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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成功。
我们致力于为标牌、包装、纺织品、瓷砖以及个性化文档研发出突破性技术，凭借种类繁多的打印机、墨水、

数字化前端以一套全面的业务流程和生产工作流程套件，既简化整体生产流程又可相互无缝连接，提升

您的竞争力以及工作效率。更多信息请访问 或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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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即 服

务器的打印作业管理界面，能够提高打印的生

产率，强化功能。它可以集中化作业管理，连

接网络上所有 服务器并提高生产率。无论

用户是否拥有丰富的经验，直观的界面都可以

简化作业管理。

全面支持 和

跨平台操作，可提供一致的视觉体

验、感受，以及相同的功能。功能完善的远程

连接可提供与本地连接 服务器相同的质量

结果。 更新

还能增强运行 及更高版本

以及 及更高版本的 服务器的可

用性。

请在 下载

版本 。

关于此版本

版本 提供一系列让您的工作流程尽可能高效的优秀功能，并具备保证最长正常

运行时间和最佳打印结果的自动化程序。它提供了经常使用的功能的更快速的响应，从 创建到排版调整自动

化的作业管理改进，以及对知识资源的更快访问，向用户提供最新教育资源。

是 的一部分。此程序包的下载和安装过

程通过 处理。

该程序包包括：

控制网络上的任何 单页纸、宽幅面、超宽幅或高速喷墨打印机，集中化作业管理，从而提高实际生

产率。

包含以下可选排版调整软件，可供单张纸打印机用户使用： 、

和 以及 和 。

仅限单页纸打印机

只需简单的拖放操作即可为单张纸打印机用户自动化重复任务的作业提交流程，节省时间并且减少打印错误。

 

http://www.efi.com/C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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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

在 客户端上轻松删除 应用程序（ 、 、

客户端、 和 ）、 打印机以及相关的打印驱动

程序 文件。

中的 工作流程软件

除了 外， 还支持安装以下 应用程序：

仅限单页纸打印机。新功能！

使用 技术创建个性化作业。向现有文件轻松添

加文本、图像和条形码等可变元素。

仅限单页纸打印机

此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检索扫描作业，并自动将所支持 服务器上

的扫描邮箱与您的计算机同步。

仅限

可以实现印前工作流程自动化，简化了作业处理和

打印。开始使用免费的 ，其中包含 转换、

、图像增强 、文档拼版功能 ，以及适用于作业提

交、存档和输出的灵活选项。升级至付费的 后，基于

规则的工作流程、高级预检和 编辑（由 技术提

供支持）以及基于云的 批准流程将提升智能水平，从而最大

程度提高效率。

服务适用于前瞻性打印操作控制和设备管理，可以捕

获关键生产指标并支持在相同的 单页纸设备中传播

配置。

色彩管理软件为打印系统提供集成的色彩管理功能和质量控制。它通过最先进的色彩管理

工具扩展了 打印机的色彩功能，支持特性档创建、检查、编辑和色彩质量保证。模块化功能确保设

计、打印生产和办公应用程序在所有类型的基材上实现色彩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

仅限 客户端、单页纸和高速喷墨打印机

包括 和 。它是一款 应用程序，可以更新基于 和

的 服务器。用户必须在 预置 中选择 显示其他功能 ，才能查看和下载

。

仅限单页纸打印机

在 服务器中安装额外的语言包，以便在 中显示完全本地化的界面。

需要安装

需要安装

需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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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

坚持为 的用户提供新价值的传统，版本 提供了一系列新功能，涵盖了所有 的创新领域，包括生产

力、颜色和成像、管理以及连接。

此版本的新功能：

• 通过自动化程序来最大限度地延长 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时间，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 提供最高精度的专色再现和最新的印前创新，以获得惊人的输出效果

• 包括一个免费的 创建工具，易于使用，并与 集成

• 提供对最新教育工具和 用户社区的更快速访问

的新功能

生产率 颜色和成像 管理 连接

自动重新连接

作业属性性能提升

作为

服务运行

：

与材料分切刀 裁切机

压线机输出处理器

集成

 

 可

用性改进

 

：

可

用性改进

工作状况监视器

共享

设定

已完成视图

检查

活动作业的属性

光栅预览中的缩放控制

打印作业日志条目

书签级别的自动标

签和文本冲压

智能搜索

许可证激活注册

不使用 系统软件

，独立安装

的所有用户的功能，包括单页纸打印，宽幅面和超宽幅和高速喷墨

注意：不同的打印引擎型号具有不同的功能。请参阅各自的产品数据表或是功能表，进而找出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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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程序规格

包括与 集成的应用程序，例如 、 、

、 和 。

和 可以连接到：

运行 系统软件的 服务器：

− 或 、 、 、 、 服务器和

服务器

− 以及更高版本

和 可以安装到基于 的 服务器，以及 和

客户端电脑。

对于客户端电脑，安装 和如 、 、 、

（仅限 ）和 等可选软件的要求是：

客户端：

− 及更新版本

− 推荐 或更高配置

− 可用硬盘空间

− 最低显示分辨率：

o 对于单张纸打印机用户：

o 对于宽幅和超宽幅面打印机用户：

客户端：

− 、 （ 年 月更新）和 （ 位）及更新版本

− 、 （ 年 月更新）和 位

− 

− 处理器或更高版本

− 或更大的

− 可用硬盘空间

− 最低显示分辨率：

o 对于单张纸打印机用户：

o 对于宽幅和超宽幅面打印机用户：

请注意， 及更高版本、 和 无法连接至运行

或更早版本的 服务器或 服务器。若要连接至这些系统，用户应安装

。您可以在 上了解如何从版本 降级至版本 。

 

http://fiery.efi.com/cws58-reinstall-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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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

自动重新连接

在网络中断、 服务器执行计划备份之后或在 服务器重新启

动之后， 可能会断开与 服务器

的连接。在过去，用户必须单击 连接 按钮才能重新建立连接，以便

继续工作。

自动重新连接功能通过使用保存的登录凭据自动重新建立到 服

务器的连接，以节省用户时间。

每 秒尝试重新连接一次，最长可达 小

时。在此之后，用户将需要手动重新连接 服务器。

用户可以在预置中禁用此功能。

此功能适用于 的所有用户。

作业属性性能提升

打开作业的作业属性是 中最常用的操作。版

本 可在 秒或更短时间内启动作业属性 至少比以前快 倍。

此外，作业属性按字母顺序显示输出特性档和 曲线列表。

此功能可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的 服务器。

作为服务运行

此 包括 版本 。此版本将 应用程序

作为服务运行， 无论是安装在客户端上还是在 服务器上。这允许共享热文件夹继续工作，即使主机已注销

以前，如果重新启动了 的主机，热文件夹在用户登录此计算机之前不会处理文件。在版本

中， 仍然可以在不需要任何用户干预的情况下主动工作。

此功能可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和高速喷墨打印机的 服务器。

自动重新连接，试图自动恢复到 服
务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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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使用共享的 提交作业。 服务器运行 并通过网络共享它们。

过滤器

上面描述的热文件夹操作的唯一例外是需要

过滤器来处理热文件夹的文件。这些文件使用主

机上的 应用程序在后台处理，因此需

要用户登录并启动 应用程序。放入

热文件夹的 文件将等待用户登录，然

后自动恢复处理。

由于这个原因，用于输入格式的 界

面将 过滤器显示为独占格式。这要求

用户为 文件创建特定的热文件夹。

文件转移

这种新的输入格式允许使用 作为作

业提交方法，用于 支持但上面的格式列表没

有涵盖的作业。在这个场景中，作业格式（如 或

非标准 文件）可以提交到 服务器，而不是使

用 驱动程序。

这种提交方法允许在不检查文件格式或验证标题的情况下

将文件转移到 服务器，并且将不会应用作业属性。

换句话说，结果将与用户使用

中的 文件 导入 操作导入文件的结果相同。当处理使用文

件转移方法提交的不支持的文件格式时，作业将被移动到

已打印 队列，并标有错误。

与材料分切刀 裁切机 压线机输出处理器集成

与最广泛的材料分切刀 裁切机 压线机输出处理器品牌集成，从印前到印后处理自动提交作业，节省

作业准备时间。

除了 ，版本 还可以合并以下品牌：

− 

− 

输入格式和文件转移列为独占热
文件夹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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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裁切机

− 

用户可以使用 和 自动

合并包含上述品牌套准符号和条形码的模板。

操作指南（包括预先制作的模板）和视频向用户

展示了如何轻松地设置和使用模板实现自动化。从

网页下载操作指南（即将发布）。

此功能仅适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的 服务器。 

应用印后处理特定的套准符号和条形码，实现从印前到
印后处理的自动化

https://www.efi.com/products/fiery-servers-and-software/fiery-workflow-suite/fiery-impos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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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成像

颜色和成像的新功能包括 （ 的一部分）和

（ 和 的一部分）的可用

性改进。

公司知道保护自己的品牌颜色是维护企业形象的关键。使用 的组件

，客户每一次都可以自信再现正确的品牌颜色。 包含 的所有功能，以及让

用户轻松管理和编辑专色库，确保符合颜色标准，利用工具与设计师无缝合作的新功能。

的优点包括：

o 与设计师紧密合作，确保品牌色彩的一致性

o 以

或 格式

导出 导入专色库，用于

应用程序，允许印刷服

务供应商和设计师用相同命名的颜色集

工作

o 简化专色管理

o 快速且轻松地创建专色组

o 同时应用专色编辑到多个输出特性档

o 创建自定义样本书以适合想要的页面

大小

o 改进了对所有专色库的搜索

o 改进了可访问性：从 、服务器菜单或设备中心启动

o 强大的专色定制工具

o 在设备独立色彩空间（ ）中编辑

o 使用分光光度计优化专色（不需要 ）

o 轻松符合行业标准

o 查看整个专色库或单个专色级别上的色域警告

o 根据所需的标准定制 公差和格式

要求：

 运行 或更高版本软件的外部 服务器（在此处查看完整的受支持服务器列表）

 

 ，

以下系统的用户将继续看到 （ 不可用）：

• 运行 和更低版本软件的外部 服务器

• 运行 和更高版本软件的不具有 的 外部服

务器

• 有 选项的 嵌入式服务器

• 标配 的 嵌入式服务器

主界面

http://fiery.efi.com/spotpro/supported-pr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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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改进

新的图标允许更有效地访问关键的 功能。现在，功能（如保存、还原、放大、拆分视图和旋转）以

图标形式显示在一个集中位置。一个新的校样打印图标，使打印软校样简单且快速。

  
之前的 用户界面 新的 用户界面

  

关键功能没有集中定位，而是以图标和菜单选项形式显示 关键功能以图标形式显示在一个集中位置

 

对于使用支持专用颜色的引擎的用户，新的图标可让用户更方便地访问专用颜色分色视图。

  

 

 

  

新功

能

更改专用颜色分色蒙版的颜色，提高专业颜色（如

白色或透明色）在 中的可见性

更改专用颜色分色蒙版的不透明性。此按钮也

可以更改蒙版的颜色

白色墨水的分色呈

品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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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是一款免费的独立可变数据创建应用程序。一种轻松利用 技术使客户沟通

更具有相关性的方法。免费快速且简单地个性化现有的文件 不需要额外的 软件。只需单击几下，就可以添

加文本、图像或条形码等可变元素。

提供两个单一的工作流程，以满足用户的需要：

 文件合并工作流程：用于合并现有主文档和可变 文档的可视

化界面。此工作流程非常适合想要以更加用户友好的方式将主文

档和可变文档合并在一起的现有 （通过作业

属性）用户。

 可变数据工作流程：只需几次点击操作即可向任何现有 文件

添加个性化内容。

 使用设计应用程序（ 、

、 等）创建源文件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添加个性化内容到现有文件

 从文本、图像或条形码中选择

 更改可变字段的属性，包括字体、大小、方向、颜色、排列等等

 将可变字段拖放到现有内容上

 查看每个可变数据记录的可视化预览

 按属性查看记录，例如最长 最短的名称或地址

 将个性化的文件直接提交到 服务器

 与 排版调整软件一起使用，如 或

 在 中直接应用 预设，加速生产

是开始可变数据业务的极好方式 不需要额外的软件投资成本。适用于运行 和更高

版本软件的外部和嵌入式 服务器 可通过 或 下载中心获取。

用户可访问 下载免费的 套件，包括 演示文件（包括本机文

件）和操作指南。

此功能仅适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的 服务器。

工作状况监视器

工作状况监视器是 中的一个新应用程序，它帮助保持 服务器在其最有效

的条件下运行，以满足生产打印环境的需求。

在作业中心视图的右上角显示一个工作状况指示器图标，该图标以三种颜色报告整

个系统的工作状况：绿色、黄色和红色。

向现有文件（如名片）免费添加个性化
内容

https://www.efi.com/support-and-downloads/download-registration/
http://www.efi.com/freeform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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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良好。所有服务器维护和预防措施都是

最新的

− 黄色：一般。 服务器的工作状况需要关

注，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 红色：不佳。如果不执行服务器维护程序，那

么 服务器将面临操作问题或数据丢失的

风险

工作状况监视器提供一系列的维护和预防措施，

使 服务器回到良好的绿色状态。管理员可以选择

执行推荐的操作，并转到可以继续执行下列维护程序

的位置。该应用程序还提供最佳实践建议。

工作状况监视器检查以下问题，以帮助 服

务器保持良好的状态：

− 最新软件更新（ 及更高版本）

− 存档管理器已启用

− 计划备份或手动备份已执行（ 及更高版本）

− 硬盘驱动器容量级别

− 服务器在过去一周内执行了优化

此表展示了 工作状况监视器确定工作状况颜色的方式：

服务器维护问题 红色 黄色 绿色

更新 更新待执行，并 或超过

个月没有更新

任何更新待执行，距离上

次更新不到 个月

所有可用的

和 更新都

已安装

已计划备份 从来没有备份 在过去的 个月内手动备

份了 图像设定

已打开自动备份

存档管理器 客户端上未启用存档管

理器

已启用存档管理器，且作

业在服务器的存档队列中

已启用存档管理器，但已

服务器的存档队列中没有

作业

硬盘驱动器空间

（在 盘或嵌入式磁

盘上）

可用空间 的空间可用 可用空间

优化 服务器 服务器超过 个月未

优化

服务器 个月以内未

优化

服务器在过去一周

内已优化

此功能适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的 服务器，并在 及以上 版本中受支持。

 

工作状况监视器图标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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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设定

提供一种将设置导出到连接到同一组 服务器的其他

客户端的方法，从而加快多客户端环境设置速度，并确保在打印站点上呈现一致的工具和设定。

共享的设定特定于每个连接的 服务

器，包括：

− 服务器列表

− 作业中心：列、工具栏、筛选器和

视图

− 作业属性：快速访问设定、本地预设

− 模板

− 

预设

共享设定保存在每个服务器上，并绑定到服

务器名称，因此不能将设定共享给同一型号的其他服务器。

此功能适用于 的所有用户。

 

在预置中访问共享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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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视图

新的默认视图显示所有已打印的作业，而不考虑作

业所处位置（保留、已打印、已存档）

已完成视图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从 服务器打印

的所有作业的单一列表，并允许用户更好地跟踪已

打印作业，而不会在已打印队列中造成冗余或重复

作业。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上方工具栏中的 隐藏 来隐藏已

完成视图。

此功能适用于 的所

有用户。

检查活动作业的属性

用户可以在作业等待、处理、打印或等待打印时验证作业

属性设定。这让用户有机会检查设定，而不必先取消作业。它

对于直接导入到打印的作业特别有用。

由于作业属性窗口是只读的，所以它的所有设定显示为灰色。

此功能可用于单张纸打印机和高速喷墨打印机。

 

作业属性的只读版本，所有设定显示为灰色

已完成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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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预览中的缩放控制

预览已处理作业时， 预览窗口提供将页面视图按

至 比例缩放的新控件。另外还提供 适合页面 按钮，

可在预览窗口中预览整个页面图像。

此功能仅适用于单张纸打印机。

打印作业日志条目

用户可以选择一个作业日志条目，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

其详情。此新窗口提供了查看和打印作业日志条目的前

列的选项。用户可以将信息打印到本地打印机或 服务

器，或者使用 将数据复制到其他应用程序。

此功能使用户能够查看单个作业的详情，特别是无法在作业

日志表格式中轻松查看的冗长详情。用户也可以打印这些详

情，与打印作业工单一起使用。

打印作业日志条目可用于单张纸打印机和高速喷墨打印机。

 
作业日志详情和打印选项

光栅预览窗口中的缩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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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级别的自动标签和文本冲压

在处理包含书签的 文件时，可为 用户

提供更多功能。用户只需花 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才

能完成的任务！（视作业长短及级别而定）

此功能添加到现有的自动标签功能，具有额外的维度和功能。它通

过单独处理所有书签级别加快长作业合并速度，从而轻松编写多组

标签或将标签文本作为戳记插入到页面。

用户可以迅速完成以下工作：

 识别和管理作业中最多 个级别的书签

 在 作业摘要 窗格中选择和筛选不同级别的书签页

 转换或插入标签页，并自动用书签名称填充标签文本

 自动在书签页上插入文本戳记，并使用编号和戳记应用程

序中的所有功能进一步编辑和格式化文本

此功能仅适用于运行单张纸打印机的 服务器。

 

在作业中管理最多 个级别的 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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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智能搜索

提供一种快速搜索用

户可能需要的 相关信息及培训内容的方式。

用户可在 作业中心 通过单击 边栏左下方的

智能搜索图标（放大镜）使用此功能。此操作

显示一个搜索字段，用户可以在其中输入搜索内容

并按 键来显示搜索结果。搜索窗口一次显示

个结果。单击其中一个搜索结果后，页面将在一

个单独的 浏览器中打开。

搜索结果来自：

 帮助文档

 帖子

 操作指南

 产品指南

智能搜索让您可以更快地访问庞大的 知

识库，

其他免费在线培训可通过 获得。

此功能适用于 的所有用户。

许可证激活注册

激活 软件许可证时， 管理 选件 屏幕会提供在线注册

软件的选项。在线注册帮助用户更快地恢复丢失的许可证。

如果许可证丢失，客户需要与其通常的技术支持组织联系，将许

可证恢复上报到 技术支持部门。

管理 选件 屏幕

智能搜索图标和搜索结果

https://learning.e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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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激活代码注册表单

不使用 系统软件，独立安装

软件在安装期间的行为现在就像一个标准的应用程序。现在，在 服务器上安

装 与在远程客户机上安装相同。这意味着，如果安装在一台 服务器

上的 软件需要重新安装或升级，那么分析人员或技术人员将不需要系统软

件 就可以完成重新安装或升级。

当您在 服务器上安装 时，安装不会更新通过 或 共享的软件

包。此外，在 的安装、升级或卸载过程中，不会停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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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使用此销售、培训和技术资源列表有助于拓宽您的 及相关产品和应用方面的知识。

主页

下载

天免费试用申请

天免费试用申请

天免

费试用申请（ 及更高版本）

天免费试用申请

排版调整解决方案比较（ 、

和 ）

套件下载和 演示文件

培训资源

帮助文档

http://efi.com/cws
http://fiery.efi.com/cws6-download
http://efi.com/impose
http://efi.com/jobmaster
http://efi.com/gappe
http://efi.com/jobflow
http://fiery.efi.com/makeready-comparison
https://efi.com/freeform
http://learning.efi.com/
https://communities.efi.com/s/
http://help.efi.com/cwspackage/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