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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IRISCompressor 

是一款便利的压缩工具，让您只需轻点鼠标几下，就可将图像

和 PDF 文件转换为压缩的 PDF 或 XPS 文件。 

IRISCompressor 生成的 PDF 和 XPS 

文件都是可进行全文文本搜索的，这得益于 I.R.I.S. 的OCR 

技术（光学字符识别）。 

使用时，您可以按具体需要，通过 IRISCompressor 

界面或直接在文件上右键单击。 

 

重要提示 

IRISCompressor Pro 能够一次处理多个图像和 PDF 

文件。合计的总页数不能超过 

25。可按您在安装过程中选择的语言（最多 5 种）进行 OCR 

识别。 

如您需要压缩更大的输入文件或整批文件，推荐您使用其它 

I.R.I.S. 产品，比如 Readiris 和 IRISDocument 

Server。这些产品还支持许多种 OCR 语言。请访问 I.R.I.S. 

网站 http://www.irislink.com 了解更多信息。 

本文中提供的信息和步骤均基于 Windows 7 操作系统。 

 

http://www.iris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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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ICOMP_Pro-dgi/pko-25012012-04 

版权 

版权所有 ©2011-2012 I.R.I.S.保留所有权利。 

I.R.I.S. 拥有 IRISCompressor 软件及本出版物的版权。 

本文档中所包含的信息为 I.R.I.S. 的财产。I.R.I.S. 

可在无需通知的情况下对文档内容进行变更，文档内容不代表 

I.R.I.S. 

的承诺。本文档中所描述之软件系依照许可协议提供，该协议

中规定了使用此产品的条款。本软件的使用或复制必须符合该

协议中的条款。未经 I.R.I.S. 

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复制、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将它存

储在检索系统或翻译为其他语言。 

商标 

I.R.I.S. 徽标和 IRISCompressor 是 I.R.I.S. 的商标。 

OCR（“光学字符识别”）、IDR（“智能文档识别”）和 

iHQC（“智能高品质压缩”）技术由 I.R.I.S. 提供。 

 

本出版物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产品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iHQCTM patent-protected. US Patent No. 8,06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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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设置 

系统要求 

使用 IRISCompressor 所需的最低系统配置： 

 推荐使用奔腾 CPU 的计算机。 

 256 MB 内存。 

 115 MB 空闲磁盘空间。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操作系统。 

安装 

下载安装文件之前： 

检查您需要的是 32 位还是 64 位版本。要确认，您可以转到 

Windows 控制面板，然后单击系统。然后查看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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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 IRISCompressor： 

 ESD 版本:下载安装文件到计算机上。 

 双击启动安装文件。 

 

 选择设置语言，然后单击确定。 

IRISCompressor Pro 

注意事项：在此选择的语言将自动成为后续安装步骤中的 

OCR 语言。 

 

 然后单击下一步并遵循屏幕上的指示。 

 选择我接受本许可协议中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输入用户名和组织（可选）。 

 IRISCompressor Pro: 选择您希望 IRISCompressor 

识别文档的语言，然后单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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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选择最多 5 

种语言。您选择的安装语言将自动选中，但可在必要时更改

。 

 

 选择安装 IRISCompressor 的目标文件夹，然后单击安装。 

 单击结束完成安装。 

 

IRISCompressor Pro: 如您希望安装除所选择语言之外的其它 

OCR 语言，需先卸载 

IRISCompressor，然后重新安装，再选择其它语言。 

不建议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的 

IRISCompressor。如您希望升级到更高版本，请务必先卸载当

前版本，再安装更高版本。请参阅卸载主题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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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安装 IRISCompressor 之后需要将之激活。未激活的 

IRISCompressor 副本只能使用十天。 

要激活 IRISCompressor： 

 右键单击要压缩的文件，然后单击菜单 IRISCompressor > 

压缩这里。 

 

 系统会提示您激活 IRISCompressor。选择是继续到激活。 

 

 在激活密钥字段中填写您的激活密钥。 

如果您下载的是 ESD 版本的 

IRISCompressor（即”电子软件交付”版本），激活密钥已发

送到您的电子邮箱。 

如果您购买的是常规版本，激活密钥在产品包装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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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单击下一步并遵循屏幕上的指示。 

注意，需通过 Internet 连接完成激活。 

如本机无法连接到 Internet 

连接但仍要激活，那么仍然单击下一步。您将会看到一个新

的对话框。选择手动激活并遵循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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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更新 

每当有新的更新可用，系统会提示您安装更新。单击下载安装

进行更新。 

 

注册 

当您第一次启动 IRISCompressor 

时，系统会提示您注册。注册您的 IRISCompressor 

副本将提供如下好处：产品更新、产品支持、新产品折扣等等

。 

进行注册： 

填写注册表，然后单击现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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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以后注册，请单击取消。您以后可以在 

IRISCompressor 界面中单击注册命令进行注册。 

注：只有当您已激活 IRISCompressor 时，注册命令才可用。 

 

卸载 

要卸载 IRISCompressor： 

 关闭 IRISCompressor。  

 转到 Windows 控制面板。 

 单击程序和功能。 

 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IRISCompressor，单击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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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RISCOMPRESSOR 

IRISCompressor Pro 可以两种方式压缩您的图像和 PDF 

文件：通过程序界面或右键单击文件。 

IRISCompressor Pro 界面 

可通过程序界面导入文件、对文件排序，以及使用所有可能的

输出设置来对文件进行压缩。 

请参阅 IRISCompressor Pro 界面了解更多信息。  

右键单击文件 

只需右键单击您想压缩的文件，然后： 

 

 单击压缩这里，在与原文件相同位置压缩文件。 

默认转换为压缩的 PDF 文件。 

注：如您转换普通 PDF 文件为压缩的 PDF 

文件，原文件即被压缩的版本覆盖。 

 单击压缩到最常用文件夹，将文件压缩到指定文件夹。默认

文件夹是您的文档 (C:\Users\"您的用户"\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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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默认设置：右键单击一个文件，指向 IRISCompressor 

然后选择选项。请参阅 IRISCompressor 选项了解更多信息。 

重要提示：如您使用移动操作系统（比如 iPad 或 Android 

平板电脑），建议使用 Adobe Reader 打开压缩的 PDF 文件。 

支持的图像文件类型 

IRISCompressor 能压缩下列图像文件类型： 

JPEG JP2K 

(JPEG2000) 

BMP TIFF 

PDF* GIF 

PNG  

*注意：如果 PDF 

文件中包含图像，最好将其压缩。只包含文字的 PDF 

文件很难减少其大小。 

IRISCOMPRESSOR PRO 界面 

使用 IRISCompressor 界面来导入图像和 PDF 

文件，按希望的顺序对它们进行排序， 以及选择输出设置。 

要访问 IRISCompressor 界面：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进入所有程序 > IRIS > 

IRIS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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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IRISCompressor 打开界面。 

 

或者  

 右键单击要压缩的文件，然后单击 IRISCompressor > 用 

IRISCompressor 打开。 

 

步骤 1：导入图像和 PDF 文件 

 单击导入并选择文件。 

 

或者  

 将图像和 PDF 文件拖放到程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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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您还可以拖动电子邮件附件到程序界面。  

注意：IRISCompressor 可一次压缩最多 25 

页。因此，请确保文件中包含的页数不超过 25 

页。供您参考：1 张图像对应 1 页。如您尝试对包含超过 25 

页的文档进行压缩，将只处理前 25 页。 

步骤 2：重新排列文件 

程序界面中的文件顺序即转换为 PDF 或 XPS 

文件的顺序。这一点对于要将一系列文件压缩为单个输出文件

时非常重要。 

要排列文件顺序，请选择一个文件，然后：  

 单击上移或下移箭头。 

 

 

或者 

 按键盘上的 Page Up 或 Page Down 键。 

要从程序界面中删除文件，只需选中文件并单击删除图标或按

键盘上的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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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 OCR 设置 

默认选择 OCR 

选项。使用此功能可创建全文文本搜索输出文件。如您只想要

压缩文件，请清除此选项。 

OCR 

语言设置为您在安装过程中选择的语言。单击语言图标选择一

个不同的语言。 

 

注：只有当您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的语言才是可选的其它语言

。如没有其它语言可用，或您需要不同的语言，请先移除 

IRISCompressor 然后重新安装，再选择其它 OCR 

语言。您可安装最多 5 种语言。 

注：确保您选择的 OCR 

语言与文件语言相一致。选择不恰当的语言将导致令人不满意

的 OCR 结果。 

步骤 4：选择高级选项 

 如您处理的图像并不完全正直 - 

或“倾斜”，选择自动倾斜校正。自动倾斜校正选项可对图像

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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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倾斜角度不能超过 10 度。 

 如您处理既有包含纵向文本的图像也有包含横向文本的图像

，选择自动方向调整。自动方向调整选项将所有图像旋转到

相同方向。 

注：图像必需包含文本，IRISCompressor 

才可进行方向调整。 

 

 如您希望为每个输入文件生成单独的输出文件，选择按每个

文件创建单独文件。 

步骤 5：选择输出格式 

 选择 PDF 以生成压缩的 PDF 输出文件。 

重要提示：如您使用移动操作系统（比如 iPad 或 Android 

平板电脑），建议使用 Adobe Reader 打开压缩的 PDF 

文件。 

 选择 XPS 以生成压缩的 XPS 输出文件。 

 然后给输出文件命名，保存到选定位置。 

默认名称为第一个图像的名称。 

注：IRISCompressor 

默认将界面中的所有图像压缩为一个单一文件，除非已选择

“每个文件创建一个文件”。如果那样，则必须为每个输出文

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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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在程序界面中选择的 OCR 

设置和高级选项会被自动保存。下一次您使用 IRISCompressor 

时将应用相同的设置。 

在 IRISCompressor 

界面中选择的选项不会影响到您在选项菜单中进行的选择，反

之亦然。 

注意，您可以在 IRISCompressor 

界面中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若要如此，请单击左上角 

IRISCompressor 图标旁边的向下箭头 

。然后选择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您还可以在界面中右键

单击任何按钮，将之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IRISCOMPRESSOR PRO 选项 

要访问 IRISCompressor 选项： 

 邮件单击某个文件，指向 IRISCompressor 

，然后单击选项。 

注：在选项菜单中选择的选项并不会影响到您在 

IRISCompressor 界面中选择的选项，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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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选择要生成的输出格式：PDF 或 XPS。 

重要提示：如您使用移动操作系统（比如 iPad 或 Android 

平板电脑），建议使用 Adobe Reader 打开压缩的 PDF 文件。 

OCR 

 如您希望 IRISCompressor 

识别图像中的文字，请选择已启用。IRISCompressor 

将生成可进行文本搜索的输出文件。如 OCR 

禁用，IRISCompressor 将只压缩图像而不识别文本。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OCR 语言。 

注：在此处可用的语言是您在安装过程中选择的语言。如只

有一种语言可用，或您需要不同的语言，请先移除 

IRISCompressor 然后重新安装，再选择其它 OCR 

语言。您可安装最多 5 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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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确保您选择的 OCR 

语言与文件语言相一致。选择不恰当的 OCR 

语言将导致令人不满意的 OCR 结果。 

最常用输出文件夹。 

“最常用输出文件夹”是 IRISCompressor 

生成压缩输出文件的文件夹。默认该文件夹是 

C:\Users\"您的用户"\Documents。单击浏览按钮可进行更改。 

高级选项 

 如您处理的图像并不完全正直 - 

或“倾斜”，选择自动倾斜校正。自动倾斜校正选项可对图像

纠偏。 

 

注：倾斜角度不能超过 10 度。 

 如您处理既有包含纵向文本的图像也有包含横向文本的图像

，选择自动方向调整。自动方向调整选项将所有图像旋转到

相同方向。 

注：图像必需包含文本，IRISCompressor 

才可进行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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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希望为每个输入文件生成单独的输出文件，选择按每个

文件创建单独文件。 

 如您希望将所有输入文件合并为单个输出文件，选择按批量

创建单个文件。 

注：IRISCompressor 可一次处理最多 25 

页。因此，请确保文件中包含的页数不超过 25 

页。供您参考：1 张图像对应 1 页。如您尝试对包含超过 25 

页的文档进行压缩，将只处理前 25 页。 

 

注：您在 

IRISCompressor选项菜单中的选择将自动保存。下一次您通过

在文件上右键单击使用 IRISCompressor 

时，将应用相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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