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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第 1 部分：简介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的用途

• 本手册介绍了PlateWriter 2000系统的常用程序。主要是供日常用户使用，本手册应始
终与设备放在一起，以便随时参考。

 有关操作、维护和服务的打印机特定信息可以在打印机随附光盘上的手册中找到。

保留权利

• 本手册是利用其出版期间所能找到的最准确信息编写而成。

• 本手册与设备之间的任何不一致之处均由本手册出版后所做的修改所致。

• 我们会在后续版本中对任何更改、技术不准确性和排版错误进行修正。

• 作为公司持续改进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保留未经通知而对设计和技术规格进行改动的
权利。

注意、小心和警告!
本手册中所有注意、小心和警告均用粗体显示，例如：

 如果前盖未就位，则盖子只能放在处理装置上。

符号 含义 解释

注意
操作员应该遵守和/或按此信息进行操作，以便实现本设备的最佳
功能。

小心
操作员必须遵守和/或按此信息进行操作，以免对设备造成任何机
械或电气损坏。

警告 操作员必须遵守和/或按此信息进行操作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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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重要信息

本手册的非指定使用

对于任何由于不当使用本设备而导致的损坏或事故，Glunz & Jensen A/S 均不承担任何
责任。

• 鉴于本设备经过认可测试实验室（UL International Demko A/S）的认证，因此严禁
对本设备进行任何电气或机械改动。如果漠视此项严禁规定，Glunz & Jensen 的保修
条款将不再有效，且本设备的 UL、C-UL 和 CE 的认证标志也因不再适用而必须
删除。

安全和使用

• 在使用本设备之前，假定已按照系统随附的安装手册中说明对设备进行了正确安装和
配置。

• 对于因不正确使用本设备而导致的任何损坏，制造商无法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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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Writer 2000 系统

PlateWriter 2000 系统是一套获得专利的全新喷墨式计算机直接制版（iCtP）设备。

PlateWriter 2000 系统的构成：

•	 PlateWriter	2000	引擎	(1)

一台经专门改动的 Epson Stylus Pro 4880 喷墨打印机，该打印机使用 Glunz & Jensen 
公司的 Liquid Dot 液对 iPlates 印版进行成像。

•	 进版台	(2)

将版材送入 PlateWriter 2000 引擎之前对准用的工作台。
•	 打样机（可选）

一台用于打样的未经改动 Epson Stylus Color 4800、4880 或 7800、7880 打印机。驱动
这些打印机的插件随 Harlequin RIP 提供。

•	 Harlequin	RIP	平台

一台 Mac 和 PC 计算机均可访问的定制的工作站，该工作站装有 Global Graphics 的 
Harlequin RIP。所提供的 Harlequin RIP 由 Xitron 公司定制，可接受由标准印前应用
程序制作的 PostScript、PDF、EPS、TIF 和 JPEG 文件。它负责对数据进行光栅化处
理并将输出发送至 PlateWriter 2000 引擎或打样机。

•	 PlateWriter	2000	处理装置	(3)

一个集成式版材处理单元，负责执行可上机印刷的印版所需的全部步骤：包括版材在 
PlateWriter 2000 引擎中成像后的固化、上胶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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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Writer 2000 概述

1 前版台：打印前在此放置版材。
2 控制面板：在此控制成像装置。
3 进版台：确保版材进入成像装置前的对准。
4 油墨干燥装置：提高版材上 Liquid Dot 油墨的干燥速度。
5 后版台：装载版材后，在打印开始之前先传送至此。
6 固化传送装置：使版材通过固化部分。
7 固化炉：烘干版材上的油墨并将其固着在铝版基上。
8 胶水/保护胶水瓶：装有用于在上胶部分施加到版材上的上胶液。上胶后，版材上多余的上胶

液将被回收进瓶内。
9 上胶部分：冷却版材并向其施加一种复合型胶水与版材增强剂，防止版材氧化并改进印刷时

的印刷特性和亲水性。
10 上胶烘干装置：烘干版材以提供处理过的干燥版材。
11 退版托盘：用于装载制好的印版。
12 墨盒：打印机两侧各有两个隔室。每个隔室可以装 4 个墨盒。

T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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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Writer 2000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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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Writer 2000 概述

13 状态	LED	指示灯：指示处理装置的当前状态。
14 程序选择器：用于固化炉程序的选择。
15 USB	电缆：连接成像装置与 RIP 工作站。
16 电缆：为成像装置供电。
17 电源开关：按此处可切换成像装置的开/关。
18 电源开关：按此处可切换处理装置的开/关。
19 电缆：为处理装置供电。
20 控制电缆：将油墨烘干装置与处理装置相连。
21 电缆：从处理装置向油墨烘干装置供电。

T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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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日常使用

概述

本章所介绍的日常使用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 日常启动程序
• 将用于打印的版材装入 PlateWriter 2000
• 打印版材
• 上胶
• 日常关机程序

日常启动

• 开启 RIP 工作站 (1)。
• 启动 RIP 应用程序 (2)。

• 用新胶水更换上胶瓶 (3) 中的旧胶水。

 半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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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看到 LCD 显示屏上出现 MNT TNK 
FULL 信息，则需要更换养护罐。请将旧
罐放入新罐附带的塑料罐中。然后插入 
新罐。

• 开启位于下方的主开关 (5) 上的处理装置
开关，并确认指示灯 (6) 显示为常绿状态。

• 该装置会通过系统施加胶水约 3 分钟，
以确保版材均匀上胶。

 此操作还会同时开启油墨烘干装置。

• 通过按[POWER]按钮开启 
PlateWriter 2000。

• PlateWriter 2000 开始进行初始化，完成时
会显示 “READY”。

jdc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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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样

打样

创建打样文件

• 使用您的 DTP 应用程序准备一个合成输出文件，请参见您的应用程序手册获取帮助
信息。选择足够大的输出页面尺寸，以满足印刷内容和任何套准标记或色标的要求。

• 将文件保存到运行 Navigator RIP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上的一个文件夹中。

打印样张

• 在 Navigator	RIP 中，通过按 Ctrl+O 或者从 RIP 菜单中选择 Output（输出）->	
Output	Controller（输出控制器），打开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
监视器）窗口。

• 确保 Disable	Output（禁用输出）被勾选。

• 从 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rint	file（打印文件）。

 从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打样页面设置和文件类型（.ps, .pdf, .eps, .jpg 或 .tif）。

 浏览到包含您的合成文件的文件夹，选中一个文件并单击Print（打印）。

• 该文件会经过光栅化处理并出现在 Output	Monitor/Controller（输出监视器/控制
器）窗口的 Active	Queue（活动队列）中。

• 取消对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 窗口中 Disable	Output 的勾选。样张将被打印。



操作手册 0949

2-4
日常使用

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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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

创建制版用文件

• 使用您的 DTP 应用程序准备分色输出文件，请参见您的应用程序手册获取帮助信息。

• 选择足够大的输出页面尺寸，以满足印刷内容和任何套准标记或色标的要求 – 不应与
您的印版尺寸相同。RIP 会为您正确确定一个较小的页面。

• 将文件保存到运行 Navigator RIP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上的一个文件夹中。

将版材装上 PlateWriter 2000
进版台可确保版材正确送进打印机。侧面套准调节辊（如下所示）有助于确保版材进入
打印机前正确轻松地对准。

• 将版材对着左侧套准轮放置在进版台上，然后滑入打印机。

• 如果版材没有被正确地送入打印机，LCD 显示屏会显示 “NOT STRAIGHT - 
RELOAD”（不正 - 请重新装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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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材成像

• 在 Navigator	RIP 中，通过按 Ctrl+O 或者从 RIP 菜单中选择 Output	->	Output	
Controller，打开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监视器）窗口。

• 确保 Disable	Output 被勾选。

• 从 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rint	file（打印文件）。选择与您的作业和所装版材方向
相匹配的合适 PlateWriter 2000 页面设置，然后选择一个文件类型（.ps、.pdf、.eps、.
jpg 或 .tif）。浏览到包含您的分色文件的文件夹，选择文件并单击 Print。

• 文件将经过光栅化处理并出现在 Output	Monitor/Controller 窗口的 Active	Queue
（活动队列）中。

每种分色的油墨（颜色）会显示在作业名称后面的括号内，如果有多页，则每页会被 
分配一个数值。

• 选择文件并单击 Info（信息）。

• ThroughPut	Info（打印量信息）窗口出现。

• 确保 Change	all	pages	in	job（更改作业中所有页面）被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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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

• 单击 Page	Layout... 打开 Page	Layout（页面布局）窗口。

• 检查版材尺寸是否被正确输入 Media	Width	[MW]（介质宽度）和 Media	Length	
[ML]（介质长度）框中。多数版材将在 PlateWriter 2000 中按纵向成像。根据您是按
纵向还是横向装版，以及纵向还是横向印刷，您需要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果您按纵向
装版且按横向印刷，请务必选择 Center	page	on	Media	Length（沿介质长度方向页
面居中）并设置 Left	Margin	[LM]（左页边距），以适合您印刷机上正常的不可印区
域。（也称为叼口空白）。

• 如果您要纵向印刷且按纵向装版，请务必选择 Center	page	on	Media	Width（沿介质
宽度方向页面居中）并设置 Top	Margin	[TM]（上页边距），以适合您印刷机上正常
的不可印区域。

• 单击 Page	Layout 和 ThroughPut	Info（打印量信息）窗口中的 OK。

• 将作业第一个分色文件之外的所有文件拖放到 Held	Queue（保管队列）。

• 取消对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监视器）窗口中 Disable	Output
（禁用输出）的勾选。第一张版材将被印制。

• 从 PlateWriter 2000 取下版材并将其放置在处理装置的前方，请参见下一节中的上胶
步骤。

• 对于后续的版材，先确认 Disable	Output 已被勾选，将版材装入 PlateWriter 2000，
将一个分色文件由 Held	Queue 拖入 Active	Queue（活动队列），然后取消对 
Disable	Output 的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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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胶

• 使用程序选择器 (1) 上的 +/- 按钮选择
程序：

1	=	0.15	mm	版材
2	=	0.20	mm	版材
3	=	0.30	mm	版材
4	=	仅上胶/洗胶

 程序	0	仅限技术人员使用！

• 确认指示灯 (2) 显示为常绿状态。

 有关各种指示灯的状态和错误代
码，请参见第	5	部分的 “故障
排除”。

• 将成像的版材 (3) 放在传送装置上，
确保前缘超过版材传感器 (4)。

• 如果固化炉已经达到正确的工作温度，
则传送装置会将版材送过固化炉，否则
会稍微往前送入版材后停止，等待炉温
到达合适的温度。

• 当指示灯 (5) 显示为常绿状态或绿色闪
烁状态时，如果未对程序选择器进行更
改，则可以将版材放上传送装置。只有
当指示灯显示为常绿状态时，才可以更
改程序选择器。

 两张连续版材之间的推荐距离为至
少	50	毫米。切勿用手将版材向前推
进炉内。

 建议每	4-8	张版材之间留出	300	毫米
的间距或约两分钟的间隔，以便补
胶系统能正常工作。

• 版材固化后且上胶完成时，会进入退版
托盘 (6)。

jdc
Stamp

jdc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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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机

• 通过按住[POWER]键 (1) 2 秒钟，将本装
置开关切换到关闭模式。所有灯将关闭且
显示屏上没有任何显示。

 切勿在打印机运行时关闭主电源。否则打
印头可能无法盖上帽盖。如果设备在打印
头敞开的情况下长期不用，打印头可能会
出现不可逆转的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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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 3 部分：清洁与维护

概述

本节介绍各种保养与维护程序，包括：

打印机

• 清洁打印机机身

• 清洁打印机喷墨系统

• 其它打印机设置与检查

处理装置

• 更换胶水/保护胶水（每天）

• 运行洗胶程序（每周）

• 清洁胶水/保护胶辊轴（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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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与液体

PlateWriter 2000 需要使用各种油墨和液体进行制版、清洁和维护：

Liquid DotTM (1)
Liquid DotTM 油墨装在专用的墨盒里，用于在成像通道中的印版上形成疏水性图像。

养护液(2)
养护液是一种装在专用盒里的通用液体，用于保持喷墨装置的清洁。

清洁液 (3)
清洁液装于小瓶中，与清洁棒配合使用，用于擦拭打印头、刮墨刀和头帽密封的四周，
去除变干的油墨。清洁液还用于滴入并润湿头帽，避免油墨变干堵塞喷墨泵装置。

头帽养护油 (4)
头帽养护油用于保持头帽密封的柔软度，因为密封材料会因与清洁液和养护液接触而 
变硬。

T1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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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墨盒

如果油墨用完，请按照下述方式更换墨盒。

 切勿使用	Glunz	&	Jensen	正品	Liquid	Dot	油墨之外的其它油墨。否则可能导致
故障或错误的运行。

墨盒的养护和处理

处理墨盒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切勿尝试安装 Liquid Dot 之外的任何其它墨盒。

• 切勿尝试拆开墨盒。

• 切勿使墨盒掉落或者致使其跌落。跌落所产生的撞击可能导致墨盒损坏而无法使用。

• 请将墨盒封闭存放在温度 -20ºC (-40ºF) 到 40ºC (104ºF) 的通风处。

• 一旦安装上墨盒，请在油墨用完前不要将其卸下，移动设备时除外。频繁地安装和卸
下墨盒可能会使空气进入墨管，引起油墨漏滴或其它影响印刷质量的问题。

• 安装之前请务必轻微晃动墨盒。

• 系统运转时卸下或安装墨盒可能会使空气进入墨盒，导致图像质量降低。

• 卸下墨盒之后，请勿让设备处于空墨盒状态—请立即安装新墨盒。否则打印头可能会
被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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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打印机清洁任务

其它打印机清洁任务

常规

机器的暴露区域可能会在打印过程中被油墨弄脏。

下述清洁方法不会中断打印工作，不会对印好的介质或机器有所影响。

 除非您使用清洁棒进行清洁，否则，请在清洁工作开始之前应关闭总电源（在关闭
总电源前，按下[POWER]键关闭辅助电源）。

 切勿润滑机械装置。
切勿用任何溶剂（如汽油或稀释剂）进行清洁。 
切勿触碰到打印头或允许油墨之外的任何物体接触到打印头。

清洁打印机机身

将一块布用水润湿后拧干，然后轻轻擦拭打印机的所有表面。

用干净柔软的布轻轻擦拭控制面板和 LCD 显示屏。

 切勿将湿版材放回打印机中。否则可能会导致该版材上的图形被传印到辊轴和每个
后继的版材上！

清洁打印机喷墨系统

对于打印机喷墨系统的清洁，建议您观看 RIP 工作站桌面上的维护视频；

• Platewriter 每月维护保养

• Platewriter 半年维护保养

其它打印机设置与检查

调整打印机的进版和双向打印对于 PlateWriter 的输出质量至关重要。

这些调整工作必须定期进行，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见本手册后面的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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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121

处理装置

运行洗胶程序

 我们建议您在每个工作周期结束时都运行一次洗胶程序（最好一周一次）

• 将胶水/防护胶瓶中的溶液更换为温水。

• 选择程序选择器中的程序4，开始运行洗胶程序。

• 该装置会让瓶中温水在上胶系统中循环运行10分钟左右，然后切换到待机模式。

• 让水保留在装置中，直到下个工作周期开始，再将水重新更换为胶水/保护胶水。

 在上胶部分进行工作时，请务必小心谨慎，避免手指被碾压的危险。请在完成上胶
部分的清洁和维护工作后，一定要更换侧板。

 请在完成上胶部分的清洁和维护后，一定要更换侧板。否则会导致劣质的处理
质量。

进入胶水/保护胶部分的程序
• 关闭机器的电源。

• 将插头从插座中拔出。

• 通过球形把手将侧板提升并推到凹进处，在该部分中工作时可以将侧板存放其中（参
见上图）。

为了更方便地操作，您还可以取下固化炉和胶水干燥装置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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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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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胶水/保护胶辊轴

 我们建议每月进行一次清洁程序。

（请参见对页的示意图）。
• 关闭处理装置的电源并拔下插头。

• 卸下胶水干燥装置 (1)。
• 取下胶水部分的盖子 (2)。
• 取出辊轴 (3)。
• 松开辊轴固定架 (4)，取出辊轴 (5) 和 (6)。要松开辊轴固定架，按示意图按下固定臂，

然后将辊轴向上拉起。

• 用软毛刷在热水中清洗辊轴和固定架。

• 按照与上述相反的顺序重新安装所有部件，并保证固定架 (4) 正确就位。

清洁处理装置机身

将一块布用水润湿后拧干，然后轻轻擦拭所有表面和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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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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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水/清水补液装置

使用

• 根据版材的尺寸不同，处理装置会预留一个相应的小水泵运行时间（处理装置每运行 
60 秒，水泵运行约 1 秒）。一旦版材通过了处理装置，水泵会补充储水量并用水清洗
辊轴。

• 如果版材不停地通过处理装置，则会持续储存补液直到 30 秒。一开始添加补液，处理
装置就会亮起绿灯（就绪）。

 在处理装置就绪（绿灯亮起）之前，请勿将其关闭。这样做可以确保添加补水，防
止次日工作时辊轴粘连。

• 如果补液操作没有完成时就关闭了处理装
置，则所有已经储存的补液将会被放掉。

• 水箱 (1) 必须置于胶水瓶的下方，并且托
盘中的盖子必须取下。水箱的作用相当于
胶水瓶的滴水盘。

清洁

• 水箱必须每周放空并清洗一次，例如换胶
水时。

• 请仅使用去除矿物质的水将水箱重新注
满，以防止胶水/版材被污染。

• 在安装有胶水/补水装置的情况下，只应一
周更换/补充胶水并清洗胶水瓶一次。

胶水消耗量约 20 g/m²。
水消耗量约 40 g/m²。

 您需要根据处理装置的生产量来计算胶水瓶中和水箱中维持一星期工作所需的胶水
量和水量。如果在某个工作日早上，打印机开始工作前，胶水瓶中的胶水只剩不到	
25%，最好将胶水瓶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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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使用 RIP

Navigator RIP 概述

Navigator RIP 是一个应用程序，负责接收描述图像或页面的文档，即作业，并在输出设
备上由作业制成相应的输出– 这里，输出设备可以是 PlateWriter 2000 或者打样设备。

通常，我们把执行此项任务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称为光栅图像处理器（RIP），或者，
其中包含了 PostScript® 语言，称为 PostScript 语言兼容解释器。

iCtP RIP 工作站不仅是一个 Navigator RIP，它同时也是一个 RIP 管理系统。它包含一个 
RIP 和帮助 RIP 有效地执行其任务的支持功能的集合。

例如，iCtP 系列工作站接受来自如 Mac 或 PC 等各种平台以及不同来源（磁盘、光盘、
网络共享文件夹或其他用户可见的虚拟打印机）的作业，iCtP RIP 工作站也可以预览和
输出处理的页面，并执行相关的文件处理。

输入格式

Navigator RIP 接受来自多数主要图形应用程序的作业并支持以下输入格式，具体选项取
决于 RIP 的配置。

输入格式包括：

• PostScript 语言（PS）文件

• 封装的 PostScript（EPS）文件

• 便携文档格式（PDF）文件

• TIFF/IT-P 1文件

• (16-bit) TIFF 6.0 基线文件

• JPEG 和 JFIF 文件

Navigator RIP 支持这些文件的现行版本，包括 PostScript 语言级别 3，PDF 版本 1.5 及
其衍生的标准，如 PDF/X。必要时，RIP 还可对这些文件的旧版本进行特殊处理。

Navigator RIP 可以制成各种格式的输出，以满足各种物理输出设备和文件格式的要求。

类似地，Navigator RIP 还提供输出到许多打样机和最终输出设备的选项。每种设备可能
有一定的尺寸限制，以及处理色彩（用于打样）或分色（用于制版）的能力限制。这些
设备都有自己的增益特性并需要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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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安装了 RIP，需要进行一项设置来创建一个 “版基”，以供 RIP 在该版基上运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能会发现需要对您的设置进行更新或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需求。

由于需要进行很多设置，因此我们创建了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Xitron72r1\Factory Defaults 文件夹）。该文件包含一个 “基本
设置”，其中提供几种版材尺寸所需的全部设置和校正，并可以在启动时加载到 RIP 中。

通过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即可安装 RIP 初始设置所需的所有项
目，其中包括内存分配设置、RIP 模式设置、缓冲区设置以及一些默认的校正，阶调曲
线和制版的页面设置。

一旦这些项目都被加载并且重启 RIP 后（如按照前一节所述输入解锁码），就可以使用
本节所述的下列步骤来协助您编辑现有的设置，复制以作为新设置的基础，或者创建为
您的印刷机定制的新页面设置和校正。

基本概念和定义

本节之目的是作为一个指南，介绍运行 Navigator RIP 所需的基本知识，帮助您开始使
用 Navigator RIP。

要了解关于 RIP 或这些定义更为详细的解释，请参见位于您的 RIP 主文件夹下 Manuals 
文件夹中的另一本用户手册。

现将本章中提到的许多主要功能和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	 装置：实质上是物理打印机、软件屏显方法和打印机与计算机连接（即USB）的
结合体。

•	 分色类型：与 Navigator RIP 如何处理分色和合成文件有关。您可以使用 “合成” 类型
打印合成或预分色的文件，也可以使用 “分色” 类型对 RIP 中的合成文件进行分色（包
括有限的陷印），还可以使用 “套色” 类型从合成文件制成套色样张。

•	 页面设置：是制版所需要的信息集合，如设备、分辨率、介质尺寸、校正和阶调曲
线、页边距、旋转等等。

•	 介质尺寸：当制定一个页面设置时，介质尺寸将是您的印版尺寸或者用于打样的纸张
尺寸。

•	 页面尺寸：是印前应用程序所发送的 PostScript 或 .pdf 文件的尺寸。当您创建或编辑
页面设置时，默认的页面尺寸是任意的。RIP 将用您发送到 Navigator RIP 的文件尺寸
覆盖该设置。

•	 校正曲线：用于对您的印版或打样机的输出进行线性化，并向您的输出添加阶调
曲线。 
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将安装：PW2000_371/219，用于配备 PW2000 
2Ch Standard 设备，使用 Glunz & Jensen i-plates 的 PlateWriter 2000 校正曲线。如
我们所建议的，使用 PW2000 2Ch VSD 设备时，不添加任何校正曲线，因为 3PWIV 
网屏中内建了校正。对于打样，我们已使 RIP 具备支持 Epson 4800 和 Epson 7800 打
印机的能力。在每台打样设备的配置对话框中，有若干内置的各种 Epson 纸张和油墨
的校正曲线（绿色记号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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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印刷曲线：用于对印刷机的网点增大进行线性化，或模仿另一台打印机的特性。
通过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可以在大多数商业印刷机上安装一般的印
刷（GJ SM52 0809v2 和 GJ SM74 0809）曲线，这些曲线是对 Glunz & Jensen i-plates 
进行线性化的印刷校正曲线。

•	 请注意，这些都是默认的曲线。为了实现更加精确的校正，您可能希望创建自己的
曲线。

•	 目标印刷曲线：用于从印刷机重建所需的网点增大，或模仿另一台印刷机的特性。

•	 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将安装业内标准：Commercial	A、SWOP 和 
FOGRA 曲线、Gamma-1-4、GJ	PT1	和	PT2、GJ	PT4 和 PT5 曲线（还有其它），这
些是用作置于线性化 Glunz & Jensen i-plates 之上的校正曲线，其中，10% 将被打印
为 10%，30% 将被打印为 30%，50% 将被打印为 50% 等，对于许多用户（特别是有四
色作业的用户）而言，这将生成单调的图像。

•	 在大多数商业印刷机上，目标印刷曲线用传统的半色调（例如由胶片制版产生的）添
加回所取得的增益。请注意，这些都是默认的曲线。为了实现更加精确的校正，您可
能希望创建自己的曲线。

•	 阶调曲线：用来进一步调整网点增大（它们可被用来创建一个色彩更冷的图像，或色
彩更饱和的图像）。

•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中没有安装阶调曲线，用户可以自己生成这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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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备

• 请确保 PlateWriter 2000 已经开启并与您的计算机相连。

• 启动 Navigator RIP，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Device	Manager（设备
管理器）。

• 确保 PW2000.i32 出现在窗口中。如果没有出现，请检查您为 PlateWriter 2000 设备
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如果输入的密码正确，在 Navigator -> Configure	RIP（配置 
RIP）- > Extras（额外）对话框 – 当重新回到 Configure	RIP	-	>	Extras 窗口，设备 
Inkjet PlateMaking X1 的旁边应该有 YES（是））。

• Device	Manager 窗口列出了 PlateWriter 插件 PW2000.i32 的可用设备类型。
PW2000.i32 是 PlateWriter 输出设备的默认名称，另外还有更多可用的选项。选择 
PW2000 2Ch VSD。此窗口使您能够复制或重命名设备或添加该插件所支持的其它
设备。

• 基于 PlateWriter 2000 和 Navigator RIP 的使用经验，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进行任何更
改（虽然并不需要更改此设备，但您可能需要使用此窗口来添加打样设备）。

创建分色类型和套色类型

分色类型

分色类型是 RIP 使用的一个定义，用来描述它将如何处理一个到达的文件，如何将色彩
分离出来，以及将使用什么样网屏。有许多打印环境中所使用的工作流类型可以将打印
文件发送到局和 CTP 设备。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预分色工作流程，用户直接从应用程序
将他们的作业输出成分色类型。也有其它一些工作流程，比如用户喜欢发送合成类型的
作业，然后让 RIP 进行分色处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到达的文件格式中可能使用了不
正确的颜色，您需要 RIP 覆盖其分色文件。您可以在 Xitron RIP 手册的第 14 章找到更全
面的解释，该手册位于 RIP 安装文件夹下的手册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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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的分色类型

为便于使用，如果您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方式打印了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
件，它会为您安装了一些分色类型。
• 从 Navigator RIP 菜单中选择 Color（颜色）->	Separations	Manager（分色管理器）。

• 这会打开 Separations	Manager 窗口。选择 PW2000 2ChVSD 作为要使用的设备。

预定义的分色类型会出现在列表中。它们应该涵盖了您所需要的全部分色类型，因此
要创建或编辑一个 Page	Setup（页面设置），请转至本节后面的创建制版用页面设置
段落。
但是，如果您没有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请按照以下所述的步骤
创建您自己的分色类型。

创建分色类型

• 打开 Separations	Manager 窗口时，该窗口中有一个已经输入的 CMYK 分色类型和
一个单色类型。

单击 New（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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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Style...（新建类型…）窗口打开。

• 给新类型取一个既容易记住又反映分色类型效果的名字（如：Composite CMYK to 
Deeds 3PWIV）。

• 将 Color	space（色彩空间）设为 CMYK。

• 将 Output	format（输出格式）设为 Separations（分色）。

• 单击 Create（创建）打开 Edit	Style（编辑类型）对话框。

• 使用弹出式列表选择要打印的印刷原色。我们建议使用 Not	Blank（非空），而非 
Yes（是）或 No（否）。Not	Blank 表示只有在合成 .ps 或 .pdf 文件中发现的分色
文件才会被制作。如果您选择 Yes，则会生成所有的分色文件，即使它们是空白的。
如果您要打印专色，则将 Other	colours	in	job（作业中其它色彩）设为 Yes 或 Not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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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从客户那里接收到诸如包含多个专色和 CMYK 四色 PDF 格式的作业，并且
要强制分色成 CMYK ，然后创建一个额外的分色类型，则将 C、M、Y、& K 设为 
Yes，将 Other	Colors	in	job（作业中其它色彩）设为 No。

• 选择拒绝还是重组预分色作业。只有当分色文件以单个文件的形式到达 Navigator RIP 
时，预分色作业才能被重组。

• 现在，设置应用于图像的网屏。将 Dot	shape（网点形状）设为 Deeds	3PWIV，
这是专门为 PlateWriter 2000 而设计的动态均匀 - 扩散加网。

• 勾选 Generate	extra	gray	levels（生成附加灰度级）框，并将 Limit	number	of	
distinct	gray	levels（不同灰度级有限数值）设为 512。

• 单击 Edit	Style（编辑类型）对话框中的 OK。

• 现在您的类型会出现在 Separations	Manager 对话框的列表中。

单击 OK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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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制版用页面设置

关于页面设置

Navigator RIP 允许多个页面设置，每个页面设置可以用于描述如何处理到达 RIP 的
作业。
页面设置确定用于输出文件的设备，应用的分色类型，以及用于创建半色调的网屏。页
面设置还描述了作业在介质上的方向和位置，以及介质本身的实际尺寸。
多个页面设置可用于大型印刷店的各种印刷尺寸或方向（比如纵向印刷或横向印刷），
允许为每个印刷作业制版并相应地放置每个印版，或者如果您从不同的来源接收到作
业，而这些作业以不同方式创建，则页面设置还可应用不同的分色类型。上述的任何组
合都可以被应用到不同输出设备，如打样机。

预定义的页面设置

为便于使用，如果您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方式打印了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
则会为您安装一些分色类型。

• 从 Navigator 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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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打开 Page	Setup	Manager 窗口。

在此为每台印刷机创建两种不同的页面设置，例如为 2Ch VSD 或 2Ch Standard 设备
创建 GTO52 CMYK 1440 和 GTO52 CMYK 2880。您还可以找到其它若干设置。只需
删除那些不符合要求的设置即可。
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页面设置，或进行修改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更大的版材尺寸），
或创建自己的页面设置。
但是，如果您没有按照上述步骤，通过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来加
载页面设置，则需要创建一个页面设置后才可以使用 RIP。
如果需要，请按照以下步骤创建您自己的页面设置，或者，也可以通过一个更简单
的方法来更改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所加载的现有页面设置，请参阅第 
4-28 页的 “复制和编辑页面设置” 一节。

创建页面设置

• 从 Navigator 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age	Setup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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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打开。

• Page	Setup	Manager 对话框出现。

单击 New…（新建…）

• 在 Output	Device（输出设备）部分，选择 PlateWriter	2Ch	VSD 设备并检查 
Resolution（分辨率）部分的值是否已更改成 1440×1440。

• 单击 Output	Device 部分中 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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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Writer	2000	plug-in（插件）的配置窗口打开。

• 请按屏幕图像所示进行设置。有关 PlateWriter 2000 plug-in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第 4-12 页。

• 单击 OK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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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Writer 2000 插件功能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PlateWriter 2000 中与 Xitron RIP 配合使用的插件功能。

Platemaker（制版机）
您可以在此选择输出设备。该插件将搜索 Windows 系统中安装的打印机。您也可以选
择 File 选项，写入或浏览文件将被保存的路径。这对客户而言是一项有用的支持，它可
以接收来自客户 RIP 的 EP2 格式文件，然后在另一台使用 Raw Print（Raw 打印）应用
程序的 PlateWriter 2000 上打印该文件。

Select One Print Head（选择一个打印头）或Select Two Print Heads（选择两个打印头）

根据所选择的设备，键入寻找 PlateWriter 2000 中哪个通道装有油墨所需的插件。通道
由设备名称表示，即设备名称中的 1Ch 或 2Ch。插件会写入 Select One Print Head 或 
Select Two Print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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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一个	2	通道的设备中只选择一个通道，则通过	RIP	输出文件时一定会出现	
RIP	错误，反之亦然。

! Error （错误）: Incorrect number of output channels (1) selected for PlateWriter 2000 2Ch Standard（为 PlateWriter 
2000 2Ch Standard 选择了一个不正确的输出通道（1）号。）
! ERROR（错误）: Image is 2BPP, should be 1BPP!（图像是 2BPP，但应该是 1 BPP！）Please re-RIP with a different 
screen.（请使用一个不同的加网重新进行光栅化。）

 在配置设备上启动插件时，稍后对话框会变成活动状态，在此期间，通过在键盘上
键入	1	到	8	之间的一个数值有可能选错油墨通道。

选项

Head Height (Platen Gap)（打印头高度）[喷墨头间距]）

Head Height 有 2 个选项，Standard（标准）或 Narrow（窄），默认设置应该是 
Narrow。
请参见以下选项：

Margin Units（页边距单位）和Adjust top and left margin（调整上和左页边距）

此选项允许您选择毫米还是英寸作为 Adjust top margin 和 left margin 选项的单位。如
果图像在印版上放置不正确，可以进行细微调整以确保正确的定位中心和叼口。您可以
键入一个正或负的数值作为页边距。页边距也可以在 Advanced Device Options（高级
设备选项）中进行调整。此部分通常是灰色的，在普通用户模式下无法访问。在页边距
单位中所创建的页边距会被添加到 Advanced Device Options 中指定的数值上。请注
意，在 Advanced Device Options 中所指定的页边距单位固定为毫米。在正常情况下，
应该不去编辑 Advanced Device Options 中所指定的页边距。

Maintenance Cycle (Hours)（维护周期[小时]）

此选项允许用户指定一个以小时为单位的维护周期。如果打印机在规定时间内一直未使
用，则插件会在打印作业之前，让打印机执行一次清洁工作。系统将显示最后一次维护
周期的日期和时间。默认值应该是 6 小时。例如，在维护周期规定为 6 小时的情况下，
在上个作业结束超过 6 小时后输出一个作业时，RIP 日志将写入以下输出：

Last maintenance cycle（上次维护周期）：2008:03:03 21:00
Performing normal maintenance cycle…（正在执行正常的维护周期...）

Narrow（窄） 喷墨头间距 0.7 mm

Standard（标准） 喷墨头间距 1.2 mm

Wide（宽） 喷墨头间距 1.5 mm

Wider（较宽） 喷墨头间距 2.1 mm

Widest（最宽） 喷墨头间距 2.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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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发送一个维护周期作业到打印后台处理程序。

Give more time to Windows（给Windows更多时间）

通常应该勾选 Give More Time For Windows。如果 RIP 输出速度有些慢，而电脑中至少
有 512 MB 内存，则可以不勾选此项并比较结果。

Media（介质）

Uni-directional（单向）

在此部分的上方，您可以选择是否勾选 Uni-directional 打印模式。选择 Uni-directional 
模式几乎会增加一倍的打印时间，但会获得更好的文字和线条质量。选择 Uni-
directional 模式对文字作业有所帮助，并只能通过选择活动队列中的分色文件，才可
以为黑色通道选择 Uni-directional 模式。单击 info（信息），然后取消对 change all 
pages in job（更改作业中的所有页）的选择，最后在 Configure device 对话框中激活 
uni-directional 模式。

Ink limit levels（油墨限制量）

您可以为实地和半色调设置 ink limit level，我们建议把这两项设为同样的值。此功能的
目的是便于实地区域的油墨干燥，从而消除任何出血或鱼眼的效果。在正常情况下，只
有在 2880 x 2880 2 通道模式下打印时，才有必要进行油墨限制。在这种模式下，油墨限
制的默认值是 70％，通常足以保持实地区域的致密。

Dwell Time (Seconds)（停顿时间[秒]）

停顿时间、扫描间隔和扫描延迟均以秒为单位指定。此选项允许打印头在每次扫描之间
暂时停止，以确保在进行下一次扫描前油墨能够充分干燥。停顿时间对放在靠近打印头
起始处印版左侧的窄图像很有用。对于需要很短扫描的图像，烘干版材上的油墨具有相
当的挑战性。当在双向模式下打印时，扫描延迟将被应用于双向扫描。而在单向模式
下，会在完成自左向右扫描且打印头回到左侧起始处后再应用延迟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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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Vacuum %（版材真空%）

在传输和打印过程中，可以将版材的真空设在 0 - 150％ 的范围。默认值为 30％，应该完
全可以保证足够的真空，同时又可以让印板顺畅传送。过高的真空因阻止顺畅的传送而
会造成不匀的着色和实地。

Feed Adjustment %（给纸调整%）

Feed Adjustment 按百分比计算，用于调整图像的长度。例如，如果一个图像的长度是 
400 毫米，却只按 398 毫米打印和测量，则必须增加 0.5％ 的给纸量。-0.5％的给纸调整
会使长度 400 毫米的图像减少到 398 毫米，0.5％的给纸调整会使同样长度的图像增加到 
402 毫米。Glunz & Jensen 的 PW Adjustment Utility（PW调整工具）中有一个调整给
纸的内置功能。您可以在 RIP 工作站中的以下位置找到相应的程序及其说明。
C:\GJ tools\PWAjUtil.

Plate Gauge（版厚）

选择所使用介质的版厚（厚度），这将影响打印机上双向设置并根据介质厚度调整 
设置。

如果版材厚度是 0.15 或 0.20 毫米（6 或 8 gauge），则选择 0.20 毫米，如果版材厚度
是 0.30 毫米（12 gauge），则选择 0.30 毫米。如果所有的版材厚度都在 Narrow	Head	
Height（窄打印头高度）设置下操作，则这些设置均有效。Glunz & Jensen 的 PW 
Adjustment Utillity 中有一个调整双向的内置功能。您可以在 RIP 工作站中的以下位置
找到相应的程序及其说明。C:\GJ tools\PWAjUtil.

 如果在	Standard	(Normal)	Head	Height（标准[正常]打印头高度）下操作	0.30	毫
米的版材，则必须对特定的喷墨头高度进行双向调整，并根据调整所采用的版材厚
度应用不同的设置。请联系经销商的技术人员获得帮助。

高级成像选项

Check Fine Lines（检查精细线条）

Check Fine Lines 选项应用油墨减少或设置针对定义为一个像素值细线的最大油墨量。
由于油墨量降低，减墨可获得更细的线条。设定值将决定在 0 – 255 灰度级的何处进行
减墨。默认值通常应该在 240 – 250 的范围内，因此会在 95-98％ 左右的范围内应用此选
项。Check Fine Lines（检查精细线条）选项只适应于 2 Ch Standard 和 Deeds 2PW 
网屏。

默认值通常应该在 240 – 250 的范围内，因此会在 95-98％ 左右范围内应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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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en（锐化）

Sharpen 提供令文字和线条更清晰/更精细的能力。默认为关闭状态，不会应用锐化。
您可以选择应用 Light（轻微）还是 Full（完全）锐化，请联系经销商了解有关此功能的
更多详情。

Advanced Screening Options（高级网屏选项）

通过在 0 到 256 级之间拖动滑块达到高光、中间调和阴影，此选项允许在网屏中创建
更多不规则/噪点。这些选项只用于高级用途，对于高光、中间调和阴影，默认值应该
为 0。

AntiAliasing（修边）

AntiAliasing 必须设置为 None（无），不要与目前使用的网屏版本一起使用。此选项
是专为将来可能在 720×720 较低分辨率的 3 位 VSD 网屏中使用而设计，如 Deeds 4PW 
等。其目的是为了在较低分辨率下获得更平滑的边缘。

Advanced Device Options（高级设备选项）

为编辑 Advanced Device Options（高级设备选项）和 Screen Linearisation Control（网
点线性化控制），必须创建一个空的 txt 文件并将其保存为 develop.txt，再保存到 RIP 
的适当设备文件夹中。

Dot Size（网点大小）

根据所选分辨率和通道数，可以为 PlateWriter 2000 选择网点大小的两种模式：
• 在 1 channel VSD 或 2 channel VSD（可变网点大小）模式 1440×1440分辨率下，

使用 Deeds 3PWH、3PWI 和 3PWIV 网屏进行打印，需要选择 Variable 3, 3,5pl 作为 
Dot Size。

• 在 2 channel Standard 模式 2880×2880 分辨率下，使用 Deeds 2PW 网屏进行打印，
需要选择 UMD（Ultra Micro Dot），3.5pl 作为 Dot Size。

Inkset

插件中必须选择 Photo black + Light black（相片黑+淡黑）作为默认的 inkset（喷墨），
因为它们与 PlateWriter 2000 中当前所使用的油墨和养护液盒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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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slower) weaving, square resolutions（更好[更慢]交织、正方形分辨率）

Better (slower) weaving, square resolution不应该作为默认设置被激活，目前此选项尚未
启用。

Late screening（后期加网）

此部分为灰色，其默认设置是 None，当前版本插件中未使用此选项。

Interleave（分离）

此功能在 2 Ch VSD 设备中可用。它提供了如何将数据分离到 2 个通道的随机分离或者
交替分离选项。默认和推荐的设置是随机分离。

Extra Margins（额外页边距）

按照 Epson 规定（上边距和左边距均为 3 毫米），本节所述的页边距调整考虑了除去版
材上规定的不可打印区域。请注意，Advanced Device Options 中指定的页边距单位固
定为毫米。本节所指定的页边距将被添加到用户部分所指定的页边距上。

由于 Extra Margins 应该占 3 毫米的打印机页边距，因此没有必要在用户部分进行任何
调整，但打印机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很可能是顶边套准传感器引起。这里，应该由一
名技术员来对用户部分进行专门调整。

Extra margins 的常规设置：
 

 *请注意，当	Paper	Size	Check（纸张尺寸检查）关闭时，左边距将取决于进版台
上定位销的位置。

Default margin settings（默认页边距设置） Extra top margin 
（额外上边距）

Extra left margin 
（额外左边距）

PW 2000 2Ch Standard，纸张尺寸检查开启时 27 0

PW 2000 2Ch VSD，纸张尺寸检查开启时 0 0

PW 2000 2Ch Standard，纸张尺寸检查关闭时* 17 -11

PW 2000 2Ch VSD，纸张尺寸检查关闭时* -10 -11

PW 2000 2Ch Standard，纸张尺寸检查开启时 27 0

PW 2000 2Ch VSD，纸张尺寸检查开启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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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Screen Linearisation Control（网点线性化控制）

Screen Linearisation Control 设计用于与可变网点一起配合使用，如 3PWIV，其末尾的
字母 V 代表可变。

为使网屏输出更加动态，必须设置 Baseline（基线）、Step size（步长）和 Curvature
（曲率）。采用 Deeds 3PWIV 网屏运行时，设置必须为：Baseline = 255，Step size = 
4.5, Curvature = 0。对于 2PW 网屏，所选值没有影响。

• 在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中的 Separations,	Screening	&	Color
（分色、网屏和色彩）部分，选择一个 Style（类型） - “Composite CMYK Deeds 
3PWIV” 是我们在前面创建的，或者也可以在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
时加载的预定义分色类型中选择它。

• 如果您没有打印过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则将 Calibration	&	Dot	
Gain（校正与网点增大）部分中的字段留为空白，并按照本章后面 “校准” 一节中所
述步骤进行操作。

• 如果您确实打印过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则将 Calibration（校正）设
为 None（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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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Tone	Curves（阶调曲线）设为 None（无）。

– 将 Intended	Press（目标印刷曲线）设为 GJ	PT1	and	PT2，或另一条符合要求的曲
线。由于 CTP 设备一般是经过校正以提供一个线性印版，因此这样做可添加回传统
印刷机所期望的增益，从而为 4 色作业创建比线性印版更丰富的输出。

– 将 Actual	Press（实际印刷曲线）设为 GJ	SM52	0809v2 或另一条符合要求的
曲线。

– 这将在印版上对输出进行线性化，从而对 Deeds 网屏的单独印刷特性和效果进行
补偿。

• 如果打印过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
屏幕现在看起来应该如下所示，否则 Calibration	&	Dot	Gain（校正与网点增大）中
的每一项都被设为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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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 在 Cassette	&	Page（版盒与页面）部分单击 Page	Layout ..（页面布局..）按钮，打开 
Page	Layout 窗口。

• 为介质尺寸和页边距选择单位（英寸或毫米）。

设置印版尺寸

• 对于印版，将 Media	Width（介质宽度）和 Media	Length（介质长度）设为您的
印版宽度和长度。在 PlateWriter 2000 中，大多数版材可以纵向成像。例如，对于 
Heidelberg	SpeedMaster	52，可以将 Width（宽度）设为 459 毫米，将 Length 设为 
525 毫米。一般，我们建议让印刷叼口侧沿 PlateWriter 上的定位销放置。对 2-up 印
刷机来说，这会导致在 PlateWriter 中，纵向印刷成为横向图像，而横向印刷成为纵向
图像。

• 请确保版材能沿您规定的方向装入打印机。

• 如果 Page	Setup（页面设置）用于打样，则将 Media	Width 和 Media	Length 设为
打样材料的宽度和长度。请注意，这通常会是一个与您的印版不同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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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口白边” 或“上页边距”

 
作业 “按介质宽度居中”

版材宽度中心

介质宽度

介
质
长
度

版材

设置版材上的叼口和作业位置

不是所有的版材都可以进行复制。而且，为了减少印刷机准备时间，需要将作业放置在
同一起始高度且对准版材宽度的中心。由于所有印刷机在版材顶部都有一个区域，该部
分版材会被放入叼口版夹中，因此您应该先确定希望在版材上开始打印的起始位置。这
个区域通常被称为 Gripper	margin（叼口空白）。

为纵向印刷设置叼口和作业位置

对于横向印刷，版材按纵向打印时，PostScript 或 PDF 文件一般会按 Media	Length 居
中，而 Left	Margin 等于 Gripper	Margin加上预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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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lberg	SpeedMaster	52	的示例：
• 版材按纵向装载（长边装入叼口版夹）。

• 版材尺寸为 529 毫米×459 毫米，因此，如上所示将 Media	Width 设为 459 毫米，将 
Media	Length 设为 525 毫米。

• 然后勾选 Centre	page	on	Media	Length（按介质长度居中）框（使作业不论尺寸如
何，都按版材长度居中），并确保 Centre	Page	on	Media	Width（按介质宽度居中）
框没有被勾选。

• 最后，有一个 Left	Margin（左页边距）框可供您输入希望图像从版材顶边到作业起始
处的开始位置（叼口空白）。

• Top	Margin（上页边距）和 Bottom	Margin（下页边距）框都将是灰色的，因为 RIP 
将自动让作业居中。

 请注意，要在	PlateWriter	2000	中运行	SM52	格式，需要将	Paper	Size	Check
（纸张尺寸检查）设为	OFF（关闭），这是	PlateWriter	2000	所能成像的最大版材
尺寸。

 对话框左侧底部的	Page	Size（页面尺寸）将被应用程序发来的作业页面尺寸覆
盖，所以这里的值并不重要，但我们仍建议将该值设为您可能发送到该版材的最大
作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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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OK 返回到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

单击 Save	As ...（另存为…）按钮。

• 在出现的 Save	Setup（保存设置）对话框中...

... 给您的 Page	Setup 取一个可反映印刷尺寸的名称，如果必要，可加上分色类型，
以方便以后选择。单击 Save（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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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材宽度中心

介质宽度

“叼口白边” 或 “上页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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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OK 按钮退出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

 任何时候，如果单击 “Cancel（取消）”，包括退出上面的	Page	Setup	Manager，
则您所做的任何更改或新建的	Page	Setup	都将丢失！

为纵向印刷设置叼口与作业位置

对于 Portrait（纵向）印刷机，PostScript 文件或 PDF 文件理论上应该设为 centred	on	
the	Media	Width（按介质宽度居中），并且 Top	Margin（上页边距）应该设为叼口空
白加上预留空白。

如果版材尺寸允许的话，在许多情况下，PlateWriter 2000 按 Landscape（横向）制版会
更加快捷，因为版材需要前进的距离小。

在这种情况下，PostScript 文件或 PDF 文件应设为按缩短的 Media	Length（介质长度）
居中，但如上文所述，Left	Margin（左页边距）应设为叼口空白加上印刷机上预留
空白。

“叼口白边” 或“上页边距”
在旋转的版材上，这是 “左页边距”

要提高成像速度，版材要按270°旋转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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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elberg	QM46	印刷机的示例：

• 版材尺寸为 340 毫米 x 505 毫米，一般窄边（340毫米边）将作为叼口，因而通常叼口
在顶部。

• 如上所示，将 Media	Width（介质宽度）设为 340 毫米的版材长度，并将 Media	
Length（介质长度）设为 505 毫米的版材宽度。

• 勾选 Centre	page	on	Media	Width（按介质宽度居中）框（使作业不论尺寸如何，都
按版材宽度居中），并确保 Centre	Page	on	Media	Length（按介质长度居中）框没有
被勾选。

• 最后，有一个 Top	Margin（上页边距）框可供您输入叼口空白加上印刷机上预留
空白。

• Left	Margin（左页边距）和 Bottom	Margin（下页边距）两个框都将是灰色的，因为 
RIP 会自动将作业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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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OK 返回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

• 如果要纵向或横向印刷，则根据 PostScript 还是 PDF 文件，在 Effects（效果）部分，
将 Rotate（旋转）设为相匹配的所需旋转量。

• 单击 Save	As ...（另存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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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现的 Save	Setup（保存设置）对话框中...

... 给您的 Page	Setup（页面设置）取一个可以反映印刷尺寸的名称，如果必要，可加
上分色类型以方便以后选择。

• 单击 Save（保存）按钮。

• 在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对话框中...

... 单击 OK 按钮退出。

 任何时候，如果单击了	“Cancel（取消）”，包括退出上面的	Page	Setup	
Manager，则您所做的任何更改或新建	Page	Setup	都将丢失！



操作手册 0949

4-28
使用 RIP
PlateWriter 2000 插件功能

复制和编辑现有的页面设置

概述

创建新的页面设置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复制现有的页面设置，然后修改所需的项目。 
最常见的要求是创建适合不同印刷和版材尺寸的页面设置。

除此之外，可能还希望创建一个现有页面设置的副本，以处理不同来源创建的作业。

例如，一个工作流程/客户可能总是提供旋转了 90° 的作业，因此您可以创建一个页面设
置副本，然后只需将 Rotation Page	effect（旋转页面效果）切换成开启来进行修正。

或者，一个工作流程/客户可能提供分色后的作业，而另一个可能提供预分色的作业。同
样，复制页面设置并简单地为每个页面设置选择不同的分色类型，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个
问题。

另外，您可能时常发现，您会接收到设计不佳的作业，并包含 CMYK 印刷油墨和多种专
色油墨。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您也可以编辑页面设置以覆盖分色类型，强制所有颜色
为 CMYK。

 虽然编辑页面设置很简单，但请记住，这会更改您选择编辑的那个页面设置。建议
您将作为新页面设置基础的那个页面设置进行复制/拷贝，然后修改其副本并保留
原始页面设置不变。

使用“Copy”（复制）为不同的版材尺寸创建页面设置

• 从 Navigator 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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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经创建了一个印刷设置，并希望添加另一个不同尺寸的设置，请尝试选择
具有相同方向的一个设置（例如，如果您有一个纵向印刷设置，比如	Heidelberg	
QM46，并希望创建一个不同尺寸的设置，比如	ABDICK	9810），然后复制此页
面设置。这会使页面设置的创建变得更加快捷，因为需要修改的仅仅是版材尺寸和
页面设置名称。即使还没有创建正确的印刷方向，也比创建一个新的页面设置快得
多，但您需要检查是否已经使图像（横向时）按页面高度居中或（旋转的纵向时）
按页面长度居中（请参见页面设置一节）。

• 在下面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将通过复制和编辑 Heidelberg SM GTO52 的页面设置，把 
Heidelberg	SM52 印刷机（459毫米 x	525毫米）添加到我们的页面设置列表中。

• 从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对话框中的列表中...

...选择新页面设置所需的基础页面设置，在这里，选择 GTO	52	CMYK	1440 页面设
置，然后单击 Copy ...（复制...）以创建一个页面设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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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会打开。

单击 Page	Layout ...（页面布局…）按钮。

• 在 Page	Layout 对话框中...

...编辑现有的 Media	Width（介质宽度）和 Media	Length（介质长度）设置，
以反映新印刷页面设置的版材尺寸。
此例子中，版材宽度为 459 毫米，版材长度为 525毫米。

如果此印刷机有不同的叼口要求，则设置新的 Left	Margin（左页边距）。

单击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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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返回到 New	Page	Setup（新建页面设置）窗口。

单击 Save	As ...（另存为...），将新页面设置与新版材尺寸一起保存。

• 给新页面设置取一个可反映所选设置的名称。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设置命名为 SM52	CMYK	1440。单击 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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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对话框中...

...验证新页面设置是否出现在列表中。
单击 OK 退出。

 任何时候，如果单击了 “Cancel（取消）”，包括退出上面的	Page	Setup	
Manager，则您所做的任何更改或新建	Page	Setup（页面设置）都将丢失！

• 现在，您已经完成了新印刷页面设置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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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IP 打印作业

使用 Print File 命令
从 Navigator	RIP 菜单中选择 Print	File（打印文件）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确保从 Page	Setup（页面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合适的页面设置来打印文件。

 如果您没有选择一个页面设置，RIP	将使用您上一次打印文件时所选择的页面设
置。如果您在此	RIP	时段内没有打印文件，则使用下拉列表中的第一个页面设
置。为更改此下拉列表的顺序，只需在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
中，将列表顶部所需页面设置拖到您想要的位置上。更多详情请参见	RIP	手册完
整版的第	118	页。

在 Print	File 对话框中会显示当前文件夹中所有的 PostScript 语言文件和 PDF 文件。要
显示其它类型的文件或全部文件，请使用 Files	of	type（文件类型）下拉列表。

如果您想选择一个所显示文件夹中没有的文件，请使用对话框浏览到正确的文件夹。

 要选择列表中的所有文件，单击文件中央列表中的任意位置并键入	Ctrl+A。

处理任何文件时，在主 RIP 窗口的菜单栏上会出现另外一个 Print	File 菜单。

您可以通过选择此菜单上的 Kill	Current	Job（停止当前作业）或键入 Alt + （句号）来
放弃当前的作业。

选择 Kill	Current	Job 时，当前的作业将停止，但其后的作业会被处理。

通过选择 Stop	Printing	File（停止打印文件），可完成当前文件的打印，但其后的任何
作业都不会被打印。

选择 Abort	Printing	File（放弃打印文件）将停止处理当前作业并停止对其后续作业的
光栅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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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多个文件

要想一次打印多个文件，只需从 Print	File（打印文件）对话框中选择多个文件，然后单
击 Print（打印）即可。

您可以使用以下按键进行此项操作：

您可以通过选择一组中的第一个文件后，然后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选择最后一个文件，
以选择连续的一组文件。

您也可以在进行选择的同时按住 Ctrl 键，选择多个不连续的文件。

 要打印的文件列表中可以包含	PostScript	语言文件、PDF	文件、TIFF	6.0	文件和	
TIFF/IT-P	1	文件之外其它类型文件。RIP	会忽略不能打印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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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将作业输入 RIP

使用托管输入插件或 “输入队列” 进行打印
本节介绍 Navigator RIP 接收输入的几种不同方式，以及为使用各种类型的输入而对 RIP 
进行配置的方法。

有几种方式可以向 Navigator RIP 提供输入。

• 如上文所述，可以使用 Print	File（打印文件）菜单命令。此命令允许运行 RIP 机器
上的用户打印所有可能的作业类型。在托管的输入处于活动状态时，您可以使用 Print	
File。

• 如下文和后续章节所述，使用一个或多个托管输入。这是常规使用中的首选方法，因
为一般来说，托管输入允许多台机器上的用户将作业提交到 RIP。

使用托管输入或 Print	File 菜单命令时，您可以打印多种类型的作业。

可以打印的类型包括：

• PostScript语言文件（PS）和封装的 PostScript文件（EPS）

• 便携文件格式（PDF）文件

• JPEG 和 JFIF 文件

• TIFF/IT-P1 文件

• TIFF 6.0 文件

与 RIP 使用输出插件来提供制版机或打样机等输出源的方式相同，RIP 也使用输入插件
来提供托管的输入源。

RIP 随附了许多输入插件，每个插件都提供在不同情况下提交作业的能力。Xitron RIP 手
册完整版中对所有这些插件，以及可管理的所提供输入的方式进行了介绍。本手册只涵
盖最常用的插件以及功能和设置方法。

最常用的输入包括：

• Spool	Folder（也称为热文件夹或监视文件夹）

允许指定多个独立的文件夹，用户或应用程序可以把要打印的作业放到其中。RIP 将
检查这些文件夹中存在的文件，然后逐一自动地打印。

 这些文件夹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但如果网络已经使用所提供的额外的	
ExtremeZ	-	IP	协议或基于	SERVER（服务器）的应用程序进行了配置，则	Apple	
电脑用户只能看到	PC	网络。Apple	电脑用户的常规连接模式是使用下面将详细介
绍的	AppleTalk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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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Talk
此插件将 RIP 中的页面设置作为 AppleTalk 网络上的打印机来发布，允许 RIP 接收来
自任何打印到 RIP 所广播打印机的 Mac 应用程序的输入。

• NT	Print（NT	打印）

此插件将 RIP 作为 Windows NT 打印服务可用的打印机来发布，然后按照 Mac 用户
所使用的 AppleTalk 插件的方式与其他 PC 用户共享此打印机。

这些插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有多种配置，每种配置均被赋予一个唯一的名称，然后，来
自队列的输入被链接到一个指定的页面设置，以便 RIP 可以打印文件。这样，每个页面
设置可以有不同来源的多个输入，或一个输入插件可以接收多个页面设置的作业。

示例：打印队列可被设为监视一个特定的文件夹（使用 Spool 输入插件），任何发送
到该文件夹的文件都将被发送到与此打印队列相关联的页面设置（如 PageSetup1）。

与此同时，另一个打印队列可能处于活动状态，使用 AppleTalk 输入插件可以创建一
个打印队列，在 Apple 网络上广播一个 “虚拟” 打印机。由 Mac 用户打印的任何作业
都将被发送到与此打印队列相关联的页面设置（此例中也可以是 PageSetup1）。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RIP 允许不同的输入（AppleTalk 插件和 SpoolFolders 插件）将
作业发送到 RIP，并在作业到达时自动接收和处理。

另一种方式：使用 spool 输入插件，打印队列可以被设置为监视一个特定的文件夹
（例如 QM46 CMYK 1440 ），任何发送到此文件夹的文件都将被发送到与此打印队列
相关联的页面设置（如 Heidelberg QM46 印刷机的一个页面设置）。

与此同时，使用 spool 输入插件可以设置一个额外的打印队列来监视另一个特定的文
件夹（例如 GTO52 文件夹），任何发送此文件夹的文件都将被发送到与此打印队列相
关联的页面设置（如 Heidelberg GTO52 印刷机的一个页面设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RIP 允许在网络上发布多个文件夹，用户可以把作业/文件拖放到
与相应页面设置相关的文件夹中。这种情况最常见的例子是接收不同印刷尺寸的作业，
这样，RIP 可以为每次印刷定位作业，设置叼口位置，然后输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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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输入插件

您可以使用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控制输入插件。在创建新的输入或更改现
有的输入之前，请检查是否有适当的页面设置可与每个输入相关联。

• 通过选择 NavigtorRIP	->Input	Controller 菜单选项或单击工具栏按钮，打开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

• 这时会出现如下所示的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显示当前可用的输入源。每个输入源可以通过相应的按钮独
立地开启或关闭——其状态显示在 Status（状态）一列中。

列表中的每一行代表一个特定的输入源，包括：

– 输入源的 Name（名称）。此名称用来识别 RIP 中的输入源。输入插件本身也可以
使用此名称。

– 输入的 Type（类型）。确定了 RIP 使用哪一个输入插件。

– Page	Setup（页面设置）。所有通过此输入源到达的作业所使用的页面设置。

– Enable（启用）状态。在启动 RIP 或开始输入时，要使输入源可用，此项应该为 
On（开启）。

– Status（状态）。此项可以是 Stopped（停止），Idle（待机）或 Busy（繁忙）。
如果一项输入处于停止状态，可能是因为所有的输入都被停止，或您在 Input	
Controller 里禁用了此输入（使用 OFF[关闭]），还可能是因为在试图启动该输入时
遇到故障。待机状态的输入表示随时准备接收作业，但没有作业到达。繁忙状态的输
入表示正在接收一份作业。
在输入源列表的下面有几个按钮，您可以通过它们执行各种操作，以便创建，复制或
删除各个托管的作业。
在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中完成修改后，您可以让此对话框保持可视，以便监测哪
个输入正在提交作业，或者可以通过 Navigator	RIP	->	Input	Controller 菜单选项或
单击相应的工具栏按钮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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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输入系统

要想从已经配置并启用的输入开始接收作业，选择 Navigator	RIP	->	Input	Controller 
菜单选项，或单击相应的工具栏按钮。

工具栏按钮是最常用的启动或停止打印队列的方法，您只需简单地使用表示 Traffic	
Lights（通行灯）的图标即可。

单击 Green	Traffic	Light（绿色通行灯）启动队列，单击 Red	Traffic	Light（红色通行
灯）停止队列。

 由于需要对各个定义的输入源进行初始化，启动队列时会有几秒种的延迟，然后	
RIP	会开始接收来自这些输入源的作业。

在工具栏的状态区会显示正在搜索输入符号（箭头上闪亮的火炬或手电筒）。

一个名为 Input	Queue（输入队列）的新菜单将出现在菜单栏中。

此菜单包含以下选项：
•	 Kill	Current	Job（停止当前作业）：选择此选项放弃当前正在处理的作业。此过程可

能需要几秒钟。

•	 Stop	Input	Queue（停止输入队列）：选择此选项在当前处理工作完成后关闭输入
系统。

•	 Abort	Input	Queue（放弃输入队列）：此选项终止当前处理的作业，然后关闭输入
系统。

向列表中添加新输入源

您可以为每个输入插件创建多种不同的输入源。例如，您可以创建 5 个 spool folder 输
入源和 10 个 AppleTalk 输入源。

要向列表中添加新的输入源：
• 在 Input	Controller 窗口中单击 New（新建）按钮。RIP 将显示一个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供您填写此输入源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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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ame（名称）文本框中，为输入插件设备键入一个名称。

 此名称用来标识	RIP	中的输入源。输入插件本身也可以使用此名称。如果创建一
个	AppleTalk	输入设备，启动输入时，一个以此名称命名的 “虚拟打印机”	将在	
AppleTalk	网络变为可用。请尽量使用那些有助于确定作业会被送往哪个页面设
置的名称。

• 在 Type 下拉列表中选择插件类型。（如 AppleTalk 插件或 Spool Folder 插件）

• 从 Page	Setup（页面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保存的页面设置。RIP 将会把此页面
设置应用于到达输入源的每个作业。

• 如果插件要事先开启，选择 Enabled（启用）复选框。

• 单击 Configure（配置）按钮，显示 Input	Plugin	Configuration（输入插件配置）
对话框，您可以在此为所选插件指定相关的详细信息。根据所选插件类型的不同，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也有所不同。此对话框用于提供输入将被如何处理的详细信息，
例如，对于 Spool Folders 插件，会告知 RIP 为获取作业而要监视的文件夹。请参见
下面的配置和此框的使用方法。

• 指定了新输入源的所有详细信息后，单击 OK（确定）。

复制输入插件

创建一个输入插件后，您可以通过复制来创建一个相似类型的其它输入。这样做可以节
省您的精力，具体节省情况取决于 Configuration 对话框的复杂程度。

要复制一个现有的输入，选择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的条目，然后单击 
Copy（复制）按钮。

您必须给所复制的输入取一个新名称，可能还会需要更改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的一
些详细信息。例如，一次只能有一个活动输入使用特定的 spool folder 或网络输入 - 但您
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输入使用相同的输入源，假设一次只启用了一个的话。

编辑输入源的详细信息

要编辑一个现有输入源的详细信息，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 Input	Controller 中的条目，然后单击 Edit（编辑）按钮。

• 在 Input	Controller 窗口中双击该条目。

RIP 将显示一个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供您编辑所选插件的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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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输入插件

配置输入是指就如何处理输入提供详细信息，并设置与该输入源相关的任何硬件或软
件。要配置一个现有的输入插件，请在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选中后单
击 Edit（编辑）。RIP 将显示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单击 
Configure（配置），查看所选输入的 Configuration（配置）对话框。

删除输入源

要从 RIP 中删除一个输入源，请在 Input	Controller 中选中后单击 Delete（删除）按
钮。您可以同时选择多个输入，然后一次删除它们。

启用和禁用输入源

要启用一个输入源，请在 Input	Controller 中选中后单击 On（开启）按钮。要禁用一个
输入源，请选中后单击 Off（关闭）按钮。

使用这些按钮与在相应的 Input	Channel	Edit 对话框中选中或清除 Enabled（启用）复
选框具有相同的效果。

当启用了所选的输入源后，On	按钮被禁用，而当输入源未启用时，Off	按钮被禁用。

您可以选择多个输入源，然后将它们一起打开或关闭。当一个输入插件被启用时，RIP 
会在启动输入队列时将其自动发布，这意味着该输入插件可以用于发送作业到 RIP。要
使启用的输入进入活动状态，请选择 Navigator	RIP	->	Start	Inputs（开始输入）或单
击 Green	Traffic	Light（绿色通行灯）工具栏按钮。要停止所有启用的输入，请选择 
Navigator	RIP	->	Start	Inputs 或单击 Red	Traffic	Light（红色通行灯）工具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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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poolFolder 输入文件夹

SpoolFolder 输入是 PC 用户最常用的管理输入。Spool 插件会定期扫描指定的磁盘文
件夹（目录），并处理存放其中的任何 PostScript 语言文件（以及其它相符文件）。通
常，系统在成功处理之后会删除这些文件。SpoolFolder 可以安装在网络文件服务器上，
也可以安装在本地 iCtP RIP 工作站中。用户从应用程序中创建文件。应用程序可以直接
在 SpoolFolder 中创建文件，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创建文件（例如，在本地系统中），供
以后传送到 SpoolFolder。

RIP 可以用 SpoolFolder 处理下列部分或全部文件类型：
• Post-Script 语言 (PS)
• 封装的 PostScript（EPS）文件
• 便携文件格式（PDF）
• TIFF 6.0 
• JPEG 和 JFIF 文件

RIP 会忽略无法打印的文件类型，以及您通过配置 SpoolFolder 输入而有意排除的文件。

您可以根据文件的名称进行排除。您可能想要排除类似实际作业的文件，但包含将文件
传送到 SpoolFolder 软件的核算和管理信息。您可能还想要排除或是至少延迟含有特定
来源或质量的实际作业。只要文件名含有可识别的前缀，这些都可以实现。

在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您可以指定 RIP 在输入插件 Configure 对话框中
使用的文件夹。如果需要，可以创建多个假脱机输入，每个都有自己的文件夹、页面设
置和排除清单。

通过网络指定文件夹时，应确保计算机重启时可以自动打开文件夹，以便计算机运行 
RIP。由于文件通常会在打印后立即删除，所以务必确保 RIP 具有删除 SpoolFolder 中文
件的权限，尤其是如果 SpoolFolder 位于网络文件服务器上。

SpoolFolder 中的文件将按照它们到达的先后顺序进行处理。但是，如果在 RIP 启动时，
文件夹中已经存在一些作业，或是如果排队的文件已经很多，则 RIP 将根据文件的日期
戳确定作业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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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配置 SpoolFolder 输入源
要创建和配置新的 SpoolFolder 输入源，请按下列步骤进行：

• 通过选择 NavigtorRIP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菜单选项或是单击工具栏按
钮，打开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

• Input	Controller 对话框将出现。

单击 New（新建）。

• RIP 显示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

• 从 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Spool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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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希望接收的 Page	Setup（页面设置），并处理到达 SpoolFolder 的作业（此例子
中，我们选择了 GTO52	Pre-Separated（GTO52 预分色）页面设置）。

• 给输入队列取一个 Name（名称）（最好用可以反映正在发送的页面设置的名称，以
便随后的队列编辑会更容易一些）。

• 单击 Configure（配置）按钮，打开 SpoolFolder Configuration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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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ol	Folder	Configuration（Spool Folder 配置）窗口包含下列控制项：

Spool	Folder
当前的 SpoolFolder 显示在此按钮旁的文本框中。在这里，RIP 通过查看 Filenames	
pre-fix	list（文件名前缀列表）中排除的文件类型和文件名称，检测已到达的文件，并
将它们视为可能的作业。

 选择一个专门接收作业的文件夹。尤其应避免在其它文件正在到达或是更改时使
用文件（例如，SW	文件就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因为日志文件将随每项作业而
更改）。

单击 Spool	Folder 按钮，用标准文件浏览对话框更改此文件夹。

 或者，您可以将完整的路径名称输入到文本框中，但是要知道，任何键入错误都
会导致错误或是创建新的文件夹。

建议您在 C 盘中创建名为 hot	folders（热文件夹）的文件夹，并在该文件中，为每个
作为页面设置而创建的印刷和版材设置创建文件夹。

在本例中，正如我们已创建的可将作业发送到 GTO52	CMYK	1400 页面设置的 Spool 
Folder 队列一样，我们命名了文件夹，所以，将文件拖放入文件夹时，您可以知道哪
个页面设置将应用于该作业。

Create	spool	folders	if	they	do	not	exist（spool	folder	不存在时创建：）
如果想用 RIP 创建尚不存在的命名的 spool folder，选择此框。

RIP 将在输入通道可以使用时创建文件夹。单击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
辑）对话框中的 OK（确定）后，立刻就可以启动通道，但可能需要选择 Navigator	
RIP	->	Start	Inputs（开始输入）或在通道完全可用之前启动输入通道。

Warn	if	spool	folders	do	not	exist（spool	folder	不存在时发出警告）

如果您想要命名为假脱机、错误或完成文件夹不存在时 RIP 发出警告，选择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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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Folder（错误文件夹）

如果文件无法打印，RIP 会将其移动到指定的错误文件夹，除非选择了 Delete	on	
error（出错时删除）框。如果文件打印成功，RIP 会将其移动到指定的 Complete	
Folder（完成文件夹），除非选择了 Delete	on	completion（完成时删除）框。

同样，建议您将这里的默认设置更改为主 Jobs（作业）文件中称为 Error（错误）的
文件。

Delete	on	error（删除时错误）

如果想要 RIP 删除 Spool Folder 无法打印的文件，选择此框。如果想将无法打印文件
移动到 Error 文件夹，不要选择此框。

 建议您不要选择此框，以便可以检查哪个文件生成错误，然后可以查看一下以确
定原因。

注意，如果在处理过程中放弃文件，则文件将作为错误进行处理。

Move/Delete	All	Files（移动/删除所有文件）

选择此选项时，spool 插件将被移动到 Error（错误）文件夹，或是删除无法识别的文
件（例如格式错误的PDF 文件）。根据 Delete	on	error 复选框的状态来移动或删除
文件。

 如果决定使用此选项，并且无意中选择指向含有重要文件目录的	spool	文件（例
如C:	\windows…或	SW	文件夹），则会删除此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造成计
算机或应用程序不能正常工作。插件会删除或移动所有无法处理的文件。

Move/Delete	Valid	Files（移动/删除有效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 spool 插件无法识别的文件，会把文件留在 spool 文件夹中
忽略。根据 Delete	on	error 复选框中的设置，处理造成错误的有效文件。

Complete	Folder（完成文件夹）

如果文件成功打印，RIP 会将其移动此按钮旁文本框中的指定位置，除非勾选了 
Delete	on	completion 框。单击 Complete	Folder 按钮，使用标准文件浏览对话框来
更改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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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on	completion（完成时删除）
如果想要 RIP 删除 SpoolFolder 成功打印的文件，选择此框。否则，RIP 会将这些文件
移动到 Complete（完成）文件夹。

 通常，建议您在成功打印后删除作业。但是，有些情况下不要删除，例如，将作
业移动到其它文件夹进行光栅化，如打样文件夹。这样，您可以同时由同一文件
提供版材和样张。

Filenames	prefix	list（文件名前缀列表）
如果已经选择 Exclude	prefix	list（排除前缀列表）框，则此文本框用于在文件到达 
spool floder 时，指定要忽略的文件。根据文件名称的第一部分或前缀进行指定。前缀
有大小写之分。

您可以输入几个前缀。用不含空格的逗号分隔多个前缀。如果在逗号后添加空格，RIP 
会将空格作为其后字符串的一部分。每个前缀可以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句号和
空格。
例如，下面是一个三个前缀的有效列表：aaab_c,	BAC,	4.4

Exclude	prefix	list（排除前缀列表）
勾选此框，可激活前缀列表。清空此框可禁用前缀列表，但不会删除前缀列表。

Scan	spool	folder	every	<n>	seconds（每隔 <n>	秒扫描	spool	folder）
文本框中的值指定 RIP 检查 Spool Folder 中要打印新文件的频率。

Time	to	wait	for	file	to	stabilize	<n>	seconds（等待文件稳定<n>秒）
文本框中的值指定在确认文件已经完全写入并要打印之前，Spool Folder 等待到达文
件大小维持不变的秒数。

Suppress	startup	warnings（禁止发布启动警告）
如果在 SpoolFolder 中有文件并启动 RIP，则在启动 RIP 之前，系统会发出警告，提
示您必须确认已获悉此文件中文件的存在。如果想禁止发布这些启动警告，并继续启
动 RIP，选择此选项。系统将处理该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 设定完所有的配置选项后，单击 OK。现在，您可以使用输入队列了。如果现在已设
定所有的队列并想激活它们，单击工具栏中的 Green	Traffic	Light（绿色通行灯），
启动队列。

 如果想根据不同的页面设置来设置多个队列，选择刚设定的	Spool	Folder	队
列，然后使用	Input	Manager（输入管理器）对话框底部的 “Copy（复制）”	按
钮。再赋予复制的输入队列一个不同的名称，选择作业要发往的新页面设置，单
击 “Configure（配置）”。现在只需更改 “Spool”	文件夹，以反映作为新队列源
的新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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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pleTalk 输入插件

通过 AppleTalk 插件，用户可以定义名称并从 RIP 定义页面设置，以关联到该名称（队
列）。名称（队列）将由 AppleTalk 输入源公布到 Apple 网络中。此名称（队列）将出
现在连接到网络的 Mancintosh 计算机的 Chooser（选配器）上，非常类似激光打印机
（所以实际上，名称/队列是 RIP 支持的一台虚拟打印机）。如果 Mac 用户选择此名称
（队列），则可以安装 RIP 支持的 “虚拟打印机” ，就像安装激光打印机一样。用户可以
创建多个队列，每个队列与不同的页面配置相关联。所以，Chooser 会看到多台 “打印
机” 。当此用户简单选择与作业发往的页面设置有关的打印机之后，就可由所用应用程序
直接打印。如果作业来自于 Mac，RIP 将检测发送作业的 “虚拟打印机”，然后应用相关
的页面设置并对作业进行相应地处理。

配置 AppleTalk 输入源
• 要创建 AppleTalk 输入源，在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选择输入源并单击 

New（新建）。RIP 将显示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

输入队列的 Name（名称）。

 由于此名称将被广播到	AppleNet	中，以确定您的队列（主要显示为选配器中的
打印机），请选择可清楚标识作业将被发往的页面设置的名称。

例如，对于页面设置 SM52 CMYK 1440，可以将 Name 设为 “SM52 CMYK 1440”。
或者如果有打样机，可以将 Name 设为打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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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名称之后，从 Type（类型）框中的下拉菜单上选择 AppleTalk。

AppleTalk 输入插件是最简单的设置之一，无需对该插件进行任何配置，单击 OK，就
可以使用该插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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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T 打印输入

此输入将 RIP 作为一台或多台可供 Windows 环境下使用的打印机进行发布。一旦完全安
装和配置后，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可以看到每台打印机的名字。

安装和配置分几个步骤完成，您必须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 安装插件

• 配置 RIP 从而使输入可用

• 配置 Windows 以便将打印机与 RIP 输入相关联

安装插件

如果已经安装了 RIP，安装程序会将 NT 打印插件安装向导置于 C:\Program	Files\
Xitron72r1\NTPrint 文件夹中。

按照下列步骤使用安装向导：

• 退出所有运行的应用程序

• 运行 \Ntprint 文件夹中找到的 Setup.exe 文件

• 如果安装程序提出询问，则选择安装 Navigator RIP 中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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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Browse（浏览）并选择安装 RIP 的文件夹。

应为：C:\Program	Files\Xitron72r1。
单击 OK（确定）。

• 等待安装程序完成…

…然后重启计算机。

创建 NT 打印输入
按照上述步骤安装插件之后，您可以创建一个 Navigator RIP 输入。

• 单击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的 New（新建）。将出现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

给输入取一个合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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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NT	Input（NT 输入）。

• 选择 Page	Setup（页面设置），然后单击 Enabled（启用）框。

• 单击 Configure（配置）按钮。将出现 NT	Print	Configuration（NT 打印配置）对话框。

该对话框包含控制功能，可以在 Windows spooler 系统之前启动 RIP 输入 — 快速计
算机上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默认设置为接受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无需用户干预就可
以禁用打印机。通过使用这些控制，您可以在特定的时间限制之内让 RIP 不断尝试。

Enable（启用）
如果想要在初次失败后，让 RIP 会重新尝试连接到 Windows spooler，则选择此框。

Retry	delay（重试延迟）
在初次失败后，输入希望 RIP 继续重试的时间。对于所有机器，60 秒的重试延迟可能
就足够了。太长的延迟意味着将要推迟其它输入上的作业，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应尽
量减少此数字。

• 单击 OK，关闭 NT	Print	Configuration（NT 打印配置）窗口。

• 单击 Input	Channel	Edit（输入通道编辑）对话框中的 OK，进行关闭。

• 使用 Navigator	RIP	->	Start	Inputs（或工具栏上的 Green	Traffic	Light（绿色通行
灯）图标）来启动输入。

现在，您已经拥有一个 RIP 通道，该通道构成 Windows 打印机配置软件的一个可视端
口。然后，必须在 Windows XP 下添加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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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在 Windows XP 下创建打印机
您有两个选项。您可以创建使用 RIP 通道的新打印机，或是将现有打印机连接到 RIP 通
道上。对于 Windows XP 和 Windows 2000，创建步骤类似。

要为 Windows XP 创建打印机：

• 使用 Navigator	RIP	->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创建并启动	NT	Input（NT 
输入）类型的新输入通道，如前面 “创建 NT打印输入” 所述。

• 在 Windows 中，从 Start（开始）菜单中选择 Settings（设置）->	Printers（打印
机）并选择 Add	Printer（添加打印机）。出现 Add	Printer	Wizard（添加打印机
向导）。

单击 Next（下一步）。

• 选择 Local	printer	attached	to	this	computer （连接到此计算机的本地打印机）
并确保没有勾选 Automatically	detect	and	install	my	Plug	and	Play	printer
（自动检测并安装即插即用打印机）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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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Have	Disk…（获取磁盘…）

• 选择 Create	a	new	port（创建新端口）并从下拉选择框中选择 ScriptWorks（一个被 
Harlequin RIP 添加到 Windows 中的输入）。
单击 Next（下一步）。

然后会出现一个列表框，显示所有未连接 ScriptWork 的名称。

通道（这是使用 NTPrint Plugin 创建的任一输入的名称）。

选择通道中的一个，然后单击 OK。

• 配置打印机。为此，您需要为 PlateWriter	2000 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该程序位于 
PlateWriter 2000 随附的安装光盘中或是位于 C:\GJ Tools\Windows PostScript Driver 
的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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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PlateWriter 2000 安装盘插入光驱中，或转到 C:\GJ	Tools 并打开 Windows	
Postscript	Driver（Windows Postscript 驱动程序）文件夹。

选择 iCTP_Win2K-XP 文件夹并单击 Open（打开）。

• 单击 OK。

• 将显示 iCTP	Postscript	Driver（iCTP Postscript 驱动程序）。

选中后单击 Next（下一步）。



0949 操作手册

4-55
使用 RIP

使用NT打印输入

• 现在，您必须赋予打印机一个名称。默认情况下，Windows 将使用 iCTP Postscript 
驱动程序名称，但您需要选择一个名称，以反映作业会将哪个 Page	Setup 发送给使用
此队列的用户。

命名打印机（建议使用 Page Setup 名称或类似的名称）。如果您想将此打印机作为默
认打印机，选择 NO（否）。单击 Next（下一步）。

• 选择 Share	name（共享名称），以便使网络上的其他用户可以看到并连接到打印机。
用同一打印机名称来命名 Share	name。

• 单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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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将询问是否打印测试页。

由于没有必要，请选择 No（否）并单击 Next（下一步）。

• 最后，您会看到一个	Completion（完成）屏幕，其中汇总了所添加打印机的详细
信息。

单击 Finish（完成）。

• Windows 将从安装程序或 C 盘目录中复制文件。如果出现软件无法与 Windows XP 
兼容的提示，单击 Continue	anyway（继续）。

• 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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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之后想将打印机重新分配到其它端口，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 选择菜单选项 Start（开始）->	Settings（设置）->	Printers（打印机）。

• 在 Printers（打印机）窗口中，选择打印机，右击并选择 Properties（属性）。

• 在 Properties 窗口中，单击 Ports（端口）选项卡。通过在端口列表中选择新端口的
框进行选择。

• 单击 OK，确认更改。

从 Windows 2000/XP 使用打印机
现在，新的打印机已连接到 RIP。任何发送到新打印机的打印机输出都将路由至 RIP。
Windows spooler 会记下运行 Navigator RIP 的计算机重启之间的打印机名称。

 如果试着将文件发送到连接尚未运行的	RIP	通道的打印机（即，已经启动	RIP，
但忘记启动通道），则在	Windows	中将显示端口不可用的警告，并且向用户提供
重试作业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在重试作业之前启动	RIP	输入通道，作业将会重启
成功。

使用多种方法

RIP 可以使用上述输入类型的任何组合，并侦听所有活动的输入。当多个输入要发送数
据时，一次只能有一项作业可以到达 RIP，但是其它输入可以为随后的处理接收和缓冲
数据。要接收来自多个源的输入，请在 Input	Controller（输入控制器）中创建和启用
想要的输入源。在用 Start	Inputs（开始输入）菜单选项启动输入系统时，RIP 立刻自动
监控所有启用的输入源。

针对 MAC 用户的增强文件管理和打印
为了进一步增强 Mac 用户的打印选项，我们提供了额外的应用程序，称为 
ExtremeZ-IP。

在安装磁盘中安装或寻找的过程中，此安装程序会被自动复制到 RIP 文件夹的 
AppleTalk 文件夹中。有关 ExtremeZ-IP 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此文件夹中的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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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校正

校正曲线功能是对版材上的输出进行线性化。使用剩余曲线的方法有几种。通常，如果
使用实际印刷校正曲线对印刷机进行线性化，打印时将使用生成低反差图像的线性版
材。对于一些用户，这正是所需要的效果，因为屏幕上 10% 色调会在印张上复制 10% 色
调；非常适合于专色用户。

但是，在 CMYK （4 色印刷）中，线性输出制作的低反差图像会产生非常平淡的图像。
在这些情况下，目标印刷曲线或阶调曲线可以提供必要的修正，并用于 “放回” 在印前印
刷中假设的网点增大。

虽然 RIP 安装过程中提供的校正具有合理的起点，但是您可能会发现，需要为印刷、纸
张和油墨生成校正曲线才能获得优质的打印效果。

 建议您不要进行版材线性化，因为市场上大多数测量设备不能准确地测量版材。建
议只为印刷机制作校正曲线。但是，您可以测量版材并保存测量值，以便进行过程
控制。

校正印刷机

用 Actual	Press	Curve（实际印刷曲线）功能来校正印刷机可以提供线性印张，从而使
屏幕上 10% 色调可以制成印刷机上10% 色调，50% 制成 50% 等等。

如果就此完成校正，则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很准确，却并不可取。

通常情况下，由胶片制成的旧式印刷品会出现大约 20% 的印刷网点增大，这会产生暖色
强烈的图像。线性校正往往会产生反差很低的图像效果。但是，由于线性化可以提供起
点并删除印刷网点增大和旧印辊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些在多色印刷环境下可能出现，所
以对印刷机进行线性化非常重要。

一旦完成印刷机线性化并创建称为 “实际印刷” 的校正之后，就可以添加目标印刷校正曲
线，从而可以使进行多次印刷的印刷厂在整个作业中创建更加一致均衡的校正。
• 启动 Navigator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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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必要，通过按 Ctrl+O 或者从 RIP 菜单选择 Output（输出）->	Output	Controller
（输出控制器），打开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管理器）窗口。

• 确保 Disable	Output（禁用输出）被勾选。这可以让您控制其后步骤中打印的起始
位置。

• 请确保已经将版材校正应用到要创建印刷及校正的页面设置中（请参见本章前面的
内容）。

• 从 RIP 菜单中选择 Output	->	Print	Calibration（打印校正）。

• 选择页面设置并单击 Print	uncalibrated	press	target（打印未校正印刷目标）。校正
目标将被光栅化并写入磁盘。您应该得到四个分色文件。

• 装版。

• 在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监视器）窗口中，选择 Active	Queue
（活动队列）中的 Uncalibrated	target（非校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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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Info（信息）按钮，打开 ThroughPut	Info（打印量信息）对话框。

• 单击 Page	Layout…（页面布局...）

• 检查版材的 Media	Width（介质宽度）、Media	Length（介质长度）和 Margins
（页边距）是否正确。

（尽管校正目标比较小，但也要检查，以确保页边距位于打印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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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本图类似的目标将被打印。

• 打印目标后，从 PlateWriter 2000 中取下版材。

• 将版材放在 PlateWriter 2000 处理装置的前端。

• 装载下张版材，对每块版材均重复上述步骤。

• 之后，每块版材均应放在印刷机上，在打印参考版材之前应获得均匀的油墨浓度。

欧洲标准建议选择三种典型的纸张类型：
– 铜版纸：油墨浓度设为 C = 1.55D，M = 1.5D，Y = 1.45D，K = 1.85D
– 有光/亚光铜版纸：油墨浓度设为 C = 1.45D，M = 1.40D，Y = 1.25D，K = 1.75D
– 非涂料胶版纸：油墨浓度设为 C = 1.00D，M = 0.95D，Y = 0.95D，K = 1.25D

每种纸张对印刷油墨的反应各不不同，并会更改印刷机上获得的网点增大。同样，油墨
的使用量也会影响印刷效果。所以，如果您不想坚持上述标准，请确保前后印刷保持一
致的油墨浓度。

例如，在美国，标准商业印刷油墨浓度通常设定为：C = 1.30D, M = 1.40D, Y = 1.00D, 
K = 1.80D。

• 用印刷机印刷每种纸张时，确保基准纸获得正确的油墨浓度。

• 一旦纸张干燥后，请用可读取随机网点的优质反射密度计或类似设备，测量打印校正
目标上每个斑点所占的网点百分比。由于每种油墨通常会实现不同的网点增大特性，
因此您需要分别测量打印的每种颜色。

• 取消对 Output	Controller/Monitor（输出控制器/管理器）窗口中 Disable	Output
（禁用输出）的勾选。

一旦 Throughput（打印量）窗口显示激活后，重新检查 Disable	Output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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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RIP 菜单中选择 Output	->	Calibration	Manager（校正管理器）。

• 将 Printing	Press（印刷机）选为 Device（设备）类型。

• 将 CMYK 选为 Colour	Space（色彩空间）。

• 单击 New…（新建...）

• 按所用印刷与纸张的类型命名新的校正。

• 将印刷类型选为线性并将第一颜色通道选为 Cyan（青色），以输入青色数据。

• 在编辑框中输入网点百分比测量值修正列。

• 一旦输入 Cyan 数据后，选择 Magenta（洋红）通道并输入洋红输出的测量数据。

• 其余颜色重复上述步骤。

• 单击此窗口中和 Calibration	Manager（校正管理器）窗口中的 OK，保存您的配置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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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印刷机校正加入页面设置中

编辑页面设置

• 选择 RIP 菜单中的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打开 Page	Setup	
Manager 窗口。

• 选择打印未校正目标时所用的 Page	Setup（页面设置），并单击 Edit（编辑），打开 
Edit	Page	Setup（编辑页面设置）对话框。

• 在 Calibration	&	Dot	Gain（校正与网点增大）部分中，选择刚从 Actual	Press（实
际印刷）校正列表中创建的 Calibration（校正）。

• 将 Tone	Curves（阶调曲线）和 Intended	Press（目标印刷）曲线设为 (None)。
• 单击此窗口和 Page	Setup	Manager 窗口中的 OK，保存编辑的页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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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目标印刷曲线或阶调曲线？

我们所简单介绍的校正过程用于对使用 PlateWriter 2000 的打印过程进行线性化。

线性打印意味着正常 50% 的网点（灰度）将在印刷机上打印为 50%。通常，因为大多数
图像都预补偿 20% 的网点增大，所以这会导致变浅或 “褪色” 的印刷品。也就是说，一
般按额定 50% 网点期望值准备的图像会打印成 70%。

目标印刷曲线用于将预期的网点增大添加回印刷配置文件中。阶调曲线用于对此进一步
修正，以创建冷色图像或暖色图像。我们还没有加入任何阶调曲线，因此本部分将主要
详细介绍目标印刷曲线的使用，以便可以从传统胶片等创建期望的网点增大。

我们已经用 Navigator RIP 提供了标准网点增大曲线，Gamma -1 -5、GJ PT1和 PT2、
GJ PT4 和 PT 5 ，以及商用 SWOP 和 Fogra 曲线。这些值都是良好的起点。

您可能需要微调这些目标印刷曲线，以满足您的特殊要求。但是，为了使用现有目标印
刷曲线中的一条曲线，请按照下列步骤在 PageSetups 中实施目标印刷曲线。

将所需印刷曲线加入页面设置中

• 选择 RIP 菜单中的 Page	Setup	Manager（页面设置管理器），打开 Page	Setup	
Manager 窗口。

• 选择打印未校正目标时使用的 Page	Setup（页面设置），然后点击 Edit（编辑）。

• 在 Calibration	&	Dot	Gain（校正与网点增大）部分中，选择 Navigator RIP 安
装中的一条曲线或打印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时加载的一条曲线作为 
Intended	Press（目标印刷）曲线，或任何一条您可能创建的自定义 Intended	Press	
曲线。

• 通过单击此窗口和 Page	Setup	Manager 窗口中的 OK，保存编辑的 Page Setup。

• 如果通过打印 Calibrated	Press	Target，目标曲线的输出达到所要求的效果，您可以进
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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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恢复 Windows 的 Navigator RIP 配置

 备份	Navigator	RIP	配置非常简单。按照此简单的备份程序，您可以保存所有的
密码，内存设置，校正，阶调曲线，设备和页面设置等等。

 如果工作站出现任何问题或需要重新安装	Navigator	RIP，备份	RIP	配置可以节省
很多时间。

配置备份

如果已经配置 RIP，请按照以下说明制作各个设置的备份文件：

• 启动 Navigator RIP。

• 从RIP 菜单中选择 Navigator	->	Print	file（打印文件）。

• 在打印对话框中，将 Page	Setup（页面设置）设为 Default	Page	Setup（默认页面设
置），并将 Files	of	Type（文件类型）设为 PostScript	(.ps)。

• 选择 C:\Program	Files\Xitron_72r1\Utilities 中的文件 BackupConfiguration.ps。
• 单击 Print（打印）。

这会创建（或盖写旧版本的）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并将其放到 
BackupConfiguration.ps 所在文件夹中。

• 将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备份到可移动媒介并将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如何恢复配置

请按照 Navigator RIP 安装光盘上有关 Windows 的安装说明操作。当指示您从安装光盘
打印 Glunz	&	Jensen 出厂默认设置文件时，请打印您已经备份的 Glunz	&	Jensen 出厂
默认设置文件代替。

请按照说明配置 RIP内存和加密狗密码。随后您的整个配置将被恢复，您可以重新开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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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目标印刷曲线或阶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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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第 5 部分：故障排除

常规

如果 PlateWriter 无法正常工作，请参考以下几页内容，寻找与您的故障最接近的内容。

 要更换保险丝，请先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请始终确保新保险丝的大小和额定值符合电路图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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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故障

处理装置故障

指示灯状态和错误代码

处理装置的状态指示灯用以下几种方式表示装置的当前状态和/或故障。

绿色 — 长亮 处理装置准备就绪。

版材放到传送装置上前，可以更改程序选择器。

绿色 — 闪烁 处理装置做好使用选定程序处理版材的准备。

切勿更改程序选择器。

红色 — 闪一下
蜂鸣

由于在没有事先激活传送装置传感器的情况下就
挡住了烘干传感器，因此装置尚未准备就绪。

移开版材并将其正确安置在传送装置传感器 
上方。

红色 — 闪三下
蜂鸣

灯泡故障—烘干装置中有一个或多个灯泡坏掉。

切断装置电源，更换灯泡，然后再接通装置的 
电源。

红色 — 闪四下
蜂鸣

电机调速故障—电机/传送装置卡住。

切断装置电源，清除障碍，然后再接通装置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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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PlateWriter 2000 上的双向调整

启动 RIP 工作站上的 C:\GJ tools\PWAjUtil 文件夹中的 “PWAdjUtil” 程序。

选择所连接的打印机。

选择打印机类型，并将 Adjustment job（调整
作业）设为 Bidirectional（双向），然后单击 
Narrow（窄）（*）。

装载 0.15 毫米或 0.2 毫米（*）版材到 iCtP 打
印机中，然后单击 Print。这时版材上将出现
下面的图像（如黑色所示）：

上面的数值 PK/MK，5 表示实际设置，代表中心的线段。如果最佳线段不在中心位置，
您必须寻找到最佳线段，并在工具的 VSD 3 中输入最佳值后单击 “Write” （写入）。计
算从中心线到最佳线之间的线段数量，找到正确的数值。注意，线段之间的距离步进为 
2。您可能会发现两条线段一样好，则设定两线段之间的数值，例如，如果线段 +2 和 +4 
都很好，将新数值设为 5+3=8。

在设定新数值之后，建议再次运行调整以确保设置正确。

（*）如果 0.2 毫米碰到打印头表面，您必须调整打印头高度，以便可以对 Narrow 打印头高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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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打印机进给量

背景

为了不断提高印刷质量，我们经常收到有关颗粒度的问题。减少颗粒状着色首先需要调
整的就是打印机的进给量。打印机内置了一个进给调整量，但是由于要根据版材厚度进
行校正，所以必须在页面设置中设定校正值。这样才能确保为所用的全部版材规格提供
理想的进给量。

工具

• 从 RIP 工作站上的 C:\GJ tools\PWAjUtil 中启动程序 “PWAdjUtil”。

• 这是一个测量进给量的精确标尺。

启动 PW Adjustment Utility（PW 调整工具），选择要调整的打印机和类型，然后按如
下所示打印文件：

请注意，您必须根据标尺选择合适的文件（英制或公制）。

按纵向将版材装载到 PlateWriter 上，按工具上的 Print。打印作业之后，将标尺安放在
最佳线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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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可能的最长线段 250、450、或 600 mm，并按所示找到偏差系数。

在此示例中，需要对 25 cm 点上测得值调整 +0.16% 的进给量。

打开版材规格与上述测试中规格一致的页面设置，并在 “Configure Device（配制设
备）” 的 Feed adjustment（进给量调整）中键入新值。

不同版材厚度的进给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使用了其它版材厚度，您必须用相
应的版材再次进行同样的测试。如果数值结果不同，您可以在相应的页面设置中输入 
数值。

建议您检查进给量，如果需要，至少每年修改一次，例如每年服务人员进行维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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