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 PDF 

在 Windows 中创建 PDF 文档的 
免费方法和免费应用程序的链接 

 
 

有很多免费的方法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创建 PDF 文件。 PDF 是出色的固定布局

文档，但在实际应用中有时有必要进行转换，从 PDF 到 Excel 或者 Word。这

有几种不同类别的欠缺之处。有 Adobe 和其他公司提供的免费 Web 服务，要

您将需要自动转换的文档发送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发回送给你。缺点是：一次

注册后您只可以转换一定数量的文档，或者每天可以转换的文档数量有限，或

者输出的结果是所有页面上都带水印和服务的广告（您可以删除这个）。其次

是实际的独立式应用程序的缺点。这些免费的应用程序通常限制只有以下几种

文件可以转换为 PDF，例如简单文本或 HTML，或者仅限于非商业用途的文

件。最后是“打印机” PDF 创建者。其中一些是恶意软件，每次使用该程序

时，您都必须单击一下屏幕，并会要求您支付少量费用进行注册。但是，有一

些“打印机” PDF 创建者，一旦创建它们，就可以从任何程序进行打印，甚至

生成彩色 PDF 文档。这个的缺点就是设置起来有些困难，但是请不要失望，这

里有记录完整的操作说明以及此操作的屏幕截图。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显然

PDF 文件可能非常复杂，带有书签、超链接等。为专业用途而创建 PDF 文件涉

及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图形和印刷行业，我并不假装理解这些问题。使用以

下方法创建简单的 PDF 文件，但不适用于专业手册等。如果你想做其他花哨的

东西，你就得付费使用专业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贴在网站上所有产品

的简介中，然后用斜体写下我自己的评论。 

网页服务 
http://createpdf.adobe.com/index.pl/?BP=IE-在线创建 Adobe PDF 是一项网络托管

服务，可让您将各种文档转换为 Adobe PDF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Adobe 
Acrobatï¿½ Reader?免费查看文件。她支持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图形格式，网

页和其他文件类型。使用 Paper Capture（页面捕捉）扫描纸质文档来创建可搜

索的 PDF 文件。您可以免费创建前五个副本。 

http://wagda.lib.washington.edu/gishelp/tutorial/excel.html
http://wagda.lib.washington.edu/gishelp/tutorial/excel.html
http://www.investintech.com/able2extract.html
http://dc.library.okstate.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theses/id/2864/rec/1
http://createpdf.adobe.com/index.pl/?BP=IE-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adobepdf.html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ermain.html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ermain.html
http://createpdf.adobe.com/cgi-feeder.pl/formats?BP=IE&LOC=en_US


http://www.pdfonline.com/-goBCL 为您提供快速、免费的转换为 PDF 和 HTML
格式的文档服务。作为基于网络的服务器解决方案，goBCL 允许您从 PC 端或

Mac 端自动转换文档，在家中或办公室甚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goBCL 允许您

从网页浏览器提交文档。然后 goBCL 会处理您的文档，并在几分钟之内准确生

成 PDF 或 HTML（包含 JPEG 文件完整）形式的文件，并将通过邮件发给您。

您可以上传的最大文件为 500K。----你的文档大小应限制在 500 KB 以内。 

http://docupub.com/pdfconvert/-Neevia Document Converter eXPress（尼维亚文件

快转器）是一项基于网络的免费服务，可让您将商务文档转换为可携式文件格

式（PDF）。 Adobe PDF 解决了许多常见的文件共享问题，从保留原始文档的

外观到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平台上使用免费的 Adobe Acrobat Reader 查看、浏览

和打印文档。支持的格式包括微软办公软件的文件，图形格式和其他文件格

式。----你的文档大小应限制在 500 KB 以内。 

http://64.39.14.230/abcpdf/-使用下面的链接，您可以将文本，图像和其他图形添

加到您自己的 PDF 文档中。您可以选择在浏览器窗口中查看文档，也可以将其

下载到计算机中以进行查看。实际的文档本身是动态生成的，并直接发送到您

的 Web 浏览器-文件没有保存在任何地方。在此示例网站中，我们将文档限制

在单个页面上，以便于查看所做的更改。但如果您要创建多页文档，只需多几

行代码即可！ 

http://www.fastpdf.com/receive.php-如果您免费使用的话，该网站会在每个页面

上添加广告水印。 

http://www.pdfconvert.ch/index.asp?lang=e-NetPower PDFconvert 是一种在线将

Microsoft Office（Word，Excel，PowerPoint）文档，网页，图像等转换为

Adobe PDF 文件的解决方法。注意：*该服务目前是免费的。转换后的文档可

能包括我们的水印。* Adobe Acrobat Reader（免费提供）可以让您阅读由此产

生的文档。*转换后的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15 Mb 或超过 5 分钟的处理时间。----
此网站可能会在生成的文件上加上水印。 

http://www.teamprinting.com/toolbox.asp-您的在线 Adobe PDF 文件，任何人在任

何地方都可以查看和打印它。支持 280 多种格式！ -这个网站限制您每天只能

进行一次转换。 

http://www.nitropdf.com/pdf-reader-非常简单的 PDF 文件在线文件合并，页面重

新排列和页面删除器。 -更新后，它看起来已转变为 PDF 阅读器。它似乎不允

许您重新排列页面，但它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阅读器，也允许创建 PDF，填写

表格和许多其他内容。 

http://www.pdfonline.com/
http://docupub.com/pdfconvert/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ermain.html
http://www.neevia.com/express/fileformats.html
http://www.neevia.com/express/fileformats.html
http://wayback.archive.org/web/20030201082320/http:/64.39.14.230/abcpdf/
http://www.fastpdf.com/receive.php
http://www.netpower.ch/index.php?id=11
http://wayback.archive.org/web/20060424075952/http:/www.teamprinting.com/toolbox.asp
http://www.nitropdf.com/pdf-reader


实际应用程序 
http://www.pdfforge.org/products/pdfcreator-我书中最好的免费 pdf 打印机。也可

以将任何文件打印为 jpg 和其他标准图像类型的图片，也包括 PS 类型的。它可

能会要安装 Ghost 脚本（请参阅下一节）。 

http://perso.wanadoo.fr/fricotin/index.htm-这是一个法语工具，称为 MiniPDF 
2.03。它可能很快会以英文版本发布。但它可能功能有限。 

http://www.easysw.com/htmldoc/-将 HTML 文件转换为 PDF 或 PostScript。可以

生成书籍的目录，也可以生成 HTML 文件的索引。为网页应用程序动态生成文

件，从批处理作业的命令或从 GUI 交互工作界面生成文件。可以在大多数

UNIX/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为批处理和 WWW 应用程序提供命

令行界面。为交互式工作提供图形界面。-有限量版是免费的。 

http://www.e-press.com/easy_office_premium.html-供个人使用的免费扩展 Office
套件，而且是个唠叨软件。可以将其文字处理器和电子表格文件保存为 PDF 文

档。商业执照和个人登记的费用很便宜。 

http://www.fytek.com/text2pdf.html-FyTek 的 Text to PDF Converter不仅可以转换

纯文本，还可以添加类似 html 的标签到图像中，更改字体大小或颜色，对文本

加下划线和突出显示等。如果您想要更多功能，请考虑注册副本，以便您可以

嵌入字体，创建书签并使用各种图像类型。 ----它有 50 页的免费版本限制，并

且只能转换文本。 

http://www.visagesoft.com/easypdf/-Easy PDF 是一种特殊的 WYSIWYG 环境，

可以快速轻松地创建可携式文件格式（PDF）文档。 Easy PDF 提供了创建复杂

的 PDF 文档以及在最终文档上应用超文本链接的全部功能。 -这是一种文字处

理器，尽管它的功能更多限于 Notepad 或 WorPad 的替代，但用起来还不错。  

http://www.dreamscape.it/Eng/AcroPAD.htm-AcroPAD 是与 Notepad 非常相似的

程序；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工具栏上带有用于打开文件等的按钮，具有打开

RTF 文件（例如来自 WinWord 的文件）的功能，尤其是“另存为 PDF”菜

单！ AcroPAD 允许最终用户在 MSWord 或 Excel 中从其文档中复制文本并将其

粘贴到内部。然后他们可以将所有内容导出为 PDF，而无需使用 Adobe 
Acrobat（tm）。没有安装程序，你只需复制 600KB 的可执行文件，它就可以

开始一切工作了！该程序是完全免费的，并且仅仅一个实验，就可让您了解使

用 PDF 报告组件可以完成的操作-导出整个文本只需一个命令即可：TEXTOUT
（）。 -WordPad 替换保存在 PDF 中。 

http://www.pdfforge.org/products/pdfcreator
http://perso.wanadoo.fr/fricotin/index.htm
http://www.easysw.com/htmldoc/
http://www.e-press.com/easy_office_premium.html
http://www.fytek.com/#_blank
http://www.visagesoft.com/easypdf/
http://www.acropad.com/
http://www.dreamscape.it/eng_pdfreport_net.htm
http://www.dreamscape.it/eng_pdfreport_net.htm


http://www.websupergoo.com/abcpdf-1.htm-ABCpdf 尤为亲民！因为它不使用任

何打印驱动程序，而是直接转换为 PDF？它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它是全螺纹

的，所以您可以在 ASP，VB 以及 COM +，MTS 或 .NET 下灵活地使用它。 
ABCpdf 简单但功能强大。它的设计使您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加快速度并提高产

量。但是，如果您想要良好的低级控制，也可以使用 ABCpdf 进行控制。 -如
果在您的网站上放置了指向其网站的链接，他们批准并向您发送了许可证密

钥，则此操作是免费的。但我还没有尝试过。 

http://archives.scovetta.com/pub/simtelnet/win95/txtutl/ttpdf.exe-将文本文档（.txt）转换为

PDF 文件的软件，它还添加了些页面并允许您输入文件信息，例如作者，版权

等。-更新 0 05/531/2014-我刚刚下载了该应用。它可能是 Windows 95 的一个应

用软件，但确实可以在 Windows 8.1 中运行，而无需任何特殊配置，尽管可能

只是文本文件。 

打印机方法 
除最后一种方法外，所有这些方法都涉及 Ghostscipt，GSView 和 Redmon 的使

用。这三个程序都使用 GNU 公共授权或者阿拉丁免费公共许可证。这意味着

即使在商业中也可以免费下载和使用。我还不太明白销售软件或其衍生品来赚

钱有什么限制。 
http://www.cs.wisc.edu/~ghost/-这是 Ghostscript 的 Gnu 版本，可与以下概述的所

有方法很好地配合使用。 Ghostscript 是一个命令行程序，除其他功能外，它还

可以将 Postscript 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如果您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安装了

“虚拟” Postscript 打印机，并告诉它打印到文件，它将生成一个 PostScript 或
PS 文件。如果在程序的命令行中输入了正确的命令，它将转换为 PDF 文件。

但是，命令非常复杂。 GSView 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请参阅下一个链接。 

http://www.cs.wisc.edu/~ghost/gsview/index.htm-GSView 是 PDF 查看器，类似于

Acrobat Reader，但更多。它是 Ghostscript 的 Windows GUI 界面，因此，只需

单击几下，即可将 PS 文件转换为 PDF文件。下两个链接说明了设置这两个组

件和安装 PostScript 打印机的全部工作。 

http://kenchiro.tripod.com/howtoPDF.html-上面的说明可能更易于访问。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hostword/-GhostWord 是 GhostScript 软件包的接

口，使您可以从 Microsoft Word，Excel 或 PowerPoint 文档创建 PDF 文档。 
GhostWord 将自己在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安装，您只需单击一个图标

即可转换文档。 GhostWord 是免费软件。您可以免费复制和使用它。 

http://www.websupergoo.com/abcpdf-1.htm-ABCpdf
http://archives.scovetta.com/pub/simtelnet/win95/txtutl/ttpdf.exe
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
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
http://www.cs.wisc.edu/%7Eghost/doc/cvs/Public.htm
http://www.cs.wisc.edu/%7Eghost/
http://www.cs.wisc.edu/%7Eghost/gsview/index.htm
http://kenchiro.tripod.com/howtoPDF.html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hostword/


http://home.hccnet.nl/s.vd.palen/-FreeDist 是免费软件提取器（与 Ghostscript 结合

使用）。它可以将放置在“监视的文件夹”中的后记文件自动转换为 PDF。它

还可以按照您喜欢的顺序将多个 Postscript 或 PDF 文件组成一个 PDF。 
FreeDist 可以处理带有扩展名 eps，ps，plt 和 prn 后记的纯净文件。 -但这涉及

更多的自动化。您无需打开 GSView，只需将新创建的 PostScript 文件移动到预

定的文件夹中即可。 

注意：接下来的打印机方法集涉及 Redmon 的使用。这些设置有点困难，稍后

我将提供一个链接，介绍安装第一个程序的更一般的说明。但是，一旦设置了

这些，就没有打开 GSView 转换 PS 文档的中间步骤。您只需打印到 PostScript
虚拟打印机即可创建 PDF 文件。 Redmon 为虚拟打印机生成一个虚拟打印机端

口，然后使用正确的参数将输出重定向到 Ghostscript，瞧，您就有了 PDF 文

件。您甚至可以将打印机重命名为“ PDF 创建者”。  

http://www.cs.wisc.edu/~ghost/redmon/index.htm-可以在这里下载 Redmon。 

http://archives.scovetta.com/pub/simtelnet/win95/print/fpdfz_95.zip-免费 PDF 是一

种实用程序，可让您通过从任何 Windows 9x/ME 应用程序免费打印到“创建

PDF”打印机来创建 PDF！ RedMon（由 Ghostgum Software Pty Ltd 拥有）和

Aladdin Ghostscript（由 Aladdin Enterprises 拥有）之间的免费 PDF 桥梁，从而

简化了 PDF 创建过程，提供了有用的选项并使它们易于使用。程序的配置需要

您的理解和努力。 -不要因广告和设置的复杂性而推迟，这是一个很好的程

序。我希望这个程序将来可以建立一套更通用的说明。可以说，尽管这里似乎

有这两组说明，您仍可以使用 GNU 版本的 Ghostscript，只需确保将

pdfConverter 指向 binngswin32c.exe，在正常安装下，该文件应位于 C：/ gs/gs 
[此处为您的版本号]/文件夹。 

http://download.cnet.com/PDF-Ghostscript-Tool/3000-2088_4-10143616.html-PDF 
Ghostscript 工具是 RedMon 和 Ghostscript（免费的 Postscript 和 PDF 解释器）的

强大接口。 RedMon 将打印机输出重定向到外部程序，并且 Ghostscript 可以将

PostScript 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 PDF Ghostscript 工具从 RedMon 接收打印机

数据，并使用 Ghostscript 创建 PDF 文件。使用 PDF Ghostscript 工具，您可以

轻松免费地创建 PDF 文件！ -这是类似德国的工具，可能会更好更容易设置。

它有英文说明。确保使用以上说明中提到的泰克彩色 PS打印机驱动程序。 这
里 Adobe 打印机驱动程序，也应该是彩色打印。 

http://home.hccnet.nl/s.vd.palen/-这是第三个，带有一个难以理解的狂野界面

（左上角的三个白色圆圈不是装饰，而是他正在谈论的小按钮）。该程序还允

http://home.hccnet.nl/s.vd.palen/
http://www.cs.wisc.edu/%7Eghost/redmon/index.htm
http://archives.scovetta.com/pub/simtelnet/win95/print/fpdfz_95.zip
http://download.cnet.com/PDF-Ghostscript-Tool/3000-2088_4-10143616.html
http://kenchiro.tripod.com/howtoPDF.html
http://www.adobe.com/support/downloads/product.jsp?product=44&platform=Windows
http://www.adobe.com/support/downloads/product.jsp?product=44&platform=Windows
http://home.hccnet.nl/s.vd.palen/


许您将多个 PS 文件（因此，即使是从不同程序打印到虚拟 PS 打印机的任何文

件）都附加到一个 PDF 文件中。 

http://site4.pdf995.com/download.html-Pdf995 是一种快速的、经济实惠的方式，

可以以流行的 PDF 文件格式创建专业品质的文档。其易于使用的界面允许您通

过从任何应用程序中选择“打印”命令来创建 PDF 文件，创建可在任何使用

PDF 阅读器的计算机上查看的文档。 Pdf995 支持高级功能，例如书签，链接，

以及自动将 PDF 附加到电子邮件中以进行发送。 Pdf995 是免费的功能齐全的

软件。它不会过期，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标记您的 PDF 文档。免费下载。

进入计算机后，只需双击安装文件，即可开始以经济实惠的方式开始创建专业

品质的 PDF 文件。除了 nagware 元素外，这非常好且易于使用。它不使用

Ghostscript，GSView 或 Redmon。 

祝您使用愉快！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给我写信发送至

socrtwo@s2services.com.。 

翻译成中文 百家乐 

http://site4.pdf995.com/download.html
mailto:socrtwo@s2services.com
https://www.baccarat.net/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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