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é Publisher Select
应用指南

用户指南



版权
© 2014, Océ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 Océ 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翻印、复制、改编或传输此作品

的任何部分。

Océ 对此处所含内容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并且特别声明不对可售性或任何特殊用途的适用性作任何暗示

担保。

此外，Océ 还保留随时修订此出版物和对其内容进行更改的权利，并且没有义务向任何人通知此类修订或

更改。

版本 2014-06 CN



商标
Océ、 Océ Publisher Select、 Océ Express WebTools 是 Océ 的注册商标。

Pentium® 是 Inte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Energy STAR® 是美国环境保护组织 (EPA) 的注册商标。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操作系统、Internet Explorer® 和 Windows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Macintosh® 是 Apple® Computer, Inc. 的注册商标。

Novell® 是 Novell, Inc. 的注册商标。

AutoCAD® 是 Autodesk, Inc. 的注册商标。

Adobe® 和 PostScript® 3™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注册商标。

Mozilla Firefox™ 是 Mozilla Foundation 的注册商标。

Datalogics® 是 Autodesk, Inc. 的注册商标。

本出版物提及产品时使用的是其通用商品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称均为其各自所属公司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





内容

第 1 章
简介.............................................................................................................................7

您产品的下载和支持............................................................................. 8
Océ Publisher Select 概念...................................................................... 9

Océ Publisher Select 演示...................................................................9
兼容性和要求...............................................................................10
支持的文件格式.............................................................................11

第 2 章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13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14
静默部署 Océ Publisher Select..................................................................17
升级工作站上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19

静默升级...................................................................................20
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 21

通过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实用程序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21

第 3 章
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23

首次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24
通过 Océ Publisher Select 使用其它型号的 Océ 打印机........................................... 25
检查打印机信息................................................................................ 26

打印机状态.................................................................................26
打印机信息.................................................................................27

设置 [用户首选项]............................................................................. 28
本地化.....................................................................................28

选择所需语言和单位..................................................................... 28
过滤器.....................................................................................29
封面 ......................................................................................30
选项.......................................................................................31
基本帐户...................................................................................32

定义和选择 [模板]............................................................................. 33
什么是 模板？ .............................................................................33
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35
设置默认的图像布局方式.....................................................................37
设置色彩模式的默认行为.....................................................................38
新建模板...................................................................................39

编辑或复制模板......................................................................... 39
将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 40
管理错误的模板......................................................................... 41
删除模板............................................................................... 42

组合作业...................................................................................... 43
[新建作业] 窗口............................................................................43

简介................................................................................... 43
作业组合 部分.......................................................................... 44
部分作业信息 section .................................................................. 45
打印预览 部分.......................................................................... 47

创建和保存作业 ............................................................................48
创建作业............................................................................... 48

内容

5



更改打印顺序........................................................................... 51
从作业中删除一个文档................................................................... 52
保存作业... ........................................................................... 53

打开已保存的作业...........................................................................54
打开已保存的文件 ...................................................................... 54
装载选项............................................................................... 55

编辑和调整文档打印设置........................................................................ 56
窗口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window...............................................................56
设置 图像属性..............................................................................57
检查 打印预览..............................................................................58
设置 [基本] 和 [高级] 设置.................................................................59

基本设置............................................................................... 59
高级/介质 设置......................................................................... 62
高级/布局 设置......................................................................... 64
高级/渲染 设置......................................................................... 66
高级/修整 设置......................................................................... 69
高级/图章 设置 ........................................................................ 71

设置折页功能...............................................................................73
折叠作业............................................................................... 73
设置整体折页机的折页设置............................................................... 75

打印作业...................................................................................... 77
打印作业...................................................................................77

使用 Hot Folder 打印作业............................................................... 77
输入 高级帐户 信息.........................................................................79

跟踪已提交的作业.............................................................................. 80
作业 窗口 活动作业 和 历史记录.............................................................80
作业 状态..................................................................................82
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83

查看已提交作业的状态................................................................... 83
提交后取消作业......................................................................... 84
重新打印作业........................................................................... 85
复制作业............................................................................... 86
查看 作业属性.......................................................................... 87
保存已提交的作业....................................................................... 88
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89

第 4 章
常见问题 - 检查、分析、解决问题................................................................................ 91

软件信息和资源................................................................................ 92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下载和支持 .............................................................. 93
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打印机 ..................................................................... 94
文件格式 错误................................................................................. 95
应用程序无法找到截至.......................................................................... 96
我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配置为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但是打印机请求加载所选介质................. 97
打印错误消息 - 打印 按钮被禁用................................................................ 98
Océ Publisher Select 和安全性................................................................. 99

索引.........................................................................................................................101

内容

6



第 1 章 
简介



您产品的下载和支持

下载

《用户指南》、打印机驱动程序和其他资源可能会发生更改，恕不提前通知。 要了解 新信息，建议您从以

下网站下载 新资源：

"http://downloads.oce.com"

在使用产品之前，您必须始终下载产品的 新安全信息： 请确保您已阅读并理解手册中标题为“安全指
南”的所有安全信息。

支持

有关支持信息，请联系您的 Canon 当地代表。

您可以从下列网站查找您当地的支持联系信息：

"http://www.canon.com/support/"

您产品的下载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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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Publisher Select 概念

Océ Publisher Select 演示

定义

Océ Publisher Select 是一个客户端应用程序，可用于以直观的方式创建、预览、打印和管理作业。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功能

软件由用户的意向决定。

在创建作业时，系统：

•允许您从工作站或网络加载要打印的文件。

•自动打印来自“热文件夹”的文档

•分析添加到作业中的每一个文件

•自动应用模板中定义的默认打印设置

•根据所选择的模板自动选择要使用的介质。

•根据 [图像属性] 和打印机功能（例如折页功能）自动选择 佳设置配置。

•可以自动检测文档中图例的位置。

•显示期望输出的即时和互动 [打印预览]（启动折页时，包括折页包装的顶部位置）。

•打印前允许您微调文档的每个 [基本] 和 [高级] 设置。

•允许您向每组文档添加标志页

•允许您在文档上创建和打印戳记。

•允许您保存作业（包括其配置）以存档或重新打印。

•提供帐户功能

•将作业提交到收件箱

•允许您监视作业的状态

•允许您微调打印设置并检查多页 PDF 文档的每一页预览。

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设置的值会覆盖打印机上设置的默认值。

插图

Océ Publisher Select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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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和要求

兼容性

Océ Publisher Select 可以安装在以下操作系统上：

•Windows 8.1 Professional（32 位、64 位）

•Windows 8 专业版（32 位、64 位）

•Windows 7（32 位、64 位）

•Windows XP（32 位、64 位）

硬件和软件要求

一般要求：
• 低屏幕分辨率： 1024x768。

•建议网速： 100Mb。

Windows 系统要求：

Windows 8.1 专业版 为获得 佳性能，建议采用以下硬件配置： Pentium IV 2.4 GHz，

1GB ram，5GB 可用磁盘空间。

低硬件要求： Pentium IV 2.4 GHz，512MB ram，2.3GB 可用磁

盘空间。

Windows 8 专业版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商业版/企业版/旗

舰版

网际协议

Océ Publisher Select 兼容于：

•IPv4

• IPv6

嵌入式插件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 用于 Océ Publisher Select 1.14 和更高版本的 JRE 1.7.0

- 用于先前版本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 - JRE 1.6

• Java ™ Advanced Imaging API (1.1.2_01)

许可证要求

Océ Publisher Select 无需许可证。

为了能够在打印作业中添加 Postscript 或 PDF 文件，您需要在打印机上安装相应的许可文件。

兼容性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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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文件格式

定义

Océ Publisher Select 可以向 Océ 打印机发送打印机支持的任何格式的文件和模拟程序。

支持的文件格式

如果打印机控制器提供并已启用下列文件格式，则您可以打印相应格式的文件：

注释
在发送文件之前，确保文件格式在控制器上可用和已启用。

•C4

•Calcomp

• CALS

• DWF 2D, 3D

• HP-GL

• HP-GL/2（包括 HP-RTL）

•JPG

• NIRS

• TIFF

• PDF

• PostScript

• ZIP

支持的文件扩展名

您可以将具有任何扩展名的任何文件添加到打印作业。

Océ Publisher Select 可以不依赖扩展名而分析每个文件，确定文件格式并进行模拟：

- 如果文件为打印机支持的格式，程序将解释该文件，并将其加载到打印作业。

- 如果文件格式无法识别或不被支持，则屏幕上会显示错误消息。 作业将无法打印。

支持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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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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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简介

您可以在每个工作站上安装一个应用程序版本。

您可以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安装到工作站上仅供您自己使用或者供使用该工作站的所有用户使用。

开始之前

- 要使 Océ Publisher Select 仅供您自己使用，您可以使用基本用户权限登录工作站。

- 要使 Océ Publisher Select 可以供该工作站的所有用户使用，您必须以“管理员”权限登录才可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Windows 8 上进行安装。

所需工具

安装文件 (.exe) 可以从 Océ Downloads 网站 ("http://downloads.oce.com/ProductDownloads/Index/
263") 下载。

注释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系统将弹出错误消息并中断安装：
- 工作站上已经安装了旧版本的软件，且软件无法升级（请在安装新版本之前卸载旧版本）
- 工作站上已经安装了更新版本的软件
- 磁盘空间不足（150 至 300 MB）

程序

1. 双击 .exe 文件以启动应用程序。

2. 选择语言

3. 屏幕上将出现说明窗口，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版本号。 

单击 [下一步]

4. 阅读并接受 [许可协议] 以继续。

5. 保留默认安装文件夹（例如在 Windows 7 上，默认为 SYSTEM_drive:\Program Files\Oce\Océ Publisher

Select）或选择其它文件夹。

6. 选择放置应用程序快捷方式的位置。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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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当您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或“高级用户”身份登录工作站时，您可以 [在多用户环境中（所有用户）] 创

建快捷方式。 这样一来，该工作站的每个用户都将能够看到此快捷方式，并使用应用程序。

7. 输入应用程序启动时所要连接的 [打印机主机名] 或打印机 IP 地址。 

如果您以“管理员”身份登录，默认情况下，此 [打印机主机名]/IP 地址将会在用户启动应用程序时可

用。

注释
如果输入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无效，在第一次启用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会要求您输入正确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8. 屏幕上会显示所要执行的安装的摘要。 您可以检查此信息。 

单击 [安装] 执行并完成安装。

结果

当安装完成后，屏幕上将显示确认窗口。 您可以关闭此窗口（单击 [完成]）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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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例如空间不足），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而且安装过程将会中止。

我们建议您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以检查是否已经建立了正确的打印机连接。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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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部署 Océ Publisher Select

简介

您可以使用部署工具在客户端工作站 (C:\Program Files\OCE\Oce Publisher Select x.y.z) 上静默安

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客户端。

开始之前

确保您具有在工作站安装目录中安装应用程序所需的权限。

所需工具

部署工具。

程序

1. 打开 [命令] 窗口

2. 使用下列命令行：
PublisherSelect_v[xxx].exe -i silent -DUSER_INPUT_PRINTERHOSTNAME="Printer
Host Name"
其中，[xxx] 为所要部署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版本号。

例如： PublisherSelect_v1.2.exe -i silent -

DUSER_INPUT_PRINTERHOSTNAME="ColorwavePrinter.oce.com"

可能的命令行参数为：

-DUSER_INPUT_PRINTERHOST-
NAME

指示打印机的主机名。 您可以输入打印机主机名、完整 DNS 或

IP 地址。

示例：
-DUSER_INPUT_PRINTERHOSTNAME="134.185.139.123"

-DINSTALL_USER_MAN-
UAL_FILE_PATH

安装“用户手册”并为其创建快捷方式：

以安装“用户手册 v1.7”英文（英国）版为例：
-DINSTALL_USER_MANUAL_FILE_PATH="D:\Manuals
\OPS_UM_1-2_en_GB.pdf"

-DUSER_INPUT_ICON 创建快捷方式。 在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将快捷方式创建到当前配

置文件的 [程序] 组。

指定一个位置或选项，设置 "1" 启用，设置 "0" 禁用。

示例：

创建适用于所有用户的快捷方式：
-DUSER_INPUT_ICON_FOR_ALL_USERS=1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DUSER_INPUT_ICON_ON_DESKTOP=1
在 [开始] 菜单的 [程序] 组中创建快捷方式：
-DUSER_INPUT_ICON_ON_STARTUPMENU=1
在“快速启动”栏创建快捷方式（仅适用于当前用户）：
-DUSER_INPUT_ICON_ON_QUICKBAR=1

-DUNINSTALL_SHORTCUT 不创建 Océ Publisher Select 卸载程序的快捷方式。

示例：
-DUNINSTALL_SHORTCUT=DO_NOT_INSTALL 4

静默部署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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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STALLER_LOCALE 设置默认语言。

可能使用的值包括： en、de、es、fr、it、nl、ja、cs、da、

fi、hu、no、pl、pt、sv、ru、zh_TW、zh_CN、ko。

示例：
-DINSTALLER_LOCALE="en"

静默部署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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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工作站上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简介

您可以将软件（从版本 1.1 或更高版本）升级为更新的版本。

提示： 一台工作站上只能运行一个应用程序版本。

升级时，请使用与安装时相同的用户权限。

开始之前

如果安装时使用的用户权限为：

- 基本用户权限，请使用相同的用户配置文件登录工作站，升级应用程序。

- “管理员”权限，请确保使用相同的权限登录工作站，以便为所有用户的配置文件升级应用程序。

（在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平台上需要“管理员”权限）。

如果希望允许基本用户升级之前以“管理员”权限安装的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权限登录工作站

2. 卸载应用程序

3. 以“基本用户”权限登录工作站

4. 安装新版本应用程序。

所需工具

安装文件可以从 Océ Downloads 网站 ("http://downloads.oce.com/ProductDownloads/Index/263") 下
载。

注释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系统将弹出错误消息并中断升级：
- 工作站上安装的软件版本无法升级。 请卸载旧版本，然后安装新版本的软件。
- 工作站上已经安装了更新版本的软件。
- 磁盘空间不足（150 至 300 MB）

程序

1. 双击 .exe 文件以启动应用程序。

2. 选择您要使用的语言

3. 屏幕上将出现说明窗口，显示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版本号。 

单击 [下一步]

4. 系统检测到已经安装了某一版本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系统将显示 [升级] 窗口。 

阅读屏幕上的消息。 确保没有运行任何版本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5. 单击 [升级] 安装新版本

6. 阅读并接受 [许可协议] 以继续。

7. 屏幕上会显示所要执行的安装的摘要。 您可以检查此信息。 

单击 [安装] 执行并完成安装。

8. 安装结束后，单击 [完成] 退出。

结果

当安装完成后，屏幕上将显示确认窗口。 您可以关闭此窗口（单击 [完成]）

升级工作站上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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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例如空间不足），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而且安装过程将会中止。

我们建议您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以检查是否已经建立了正确的打印机连接。

静默升级

程序

1. 打开 [命令] 窗口

2. 使用下列命令行：
PublisherSelect_v[xxx].exe -i silent -DUSER_INPUT_PRINTERHOSTNAME="Printer
Host Name"
其中，[xxx] 为所要部署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版本号。

示例： PublisherSelect_v1.8.exe -i silent -

DUSER_INPUT_PRINTERHOSTNAME="ColorwavePrinter.oce.com"

系统将检测旧版本软件，并进行升级。

要阻止系统升级，请使用下列命令行参数：

-DPUBLISHER_UPGRADE 禁用升级功能。

示例：
-DPUBLISHER_UPGRADE=DISABLED

静默升级

20 第 2 章 - 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简介

要从工作站中轻松卸载应用程序，您可以：

•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卸载程序（从 Start - Programs - Océ Publisher Select -
Uninstall Océ Publisher Select）

•通过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实用程序删除 Océ Publisher Select。

注释
若要从 Windows Vista 平台卸载应用程序，请使用 [卸载或更改程序] 实用程序。

开始之前

确保应用程序已经停止。

如果安装时使用的用户权限为：

- 基本用户权限，请使用相同的用户配置文件登录工作站，卸载应用程序。

- “管理员”权限，请确保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工作站，以便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Windows

8 以便在平台上卸载 。

使用卸载程序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程序

1. 转至 Start - Programs - Oce - Oce Publisher Select
2. 选择 [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3. 系统开始执行卸载过程。

通过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实用程序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程序

1. 打开 [添加或删除程序] 窗口（从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2. 选择 Océ Publisher Select

3. 单击 [更改/删除]

4. 系统开始执行卸载过程。

结果

在卸载过程中，所有 Océ Publisher Select 组件都将被删除。

只有日志文件（位于 [用户主目录]/Océ Publisher Select）和本地用户数据会保留。

当卸载完成后，屏幕上将显示确认窗口。

注释
当您卸载静默安装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时，卸载过程也将静默执行，卸载结束后不会显示确认窗

口。

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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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实用程序卸载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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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用途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请执行以下操作：

•检查打印机状态

•设置和配置应用程序

•将第一份作业提交到打印机

开始之前

确保打印机已连接至网络并已开启。

在您的客户端工作站上安装 Océ Publisher Select。

注释
如果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打印机，屏幕上将弹出登录窗口。 请输入正确的 [打印机主机名称] 或 IP 地

址。

程序

1. 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启动窗口将显示在子网上自动检测到的所有正在运行的打印机列表（以及

安装软件时配置的打印机，若有）。

2. 选择目标打印机

3. 检查 [打印机状态]（请参阅 打印机状态 请参阅第 26）

4. 检查打印机信息（请参阅 打印机信息 请参阅第 27）

5. 检查和配置 [用户首选项]：

•选择您需要使用的语言和单位（请参阅 本地化 请参阅第 28）

•设置 [过滤器]（请参阅 过滤器 请参阅第 29）和 [选项]（请参阅 选项 请参阅第 31）

•配置标题页（请参阅 封面 请参阅第 30）

6. 配置 [模板]（请参阅 什么是 模板？ 请参阅第 33），并选择默认模板

7. 创建作业（请参阅 添加 文档到作业 请参阅第 48）

8. 编辑和调整文档打印设置（请参阅 窗口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window 请参阅第 56）

9. 打印作业（请参阅 打印作业 请参阅第 77）

10.跟踪和管理已提交的作业（请参阅跟踪已提交的作业 请参阅第 80 部分）。

首次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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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Océ Publisher Select 使用其它型号的 Océ 打印机

简介

可以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连接到其它打印机型号。

程序

1. 打开 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其连接打印机

2. 单击 [编辑首选项...] 可以打开 [用户首选项] 窗口

3. 打开 [[选项]] 选项卡。

4. 在此部分： [当启动 Océ Publisher Publisher 应用程序时]，选中选项： [始终打开登录窗口，以便选

择打印机]（请参阅 选项 请参阅第 31）

5. 单击 [确定]

6. 关闭 Océ Publisher Select

7. 重新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应用程序立即重新启动。

8. 在打印机列表中选择其它打印机型号，或输入打印机 [打印机主机名称] 或 IP 地址

9. 登录

通过 Océ Publisher Select 使用其它型号的 Océ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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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打印机信息

[打印机状态]

简介

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您可以检查 [打印机状态]。

程序

1. 打开主窗口 ([作业])，查看底部的：

•打印队列中作业的列表（包括作业名称和所有者）

•加载介质的列表

•墨盒中的墨粉量（对于提供此选项的 Océ 彩色打印机）

•连接打印机的状态，在状态栏中

2. 单击 [连接至] [打印机名称或 IP 地址] 链接，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 Océ Express WebTools。

注释
此链接仅可用于配备 Océ Express WebTools 的打印机控制器。

检查打印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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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信息]

定义

从主窗口 ([作业]) 中，单击 [新建] 打开 [新作业] 窗口。

在 [作业组合] 面板中，单击打印机名称（带有下划线）可以显示打印机一般信息以及在打印机上启用/加

载的介质的列表。

[打印机信息]

在选项卡上可以找到以下信息：

•[常规]: 打印机常规信息（[名称]、[说明]、[位置]）。

•[已启用介质]: 以前在打印机上配置和启用的所有介质的列表。

•[已装载介质]: 所有加载的介质的列表。

它显示 [已装载卷轴] 与实际加载的介质类型和尺寸，以及卷轴上剩余介质的长度。 对于空卷轴，它显

示此卷轴上 后使用的介质。

对于配备纸盒的打印机，它显示 [已装载纸盒] 的内容。

注释
在对打印机上的介质（启用的介质或 [支持的介质尺寸]）进行任何更改后，建议重新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应用程序。

[打印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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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用户首选项]

简介

在 [用户首选项] 中设置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默认设置，与连接到的打印机无关。

[本地化]

简介

通过 [本地化] 窗口，可以定义要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使用的 [语言] 和 [度量单位] ([英寸] / [毫

米])。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选择 [首选项]。

2. 单击 [[编辑首选项...]] 可以打开 [[用户首选项]] 窗口。

3. 打开 [[本地化]] 选项卡。

4. 选择要应用于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语言]，

5. 在 [度量单位] 部分中，选择 [英寸] 或 [毫米]，

6. 单击 [确定]，

7.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选择所需语言和单位

程序

1. 选择要应用于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语言]，

2. 在 [度量单位] 部分中，选择 [英寸] 或 [毫米]，

3. 单击 [确定]，

4.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设置 [用户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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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简介

可以创建和定义新的 [过滤器] 以便在 [添加文档] 窗口中过滤选定格式的文件。 还可以修改默认过滤

器（更改名称，扩展名）。

可以按打印机类型创建过滤器列表。

例如，可以创建过滤要打印到 Océ ColorWave 600 的文件的过滤器以及要打印到 Océ TDS750 打印机的文

件的过滤器。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选择 [首选项]。

2. 单击 [[编辑首选项...]] 可以打开 [[用户首选项]] 窗口。

3. 打开 [[过滤器]] 选项卡。

每个扩展名必须以“*.”开头，并且在“*.”之后至少显示一个字符。

注释
过滤器不区分大小写。

[新建]

单击 [新建] 按钮创建新过滤器。 输入名称，单击 [编辑] 以定义为过滤器选择的扩展名（请参阅下面的

内容）。

[编辑]

选择一个过滤器，单击 [编辑] 按钮使其可以编辑。 输入或更改扩展名。

要将多个扩展名添加到过滤器中，请用分号分隔它们： '*.hp;*.hpg;*.hpgl'。

[重命名]

选择一个过滤器并单击 [重命名] 使其名称可以编辑。 更改名称。

[删除]

选择一个过滤器，单击 [删除] 按钮删除它。

[默认值]

单击 [默认值] 按钮，删除所有用户定义的过滤器，并恢复默认过滤器。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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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简介

通过 [封面] 窗口，您可以定义在默认情况下向一组添加的每个标志上要用到的 3 个设置： 标志 [尺

寸]、[公司名称] 和 [公司徽标]。

要在作业中激活此标志页，您可以：

- 选中 [向所有新作业添加标志] 复选框

或

- 单击 [作业信息] 部分中的 [按组添加标志]（请参阅 部分作业信息 section 请参阅第 45）。

配置标志首选项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选择 [首选项]

2. 单击 [编辑首选项...] 打开 [用户首选项] 窗口

3. 打开 [封面] 选项卡

4. 选择标志页的大小（A4 或信纸）

5. 键入公司名称（ 多 40 个字符）

6. 浏览徽标文件，然后上载（ 大 3MB）

可以上载 jpg、gif 或 png 文件，建议文件大小为 100 x100 像素。

7. 选中复选框，将此标志页默认添加至将要创建的所有作业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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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当启动 Océ Publisher Publisher 应用程序时]

•如果希望在启动应用程序时可以（从 近使用的 10 台打印机中）选择要连接的打印机，请选中此选项

([始终打开登录窗口，以便选择打印机])。

然后登录窗口将在您每次打开应用程序时弹出。

启动此选项配合其它打印机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如果希望在每次启动应用程序时从文件夹中删除所有文件，请选中[总清除活动的 Hot Folder]选项。

请注意，在没有打开 Océ Publisher Select 实例的情况下，所有发送到 Hot Folder 的文件将从文件

夹中被删除并且不会打印。

此选项仅当在 [Hot Folder 配置] 中激活 Hot Folder 时可用

[自动检测图例] - [超时]

要限制应用程序可用来检测图例的时间，请设置 [超时]。

以秒为单位设置超时值。

[Hot Folder 配置]

您可以定义一个 Hot Folder，其中的每个新文档将自动添加到当前作业中。

1. 选中此复选框以激活 Hot Folder。

2. 定义 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扫描的文件夹。

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永久扫描此文件夹中的内容。 该应用程序会将在 Hot Folder 中找到的每个新

文件都添加到当前作业中，同时应用默认模板。

完成作业后，单击 [打印] 进行打印。

工作方式

启动 Océ Publisher Select 时，存储在 Hot Folder 中的文件并未添加到作业中。 Océ Publisher

Select 应用程序仅收集在它运行时到达 Hot Folder 中的新文件。

Hot Folder 中的文件必须包含超过 4 kb 的待打印数据。

打印后，文件将保留在 Hot Folder 中，以便在将来需要时重新打印。

确保定期清理 Hot Folder 并将其清空，或激活 [总清除活动的 Hot Folder] 选项。

[自動打印] 选项

激活 Hot Folder 之后，使用此 [自動打印] 选项可以自动打印在 Hot Folder 中找到的每个文档。

当有文件（新文件名）添加到 Hot Folder 时，Océ Publisher Select 会检测到它， 并将其添加为新作

业。

作业准备完毕后，将立即自动打印。

在出错时

当一个文档出错时，作业组合窗口会保持打开状态。 出错文档需要用户干预。

应用程序仍然会检测 Hot Folder 中所有其他文档， 并将它们添加到作业中。

问题解决之后，用户可以将完成的作业发送至打印机。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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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帐户]

用途

在 [用户首选项] 中激活并预定义 [基本帐户] 信息，将这些默认帐户 ID 与所有新作业一同发送。

在 [作业信息] 中可以针对特定作业禁用或更改这些帐户信息（请参阅 基本帐户 请参阅第 46）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选择 [首选项]

2. 单击 [编辑首选项...] 打开 [用户首选项] 窗口

3. 打开 [基本帐户] 选项卡

4. 选中此选项以激活

5. 输入默认情况下与所有新作业一同发送的 [帐号 ID] 和 [用户 ID]

注释
[帐号 ID] 和 [用户 ID] 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

帐户信息无法存储在模板或已保存的作业 (.OJZ) 中。

复制的作业包含与原始作业相同的帐户信息。

结果

与作业一同发送的这些帐户信息将被记入打印机控制器中的 .CSV 文件（可以从 ftp://[打印机_IP 地

址]/logging/ 文件夹获取该文件）。

[基本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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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选择 [模板]

什么是 [模板]？ 

定义

在一个模板中，可以建议当文档添加到作业时要应用的设置集。

当使用 [添加文档] 窗口或拖放方法添加文档时，会应用这些设置。

在默认情况下提供了内置模板 ([Publisher Select 默认模板])。 不能更改或删除它。

可以创建、编辑、重命名和删除自己的模板。

可以按打印机类型创建模板列表。

例如，您可以创建模板将作业提交至 Océ ColorWave 650 打印机，然后创建其他模板将作业提交至 Océ

PlotWave 900 打印机。

可以将自己创建的模板设置为打印机的默认模板。

默认模板名称显示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主窗口 ([作业]) 顶部的状态栏中。

模板内容

在模板中，您可以：

•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请参阅第 35

•设置色彩模式的默认行为 请参阅第 38

•设置默认的图像布局方式 请参阅第 37

定义下列各项的默认值：

•每个 [文件格式] 的具体设置

•[图像] 设置（[图像方向]、[图例位置] 和 [自动检测图例] - 详见 设置 图像属性 请参阅第 57）

•[介质] 设置（请参阅 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请参阅第 35）

•[布局] 设置（请参阅 设置默认的图像布局方式 请参阅第 37）

•[渲染] 设置（([色彩模式]、[打印模式] 和 [打印优化]，详见渲染设置 请参阅第 66）

•[修整] 设置（[附加边] 、[修整选项] 和 [发送目标位置] - 详见整理设置 请参阅第 69 ）

•[图章] 设置（详见 戳记设置） 请参阅第 71

在默认情况下，系统将这些规则和值应用到相关打印机每个新作业的所有文档。

是否提供这些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名称取决于打印机。

定义和选择 [模板]

第 3 章 - 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33



插图

什么是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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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定义

在模板的 [介质] 部分，可以定义系统将如何为文档选择介质。

介质设置

定义系统行为：

•[介质类型] 选择

•[介质尺寸] 选择

•[介质来源] 选择

[介质类型] 和 [介质尺寸] 中的列表显示在打印机上启用的介质。

在这些列表中，图标显示：

- 打印机实际加载的介质

- 空卷轴

- 不可用介质

列表中显示的纸卷大小、标准纸张大小及介质类型是打印机上启用的大小（打印机可能实际加载或未加载）。

[介质类型] 选择

定义 [介质类型] 选择标准：

[请求介质类型] 从列表中选择默认使用的介质（类型和大小）。

如果在将文档添加到作业时没有找到选择的介质，系统将显示警告。 随

后您可以编辑文件并在打印前选择其它 [介质类型]。

[首选介质类型] 如果可用，从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介质（类型和大小）。

如果在将文档添加到作业时没有找到所选类型和大小正确的介质，系统会

建议大小正确，任意其它类型的其它介质。

[使用任何介质类型]。 系统建议大小正确的介质（任意类型）。 如果有多个介质类型适合图像大

小，则建议的介质是打印机的默认介质类型。

注释
当模板引用的介质类型未在打印机控制器上启用时，会显示错误信息： [所选介质类型不可用。]

[介质尺寸] 选择

[自动选择介质尺寸]

激活 [自动选择介质尺寸] 时，可以保留 100% 缩放并可以决定裁切到图像大小或者裁切到标准大小：

•[以 1:1 缩放比例进行打印，并裁切至图像尺寸]（默认值）

•[以 1:1 缩放比例在标准尺寸纸张上打印]（从所选的纸卷或纸盒）

注释
[手动送纸] 从不用于模板，也从不会在激活 [自动选择介质尺寸] 时选中。

[手动选择介质尺寸]

当激活 [手动选择介质尺寸]，可以：

[缩放至卷轴宽度] 将图像缩放到选定纸卷的宽度。 选择卷轴大小。 4

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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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至标准纸张尺寸] 缩放图像以适合选定的标准页大小。 （从所选的纸卷或纸盒）选择标准

纸张大小。

注释
当模板引用的介质大小已在打印机控制器上禁用时，会显示错误信息： [所选介质尺寸不可用。]

[介质来源] 选择

将文件添加到作业时，系统会分析它并为该文档选择 合适的介质大小。

选择它是否必须：

[选择任何已启用介质] 系统从在打印机上启用的所有介质的列表中挑选介质，即使所选介质在打

印机上未加载也是如此。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默认值） 系统从在打印机上实际加载的介质的列表中挑选介质。

如果介质不可用：
•在 [选择任何已启用介质] 模式中，系统可选择没有加载的介质。

当提交的作业需要未加载的介质时，作业状态变成 [等待] ([打印机尚未装载介质。]) 并且在您加载需

要的介质之前将一直保留作业。

•在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 模式中，系统可从空的卷轴中选择介质。

当提交的作业需要（临时）空卷轴中的介质时，作业的状态变成 [等待] ([打印机尚未装载介质。]) 并

且在您加载需要的介质之前将一直保留作业。

注释
如果介质不可用并且作业处于 [等待] 状态，则会在工具提示中显示一个缺少的介质名称。 将鼠标定位
到作业上方以显示工具提示。

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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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的图像布局方式

定义

在模板的 [布局] 部分，可以定义系统在介质上定位和定向图像的方式。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确定您是否要让系统在 合适的介质尺寸上定义图像的 佳方向 ([自动])，或是您将设置特定方向：

[自动]

在 [自动] 模式下，应用程序将默认以节省介质为优先： 将文件添加到作业时，应用程序将选择 合适尺

寸的介质在请求的缩放比例中打印文件，以限制纸张的用量。

当横向和纵向的纸张用量相同并可使用合适的介质时，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选择横向以快速打印。

可通过预览显示此自动操作方式的结果。

在 Océ PlotWave 300、Océ PlotWave 350、Océ PlotWave 750、Océ PlotWave 900 和 Océ TDS750 的模

板中，您可以选择要在此 [自动] 模式下应用的优先选项：

•[节省介质优先]（出厂模板中的默认选项）

•[生产效率优先]

然后，您可以选择要将优先选项设为节省介质或快速打印。

选择 [生产效率优先]，让应用程序选择合适的介质尺寸和旋转以便在所需的缩放比例中尽快打印文件。

在一些情况下，如有可能，Océ Publisher Select 会将图像定向为横向并选择大的介质尺寸。 如果没有

合适的介质尺寸，则会将图像定向为纵向以便在可用的介质尺寸上打印。

根据可用的介质尺寸而定，[生产效率优先] 选项会产生边侧具有空白边的打印件。

注释
•若激活折页功能（[修整] - [发送目标位置] 设为 [折页传送]），应用程序会始终应用将标题块至于折

页包装顶部的旋转方式。

•只有 [自动] 模式保存在 .OJZ 保存的作业中。 “节省介质优先”和“生产效率优先”选项不会在您

保存作业时保留。

加载保存的作业 (.OJZ) 时，将应用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设为默认的模板。

您可以通过选择 [先打印图像短边] 或 [先打印图像长边]，将所有加载文件的特定方向设为该作业的方

向。 然后，您可以将文件添加到该作业中，应用程序将会根据请求定向图像。 如果没有合适的介质尺寸，

预览将显示将会裁切的图形部分。

[对齐]

通过选择以下方式之一，可以选择图像在介质中的对齐方式：

[自动]： 对大多数用户推荐。

当将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设置为 [自动] 时，这是 佳选项。

当激活折页功能时，系统将图像对齐到将位于折页包装顶部的介质的一

角。

当折页关闭时，它将图像在介质上居中。

[手动]： 它将选定的区域移动到介质的一边。

设置默认的图像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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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色彩模式的默认行为

简介

根据打印机功能，可以在模板中定义当加载文件时应用的默认 [色彩模式]。

[色彩模式]

•选择 [自动] 让系统定义文件加载时的色彩模式（[灰度] 或 [彩色]）

•如果想要在默认情况下以灰度文件加载所有文件，可选择 [灰度]。

•如果想要在默认情况下以彩色文件加载所有文件，则选择 [彩色]。

您可以随时更改加载文件的 [色彩模式]。 可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编辑它们，以及在 [高级]/[渲

染] 中更改 [色彩模式]。

设置色彩模式的默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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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模板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打开 [首选项]

2. 选择 [模板] - [创建新模板...]。

3. 在 [创建新模板] 窗口中，定义在默认情况下要应用的打印设置

4. 单击 [确定]

5. 在对话框中，输入模板名称

6. 单击 [确定] 保存新创建的模板，然后关闭窗口。

结果

现在，模板在模板列表中（显示在顶部菜单 [首选项] - [模板]）

编辑或复制模板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打开 [首选项]

2. 选择 [模板] - [模板名称] 和：

•[编辑...] 以编辑模式打开选定的模板

•[复制] 打印所选模板的副本、

3. 检查打印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4. 单击 [确定] 保存更改，然后关闭窗口

5. 若要复制，输入新模板的名称。.

新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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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打开 [首选项]

2. 选择模板列表中的所选模板

3. 单击 [设置为默认值。]

结果

然后标记此模板。 其名称显示在主窗口的状态栏中。

系统将此模板中配置的打印设置应用到添加到作业的每个文档。

将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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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错误的模板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打开 [首选项]

2. 选择 [模板] 显示列表

3. 单击以红色显示的模板名称，进行编辑

4. 错误信息显示在窗口的底部。 更改错误的设置（不可用的介质大小、介质类型、整理选香或输出目标）。

5. 错误纠正后，可以保存模板，使之生效。

管理错误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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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板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顶部菜单中打开 [首选项]

2. 选择模板列表中的所选模板

3. 单击 [删除...]。

删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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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作业

[新建作业] 窗口

简介

从主应用程序窗口([作业])中，单击 [新建] 或打开一个已保存的作业，屏幕上显示 [新作业] 窗口。

在 [新作业] 窗口中，您可以创建、编辑、预览、保存和打印作业。

此窗口分为三个部分：

•[作业组合]

•[作业信息]

•[打印预览]

[1] [新建作业] 窗口

组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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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组合] 部分

从 [作业组合] 区段，可以：

•将文档添加到作业中（请参阅 添加 文档到作业 请参阅第 48）

•显示打印机信息（请参阅 打印机信息 请参阅第 27）

•从作业中删除文档（请参阅 （更改打印顺序或删除文档）从作业中删除文档 请参阅第 52）

•更改作业中文档的顺序（请参阅 （更改打印顺序或删除文档）更改打印顺序 请参阅第 51）

•检查正确大小和类型的介质是否可用。

•编辑文档的打印设置（请参阅 窗口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window 请参阅第 56）

•保存作业（请参阅 保存作业... 请参阅第 53）

•将作业提交到打印机（请参阅 打印作业 请参阅第 77）

通过在 [图像块] 或 [列表] 视图中选择文档，您可以显示说明它将打印的方式和一些其它信息的预览（请

参阅 打印预览 部分 请参阅第 47）。

选择视图

可以更改 [作业组合] 部分的布局，并按以下方式显示文档：

•按照有序的 [列表]。

对于每个文档，它显示文件 [名称] 和要使用的 [介质]。 选择一个文档，在 [打印预览] 区段中显示

预览。

•按照 [图像块] 组织。

每个缩略图表示文档在介质上的布局并指示介质大小。 选择一个文档，在 [打印预览] 区段中显示预

览。

•按照详细列表 ([详细资料])。

对于每个文档，它显示文件 [名称]、要使用的 [介质]、 [缩放]、灰度或彩色 [渲染]、 [打印模式]、

[修整] 选项、打印总页数以及 [份数] 的数量。

如果要裁切文档，则在 [详细资料] 和 [列表] 视图中文档名称旁的图标会变为红色。 在 [图像块] 视图

中，裁切的部分以红色显示。

当系统不能在文件中找到图例（[自动检测图例]: [文件内物图例] 或 [超时]）时，会在文档名旁边的图

标会变化。

注释
当把鼠标移到文档 [名称] 上时，会打开工具提示并显示：
- [文档] 路径（文件系统中）
- 文档 [文件格式]
- [警告] 和 [错误] 消息，当只有
- [图例位置]

[作业组合]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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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业信息] section 

简介

根据打印机功能，可以设置 [作业名称]、[Smart Inbox] 和作业的份数及顺序。

可以添加和编辑标志页。

可以激活和设置 [基本帐户]。

[作业名称]

默认名称是添加到作业中的第一个文件的名称。

可以自定义 [作业名称]。

注释
您不能在作业名称中使用下列字符： !\"#$%&'()*+,/:;<=>?@[]^`{|}~\。

[打印份数]

指定您想要打印的作业的套数。

[逐份打印设置]

当您需要大于 1 个副本时，可以选中/取消选中 [逐份打印设置] 框。

•选中此选项，可以将按 D1D2D3D4、D1D2D3D4 等依次类推的顺序对多份文档副本进行排序。 （其中 D#

是作业中的文档编号）。

在默认情况下激活此选项。

•取消选中此选项，可以将按 D1D1D1、D2D2D2、D3D3D3 等依次类推的顺序对多份文档副本进行排序。

（其中 D# 是作业中的文档编号）。

[Smart Inbox] 和 [直接打印]

在配备 [Smart Inbox] 的打印机上，Océ Publisher Select 提交的每个作业将自动发送到打印机控制器

上的 [Smart Inbox]。 [直接打印] 选项将其发送到打印机队列。

对于每个作业，必须为控制器使用或创建的 [Smart Inbox] 指定名称。

在默认情况下，[Smart Inbox] 就是用户登录名。 可以保留或更改。

要将作业发送到打印机队列和进行打印，必须选中 [直接打印] 选项。

注释
打印系统的管理员可以设置工作流程，以阻止 [直接打印] 选项和强制所有作业仅发送到 [Smart
Inbox]。 在这种情况下，将取消选取 [直接打印] 选项，而且不能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将它激
活。
然后，提交的所有作业都存储在 [Smart Inbox] 中。 只有从 [Smart Inbox] 手动操作才能开始打印。

有关 [Smart Inbox] 的配置及工作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cé 打印机文档。

[至等待作业]

在配备标准收件箱（不同于[Smart Inbox]）的打印机上，选择 [至等待作业] 选项将作业仅发送到控制器

上的收件箱。

当启动此选项时，作业被储存到收件箱中。 必须从打印机面板上手动启动打印机。

此选项的默认值和工作方式在打印机控制器上设置。

有关收件箱的配置及工作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cé 打印机文档。

部分[作业信息]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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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顺序]

选中此选项可以按颠倒顺序打印作业中的文档。

如果对由标志页、'file1' 和 'file2' 组成的作业激活 [颠倒顺序]：

系统将首先打印 'file2'，然后打印 'file1'， 后打印标志页。

注释
对于多页文档，此选项保持文档内的页面顺序。

[按组添加标志]

[封面] 是一个格式 [A4 (210x297 mm)] 或 Letter (8.5"x11") 的附加页，内含预定义的文本和图像，它

在每组作业之前打印。

添加标志时，单击 [编辑标志]... 打开标志 [设置] 页并：

•选择标志 [方向]

•选择要用的 [介质类型]

•选择卷轴上标志的 [对齐]

•添加 [注释]

•检查标志 [打印预览]

打印的标志页包含以下信息：

[公司徽标] [首选项] 中配置（参阅 封面 请参阅第 30）

[公司名称] [首选项] 中配置（参阅 封面 请参阅第 30）

[打印机主机名]， [打印机] 自动

[作业信息]：

•提交作业的登录用户的名称（[用户]）

•提交作业的日期和时间（[日期]、 [时间]）

•作业名称（[作业名称]）

•组中文档的数量（[文档]）

•组中打印页总数 ([组中的总页数])

自动

组中每个文档的名称（列在栏中， 多 40 个）

剩下文档的数量

自动

[注释] 添加在 [封面] [设置] ([编辑标志]...) 中

注释
标志页绝不折叠。

[基本帐户]

从 [作业信息] 部分可以激活、填写或更改要发送到打印机的 [基本帐户] 信息（[帐号 ID]、[用户 ID]）。

这些用户和帐户信息将发送到控制器用于计费。 该操作不是必须的。

注释
[基本帐户] 是否可用取决于打印机。

在 [基本帐户] 中激活并填写 [用户首选项] 字段，将默认帐户信息与所有作业一同发送（请参阅 基本帐
户 请参阅第 32）。

您可以从 [作业信息] 部分，根据需要对作业禁用或更改此默认信息：

•取消选中该选项将其禁用

•单击 [基本帐户]... 链接打开帐户信息： 检查并根据需要更改 [帐号 ID] 或 [用户 ID]。

部分[作业信息]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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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预览] 部分

简介

打开 [列表] 或作业的 [图像块] 视图时，所选文档的交互式预览将显示在屏幕的右侧。 它显示系统将实

际打印文档的方式。

预览显示：

•文档的缩略图视图，彩色或黑白

•裁切区域（如果有，红色）

•添加到图像的页边距（如果有，蓝色虚线）

•图像对齐（蓝色圆圈）

•当激活折页功能时，将放置在折页包装顶部的图像部分（灰色）

•条边（如果任何其它纸头或纸尾，浅灰色）

•送纸方向（带箭头）

•裁切位置

•系统白边（如果有）

在预览下面，系统显示以下文件属性：

•缩放比例（占原始尺寸的百分比）

•图打印像的大小

•将用于打印的介质尺寸

•文件的页数

•根据相关 CAD 标准或手工选择，图例的位置

注释
当您选择 [介质尺寸] 被设为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 或 [自动纸卷尺寸] 的多页文档（作为单一文件加
载）时，系统将显示 [模拟预览]。
由于系统会在作业提交后选择介质和方向，打印模拟程序将以预定的介质和方向显示文档的第一页。 
终输出可能与此预览不同。

预览状态

当不显示打印预览时，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以说明：

•文件分析的状态（[生成预览]、 [正在解释文档数据。]...）

•无法显示打印预览的原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识别文件格式。]、 [此文档被保护。]...）

•您能否打印文档。

[打印预览]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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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保存作业 

创建作业

简介

从主应用程序窗口中，单击 [新建] 打开 [新作业] 窗口。

要组合作业，您可以：

•打开并使用 [添加文档] 窗口将文件添加到作业

•在资源管理器中拖放文件夹和文件。

先决条件

填写 [作业信息] 设置。

[添加] 文档到作业

简介

要组合作业，您可以：

•打开并使用 [添加文档] 窗口将文件添加到作业

•在资源管理器中拖放文件夹和文件。

开始之前

填写 [作业信息] 设置。

[添加文档]

1. 在 [作业组合] 部分，单击 [添加] 按钮打开 [添加文档] 窗口.

2. 浏览系统（本地或网络），查找要打印的文件。

3. 保留默认模板，或选择要应用的其它模板。

4. 如果需要，（在 [文件类型] 中）选择一种文件格式，以便过滤文件。 选择 [所有过滤器] 显示符合

所有预定义格式的文件（请参阅 过滤器 请参阅第 29）。

5. 选择文件。

注释
一次可以选择多个文件夹（一个作业 多可以选择 1000 个文件）。

6. 单击 [打开]。 所选的文件被添加到作业中。

将文件拖放到 [作业组合] 部分

1. 打开 [新作业] 窗口和一个资源管理器窗口

2. 拖动要打印的文件，将其拖放到 [作业组合] 部分。

注释
您也可以从工作站桌面拖动文件。
您也可以将文件拖放到主 [作业] 窗口。

结果

系统会立即开始解释文件。

创建和保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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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根据下列信息自动选择 合适的介质，并确定图像在介质上的方向：

•文档中图像的大小

•在所选模板中设定的设置（请参阅 什么是 模板？ 请参阅第 33）

如果文件格式不被支持，屏幕上将会出现以红色显示的错误消息。 从作业中删除文件。

如果未找到合适的介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编辑文档以手动选择介质。

对于折页：

如果在打印机上或在模板中默认选择了折页功能，系统将只选择支持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小）。

如果没有可折页的介质可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通过编辑文件并选择其它介质（类型/大小），始终可以更改系统建议的介质。

如果选择的介质不支持折页，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您必须选择一种支持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

小）或者禁用折页选项才能打印作业。

将文件拖放到 [作业组合] 部分

程序

1. 打开 [新作业] 窗口和一个资源管理器窗口

2. 拖动要打印的文件，将其拖放到 [作业组合] 部分。

注释
您也可以从工作站桌面拖动文件。

您也可以将文件拖放到主 [作业] 窗口。

结果

系统会立即开始解释文件。

系统将根据下列信息自动选择 合适的介质，并确定图像在介质上的方向：

•文档中图像的大小

•在所选模板中设定的设置（请参阅 什么是 模板？ 请参阅第 33）

如果文件格式不被支持，屏幕上将会出现以红色显示的错误消息。 从作业中删除文件。

如果未找到合适的介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编辑文档以手动选择介质。

对于折页：

如果在打印机上或在模板中默认选择了折页功能，系统将只选择支持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小）。

如果没有可折页的介质可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通过编辑文件并选择其它介质（类型/大小），始终可以更改系统建议的介质。

如果选择的介质不支持折页，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您必须选择一种支持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

小）或者禁用折页选项才能打印作业。

将多页 PDF 文档添加到作业中

当您将多页 PDF 文档添加到作业中时，应用程序会将文档的每一页视为一个独立文件。 应用程序会将这

些文件作为独立个体加载到文档列表中（“文件名 - 第 1 页”、“文件名 - 第 2 页”...），以便您设置

各个文件的打印设置。

将文件拖放到 [作业组合]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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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您可以对多页 PDF 文档执行哪些操作

文档的每一页变成一个独立文件，因此，您可以：

•设置每一页的打印设置（介质类型和尺寸、布局、渲染、修整设置...）

•检查每一页的打印预览

•更改打印页面的顺序

•打印某个页面的若干份数，或完全不打印。

注释
当您保存包含分成许多独立文件的多页 PDF 文档的作业时，应用程序会将多页文档的所有页面存储
到 .OJZ 文件中（[存储文档链接] 选项不可用）。

将多页 PDF 文档作为单一文件加载

当您想要将多页 PDF 文档作为未分割的文件加载：

1. 转到 [用户首选项]

2. 在 [选项] 中，选择 [始终将多页 PDF 文档作为单一文件加载。 ]。

然后，应用程序将以处理任何其他多页文件的相同方式来处理多页 PDF 文件。 有关这些行为的说明，请

参阅 基本设置 请参阅第 59 中的“多页文档”部分。

将多页 PDF 文档添加到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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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打印顺序

简介

可以更改作业中文档的顺序。

程序

1. 打开 [新作业]→[作业组合] 部分，

2. 选择要移动的文档，

3. 单击 [向上] 将文档上移一行，单击 [下] 将文档下移一行。

更改打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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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业中删除一个文档

简介

在将作业发送到打印机之前，可以从该作业中删除一个、多个或所有文档。

程序

1. 选择作业中的文档，

2. 单击 [删除] 删除所选文档，或者单击 [删除全部] 清空作业。

注释
可以一次选择和删除多个文档（使用 Shift 或 Control 键）。

从作业中删除一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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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作业...] 

简介

可以保存作业（作业文档及其设置）以便日后将它打印出来共享。

保存作业时，以下设置将保存在 .ojz 文件中：

•[作业信息]（[作业名称]、[打印份数] 和 [逐份打印设置] 信息）

•文档打印设置

•[图像方向]

•[文件格式]设置

•[图例位置]

•[封面] 设置（[方向]、[介质类型]、[对齐]、[注释]）

注释
可允许的 .ojz 文件 大尺寸为 4 GB。

开始时间

您可以在创建新作业后保存该作业（从 [新作业]/[作业组合] 部分），或者 [作业]/[活动作业] 或 [作

业]/[历史记录] 部分保存已提交的作业。

程序

1. 组合作业（请参阅 添加 文档到作业 请参阅第 48），

2. 单击 [保存] 打开 [保存] 窗口，

3. 浏览到目标文件夹，

4. 在 [文档存储选项] 部分，选择：

•[存储文档副本]（包含 .ojz 文件中的文档文件）

或

•[存储文档链接]

5. 在 [注释] 字段中输入信息（可选）

6. 键入文件的名称，或者保留默认的 [作业名称]

7. 单击 [保存]。 [名称].ojz 文件创建完毕。

注释
要保存已提交至打印机的作业，请参阅保存已提交的作业 请参阅第 88。

[保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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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已保存的作业

打开已保存的文件 

简介

您可以打开以前创建并保存的格式 Océ Publisher Select (.ojz) 或 Océ Print Exec Workgroup (.xml)

的作业，以便进行打印或重新打印。

您也可以直接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打开 ZIP 文件以打印文件。

注释
之前须确定 .zip 文件未设有密码保护。

程序

1.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 ([作业]) 中，打开 [文件] 菜单并选择 [打开作业...]（或单击 [打开]）

2. - 要打开以 Océ Publisher Select 保存的作业，选择“Océ Publisher Select 作业文件”并浏览 *.ojz

文件 ([Oce 压缩作业])

文档的数量和名称显示在 [说明] 部分。 如果在 [保存作业...] 操作期间还键入了介绍作业的一些 [注

释] ，则也会显示它们

注释
您也可以：

- 拖动 .ojz 或文件，将其拖放到 [作业] 窗口

- 双击 .ojz 文件，在应用程序中将其打开。

- 要打开以 Océ Print Exec Workgroup 保存的作业，选择“Océ Print Exec Workgroup 作业文件”并浏

览 .xml 文件 ()

- 要打开 .zip 文件的内容，可选择“Compressed archive file (ZIP)”[压缩的存档文件(ZIP)] 然后浏

览至 .zip 文件。

注释
您也可以将 .zip 文件拖放到主窗口

3. 单击 [打开]。 此时将显示 [装载选项] 窗口（请参阅 装载选项 请参阅第 55）

4. 选择 [装载模式]，然后单击 [确定]

5. 作业被加载到 [作业组合] 部分。 

注释
在打印作业之前，可以预览或编辑作业的每个文档（请参阅 窗口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window 请参阅

第 56）。

打开已保存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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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选项]

简介

在系统将作业加载到应用程序之前，您可以检查作业内容，并在 [装载选项] 窗口中设置 [装载模式]。

注释
加载 .zip 文件时，应用程序将仅加载文档并应用默认模板的设置。

[文档列表]

[文档列表] 显示作业中包含的所有文档的列表。

程序

1. 选择 [装载模式] 选项之一：

•[只装载文档]: 选择此选项将使用默认模板中的打印设置加载文档

•[装载文档并忽略或改写不适用的设置]: 选择此选项将加载文档，并让应用程序用系统默认值自动替换

不兼容的设置。

选中 [按文档显示忽略或更改的设置的摘要] 选项以显示更改

•[使用原有设置装载文档]: 选择此选项将使用文档的原始设置加载文档。

在有错误或无适合设置时，此选项被禁用。

2. 单击 [确定] 加载文档。

[装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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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调整文档打印设置

窗口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window

简介

在 [新作业] - [作业组合] 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档。

单击 [编辑] 打开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窗口。

插图

在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窗口中，您可以：

•在 [文档列表] 中选择一个文档，以显示其属性、打印设置和 [打印预览]（请参阅 检查 打印预览 请

参阅第 58）。

如果在 [文档列表] 中同时选择多个文档，系统仅显示所有文档通用的设置值。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预

览。

•检查并调整 [图像属性]（请参阅 设置 图像属性 请参阅第 57）

•调整 [基本] 设置（请参阅 基本设置 请参阅第 59）

•调整 [高级] 设置：

- [介质] 设置（请参阅 / 设置 请参阅第 62）

- [布局] 设置（请参阅 高级/布局 设置 请参阅第 64）

- [渲染] 设置（请参阅 高级/渲染 设置 请参阅第 66）

- [修整] 设置（请参阅 高级/修整 设置 请参阅第 69）

- [图章] 设置（请参阅 高级/图章 设置 请参阅第 71）

注释
当打印机上有功能不可用或未声明时，在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窗口中相关设置被隐藏或变成灰色。

编辑和调整文档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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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图像属性]

简介

在 [图像属性] 部分，您可以描述原始图像并控制原始图像在预览中显示的方式。

如果需要，检查并调整：

•[文件格式] 参数

•[图像方向]： [读取方向] 和 [图例位置]。

注释
系统使用这些信息定义图像打印和折页的方式。

[文件格式]

单击 [文件格式] 按钮可以显示文件格式及相关参数（如果有）。

如果需要，可以修改参数。

注释
参数的可用性取决于格式。

[图像方向]

定义原始图像的阅读方向。 您可以：

•保留默认设置： [符合 CAD 标准] 可根据选定的标准设置图像的方向。

•手动选择 [读取方向]：

- [横向]： 当图像的长边是图像顶部时

- [纵向]： 当图像的短边是图像顶部时

•通过选择 [无旋转（与文件中相同）] 使用在原始图像中保存的旋转

如果需要，选中 [再旋转 180 度] 复选框将图像旋转 180 度。

此选项可以与任意方向值一起使用。

[图例位置]

当您在用来添加文件的模板中设置 [自动检测图例] 时，系统将分析图像以找出图例的位置。 它在 [图像

方向] 预览和一般 [打印预览] 中显示选定的边角。

在 [用户首选项] 中，为 [自动检测图例] 选中 [超时]（请参阅 选项 请参阅第 31）。

对于折页打印，需要时调整 [图例位置]，使图例位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您可以：

•保留默认设置： [符合 CAD 标准] 可根据选定的标准设置图例的位置：

- [DIN]： 图例位于图像的右下角

- [ERICSSON]： 图例位于图像的左上角

- [AFNOR]： 图例位于图像的右下角

•通过选择列表中的图像一角，在图像中手动选择 [图例位置]。

•如果文档既不包含图例，也不进行折页，请选择 [无图例]。

需要时，单击 [选择折页包装顶部]，手动设置在折页包装顶部显示的打印输出边角（请参阅 折页输出 请

参阅第 69）。

设置 [图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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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打印预览]

[打印预览]

系统显示交互式预览，以表示：

•系统将要打印图像的方式

•所选设置在输出中的效果

预览显示：

•文档的缩略图视图，彩色或黑白

•裁切区域（如果有，红色）

•添加到图像的页边距（如果有，蓝色虚线）

•图像对齐（蓝色圆圈）

•当激活折页功能时，将放置在折页包装顶部的图像部分（灰色）

•条边（如果任何其它纸头或纸尾，浅灰色）

•送纸方向（带箭头）

•裁切位置

•系统白边（如果有）

在预览下面，系统显示以下文件属性：

•缩放比例（占原始尺寸的百分比）

•打印图像的大小

•将用于打印的介质尺寸

•文件的页数

•根据相关 CAD 标准或手工选择，图例的位置

注释
当您选择 [介质尺寸] 被设为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 或 [自动纸卷尺寸] 的多页文档（作为单一文件加
载）时，系统将显示 [模拟预览]。
由于系统会在作业提交后选择介质和方向，打印模拟程序将以预定的介质和方向显示文档的第一页。 
终输出可能与此预览不同。

检查 [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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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基本] 和 [高级] 设置

[基本]设置

简介

在 [基本] 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文档的通用/主要设置。

插图

[介质]

可以手动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 [介质类型] 和 [介质尺寸]。

列表显示在打印机上启用的所有介质（类型和大小）（请参阅 打印机信息 请参阅第 27）。

当介质的大小和类型都可用（蓝色卷轴图标）时，该介质即已实际加载到打印机中。

•要根据图像大小裁切介质，可在 [介质尺寸] 中选择 [卷轴]。

•要剪切到标准页大小，请选择 [纸张尺寸]。

选择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让应用程序选择 佳卷轴或从纸盒选择 佳纸张并按照相关的标准大小打印

文件。

•当打印机配备纸盒时，可以选择 [盒大小] 从纸盒选择页大小。

•如果打印机提供 [手动送纸] 功能，您可以选择 [手动送纸] 并指明您将要手动装入的纸张大小。

始终沿纵长边方向装入纸张。

TIFF 多页

系统在您加载多页 PDF 文档时执行的自动行为在 将多页 PDF 文档添加到作业中 请参阅第 49 说明。

若您加载：

•将多页 PDF 文档作为单一文件

•任何其他格式的多页 PDF 文档

设置 [基本] 和 [高级]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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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要打印的文件是包含各种不同大小和方向的页面的多页文档，请选择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 或 [自

动纸卷尺寸]。

•在打印时，系统将为文档的每一页选择 适合图像大小的已加载介质（选定类型）。

•Océ Publisher Select 显示文档第一页的 [模拟预览]。

本打印模拟程序基于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加载的介质和打印机配置。 如果在打印时该配置被

更改，打印模拟程序会出现错误。

注释
如果选择打印机上未加载的介质（或者如果卷轴为空）并且提交了作业，则作业状态将变成 [等待] ([打
印机尚未装载介质。])，并且在您加载选择的介质之前作业将一直保留。

注释
对于折页是 [警告]： 如果选择的介质不支持折页，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您必须选择一种支持
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小）或者禁用折页选项才能打印作业。

[布局]

定义是否缩放图像。 选择：

[1:1 缩放] 保留原始的图像大小。

[自定义缩放] 定义自定义刻度值（刻度范围取决于打印机）

[缩小至适合尺寸] 适合 [当图像大于介质时自动缩小]

[缩放至适合尺寸] 适合 [自动缩放至介质尺寸]

[修整]

[发送目标位置] 取决于打印机功能和 [折页] 功能。

输出方式（不使用折页）

根据打印机，可以设置不折页打印输出的 [发送目标位置]：

•打印机背面输出：

- [出纸盒]

- [双纸盒堆叠器]

- [外部输出]

- [后侧输出]

- [底部接纸盒]

•上部输出：

- [顶部出纸盒(TDT)]

- [整体接收盒]

折叠作业

如果已在打印系统中声明折页机，则可以选择 [折页传送] 作为 [发送目标位置]，以折页打印输出。

检查或选择折页包装顶部

选择 [折页传送] 选项后，系统将检查 [图像属性]，以定义图例的位置。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输出折页，

使得图例位于折页包装的顶部（请参阅 图例位置 请参阅第 57）

注释
如果所选介质和打印设置不允许在折页输出时图例位于折页包装顶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图例不能位
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在 [打印预览] 中，检查文档的哪个边角将被置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您可以手动选择或更改折页包装的顶部。 单击 [选择折页包装顶部] 并选择要显示在顶部的边角。

[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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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高级]/[修整] 选项卡设置修整选项（请参阅 高级/修整 设置 请参阅第 69）。

注释
如果所选介质和打印设置不允许在折页输出时图例位于折页包装顶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图例不能位
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注释
某些介质类型（厚介质）不能发送到 [顶部出纸盒(TDT)] 或折页机。
宽度超过 36 英寸的卷轴上的介质不能发送到折页机。

[常规]

输入所要打印的文档的份数，数字应介于 1 至 999 之间 ([复制计数])。

[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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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介质] 设置

简介

将文件添加到作业中时，系统根据以下标准，自动选择用于打印的 适合的介质：

•所选模板中配置的默认打印设置

•文档中图像的大小

•折页值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手动选择所要使用的介质：

•当系统未找到合适的介质时

•当您希望使用应用程序所选介质之外的其它介质时

•当您在文件中更改了一些打印设置时（[缩放比例]、[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插图

[介质]

可以手动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 [介质类型] 和 [介质尺寸]。

列表显示在打印机上启用的所有介质（类型和大小）（请参阅 打印机信息 请参阅第 27）。

当介质的大小和类型都可用（蓝色卷轴图标）时，该介质即已实际加载到打印机中。

•要根据图像大小裁切介质，可在 [介质尺寸] 中选择 [卷轴]。

•要剪切到标准页大小，请选择 [纸张尺寸]。

选择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让应用程序选择 佳卷轴或从纸盒选择 佳纸张并按照相关的标准大小打印

文件。

•当打印机配备纸盒时，可以选择 [盒大小] 从纸盒选择页大小。

•如果打印机提供 [手动送纸] 功能，您可以选择 [手动送纸] 并指明您将要手动装入的纸张大小。

始终沿纵长边方向装入纸张。

TIFF 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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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您加载多页 PDF 文档时执行的自动行为在 将多页 PDF 文档添加到作业中 请参阅第 49 说明。

若您加载：

•将多页 PDF 文档作为单一文件

•任何其他格式的多页 PDF 文档

如果所要打印的文件是包含各种不同大小和方向的页面的多页文档，请选择 [自动标准纸张尺寸] 或 [自

动纸卷尺寸]。

•在打印时，系统将为文档的每一页选择 适合图像大小的已加载介质（选定类型）。

•Océ Publisher Select 显示文档第一页的 [模拟预览]。

本打印模拟程序基于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加载的介质和打印机配置。 如果在打印时该配置被

更改，打印模拟程序会出现错误。

注释
如果选择打印机上未加载的介质（或者如果卷轴为空）并且提交了作业，则作业状态将变成 [等待] ([打
印机尚未装载介质。])，并且在您加载选择的介质之前作业将一直保留。

注释
对于折页是 [警告]： 如果选择的介质不支持折页，屏幕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您必须选择一种支持
折页的介质（类型和大小）或者禁用折页选项才能打印作业。

[介质信息]

根据选择的介质和打印机功能，[介质信息] 指示所要使用的 [介质来源] 和 [介质方向]。

[高级]/[介质]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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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布局] 设置

简介

可以定义图像在介质上的布局。

插图

[缩放比例]

如果在打印输出中图像必须进行缩放，请定义 [缩放比例]。 选择：

[1:1 缩放] 保留原始的图像大小。

[自定义缩放] 定义自定义刻度值（刻度范围取决于打印机）

[缩小至适合尺寸] 适合 [当图像大于介质时自动缩小]

[缩放至适合尺寸] 适合 [自动缩放至介质尺寸]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通过选择以下方式之一，可以更改图像在介质中的方向：

•[自动]: 图像方向由系统根据定义的设置（[折页]、[图例位置]...）进行选择，以便 优化图像的位置

•[手动]，根据以前在 [基本] 或 [介质] 选项卡中设置的介质，手动定义图像在介质上的方向。

当 [介质尺寸] 设置为 可以决定

[纸张尺寸]、[盒大小] 或 [手

动送纸] 纸张

[先打印图像短边]: [将图像短边与介质前导边对齐。]

[先打印图像长边]: [将图像长边与介质前导边对齐。]

[纵向打印图像]: [将图像顶部与介质短边对齐。]

[横向打印图像]: [将图像顶部与介质长边对齐。] 4

[高级]/[布局] 设置

64 第 3 章 - 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A [卷轴尺寸] [先打印图像短边]

[先打印图像长边]

在所有情况下，您都可以选择：

•[再旋转 180 度]将输出旋转 180 度

•[镜像]

[对齐]

通过选择以下方式之一，可以选择图像在介质中的对齐方式：

[自动]: 对大多数用户推荐。

当将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设置为 [自动] 时，这是 佳选项。

当激活折页功能时，系统将图像对齐到将位于折页包装顶部的介质的一

角。

当折页关闭时，它将图像在介质上居中。

[手动]: 它将选定的区域移动到介质的一边。

[调整对齐]:

您可以通过移动图像在纸张上的位置来调整对齐方式。

基准为 [打印预览] 中显示的图像。 您可以在预览中直接检查调整后的效果。

激活选项，并输入一个值：

•在 [水平] 字段中，正值表示向介质右侧移动图像。

负值表示向左侧移动图像。

•在 [垂直] 字段中，正值表示向介质底部移动图像。

负值表示向顶部移动图像。

在 [打印预览]中检查移动结果。

当您选择 [纸张尺寸] 或 [盒大小] 或 [手动送纸] 作为 [介质尺寸] 时，可以设置该值。

[增加图像边距]

注释
此选项是否可用取决于打印机。

定义所要打印的图像是否需要更多页边距。 附加的页边距可以弥补介质上的不可打印区域。

如果在打印文件中没有安排页边距（白边），请选中 [增加图像边距]。

此选项在打印内容的每一边添加一个额外的页边距以避免裁切。 它将增大输出的尺寸。

在 [打印预览] 中检查结果，并在出现裁切的情况下调整介质大小。

您可以在打印机配置工具中配置添加的页边距的尺寸： 从 3mm（默认） 多到 5mm（0.12 到 0.19 英寸）。

在以下情况下，建议选择此选项：

•打印文件的内容占满整个文件（没有边界），并且油墨区的大小与选定介质的大小一样。

•打印文件的内容占满整个文件（没有边界），并且油墨区小于选定介质。

[高级]/[布局]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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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渲染] 设置

简介

根据打印机的功能，可以微调颜色设置和渲染选项。

插图

[色彩模式]

定义是以 [彩色] 还是以 [灰度] 打印文档。

选择 [彩色] 时，需要定义 [色彩模式]。 选择：

[打印机色彩感觉] 使用在打印机上设置的默认值。

[文档色彩感觉] 使用嵌入到文件中的色彩感觉。 此信息由创建文件的应用程序设

置。

[Oce 增强色彩] 手动微调颜色输入数据和 [色彩转换] 的组合。

[预定义的色彩感觉] 微调打印色彩的渲染。

[色彩模式]： [Oce 增强色彩]

当颜色感觉设置为 [Oce 增强色彩] 时，可以为选定文件定义颜色设置：

单击 [编辑] 打开 [编辑色彩设置] 窗口并配置设置。

注释
颜色设置的可用性取决于文件的格式。

注释
对于文件，每种颜色设置的默认值是打印机中为该类型文件定义的默认值。

[高级]/[渲染] 设置

66 第 3 章 - 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打印内容] / [打印优化]

根据打印机的功能，可以声明打印文件的内容，以根据内容获得 佳的打印质量：

注释
是否提供该设置以及该设置的值取决于您的打印机功能。

[标准] 无特殊优化。

[文本] 或 [线条/文字] 优化细节信息（如清晰的线条和文本）的打印过程。 用于在近处查

看打印稿。

[海报] 或

[海报或照片]

建议在处理带有较大区域填充的绘图、照片和图形艺术等应用时使

用该模式。

如果和使用 Océ PlotWave 900 打印的预期打印件相比，有些线条过厚，或打印的灰色区域过黑，或文字

不够清晰，您可以选取 [精细光栅] 选项。

[打印模式] / [质量]

选择要应用的质量级别：

注释
根据打印机，[打印模式] 或 [质量] 设置及其值的可用性有所不同。

例如： Océ ColorWave 600 和 Océ ColorWave 300 打印机上的打印模式

设置 说明

[Océ Print As-

sistant]

[Océ Print Assistant] 将根据图形内容为每一文档选择 佳打印设置（详细信息，

请参阅 Oce Express WebTools 文档）。

[经济]/[检查] 快速 [经济] 打印设置将用于低覆盖面积文件。

此设置适合 2D-CAD 图形的快速打印。

[生产]/[释放] 选择 [生产] 进行普通打印。

此设置适合打印高质量的 2D-CAD 图形和覆盖面积低的打印作业 (GIS)。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设置也可用于高覆盖面积打印作业（3D-CAD、海报、照片）。

[演示] 可以使用[演示]以出色的质量打印任何高覆盖区域的打印作业（3D-CAD、海报、照

片）。

Océ ColorWave 6x0 PP 上的打印模式

设置 说明

[快速] 此设置适合查看距离大 (> 4 m)、墨粉用量少的高速打印应用。

打印速度约为 30 秒/A0。

[快速增强] 此设置适合查看距离大 (> 4 m) 的高速打印应用。

打印速度约为 40 秒/A0。

密度高于 [快速增强] 的 [快速] 打印。

[生产] 本设置适合查看距离为 2 - 4 m 的常规打印。

打印速度约为 60 秒/A0。

密度高于 [生产] 的 [快速增强] 打印。

[生产增强] 本设置适合查看距离为 2 - 4 m 的常规打印。

打印速度约为 80 秒/A0。

如果用 [Production Plus] 打印设置打印的打印稿显示有您要减少的打印缺陷，请

选择 [生产]。

密度与 [Production Plus] 相同的 [生产] 打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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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质量] 本设置适合查看距离相对较小 (1- 2 m) 的高质量打印。

打印速度约为 160 秒/A0。

本设置适合需要颜色深度和不镶边的打印。

密度与 [质量] 相同的 [Production Plus] 打印。

[质量增强] 本设置适合查看距离相对较小 (1- 2 m) 的高质量打印。

打印速度约为 190 秒/A0。

密度高于 [质量增强] 的 [质量] 打印。

Océ ColorWave 900 上的打印模式

设置 说明

[正常 - 精细细

节]

本设置适合主要为线条和文字内容的常规打印稿。

当您需要保留清晰的线条时请使用此设置（优化近处查看）。

[正常 - 均匀区

域]

本设置适合具有高覆盖区域的常规打印稿。

当您需要产生光滑的填充时请使用此设置（优化远处查看海报）。

[增强 - 精细细

节]

本设置适合主要为线条和文字内容的高质量打印稿。

当您需要保留清晰的线条时请使用此设置（优化近处查看）。

[增强 - 均匀区

域]

本设置适合具有高覆盖区域的高质量打印稿。

当您需要产生光滑的填充时请使用此设置（优化远处查看海报）。

[笔渲染选项]

要定义 [笔划策略]，可以选择：

•[使用文档笔表格]，使用在文档指令中设置的笔表格（如果有）。

•[使用打印机默认笔表格]，应用在打印机上定义的笔表格。

注释
此选项在文件格式允许使用笔表格时显示。

[高级]/[渲染]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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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修整] 设置

简介

显示的 [修整] 选项取决于打印机的可用选项。

[附加边]

根据打印机功能，可以添加 [纸头]、 [纸尾] 或 [装订边] 来纠正输出的长度。 调整边缘会改变输出格

式。

[纸头] 将边条添加到打印输出的顶部（0 到 400 mm / 0 到 15,74 in）。

[纸尾] 将边条添加到打印输出的底部（0 到 400 mm / 0 到 15.74 in）。

[装订边] 是一个为打孔或在折页打印件上创建制表而设置的附加边。

注释
系统显示在 [用户首选项] 中定义的单位 ([毫米]/[英寸]) 。

[修整选项]

[发送目标位置] 取决于打印机功能。

根据打印机，可以将不折页打印输出的 [发送目标位置] 设为：

•打印机背面输出：

- [出纸盒]

- [双纸盒堆叠器]

- [后侧输出]

- [底部接纸盒]

- [外部输出]

注释
若连接至 Océ ColorWave 900，选择 [外部输出] 将打印输出输出到高容量堆叠器 (Océ Dual Tray High

Capacity Stacker)。

•上部输出：

- [顶部出纸盒(TDT)]

- [整体接收盒]

注释
某些介质类型（厚介质）不能发送到 [顶部出纸盒(TDT)] 或折页机。
宽度超过 36 英寸的卷轴上的介质不能发送到折页机。

折页输出

激活折页

注释
检查用来折页的模板配置： 设置默认 CAD 或阅读方向，并在模板 [图像] 设置中激活 [自动检测图例]。
在 [用户首选项] 中，为 [自动检测图例] 选中 [超时]（请参阅 选项 请参阅第 31）。

如果已在打印系统中声明折页机，选择 [折页传送] 作为 [发送目标位置]，以折页打印输出。

检查或选择折页包装顶部

如果提供 [折页传送] 选项并选择它，系统将检查 [图像属性]，以定义图例的位置。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

输出折页，使得图例位于折页包装的顶部（请参阅 图例位置 请参阅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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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果所选介质和打印设置不允许在折页输出时图例位于折页包装顶部，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图例不能位
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在 [打印预览] 中，检查文档的哪个边角将被置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您可以手动选择或更改折页包装的顶部： 单击 [选择折页包装顶部] 并选择要显示在顶部的边角。

折页设置

根据打印机和折页机的功能，设置折页选项（[折页类型]、[折页方法]、[折页传送]、[更改折页包尺寸]、

[装订边]、[强制纵向折页]、[更改折页包尺寸]...）

如果折页机与系统是一体化的，则还可以设置其他特定折页设置（请参阅 设置整体折页机的折页设置 请

参阅第 75）

当设置组合发生冲突时，将无法使用组合并显示一条信息：

•[折页类型值与折页出纸不兼容。]

•[加固和装订边不兼容。]： [装订边] 仅当未设置 [折页并加固] 时可用。

•[只有使用 DIN 折页方式才能进行加固。]： [折页并加固] 仅当 [折页方法] 为 DIN 并且 [折页类型]

为 [完全折页] 时可用。

•折页包装的长度仅当 [折页类型] 为 [完全折页] 时可用

有关打印机折页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打印机和折页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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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图章] 设置 

简介

在 [图章] 选项卡中，定义要应用于选定文档或文档组的戳记。

注释
戳记功能是否可用取决于打印机。

注释
戳记不适用于标志页。

插图

[2] 戳记设置

定义 [图章文字]

在 [戳记选项] 中定义要在戳记中显示的文本。

戳记的组成部分包括：

•自由文本： 输入要在戳记中显示的文本

•预定义变量： 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

[接收日期] 和 [接收时间] 变量将显示打印机控制器接收作业时的日期和时间。

•文本和变量的混合

长度限制为 255 个字符。

选择要使用的字体（拉丁文 [Arial WGL]、中文 [SimSun 或 Sung Light GB 18030]、韩文 [Gulim 或

Hangul Round Gothic Medium] 或日文 [MS Gothic 或 Heisei Kaku Gothic] 字符）、字体大小和颜色：

字体样式为常规。

每个字体的大小可以在 5 到 864 点之间调整。

对于部分 Océ 彩色打印机，可以用 RGB 设置字体颜色。 对于黑白打印机，定义灰度级（“0”[代表黑

色] 至“255”[代表白色]）。

选择 [戳记位置]

定义缩略图中的 [戳记位置]

使用缩略图定义戳记位置： 选择 9 个锚点之一指定戳记在绘图上的位置。

[高级]/[图章]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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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文本代表戳记在图像中的位置和方向。

注释
戳记不在 [打印预览] 中显示。

调整戳记位置

为避免裁切戳记，或者要调整戳记在绘图中的位置，请调整 [移动] 值。

为避免裁切，当戳记位于图片一侧（除中心点以外的其他任何锚点）而该侧位于纸张边缘（可以在 [打印

预览] 中检查）时，添加 5 mm 偏移。

缩略图不显示偏移结果。

使用 'ABC' 文本作为基准。

[水平] 正值表示向右移动戳记

负值表示向左移动戳记

[垂直] 正值表示向底部移动戳记

负值表示向顶部移动戳记

设置 [角度] 以更改戳记在图像中的方向（0 至 360°）。

该值将逆时针旋转戳记。

缩略图不显示旋转结果。

[高级]/[图章]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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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折页功能

折叠作业

简介

建议创建用于折页用途的专用模板（请参阅 新建模板 请参阅第 39）。 使用此模板添加要折页的文档。

启用折页时，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分析所选模板中设置的值、[图像属性]、每个图像的大小和 [布

局] 信息，以便定义图像在介质上的方向。

系统在 [打印预览] 中显示图像的预览，以便显示：

•图像在所选介质中的位置

•送纸方向

•将放置在折页包装顶部的图像部分（灰色）

这样做的目的是提供在折页包装的顶部显示图例的折页输出。

注释
检查用来折页的模板配置： 设置默认 CAD 或阅读方向，并在模板 [图像] 设置中激活 [自动检测图例]。
在 [用户首选项] 中，为 [自动检测图例] 选中 [超时]（请参阅选项 请参阅第 31）。

插图

调整折页的设置

检查或调整折页包装顶部

有时，在预览中显示的位于折页包装顶部的图像部分与图例位置不一致。

您可以更改输出到折页包装顶部的文档边角，或者校正图例的位置，直至您在 [打印预览] 中看到显示为

折页包装顶部的图像部分包含该图例为止。

选择正确的边角：

•编辑文档并单击 [选择折页包装顶部]（在 [基本] 设置中）

•单击边角将其选中。

设置折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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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打印预览] 中检查结果。 将要输出到折页包装顶部的选定边角将显示在灰色区域中。

调整折页设置

打开 [高级]/[修整] 选项卡设置高级折页设置。

可用的折页设置取决于打印机。 请参阅高级/修整 设置 请参阅第 69。

特殊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系统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并组织打印：

•所选的介质卷轴宽度大于 36 英寸 ([选定的介质尺寸不能折页。])

•介质类型不支持折页 ([选定的介质类型不能折页。])

系统显示一条警告消息，但允许打印：

•如果所选介质和打印设置不允许在图例位于折页包装顶部时以折页方式输出 ([图例不能位于折页包装

的顶部。])

•应用程序找不到图例（[自动检测图例]： [文件内物图例] 或者 [超时]）

折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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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整体折页机的折页设置

用途

部分折页机型号与打印系统是集成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从打印应用程序中配置所有折页选项。

请参考接下来的步骤以

•调整折页包装，

•选择折页方法，

•以及定义包装尺寸。

开始时间

在您需要折页输出时，将作业发送到打印系统之前。

注释
如果您的折页机不是整体折页机，您只能：
- 将折页机定义为传送目的地，以及，
- 定义折页包上面的图例位置。

程序

1. 将折页机设置为打印输出的传送位置。

2. 定义折页包顶部（定义在折页包上放置图例的位置）。

在自动检测图例设置值可用时，我们建议选择自动检测图例。 文档图例将被置于折页包顶部以获得更好的

可读性。

3. 选择 [折页程序]。

[折页程序]

设置值 说明

[自定义] 您可以定义所有折页设置的值并调整您的折页输出。

<折页模板的名称>

折页模板的名称在打印机控制

器中定义。

根据您的打印系统管理员的定义，应用从打印机控制器检索到的折页模

板。

您无法更改折页设置的值。

4. 定义 [折页选项]。

[折页选项]

设置值 说明

[仅第一个折页] 仅在一个方向对输出进行折页。

此选项适用于长输出。

[完全折页]（使用或不使用增

强功能）

对输出进行两次折页（垂直和水平）。

5. 定义 [折页方法]。

[折页方法]

设置值 说明

[组合折页] 除了封底尺寸可能不同以外，折页包的所有折页具有相同的尺寸。

[带装订边] 在 后一折添加装订边（例如用于存档用途）。

这种情况下，请定义装订边的尺寸。

[使用相同封底尺寸] 启用后，封面和封底具有相同尺寸。

设置整体折页机的折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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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将调整为您选择的折页方法。 它显示了预期的折页结果。

6. 如果需要，您可以调整折页包的尺寸。 

输入符合允许范围的设置值。

设置整体折页机的折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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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作业

打印作业

简介

在创建新作业、打开已保存的作业，或复制以前的作业后，可以打印改作业。

开始之前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则无法打印作业：

•文档处于 [解释...] 状态

•文档出错

•作业为空

•[作业名称] 为空

•有效的帐户数据丢失（如果已启用帐户）

如果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系统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并允许您纠正问题或取消作业。

注释
当 [直接打印] 选项未被选中或 [至等待作业] 选项被选中时，不打印机作业。 作业只会被发送至收件
箱。 必须手动从收件箱启动打印。
激活 [直接打印] 选项可以直接从 Océ Publisher Select 打印作业（若适用）。

程序

1. 检查 [作业信息]（[作业名称]、[打印份数]、[直接打印]、[颠倒顺序]、[基本帐户] 激活，如果可用）。

如果需要，则更改它。

2. 从 [作业组合] 部分选择作业的每个文档： 

•如果需要，选中 [打印预览]

•如果需要，编辑文档以便更改打印设置

3. 单击 [[打印]

4. 如果被请求，请填写 [帐户] 字段并确认。

结果

系统将作业提交给所选目标位置（打印机/收件箱）。

在主应用程序窗口的 [活动作业] 部分，您可以跟踪活动作业的状态（从 [正在提交] 到 [正在打印] 或

[错误] 状态 - 请参阅 查看已提交作业的状态 请参阅第 83）。

进程完成后，作业将移动到 [历史记录] 部分。

然后可以对该作业进行复制（添加、删除或编辑文档）、保存、重新打印或删除。

使用 Hot Folder 打印作业

程序

1. 打印 [用户首选项] 中的 [选项] 选项卡

2. 选中此复选框以激活 Hot Folder。

3. 定义 Océ Publisher Select 将扫描的文件夹。

4. 选择 [自动打印] 选项自动将所有文件发送到 Hot Folder

5. 将打印文件发送到 Hot Folder 进行打印

打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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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当一个文档被添加到 Hot Folder 中时，Océ Publisher Select 会检测到此文档并应用默认模板，然后将

其添加到新作业中。 作业准备完毕后，将自动打印（有关详情，请参阅 Hot Folder 配置 请参阅第 31）

使用 Hot Folder 打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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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高级帐户] 信息
如果已经在打印机上启用并配置了高级帐户功能，则系统将在打印时显示 [高级帐户] 窗口。

系统以粗体显示必填字段（在帐户软件中配置）。

填写必填字段和任何所需的可选字段。

注释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系统将不允许您打印作业：
- 某一必填字段为空
- 某一字段包含无效数据

单击 [打印] 将作业提交给打印机。

输入 [高级帐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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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已提交的作业

[作业] 窗口 [活动作业] 和 [历史记录]

插图

提交作业后，系统将立即关闭 [新作业] 窗口并显示 [作业] 窗口。

可以在系统中追踪作业的进度：

•在 [活动作业] 部分显示的活动作业的状态（请参阅下面的“活动作业”部分 请参阅第 80）。

•在 [历史记录] 部分显示的已完成作业的列表（ 多 50 个作业，请参阅下面的“历史记录”部分 请参

阅第 81）。

如果可以，系统还会显示与作业状态相关的其它信息（请参阅 作业 状态 请参阅第 82）。

[活动作业] 部分

[活动作业] 部分显示每个当前作业：

•作业 [名称]

•总页数 ([总页数])

•[状态]

•打印机队列中的 [等级]

•当作业提交到打印机时为 [时间]

•其它 [信息]（如果可用）。

在此区域中，可以：

•查看[作业属性]（请参阅查看作业属性 请参阅第 87）

•复制作业（请参阅复制作业 请参阅第 86）。

•重新打印作业（请参阅重新打印作业 请参阅第 85）。

•取消作业（请参阅 [跟踪和管理已提交的作业] 提交后取消作业 请参阅第 84）。

当作业打印完毕或被取消（或被阻塞在 [错误] 状态时）时，它将从 [活动作业] 移动到 [历史记录] 部

分。

跟踪已提交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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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 部分

当它达到结束状态时，在会话期间提交的每个作业显示在 [历史记录] 部分。 可以看到：

•作业的状态（[已打印]、[错误] 或 [已取消]）

•打印输出作业的时间（在打印完成后）或者当它达到结束状态时的时间

•打印机的名称（在 [信息] 中）

当作业出现在 [历史记录] 中时，您可以：

•保存（请参阅查看已提交作业 请参阅第 88）

•查看[作业属性]（请参阅查看作业属性 请参阅第 87）

•复制（请参阅复制作业 请参阅第 86）

•重新打印（请参阅重新打印作业 请参阅第 85）

•删除（请参阅从历史记录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请参阅第 89）

要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所有作业，请单击 [清除历史记录] 按钮。

注释
[历史记录] 部分 多可以存储 50 个作业。 如果大于 50 个， 早的作业将被删除。
只显示在运行会话期间用户提交的作业。 如果关闭并再次打开应用程序，[历史记录] 部分将被清除。

[作业] 窗口 [活动作业] 和 [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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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状态]

简介

在下面查找作业可能状态的列表。 在 [信息] 字段中提供有关状态原因的详细信息。

作业[状态]

如果作业的 [状态] 是： 那么

[正在提交] 作业已经提交但打印机没有接收全部到数据。

进度条显示数据提交的进度。

[已发送至打印机] 作业已经提交到打印机。

[已排队] （根据打印机

功能）

作业已经完全提交。

显示作业在打印机队列中的位置。

此时仍可以取消作业。

[打印就绪] 作业已经被分析并且打印机确认作业可以打印。

此时仍可以取消作业。

[正在打印] 正在打印作业。

取消作业可能会中止打印。

[已打印]： 已打印的输出可用。

[等待] 作业暂停。 系统正在等待人为干预。 打印机需要您的注意。

[正在取消]： 用户已经请求取消作业并且操作尚未完成（作业的取消还没有得到打印机的确

认）。

[已取消] 作业已经被取消（在应用程序中或者在 [打印机操作员面板] 中）

[错误] 打印进程的一个步骤失败。

有关状态的信息

如果可用，将在 [信息] 字段中显示有关作业状态的其它信息：

当 [状态] 是： 并且信息是： 那么

[等待] [打印机正在等待介质] 或者 [等

待帐户信息]

将所需的介质加载到打印机中或者在打

印机中输入帐户信息 ，然后才可以打印

作业。

当存在两个以上原因导致作业在等待时，

将显示主要原因。

[已取消] [用户或操作员已中止作业。] 作业已被用户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中取消。 如果需要，重新打印作业。

[错误] [提交错误] 或者 [处理错误 - 系

统已中止作业]

提交到打印机失败或者由于错误打印机

已经中止作业。

检查打印机的连接状态，检查打印机的可

用性，然后重新打印作业

注释
当由于介质不可用导致作业处于 [等待] 状态时，一个丢失的介质的名称将显示在工具提示中。 将鼠标
定位到作业上方以显示工具提示。

作业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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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

查看已提交作业的状态

简介

在 [作业] 窗口中，您可以：

程序

1. 检查以下事项的 [状态]：

•当前活动的作业（在 [活动作业] 部分）

•已完成的作业（在 [历史记录] 部分）

在 作业 状态 请参阅第 82 中查看状态和可能原因的列表。

2. 请参阅补充信息（如果有）（在 [信息] 字段）。

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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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取消作业

程序

1. 在 [活动作业] 部分，选择所要取消的作业

2. 单击 [取消作业]。 

作业状态变为 [正在取消]。

然后作业在 [历史记录] 部分中显示为 [已取消]。

将文档提交给打印机被停止（[正在取消] 状态）。 作业在 [历史记录] 视图中以 [已取消] 状态显示。

提交后取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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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打印作业

程序

1. 在 [活动作业] 或 [历史记录] 部分选择作业

2. 单击 [重新打印]。

作业被提交至打印机（如果需要，请输入帐户信息）。 它显示在 [活动作业] 视图中。

重新打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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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作业

程序

1. 在 [活动作业] 或 [历史记录] 部分选择作业

2. 单击 [复制] 使用该作业创建新作业。 

该作业将在 [新作业] 窗口中打开。 所有文档都将显示在 [作业组合] 部分。

如果需要，可以预览和编辑文档，以便调整设置。 可以将新文件添加到作业中或者在打印前删除部分作

业。

复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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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作业属性]

程序

1. 在 [活动作业] 或 [历史记录] 部分选择作业

2. 单击 [属性]。

在 [作业属性] 窗口中，您可以检查和查看作业中包含的文档。

查看 [作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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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已提交的作业

程序

1. 在 [活动作业] 或 [历史记录] 部分选择作业

2. 单击 [保存] 创建和保存 [Oce 压缩作业]（请参阅 保存作业... 请参阅第 53）。

保存已提交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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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程序

注释
仅在 [作业] 窗口中显示在运行会话期间用户提交的作业。 因此，用户可以只取消和删除他提交的作业。

1. 在 [历史记录] 部分，选择要从列表中删除的一个或多个作业

2. 单击 [删除]。

注释
要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全部作业，请单击 [清除历史记录]。

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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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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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常见问题 - 检查、分析、解决问题



软件信息和资源
在 [帮助] 部分，您将找到：

•在 [关于...] 中

Océ Publisher Select 软件版本和所连接的打印机。

•在 [包含的许可] 中，Océ Publisher Select 及相关许可证所使用的第三方软件应用程序列表（英文

版）

•在联机帮助中，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时的所有信息和操作步骤。

软件信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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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Publisher Select 下载和支持 

下载

《用户手册》、打印机驱动程序和其他资源可能会发生更改，恕不提前通知。 要了解 新信息，建议您从以

下网站下载 新资源：

"http://downloads.oce.com"

在使用产品之前，您必须始终下载产品的 新安全信息： 请确保您已阅读并理解手册中标题为“安全指
南”的所有安全信息。

支持

有关支持信息，请联系您的 Canon 当地代表。

您可以从下列网站查找您当地的支持联系信息：

"http://www.canon.com/support/"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下载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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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打印机 

问题

我收到一条 [无法连接至 {0}]（其中 {0} 为 [打印机主机名称]）消息，并且系统提示 [打印机主机名

称]，为什么？

解答

可能有 5 个原因：

- 打印机主机名被更改

- 输入的打印机主机名不正确

- 打印机处于错误的模式

- 打印机已被初始化或关闭

- 打印机被关闭

连接到打印机

1- 检查 [打印机主机名称] 或 IP 地址。

要确保您可以连接到打印机，应打开网络浏览器，输入打印机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显示打印机网络应用

程序。

2- 核实打印机不是处于错误的模式。

如果打印机准备就绪，请输入正确的 [打印机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并登录系统。

注释
如果您使用“系统管理员”权限，新 [打印机主机名称] 会在所有用户进行连接时显示： 它将成为列表
中的第一个 [打印机主机名称]。 如果您使用普通用户权限，该打印机主机名只会在使用您的用户配置文
件登录时显示。

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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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格式] 错误

问题

在将文件添加到打印作业时，我收到一条关于文件格式的错误消息。

解答

在下列情况下，应用程序无法识别或支持文件：

- [该打印机未启用文件格式 {0}]：

打印机禁用该文件格式。 请与打印机操作人员联系，要求启用该文件格式。

- [该打印机上未许可文件格式 {0}]：

打印机上没有安装 PostScript 或 PDF 的许可。 请与 Océ 代表联系，以获取许可并在打印机上激活。

- [该打印机不支持文件格式 {0}]：

应用程序可以识别文件格式，但是不支持该格式。 将文件格式转换为支持的格式。

- [无法识别文件格式]：

应用程序无法识别文件格式。 在其它软件应用程序中打开该文件，并使用 Windows Printer Driver 进行

打印。

[文件格式]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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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无法找到截至

问题

在 [作业组合] 窗口中，文档出错（[单击 [编辑] 以选择介质] 消息）。 为什么？

解答

应用程序无法找到同时与文档大小和 [模板] 中的默认值设置相匹配的适当介质。

对于折页打印，应用程序无法在介质列表中找到可折页的介质。

检查并调整 [模板] 设置

确保在 [模板] 中设置的值允许系统挑选任何可接受的介质。

•[介质类型]： 如果有多种介质类型可供选择，请选择 [使用任何介质类型] 或 [首选介质类型]

•[介质尺寸]： 如果您希望以 100% 的比例进行打印，但是不要求特定的卷轴尺寸，请选择 [自动选择介

质尺寸] 和 [以 1:1 缩放比例进行打印，并裁切至图像尺寸]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除非您需要将图像扩大到卷轴宽度，否则请将 [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设置为 [自

动]

•[介质来源]： 如果设置为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应用程序将选择与已加载介质列表中的文件兼容的介

质（如果可用）。

如果没有匹配的介质，请选择 [选择任何已启用介质]。

然后将文件重新加载到作业中，让系统找到合适的介质。 如果需要，请将介质装入打印机，以便进行打

印。

你也可以编辑文档打印设置，以手动选择其它介质。

对于折页打印，请检查所选的卷轴尺寸

如果打印机启用和激活了折页功能，则会适用更多限制。

检查所选卷轴的尺寸。 折页功能只适用于尺寸为 A3 至 36 英寸的卷轴。 当所选介质的宽度大于 36 英

寸，或者介质类型不支持折页时，文档名称显示为红色，并要求用户加以注意。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以手动选择其它（支持折页的）介质，或者禁用折页功能。

您必须更正设置才能关闭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应用程序无法找到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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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配置为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但是
打印机请求加载所选介质

问题

我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配置为仅使用打印机已加载的介质，但是我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打印机正

在等待介质]。

解答

系统选择的 [已装载介质] 不可用，因为卷轴为空。

1. 装入一卷新的所选介质

2. 如果需要，请从控制面板重新激活打印作业（如果打印作业保留在队列中）。

我将 Océ Publisher Select 配置为 [仅选择已装载介质]，但是打印机请求加载所选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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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错误消息 - [打印] 按钮被禁用

问题

我收到一条打印错误消息。

[打印] 按钮被禁用。 为什么？

解答

作业的一个或多个文件出错：

- 文件的格式不正确，打印机不支持或未启用该文件格式。

- 没有为文件指定介质。

- 作业或 [作业名称] 为空

- [Smart Inbox] 名称为空

检查文件格式

检查打印机是否支持（请参阅 支持的文件格式 请参阅第 11）、启用该文件类型，并安装了该文件类型的

许可证(PS/PDF)。

如果打印机未启用该文件格式，请与打印机操作人员联系，要求启用该格式。

如果文件格式不可识别，请从作业中删除该文件，然后打印作业中的其它文档。

在不同的软件应用程序中打开该文件，并使用 Windows Printer Driver 进行打印。

选择一种介质

如果系统无法将介质分配给文档，则打印作业将无法执行。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以便手动选择介质。

检查打印作业的内容和名称

确保打印作业中包含有效的文档。

填写 [作业名称] 字段。

打印错误消息 - [打印] 按钮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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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Publisher Select 和安全性

问题

The security policy prevents Océ Publisher Select from connecting to an Océ PlotWave

340/360, PlotWave 500, ColorWave 6x0, ColorWave 550 (and PP) printer.

要在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与打印机控制器之间建立通信，必须打开哪个端口？

解答

在下列情况下，Océ Publisher Select 可能无法连接到打印机控制器：

- 工作站上的防火墙被配置为阻止工作站连接到互联网/内部网

- 网络中的防火墙被配置为阻止设备通过 HTTP 端口 80 连接到互联网/内部网

- 工作站与打印机控制器之间设置了代理。

为了能够连接到打印机控制器， Océ Publisher Select 只需要保证工作站上的 HTTP 端口 80 持续打开。

确保工作站托管的 Océ Publisher Select 与打印机控制器之间没有设置代理服务器，否则代理服务器会

阻止两者之间的通信。

注释
要获得关于在您的 Océ 系统中使用 Océ Publisher Select 的详细安全信息，请参阅 Océ Downloads 网
站 ("http://downloads.oce.com/ProductDownloads/Index/263") 提供的 Océ PlotWave-ColorWave
Systems Security - Administration guide（英文版）。

Océ Publisher Select 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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