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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Windows 支持环境

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XP 

系统需具备微软 .NET Framework 3.5

10.11 El Capitan

10.10 Yosemite, 10.9 Mavericks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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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网站下载字库管理工具安装档案

Mac OS 支持环境

http://ifontcloud.com/index/subscriptionFont.jsp

软件版本不定期更新，请参考网页中最新的版本号为主



STEP 1： 点击下载的软件安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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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字库管理工具 (Windows)

STEP 2： 点击「下一步」 STEP 3： 点击「安装」

STEP 4： 等待程序完成安装 STEP 5： 点击「完成」 STEP 6： 输入 iFontCloud 账号密码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安装 / 登入
INSTALLATION / LOGIN



安装 / 登入

STEP 1： 点击下载的软件安装文件

INSTALLATION /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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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字库管理工具 (Mac OS)

STEP 2： 将软件图标拖入应用程序内

STEP 3： 于应用程序中执行 iFontCloud STEP 4： 登入 iFontCloud 账号密码

click

drag



软件概观

字库管理工具执行缩图

Windows：屏幕右下通知区域列

Mac OS：屏幕右上使用通知列

OUTLINE
字库管理工具接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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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列表：最新通知           软件信息           软件设定           订单信息

2. 主内容区：点选功能列表或群组后，内容的呈现区域

3. 执行列：执行主功能区所选定的字体 (如安装/卸除字体)

4. 状态显示列：内容执行的进度与相关结果

5. 分类：依照字体特征区分类别，亦可自行定义群组

1. 功能列表

5. 分类

4. 状态显示列

2. 主功能区

3. 执行列



启用订单
ORDER ACTIVATION

将订单授权给此PC

已启用

click：确认将方案授权该计算机(授权的剩余数量将减一)

授权必须先至        页面启用后，才能于字体列表上安装字体  
一份授权仅可授权于一部PC上，若要更变授权的PC，可参考P.6「许可证管理」修改

已启用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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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管理

所有启用的订单可登入网站的会员专区「许可证管理」页面管理 
删除已授权的计算机后，可将授权转移至另一台计算机启用

AUZ MANAGEMENT
查看与管理方案所授权的计算机

以订单编号管理：列出订单授权于哪部计算机上 以机台名称管理：列出该计算机授权了哪些订单

https://ifontcloud.com/index/account_auth_sub.jsp https://ifontcloud.com/index/account_auth_sub.jsp

click

click

click ：解除于该计算机上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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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字体

安装完成后即可于各软件中使用

部分软件可能需重启以读取新字体

click 2click 1

点选左边群组列表后即可选择字体安装

click 3

FONT INSTALLATION
将字体安装于PC上

click 1：选择字体列表选单

click 2：选择要安装的字体

click 3：开始安装

不连续复选：
   Windows → 直接click挑选
   Mac → Command + click

连续复选：
   Mac → Shift + click/拖曳

未安装未购买字体状态灯： 安装中 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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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除后字体即从软件列表中移除

部分软件可能需重启以读取新字体

点选左边群组列表后即可选择字体卸除

click 2click 1

click 3

卸除字体
FONT UNINSTALLATION

将字体自PC上卸除

click 1：选择字体列表选单

click 2：选择要卸除的字体

click 3：开始卸除

不连续复选：
   Windows → 直接click挑选
   Mac → Command + click

连续复选：
   Mac → Shift + click/拖曳

未安装未购买字型状态灯： 安装中 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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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CLASSIFICATION

依语系分类： 

 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英欧文...

依语系分类：

  明体、黑体、圆体、宋体...

自定义：

  根据需求定义字型分类方式

  (参考P.10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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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字体都有对应的类别，可根据分类方式自动归类字体：

依照风格/语系分类

click

click：选择分类方式



分类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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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类选择「自定义」后，即可设定分类名称并随时于分类列表增减字体：

自定义分类(一)

click 1：点选「+」新增类别并输入类别名称

click 2：点选全部字体或任一分类

click 3：于字体列表中选择要加入分类的字体

click 4：将选择的字体加入群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click 4



分类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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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类选择「自定义」后，即可设定分类名称并随时于分类列表增减字体：

自定义分类(二)

click 1：点选全部字体或任一分类

click 2：挑选要加入分类的字体

click 3：点选「加入群组」，并于字段中输
      入分类名称、或选择已存在的分类

click 4：将选择的字体加入群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click 4



分类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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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类选择「自定义」后，即可设定分类名称并随时于分类列表增减字体：

移除分类

click 1：于自定义分类中选择要移除的字体分类

click 2：选择要移除的字体

click 3：点选「移出群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软件设定

开机时一起启动

SETTINGS

计算机开机时自动将字库管理工具启
动并加载上次关机前有安装的字体。

语言

更换字库管理工具显示语言，如字体
名称未提供该语言则以英文默认。

租期到期前N天显示通知 (Mac OS)

预设为到期前7天通知。接近授权字体
到期时，设定Mac OS通知中心提醒。

Proxy

若网络环境有经过Proxy，可启动此功
能自动侦测并连接。

字体列表

显示所有iFontCloud有提供的字体。

清除暂存档

清除非安装中的字体暂存盘，并在下
安装时重新取得最新的字体文件。可
根据习惯设定自动清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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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        设定语系、自动化功能：



常见问题

我可以购买一份租赁字体的授权后，跟其他人一起使用吗？

FAQ

不可。租赁字体的授权是针对计算机，一部计算机需一份授权
才可安装字体使用，因此一份授权无法同时让多计算机使用。

我无法登入字库管理工具

请确认您的网络是否通顺。

若有任何问题，我们将协助您处理

Email 1： ifontcloud@arphic.com.tw
Email 2： ifontcloud@qq.com
电话： 886-2-82598356 #623
  (非国定假日星期一至五 09:00 - 18:00)

设定另一组密码作为字库管理工具登入使用

请先登入iFontCloud，然后于「会员专区」>
「许可证管理」>「密码管理」设定，就可以
另一组密码让字库管理工具登入，但账号无法
不同。

租赁字体授权哪些范围呢？

凡举平面设计、商标、影音字幕等，于租赁字
体的授权期间皆可制作，并做为商业使用，唯
不可用以注册商标。而在授权期间过后，已制
作完成之作品仍可作商业使用，如需再进行编
修则需要再次租赁相关字体。

我有租赁了方案，但是在字体列表中看不到

必须先于订单列表         启用租赁的方案，方案中的字体才会显
示在字体列表中，并请确认方案是否在授权期间内。

我安装了字体却无法在其他软件中看到

请重新启动该软件，即可看到安装的字体；如果是刚开机，请
稍待字库管理工具将字体完整加载(加载时间会根据加载数量有
所不同)，再开启软件使用。

iFontCloud在线客服iFontCloud在线QQ

没有网络是不是就无法使用字体了？

租赁字体提供最长14天的以内脱机使用。请先在有网络的环境
中安装需要的字体，安装的字体于14天内皆可于无网络的环境
中使用。(P.S. 若点选设定中的「清除暂存档」，会清除当下未
安装的所有字体纪录，需要再次透过网络安装字体)。

我有一台桌机与一台笔电，可以授权转移给另一台计算机使用吗？

可以，进入「会员专区」>「许可证管理」>「租赁字体」即可
看到目前方案所授权的计算机，点选「删除」后，就可以在另
一台计算机上开启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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