于登录并发布全部三个杂志查看器应用程序。还有一种方法是向同一个帐户分配应用程序角色和 DPS
App Builder 角色。

在此示例中，为 Jane Doe 创建了一个特殊委托帐户。Jane 使用此帐户发布公司的专有信息。Jane 应仅使用此帐户为该特定发行商创建内容。

不要使用管理工具创建个人设计者的 Adobe ID 或将其分配给公司帐户，除非您希望将这些帐户限制为仅将 DPS 工具用于贵公司。个人设计者可以使
用 DPS 控制面板创建有效的 Adobe ID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CreateAccount.html)。

委托帐户直接受主帐户影响。如果主帐户关闭，则所有委托帐户也会关闭。

从委托帐户下载的内容是针对主帐户收费的。委托帐户发布的所有内容在下载时都将针对主帐户收费。

DPS 帐户、角色和工具

从其他 Adobe ID 迁移作品集

如果您在订阅 DPS 之前使用某个 Adobe ID 构建了作品集，则可能无法为之前这个 Adobe ID 分配应用程序角色。您需要为一个新的委托帐户分配“应
用程序”角色并创建新的作品集。向新作品集添加文章的方法有两种。

如果源文件的结构可进行导入，并设置 sidecar.xml 文件，则可轻松重建作品集。请参阅使文件夹的结构适合导入文章。
使用“共享”命令将旧 Adobe ID 的作品集共享给新 Adobe ID。然后，使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复制”命令将共享作品集复制到新帐户。如
果从其它计算机进行共享，则将源文件打包后再转移，然后重新链接文章。

使用“帐户管理”工具分配角色

1. 登录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控制面板。

2. 单击“Account Administration”（帐户管理）。

如果“Account Administration”（帐户管理）选项灰显，则表示用于登录的帐户没有管理员权限。如果使用主帐户 ID 登录，但无权访问“帐户管
理”工具，请与 Adobe 代表或金牌支持联系（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后列出技术支持次数）。启用主帐户后，该用户即可登录并启用其他管理员
帐户。

3. 在“Account Administration”（帐户管理）面板中，单击“Add New Users”（添加新用户）。

4. 在“New Users”（新建用户）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对于还没有验证是否可以与 DPS 一起工作的现有 Adobe ID，指定想要修改的用户的 Adobe ID，然后单击“Submit”（提交）。如果 Adobe
ID 已经过验证可使用 DPS，则无法添加。

要创建新的 Adobe ID，请先创建有效的电子邮件帐户，而不登录到任何 DPS 服务。单击“Create A New Adobe ID”（创建新的 Adobe
ID），指定相应信息，并单击“Create Account”（创建帐户）。消息将发送到该电子邮件帐户。单击此消息中的链接以指定密码并验证帐
户。

5. 在“Account Administration”（帐户管理）面板中，选择该用户，然后单击“Configure User”（配置用户）。

6. 在“Add Roles”（添加角色）下，指定要分配给帐户的角色类型：Application Accounts（应用程序帐户）、DPS App Builder Accounts（DPS
App Builder 帐户）或 Account Administrator（帐户管理员）。单击“Enable”（启用），然后填写必要的信息。

本文将帮助公司中的营销、创意及 IT 经理们
对其团队成员在企业 DPS 出版工作流程中的
角色和职责进行规划。...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

作者：Nissan Dachs 
http://www.adobe.com/devne...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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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启用首期权利

启用文章预览

应用程序名称

注意:

 
向 Adobe ID 分配应用程序帐户

应用程序帐户设置

编辑应用程序帐户的配置时，可指定影响应用程序行为的设置，如社交共享和分析。

商店设置

编辑应用程序帐户时，可指定共享机密信息。共享机密信息是 iOS 中的订阅查看器应用程序和所有具有零售作品集的 Amazon 查看器应用程序所必需
的。

Apple 称此信息代码为“共享机密”，Android 称其为“公钥”，Amazon 称其为“共享密钥”。如果要为 Amazon Appstore 中显示的查看器提供任何零售内
容，则需要共享密钥。有关获取共享机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平台相关的发布指南。

对所有应用程序使用同样的共享秘密信息。避免更改共享秘密。

在指定共享机密信息后，使用该应用程序帐户登录 DPS 控制面板。登录控制面板会验证共享机密。

在“Store Settings”（商店设置）下，还可以指定 iTunes 应用程序 URL。此 URL 在社交共享工作流程中用于让共享接收方下载应用程序（如果未安
装）。指定此 URL 以使共享接收方点击链接可下载或打开您的应用程序，这一点很重要。

即使 Apple 尚未批准应用程序，您仍可获得其 iTunes 应用程序 URL。在 iTunes Connect 中，单击应用程序并使用“View in App Store”（在 App
Store 中查看）链接，或右键单击应用程序并选择“Copy Link Address”（复制链接地址）。

“设备查看器”设置

“Device Viewer”（设备查看器）部分决定了应用程序在 iPad 等设备上的行为。

选中此选项可向首次下载 iPad 应用程序的用户提供最新作品集。此选项仅适用于以零售方式购买的应用程序。如果选中此选项，则用
户可以获得最新发布的作品集。

如果用户删除促销零售作品集，可再次下载该作品集。如果用户卸载并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则他们只能获得原来的促销作品集，而不能获得最新发布

的作品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首个作品集免费和数字插入式广告（英文）。

向 Apple 提交应用程序时，建议您包括至少两个零售作品集，这样 Apple 可以测试应用程序内购买。

选择“Enable Article Preview”（启用文章预览）选项将使用户可预览含有标为“Free”（免费）的文章的任何零售作品集（使用 Folio
Producer Editor 将作品集标为“Free”（免费））。当用户在库中点击具有免费文章的零售作品集的封面图像后，将在预览窗格中“Buy”（购买）
和“Subscribe”（订阅）（如有）按钮的下方出现一个“Preview”（预览）按钮。当用户点击“Preview”（预览）后，将下载所有标为“Free”（免费）的文
章以及受保护文章的预览图像。当用户进入浏览模式或轻扫以查看受保护的文章时，将有一个付费专区窗格盖住每篇受保护文章的大部分内容。

当前，“免费文章预览”功能仅适用于 iPad，仅对零售作品集起作用，并且不支持含有章节的作品集。
就发布者下载数而言，将根据下载的免费文章数和零售作品集中的文章总数，对照下载数向免费文章收费。如果某个零售作品集共含有 20 篇文章，其
中 5 篇为免费预览文章，则当有 4 名用户预览该作品集时，计为 1 次下载。
通过设备查看器下的付费专区阈值设置，客户可在预览零售作品集中的文章时下载和查看指定篇数的标为“按量收费”的文章。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
器将文章标为“Metered”（按量收费）。当用户达到在“Paywall Threshold”（付费专区阈值）中指定的限制后，当其浏览“按量收费”或“受保护”文章时，
即显示一条付费专区消息。为应用程序指定的阈值适用于每个作品集。如果将该阈值设置为 3，则用户可预览每个作品集中的 3 篇按量收费文章，而
在其浏览第 4 篇按量收费文章时，将显示一个付费专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免费文章预览的 DPS 开发人员中心文章。

Content Viewer for Web 设置

Content Viewer for Web 选项影响当用户在计算机上使用 Content Viewer for Web（也称为“Web 查看器”）查看文章时出现的文章行为。

在 Web 查看器浏览器中查看共享的文章时，将在标题栏中显示所指定的应用程序名称。

还要指定“Store Settings”（商店设置）下的“ iTunes Application URL”（iTunes 应用程序 URL），以便在未安装应用程序时提示共享接收方下
载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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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Content Viewer for Web

注意:

托管 URL

重定向 URL

启用履行限制

启用付费专区

注意:

付费专区按钮 URL

付费专区文本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注意:

转到页首

选择此选项将让用户可在计算机上的 Content Viewer for Web（也称为“Web 查看器”）中查看您的文章。要使零售作
品包中的文章可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请使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将文章设置为“免费”或“按量收费”。如果启用 Web 查看器，则将对照下载履行次
数计算文章查看次数，如社交媒体下载次数所述。

要使用“社交共享”功能，必须选择“启用 Content Viewer for Web”选项。

试用帐户中禁用了“启用 Content Viewer for Web”。

请仅在要将共享的 Web 查看器内容嵌入到网站上的 iframe 时指定托管 URL。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嵌入式 Web 查看器的文章。

如果找不到共享文章，则使用您指定的重定向 URL。使用有关您的应用程序的信息创建网页。
要决定在共享的文章受保护时显示哪个链接，请指定 DPS App Builder 中的“Publication URL”（出版物 URL）。

此选项对于限制可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的文章总数很有用。到达此限制后，任何尝试在桌面上的 Web 查看器中查看任何共享文章的用
户都将被重定向到您指定的“已达到履行限制 URL”。使用有关您的应用程序的信息创建网页。

可设置一个付费专区用于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的零售作品集文章。在 Folio Producer 编辑器中，可将文章标为“免费”、“按量收
费”或“受保护”。对于零售作品集，用户无法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受保护”的文章，但可查看“按量收费”的文章，直到达到付费专区阈值。当用户达
到“按量收费”文章的限制时，将显示一个付费专区页，上面是您指定的消息和链接。即使已达到付费专区阈值，用户也可查看“免费”文章。为应用程序
指定的阈值适用于每个作品集。如果将该阈值设置为 3，则用户可阅读每个作品集中的 3 篇按量收费文章，而在其浏览第 4 篇按量收费文章时，将显
示一个付费专区。

如果不设置付费专区，则可在 Web 查看器中查看标为“免费”或“按量收费”的文章，没有付费专区阈值。

如果作品集作为“免费”作品集发布，用户可以查看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即使作品集被标记为“受保护”或“按量收费”。

指定可向用户提供有关下载和购买应用程序的信息的 URL。某些出版商创建具有应用程序相关信息的网页，而另外一些出版商指
定应用程序的 iTunes URL。

指定在付费专区页上显示的简短消息。例如，可声明已查看最大数量的文章，并且用户可单击链接以详细了解应用程序。

启用安全内容（仅限 Enterprise）

当您选择“启用安全内容”并在选中了“加密作品集”的情况下发布零售作品集时，这些作品集中的内容在云中以及在 iOS 设备上变得安全。

请仅在应用程序中有保密或敏感信息时使用此选项。安全帐户中不提供社交共享、Web 查看器和后台下载。请仅将此选项用于具有直接权益的应用程
序以及作为 v30 或更高版本发布的零售作品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帐户中的安全内容。

指定分析信息

在编辑应用程序帐户时，可以指定信息来设置 Omniture 分析帐号。您的内容的用户数据是自动收集的，可供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客户使用。
分析集成的配置对于 Professional 帐户所有者和 Enterprise 帐户所有者略微不同。

在“Analytics”（分析）字段中输入数据是可选的。已经是 SiteCatalyst 客户的 Professional 帐户所有者可以将所有分析数据发送到其
SiteCatalyst 帐户下的专用报告套件。如果您没有 SiteCatalyst 帐户，请勿输入报告数据。分析数据在 Adobe 内部帐户中收集。

Enterprise 客户会被要求指定报告套件名称，而且如果已经有了 SiteCatalyst 帐户，也可以选择指定公司的名称。

当您指定报告套件时，请勿指定以下任何保留前缀：adp.ln、adp.da 或 adp.sj。

提交 SiteCatalyst 信息后，最长可能需要五个工作日才能为您的应用程序设置 Omniture 分析。请参阅 Omniture 分析。

选择接收履行捆绑包状态

单击帐户管理工具顶部的“帐户设置”时，可以选择接收提供履行捆绑包状态的电子邮件。

161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social-media-download-counts.html#social_media_download_counts
http://www.adobe.com/cn/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embedded-web-viewer.html
http://www.adobe.com/cn/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embedded-web-viewer.html
http://www.adobe.com/cn/devnet/digitalpublishingsuite/articles/embedded-web-viewer.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protected-folios-account.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protected-folios-account.html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omniture-analytics.html#omniture_analytics
http://idiom-q-win-1/content/help/cn/digital-publishing-suite/help/omniture-analytics.html#omniture_analytics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指定用于通知履行捆绑包状态的电子邮件地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接收履行捆绑包的状态更新。

相关文章

DPS 快速入门指南

了解作品集下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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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通知

非报刊杂志应用程序

报刊杂志应用程序

转到页首

在客户打开多作品集查看器应用程序之前，您可以让其了解有关新的或已更新的作品集的信息。如果使用 Adobe 推送服务器设置推送通知，则推送通
知可通知用户有新期刊可用；如果应用程序在 iOS 报刊杂志中，则该通知将触发对新期刊的后台下载。

发行作品集不会触发自动推送通知。发布或更新作品集后，您可以在准备就绪时通过单击“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的“通知”按钮触发推送通知。为了
更可靠地将内容传送到设备，Adobe 的推送服务器定期发送通知，而不是只发送一次。

仅多作品集应用程序有推送通知功能，而单作品集应用程序没有。标准推送现在可发送短信，本文后面有述。

报刊杂志和非报刊杂志应用程序的推送通知体验不同：

当发行商单击 Notify（通知）按钮以指示有新的或更新的作品集后，用户将在应用程序图标上看到红色徽章。

 
推送通知指示有一个新作品集可用

当发行商单击 Notify（通知）按钮以指示有新的或更新的作品集时，只有该应用程序的订户将在报刊杂志图标上看到红色徽章，其
中指示后台下载的作品集数量。在 iOS 7 中，报刊杂志中应用程序封面下方一直显示一个蓝点，直到用户打开应用程序为止。对于订户和非订户均会
更新封面图像，以反映最新的作品集封面。报刊杂志应用程序必须使用推送通知。

 

 
Newsstand 应用程序的订户会在封面图像下方看到一个蓝点，在 Newsstand 图标中看到一个红色的徽章。

有关创建 Apple 所需的推送通知证书的信息，请从 DPS 控制面板下载“iPad Publishing Companion Guide”（iPad 出版辅助指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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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发送推送通知

1. 使用“应用程序”角色帐户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然后单击“Folio Producer”。

2. 确保发布了作品集或所有作品集再现。

3. 在 Folio Producer 管理器中，单击“Notify”（通知）。

设置第三方推送通知（仅限 Enterprise）

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时，可使用 Adobe 推送通知服务器，也可指定自己的推送通知服务器。

有许多不同的选项可用于创建第三方推送通知服务器。请注意，查看器会在您设置服务器时发送以下信息：

newsstandEnabled    => 0 (this is ‘8’ when newsstand is enabled) 
badgeEnabled    => 1 
token => <device specific token> 
soundEnabled => 2 
devId => <device_specific guid> 
alertEnabled => 4 
targetDimension => <device specific string>

除考虑这些基本属性外，您还可以创建其他属性。例如，如果您对多个应用程序使用相同的推送服务器，请在设置服务器时指定其他名称/值属性
（如“app => cycling”）。在 DPS App Builder 中，在“Provisioning”（配置）面板的“Custom Push Parameters”（自定义推送参数）字段中指定这些其
他属性。

发送文本通知

通过发送自定文本消息，可向读者提醒有新内容，从而促进 iOS 设备上的读者和订户回流。文本通知适用于任何查看器版本，但打开应用程序库这一
选项要求具备 v30 或更高版本的查看器。

1. 使用具有相应“应用程序”角色的 Adobe ID，登录到 DPS 控制面板 (https://digitalpublishing.acrobat.com)。

2. 单击“Notifications”（通知）。

 

3. 更改以下设置，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指定在阅读器点击文本通知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选择“Launch the app”（启动应用程序），则应用程序将在其当前读取位置启动。如果
具备 v30 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则可以启动应用程序并显示库或自定义存储或位置，或可以显示您指定的 URL 网页。
键入要发给用户的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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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类型

目标受众

通知时间

 

4. 指定以下选项：

选择向测试应用程序（“开发”）还是真实应用程序（“发行”）发送通知。

指定文本通知的目标。例如，可选择“iPhone”以仅向已下载 iPhone 版应用程序的客户发送文本通知。

还可以向超过 30 天未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用户发送文本通知。

如果您有 SiteCatalyst 分析帐户，您可以使用 CSV 文件收集此分组客户的信息。然后，您可以在发送基于文本的推送通知时指定此 CSV 文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PS 开发人员中心内的分组推送通知。

要安排以后发送文本通知，请选择“自定义”，然后从日历图标中选择日期和时间。也可编辑文本以更改日期和时间。

5. 单击“发送”以发送文本通知或将所安排的文本通知提交到队列。

 
可查看为应用程序发送的文本通知的历史记录。如果尚未发送所安排的文本通知，可单击“取消”以取消该文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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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ad 上显示的文本通知

文本通知将显示在装有应用程序且用户已决定接收推送通知的任何 iOS 设备上。

HTTP 状态消息 417

如果您在尝试推送通知时收到 HTTP 417 状态消息，则无法使用推送通知证书建立与 Apple APNS 的 SSL 连接。确保推送通知证书是有效的且未过
期。

将 Apple 推送通知与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配合使用

使用 Urban Airship 作为 DPS 推送提供商

在 Adobe DPS 应用程序中利用 Apple 推送通
知向用户通知有新期刊并触发报刊杂志的后台

下载。...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cn/devnet/digitalpublish...

作者：Scott Dreier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Scott 介绍如何利用 Urban Airship 的资源发
送 DPS 警报通知和使 iOS 设备下载报刊杂
志。... 阅读更多

http://www.adobe.com/devnet/digitalpublishing...

作者：Scott Dreier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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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交共享

在创建适用于 iPad 或 iPhone 的自定义多期查看器应用程序时，可以启用社交共享。您或您的客户可在查看器应用程序中选择某个选项，通过
Facebook、Twitter、Pinterest、电子邮件或复制和粘贴的方式共享文章。您共享的消息包括指向该文章的链接。

如果启用“Content Viewer for Web”选项，则在计算机上单击该文章链接的任何人均可在浏览器中的 Adobe Content Viewer for the Web（也称为“Web
查看器”）中查看该文章内容。在 iPad 上点击该文章链接的任何人均可查看该文章的 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版本（也称为“文章查看器”）。如果正
确设置了再现，则在 iPhone 上点击该文章链接的任何人均可打开或下载应用程序并查看文章。

如果零售作品集中的文章受保护，则在计算机上的 Web 查看器和 iPad 的文章查看器中，该文章中均显示付费专区。如果用户已达到观看按量收费文
章的限制，则付费专区还将盖住设为“按量收费”的文章。对于 v29 和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在标记为“免费”的文章中或作为“免费”发表的作品集中的文
章中出现付费专区。 

有关社交共享工作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中集成社交共享。

在 Web 查看器上查看共享的文章计入下载履行次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社交媒体下载计数。

在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的步骤概述

按以下步骤（按任意顺序）在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

1. 在 DPS App Builder 中构建应用程序时，选择“启用共享”以开启社交共享。

 
在应用程序中启用社交共享

在 iOS 7 设备上，活动表决定在应用程序的菜单中提供哪些共享选项。选择“启用共享”选项。对于 iOS 6 设备，由于 Facebook SDK 关于广告
标识符引用的新限制，所以 2014 年 2 月 11 日之后“社交共享”菜单不再适用于任何应用程序。“iOS 6 特定设置”下的选项失去作用。

注意：在 iOS 7 中，如果读者尚未在 iOS 设置中输入 Facebook 或 Twitter 7 凭据，则 Apple 当前在非 Apple 应用程序的共享菜单中不显示
Facebook 或 Twitter。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如何启用 Facebook 或 Twitter 共享，将显示一个 DPS 对话框，其中提示用户输入凭据。读者可取消
该对话框，也可选择“稍后提醒我”以在下次选择共享时再次看到该对话框。

2. 使用“帐户管理”工具指定应用程序的 iTunes 应用程序 URL。

通过此 URL，共享接收方点击设备上的链接即可下载或打开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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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帐户管理”工具配置 Web 查看器的“应用程序”帐户。选择“启用 Content Viewer for Web”，然后指定其它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帐
户管理”工具。

 
允许在 Content Viewer for the Web 中查看共享文章。

4. 创建作品集时，请正确设置再现。如果应用程序同时支持 iPad 和 iPhone，请在不同的再现间使用同一“Article Name”（文章名称）值。除非创
建“Web Viewer Only”（仅限 Web 查看器）再现，否则 1024x768 作品集用于 Web 查看器。“Web Viewer Only”（仅限 Web 查看器）再现可以
是任意有效的大小。

5. 使用 Folio Producer Editor，指示作品集中的文章“免费”、“按量收费”还是“受保护”，然后发布或更新该作品集。在 Web 查看器中，用户可查
看“免费”文章，即使其已达到付费专区阈值也是如此。用户可查看“按量收费”文章，直至其达到该零售作品集的付费专区阈值，然后显示一个付
费专区。用户仅在对作品集具有权限时才能查看“受保护”文章。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启用了这些“文章访问”设置，还会影响免费文章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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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章访问权限”改为“免费”、“按量收费”或“受保护”。

在计算机上查看 DPS 提示

社交共享客户工作流程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设置作品集时进行以下操作：

使用任何图像格式创建 1024x768 作品集。现在使用 PNG 格式将 PDF 文章上传到 Web 查看器服务器。如果要创建仅限 Web 查看器的特殊作
品集，可使用任意作品集大小创建一个作品集，然后选择“仅限 Web 查看器”。请参阅创建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现。

创建适用于所有设备型号的作品集再现。任何从 iPhone 或 iPad HD 共享的文章均映射到 iPad SD (1024x768) 再现，或在 Web 查看器中映射
到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现，而文章链接映射到设备上的相应再现。

如果您要创建再现，请对每个再现中的对应文章使用同样的文章名称值以确保共享的文章在 Web 查看器中以及在各个设备上正确映射。还要确
保您的作品集再现设置得当。请参阅创建作品集再现。

当客户在 iOS 7 设备的查看器应用程序中打开文章时，他们可以点击共享图标并选择任何已启用的社交媒体选项：Facebook、Twitter、Pinterest、电
子邮件或复制链接。对于 2014 年 2 月 7 日之后构建的应用程序，该“社交共享”菜单不再支持 iOS 6 设备上的查看器。

查看显示在桌面浏览器中的 DPS 文章示
例。... 阅读更多

http://blogs.adobe.com/indesigndocs/2013/01/v...

作者：Bob Bringhurst 
http://blogs.adobe.com/ind...

分享您的专业知识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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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48x1536 (HD) 作品集共享时

从 1024x768 (SD) 作品集共享时

从 iPhone 共享时

当用户在 iPad 上点击文章链接时

 
在应用程序中选择社交共享选项 (iOS 7)

根据选择的选项，客户可以登录、键入注释，并指定其他信息。例如，如果他们选择“电子邮件”，则可指定收件人并键入消息。

共享文章后，链接中包含该文章的完整路径名。在零售作品集中，如果用户已达到限制，则将在受保护的文章和按量收费的文章上方显示付费专区。

如果 Web 查看器中不再提供这篇文章，则或在 Web 查看器中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或显示您在“帐户管理”工具中指定的“重定向 URL”。

用户可以单击桌面浏览器中的文章链接，或点击 iPad 或 iPhone 上的链接。当用户单击或点击文章链接时，发生的事情取决于以下因素：

要编辑共享消息中的默认文本，请在 DPS App Builder 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高级”设置中编辑 Customized Strings XML 文件。生成 XML 文
件并将其打开，搜索“I saw this in.”%1$@ 字符串为文章名称变量，%2$@ 是作品集名称变量。确保编辑语言标签（例如 <en>），而不是 <key>
标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适用于 iPad 和 iPhone 的 DPS 应用程序。

如果客户从 2048x1536 作品集共享免费或按量收费的文章，则只有在设置 1024x768 再现或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
现，并且文章名称匹配时，Web 查看器中才有文章链接。

如果客户从 1024x768 作品集共享免费或按量收费的文章，则在 Web 查看器中单击链接的任何人均可观看该文章。
如果不希望在 Web 查看器中显示 1024x768 SD iPad 作品集，则可创建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现。

如果客户从 iPhone 共享免费或按量收费的文章，则只有在设置 1024x768 再现或仅限 Web 查看器的再现，并且文章名称匹配
时，Web 查看器中才有文章链接。

用户在 iPad 上点击共享链接时，将在用于 iPad 的文章查看器中显示文章的某个版本。（如果文章受保护，则显示
付费专区。）要预览共享的文章，用户可向下滚动并与支持的叠加交互。不支持的叠加被占位图标盖住。文章顶部和底部的横幅提供下载应用程序的

链接，如果已安装它，则还提供打开它的链接。确保在“帐户管理”工具中指定 iTunes 应用程序 URL，以使共享接收者可打开或下载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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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在 iPhone 上点击文章链接时

用户在 Web 查看器中达到文章限制时

在 Web 查看器中达到应用程序的文章限制时

当作品集作为“免费”发布时

 
在用于 iPad 的文章查看器中预览文章

当用户在 iPhone 上点击社交共享链接时，将显示着陆页，其中含有“在应用程序中打开文章”按钮。
如果未在用户设备上下载您的应用程序，且在“帐户管理”工具中指定了 iTunes URL，则应用程序会出现在 App Store 中。如果未指定 iTunes
URL，则使用付费专区按钮 URL。如果未指定 iTunes URL 或付费专区按钮 URL，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文章不可用。下载后，应用程序会
正常打开。然后，客户可以购买并下载包含共享文章的作品集。

如果已将应用程序下载到用户的设备上，则点击登录页上的“在应用程序中打开文章”将提示用户购买或下载作品集。下载作品集后，先下载链接
的文章，然后在用户点击“查看”时显示这篇文章。
如果已下载应用程序和作品集，则点击“在应用程序中打开文章”可显示文章。

会显示一个网上付费专区页，并带有一个“了解更多”按钮。使用“帐户管理”工具更改这些设置。

会显示在帐户管理工具中指定的“达到实施限制 URL”。

如果在 v29 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中，作品集作为“免费”发布，则免费作品集中的所有文章均可在 Web 浏览器中查看，
即使文章被设置为“受保护”或“按量收费”。

支持的 Web 查看器功能
支持的 Web 查看器浏览器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9、10、Safari、Firefox 和 Chrome。Internet Explorer 8 部分受支持，但它不能正确处理 HTML 文
章、视频和其他叠加。移动浏览器当前无法显示文章的 Web 查看器版本。

共享文章的客户在其 iPad 上必须拥有 iOS5 或更高版本，才能使用文章共享。

不是所有叠加此时都在 Web 查看器中受支持。尚不支持全景图，并且某些 Web 内容叠加的效果可能未达预期。对于视频，请使用 h.264 编码的 M4V
或 MP4，不要使用 MOV。对于音频文件，请使用 AAC/MP4 编码的 MP3 文件或音频文件。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 DPS App Builder 创建开发应用
程序，然后在 Web 查看器中测试免费或定量的文章。

可创建内容与移动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内容不同的“仅限 Web 查看器”的作品集再现。此外，可在网站中嵌入 Web 查看器以创造具有品牌效应的体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 Web 查看器。

支持的文章查看器功能

Mobile Safari Web 查看器（“文章查看器”）支持的叠加包括超链接和按钮、幻灯片、视频、可滚动框架和 Web 叠加。还支持嵌套叠加和 HTML 文
章。

当前，不支持的叠加包括平移和缩放图像、图像序列、音频和全景图。在每个不支持的叠加上显示一幅位图像，以防用户尝试与该内容交互。仅不支

持逐页轻扫和水平轻扫。

iOS 7 设备上的 AirDrop 共享
当读者通过 AirDrop 共享文章 (iOS 7) 后，接收方将显示一个接受或拒绝共享的对话框。如果接收方接受，则将在 Safari (iPad) 中的 Web 查看器中打
开共享的文章。在 iPhone 上收到共享后将显示一个着陆网页，从中可访问 iTunes 或向读者显示一条消息。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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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此帮助系统外，还提供以下数字出版资源：

用户论坛

可访问公开的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用户论坛进行提问并与其他客户分享经验。

Adobe 网站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帮助和支持页面提供常见支持问题和指向有用文章和内容的链接。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产品页面提供概述示例、定价信息、数字出版 FAQ 页面等。

Digital Publishing Gallery 提供一些链接，指向使用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工具创建的出版物。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开发中心提供有关高级任务（如了解分析和设置推送通知）的资源。

“DPS 状态”页提供有关当前服务器中断和计划内维护的信息。

学习资源

可在 Apple App Store 中找到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Tips 应用程序。它类似于用户指南、博客和详细说明书的组合。Google Play 商店和 Amazon
Appstore 中也提供此应用程序（搜索“DPS Tips”）。如果没有 iPad 或移动设备，则可在计算机上查看 DPS Tips 期刊（英文）。

要了解数字出版过程并使用示例文件做实验，请访问 DPS 创作教程或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动手教程（英文）。

请按照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Twitter 源（英文）或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Facebook 页面（英文）进行操作。

有关发布查看器应用程序的文档

针对 Professional 和 Enterprise 的 iOS 发布附带指南 PDF 和针对 Single Editio 的分步 iPad 发布指南 PDF 引导您完成创建必需证书、初始屏
幕，以及向 Apple App Store 提交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的图标的过程。可以从 DPS App Builder 的“Help”（帮助）菜单下载这些指南。

Android 移动设备发布流程指南（英文）介绍如何创建自定义查看器应用程序以提交到 Google Play 商店或 Amazon Appstore。

此外，Adobe 还建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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